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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研究刍议
王明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4
摘要：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对比法、实地调研法和实物考察法。中医药方志
文献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医药人物研究、中医药遗迹研究、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医老字号研
究，以及中医药相关内容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探讨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的记述特点、研究方法、研究
内容，为科研工作者提供研究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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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ustic Opinion of the Study on TCM Literature in Local Chronicles
WANG 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He’nan, Zhengzhou He’nan 450004,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f TCM literature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are literature antitheses,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TCM literature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include
study on TCM figures, TCM relic, TCM n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CM time-honored brands, and
relations among TCM related contents. This article provided research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ers by
discussing the narrative feature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research contents.
Key words: local chronicles; TCM literature; TCM culture
地方志是一个地区的史书，资料真实可靠，区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

域空间明确，内容连续全面，蕴含着丰富详实的地

载体，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

情资料，是重要的地方文献，是地方百科全书。地

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使命；有借鉴作

方志中记述有大量的中医药内容，能补医史之缺，

用、查考作用、教育作用和存史作用。研究地方志

续医史之无；参医史之错，详医史之略；地方志医

中的中医药文献，对完善中医药史内容、完善中医

家，可为万世之楷；在地方志中能发现中医药研究

药理论，发现中医药古代著作、中医药人物、中医

课题，为中医药文化研究提供依据，为中医药文献

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清学术渊源、疗法传承谱

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史资料及研究方向。

系，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教育中医

地方志文献逐代记述，内容涉及历史、文学、

后学、提高医德水平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及

民族、社会、经济、物产、自然科学等，资料都取于

现实意义。

当地的档案、访册、谱牒、传志、碑金碣石、测绘、

1 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记述特点

笔记、信札、诗文集等原始材料，全面、真实、准

志书中在事件、人物等阐述上皆运用写实手

确，并经过认真鉴定考证，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

法，只重事实、具体做法、过程与结果，形容词、

[1]

历史之延续性、内容广博性及材料真实性 。

评价性语言较少。医家多在志书的方技、人物、传
记部分；道地药材多在物产、田赋、矿产、动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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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疫病多在祥异、沿革、灾害篇；医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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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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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不仅在医学上有诸多造诣，留下了医学智慧

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中医药

传承于世，更在垂留典范，教化乡邻。如《郾城县

方志文献资料的收集，还应该在既有文献整理的基

记》记载清代医家王钦，“贫民求医者取药不索

础上，对地方志中的中医药文献再进一步深入研究

值……贷于人者钱数百千，因思负者多贫，遂焚其

和挖掘。

劵”。《新修阌乡县志》记载清代医家黄乐业，仗

2.1 文献对比法

义疏财，乐善好施，“专为贫穷不能延医者计”，

将地方志中的中医药内容，如人物、著作、医

“遇无衣无食者常赈恤之”；遇到借贷却又无力归

事、制度等逐条与现行的中医药史、中医药著作进

偿者，又告诫儿子不要追讨，曰：“我有此而不加

行比对、分析，相互印证，补充其遗漏，从而完善

丰，彼失之即致破产。”《通许县志》记载清代医

相关内容。对医家分布规律研究可采用纵向分析，

家张东岭“慷慨好义，贫困者概不索值”，死后有

即按年代（朝代）分布情况，分析其与时代的关

“染病者，尤追其墓前祈祷求药，络绎不绝，墓前

系；也可以横向分析，即按地域分布情况，分析其

如市。间亦有因之获愈者，足征其仁心仁术”。

地域的分布规律。

《新安县志》医家陈青云有“家传五戒”，一是正

2.2 实地调研法

人品，二是慎口过，三是勿爱利，四是无惜名，五

对地方志中有记载、而现行医史中没有记载的

是慎粗率。这种医德医风对教育后人意义重大。

人物、著作、古迹遗址或相关内容，进行文献调研

另外，通过对医家分布情况、医籍编撰情况、

和实地调研，到人物的所在地、医事的发生地走

疫病流行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地域中医

访、考察，寻找其家谱，访问其后人；在调研过程

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脉络 [3] ，完善中医学科的历史

中，运用多种媒介（拍照、录音、录像等）进行采

内容，开辟中医药文献资料研究的新路径。

访和整理，对地方志相关内容进行增补完善。

3.2 中医药遗迹研究

2.3 实物考察法

地方志中对诸如碑刻、墓志、坟茔、风水的记

对医家、著作、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老

述很多，与中医药相关的遗迹也不少，这对普及宣

字号或相关内容采用实物考察法，到现场对遗存著

传中医药文化有重要意义。以河南地区为例，有南

作、手稿、匾额、碑文、遗物、医疗器具、制药或

阳仲景祠、葛洪山、葛洪村、洛阳龙门药方洞、淮

炮制工具、老照片、老标志、老招牌、老商标等进

阳蓍草园、温县神农涧、新密轩辕丘、岐伯山、岐

行考察、论证，条件许可情况下，可以对相关文

伯洞、李堂药王庙、虞城伊尹墓、汤阴扁鹊墓祠

献、工具等实物进行原物搜集或复制。

堂、商丘华佗墓、内乡菊潭、百泉药王庙、鹤壁孙

3 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研究内容

真人祠等等。

3.1 地方志中中医药人物研究

由于洪灾、地震、战争等自然、人为因素，一

地方志中的医家人物研究主要包括医家分布特

些遗迹或许只有些许残垣断壁或者仅留存在记载

点、学医途径、成才之路、医德医风、医疗事迹、

中，这就更需要我们实地调研、走访考证、挖掘整

医学著作等方面。

理。通过科研投入、政府引导，上述的一些中医遗

从史、志、文献的角度来说：现在医学史的资

迹从历史沿革到现代陈列、从人文挖掘到硬件建

料多来自正史，如《史记》中的扁鹊、仓公，《晋

设，业已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有的已成为国家级或

书》中的葛洪，《旧唐书》中的孙思邈、张文仲

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此外，这些古迹单

等。而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医家，其本身的地位远远

位还积极对外开放，通过开展中医药文化旅游，既

不及正史中的名医，诊疗技术或许也不及正史所

能丰富和提高国人的旅游内涵，宣传中医药文化，

载，但的确为一方名医、当地精英，能为百姓解除

普及中医知识，让人们认识中医，了解传统文化；

疾苦、治病救人，他们终身躬耕于临床一线，这些

同时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能反哺于医药产业。

医家的医德、医风、医技、医事，贴近大众生活，

3.3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2]

懂得百姓疾苦，很有研究价值 。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要包括其历史渊

从医德医风、医疗事迹来说：地方志重医德而

源、传承谱系、主要内容、价值等方面。一般来

医技次之，记述医家，不看地位，多讲实效，更在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 4 个条件，一是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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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有佐证材料，即在当地志书上有记载，能

考》；钱远铭等搜集非医学性著作编写了《经史百

够找到历史凭据；二是传承谱系清楚；三是有实际

家医录》，书中很多资料就是来自地方志文献。

内容；四是有传承人正在继承这项技术。所以，通

地方志中整理摘录出的中医药文献，可以“方

过地方志研究可以发现更多的中医药非遗项目。这

志医文录”的名目，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或以“某

些非遗项目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科研开发，可以在研

省（市）方志医文录”的形式出版分册，然后集装

发专利、整理出版相关著作、研发药品（如膏药）

成套书。其字数、内容以各省方志中相关中医药的

等方面，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自身领域水平，以待产

文献而定。通过对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内容的研

[4]

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究，可整理出版诸如《区域方志医文录》《区域历代

3.4 中医老字号研究

医籍考述》《区域中医药史》《区域历代医家生平及

地方志中记载有当地的一些老字号，就河南地

学术思想研究》《区域药物志（图谱）
》等。

区而言，有如浚县贵德堂、浚县德善堂、浚县同德

总之，地方志作为一个地方资源宝库，其中蕴

堂、洛阳济世堂、洛阳泰生堂、沁阳保和堂、卫辉

含大量的医学信息。这些丰富的中医药文献资料具

复生堂、新蔡毛氏济世堂等等。这些都能在志书中

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对其进行研究

找到记述，并且有渊源、有传承、有内容，对其发

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信息文

展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老字号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献研究和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使信息采集更加标准

3.5 地方志中中医药相关内容之间关系的研究

化，并使海量数据准确处理，更加方便快捷。充分

地方志中还有多处论述了中医药相关内容之间

利用地方志，挖掘地方志中有关医学的信息，能够

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如区域医家用药

为撰写杏林人物志、编辑地方医学书目、编写地方

特点与当地物产的关系；医家分布与区域、建置、

药材、收集民间方剂等提供参考资料，为中医文献

时代社会背景的关系；医德医风与区域文化的关

学和医学史的研究提供重要信息。认真整理、挖掘

系；医事、疗法、用药与当地民俗、民风、生活习

文化遗产，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加大中医药文化

惯的关系；中药资源研究，如地方志药物与历史记

的普及和宣传力度，对传统中医药知识和技艺的传

载、现代普查结果进行比较；疫病研究（如疫病与

承、保护将起到重要作用，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

环境、社会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关系）等。

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4 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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