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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验方新编精要》为中医古籍临床比对与新用丛书系列中的一部。本书在对清代鲍相璈所辑
《验方新编》原文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章节处增加了“概述”“比对与新用”等内容，对常
用方增加“选方简释”，对古方的组方原则进行论述，并从科技学术期刊中摘录部分相关临床新用文
献。《验方新编精要》更方便临床医生及中医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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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cademic Features of Yan Fang Xin Bian Jing Yao
WEI Min1, YU Zheng2, YANG Wei2*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Yan Fang Xin Bian Jing Yao is a volume in clinical comparison and new applications of TCM
ancient works. This book adds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and new applications” in some important chapters
on the basis of systemizing the original text of Yan Fang Xin Bian compiled by Bao Xiang’ao in the Qing
Dynasty. It also adds “brief explanations to chosen formulae” to commonly used formulae,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formulating in ancient times, and cites articles about relevant new clinical applications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Yan Fang Xin Bian Jing Yao is more user-friendly for clinical doctors and
TCM amat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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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新编精要》为中医古籍临床比对与新用

方新编·比对与新用》《古今医鉴·比对与新用》

丛书系列中的一部，丛书主编卢祥之，贵州科技出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比对与新用》《仁斋直

版社出版，是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指方论·比对与新用》《杂病广要·比对与新用》等

增补项目。目前第一辑已出版《卫生宝鉴·比对与

5 部。本丛书选取中医临床参考价值较高的中医古

新用》《外科正宗·比对与新用》《疡医大全·比对

代典籍，在古籍原文校注整理的基础上，注重经典

与新用》《张氏医通·比对与新用》《太平惠民和剂

名方的方意解释、现代临床的用法新释等，有助于

局方·比对与新用》等 5 部，第二辑计划出版《验

加深现代人对古籍、古方的理解与临证应用。
1 《验方新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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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新编》16 卷，为清代鲍相璈所辑，于清

（YZ-1114，YZ-1426）

代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编成。收集民间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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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相璈，字云韶，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
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官吏与医家。他幼年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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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良方而秘不传世，“心窃鄙之，因立愿广求，不

者按册稽部，按部稽症，按症投齐，至齐之得，犹

遗余力，或见于古今之载籍，或得之戚友之传闻，

磁石之取铁焉，既简既便，亦精亦博” [1] 。重梓时

皆手录之，久之荟萃甚富，各门具备，乃删其不甚

续编《痧症全书》《咽喉秘集》各 1 卷，与潘仕成重

经验及数方相同与夫贵药不能力致者”，编辑成书。

刊本内容相同，卷本有别，流行更广。

道光二十六年，鲍相璈在粤西武宣（今广西武宣）

1.3 主要内容

官廨时刊行。

《验方新编》编写体例极有特色，按人体从头
到足的顺序分部。本书共 16 卷（详见表 1），并附

1.2 版本简介
《验方新编》较早刻本有：道光二十九年

录咽喉秘集、痧症全方。全方以医方为主，兼及医

（1849 年）广州海山仙馆刻本，咸丰元年（1851 年）

论，辑录民间习用单验方及历代名家医论、治验，

余庆堂刻本（附种子金丹），咸丰四年（1854 年）

囊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急救、治疗、预

成都官署俞文绍刻本、解虚心斋刻本，同治元年

防、康复、保健兼收，收载各种验方、偏方、便方

（1862 年）海山仙馆刻本，同治四年（1865 年）维

及治疗方法 6000 余条，内服、外敷（热敷、冷

扬富文堂刻本，同治十三年（1874 年）潮城文林阁

敷）、针灸、按摩、捏脊、拔罐、刮痧、引流、心脏

刻本等。本书面世后，因检录方便，适合临证借

按压、对口呼吸、耳针、放血、祝由等无所不及，

鉴，为人乐道，咸丰至宣统年间和民国初期均有医

为后世大加称赞。本书以单方、验方的简便廉验著

家在此基础上增订、增辑或选辑等刊行，如《增订

称，其中一些药物的炮制方法、施治方法独具特

验方新编》《重订验方新编》《增广验方新编》《正续

色，还重视茶疗、酒疗等日常调理，在民间广为流

验方新编》《选录验方新编》《国医灵验方案大全》

传，成为临床诊疗的重要参考书。同时，受历史局

《中国名医验方集成》《续验方》等众多版本，文字

限，本书所载个别方药具有一定毒性，现代多加以

浩繁，卷帙各异，先后经一百余家书局印刷发行。

改良后再行应用，阅读时应予注意。

《验方新编》版本繁多，较具代表性的版本包
括：由鲍相璈首撰、粤西武宣官廨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刊行的《验方新编》8 卷本；潘仕成海

表 1 《验方新编》主要内容
卷号
卷一

山仙馆于同治十三年重刊，续集《痧症全书》和

内容
头部、面部、眉部、目部、耳部、鼻部、唇部、口部、舌
部、齿部、须部、下颏、颈项、咽喉

《咽喉秘集》各 1 卷，合为 10 卷本；梅启照新增、

卷二

肩部、手部、腋部、乳部、胸部、肋部

浙江省城杭州东壁斋于光绪四年（1878 年）刊行的

卷三

心部、肺部、各种气痛、咳嗽、劳伤吐血、哮吼

《验方新编》24 卷本（“原书十六卷，益以八卷，

卷四

脾胃、痰疾、三消、饮食积滞、噎膈、呃逆

合之得二十四卷” ）；张绍棠续编《痧症全书》

卷五

肚腹、痞积、胁部、背部、腰部

《咽喉秘集》各 1 卷，整理为 18 卷本，光绪九年

卷六

前阴、小便、淋症、遗精

（1883 年）合肥味古斋刊行等，各版本多在初刊版

卷七

后阴、大便、泄泻、痢疾、脱肛、痔疮

本基础上调整卷数、增删内容或重梓而成书。

卷八

两股、海底、腿部、足部

卷九

妇人科调经门、妇人科种子门、妇人科胎前门、妇人科产后

[1]

潘仕成，广东番禺人，道光年间官兵部，好藏
书，辑刊《海山仙馆丛书》，盛赞《验方新编》，视

门、妇人科杂治

其与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要方》相媲

卷十

小儿科杂治、小儿科惊风、小儿科痘症、小儿科麻症

美，一再刊印。梅启照，江西南昌人，咸丰二年

卷十一

痈毒、痈毒诸症、阴疽、阴疽诸症

（1852 年）进士，光绪初年任浙江巡抚，留心医

卷十二

急救、解救诸毒、误吞诸物、烟酒醉伤

学，推崇《验方新编》，广求博采，新增八卷，于光

卷十三

人畜蛇虫咬伤、汤火伤、跌打损伤、刑杖伤、铜铁竹木杂物

绪四年（1878 年），由浙江省城杭州东壁斋刻字店

入肉

印行《验方新编》24 卷本，此本也受到后世盛赞。

卷十四

中风、筋骨、伤寒、感冒风寒

张绍棠，安徽合肥人，曾任淮军统领，后富甲数

卷十五

中暑、痧症、霍乱、疟疾、黄疸、瘟疫、蛊毒、烟瘴

省，晚年用心于医，盛赞《验方新编》为时珍异，

卷十六

诸血、诸汗、遍身搔痒、邪怪、奇病、杂治

在刊行梅启照增本时说道，“后世于方书不讲，仓卒
无以应疾，惟鲍氏所辑《验方新编》，为时珍异。病

2 《验方新编精要》学术特色
《验方新编精要》在对《验方新编》原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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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概述”“比对与新用”“选

进行论述，并对食疗方鲤鱼汤、羊肾酒，以及 2 篇

方简释”，即添加了对一些常用古方的解释、现代临

附录各有 2 首方剂都进行了选方简释。

床上的新用法，并附以科技学术期刊中的临床报道

如“哮吼”后面对葶苈大枣泻肺汤的方义先进

予以佐证。通过对古方现代应用的再整理，使今人

行阐述，“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

对古方的认识更深刻，在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灵

气病脉证治》，原为治疗肺痈初期，风热痰涎结聚于

活运用，使古方更好地发挥作用。

肺，气机被阻，‘喘不得卧’，功效泻肺行水、下气

2.1 概述

平喘，为泻肺的峻剂”，而在摘录自科技学术期刊的

《验方新编精要》未按照《验方新编》以卷号

论文中发现，本方临床可以用于治疗心力衰竭、鼻

排序的方式著录，而是将卷下的内容按同级进行排

窒、癌性胸水、悬饮、艾滋病卡氏肺孢子虫肺炎、

列，这样导致各个标题下的内容长短会有很大差

风心病二尖瓣置换术后心衰及结核性胸膜炎等。现

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全书在 14 处内容较多的章

代药理研究证实，葶苈子具有利尿作用，对心血管

节 下 面 增 加 了 “ 概 述 ”， 2 篇 附 录 亦 补 充 了 “ 概

系统具有明显的正性作用，可增强心肌收缩力，减

述”，以对本级标题下的内容进行简要说明。如“头

慢心率，增加心输出量，改善血液循环，减轻肺水

部”的概述，先说明本书在“头部”论述的各种头

肿，通利积存在组织间隙的液体，增大胸膜与肺的

部疾病，全书开卷论述了头部各种疾病，包括头痛

吸收功能，有利于胸腔积液的吸收。

（偏正头风，寻常感冒风寒头痛，雷头风痛等），然

再如“附录 痧症全方”中对普济消毒饮的释

后再论述头痛的中医病机，最后对头发疾病的病

义，“方剂出自《东垣试效方》。功能清热解毒，疏

因、病机及治疗进行阐述。读者通过“概述”可以

风散邪。主治大头瘟，恶寒发热，头面红肿灼痛，

对本章节内容有初步了解，便于有针对性地阅读相

目不能开，咽喉不利，舌燥口渴，舌红苔白兼黄，

关内容。

脉浮数有力”。在现代临床新用中，发现本方可以用

2.2 比对与新用

于水痘、小儿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抑制牙菌斑、

中医古籍是中医学术的传承载体，对中医古籍

急性流行性腮腺炎、晚期癌症疼痛、面瘫、过敏性

的点校整理、注解考证、研读研习是提高中医临床

紫癜、亚急性甲状腺炎、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急性期

理论与技能水平的捷径。《验方新编精要》以中医古

及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

籍的利用与发展为目标，在古籍校注整理基础上，

通过增加“选方简释”这一栏目，对古方的出

选取书中代表性方剂，结合现代中医研究报道的新

处、功用进行简单阐述，附以临床报道，为古方新

进展，进行方义、方剂应用的古今比较与归纳提

用提供参考。

炼，使读者在浏览古籍全貌的同时，扩展代表性方

2.4 注意事项

剂的现代应用范围，提高古籍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
利用效度。

《验方新编》原书中有些内容不尽符合今人的
看法或临床借鉴意义较小，在编写《验方新编精

本书提倡中医古籍“古为今用”，对中医古籍保

要》时，以遵重原著为出发点，略有删减。本书列

护、流传有所促进，补充增加的代表性方剂主治病

举的方剂新用标注了文献出处，方便读者查找。临

证、用法服法、加减化裁、注意事项等，突出了经

床借鉴时，还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灵活应用、辨

典方药的临床新用途、临床新疗效，可为初涉临床

证论治，切忌盲目套用。

工作的年轻中医提供快速提高、深入研究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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