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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江苏地区中医学会的医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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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江苏地区中医文化发达，为了更好地发扬中医文化事业，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医派纷
纷创办各类中医学会组织，较为著名的有吴门医派的苏州国医学校、孟河医派的上海中医学会、澄江针
灸医派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它们对深入探讨中医药学术、交流医疗技能、提高医疗技术，弘扬中医药
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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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Schools of TCM Society in Jiangsu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SHAO Yi, LI Wen-lin, YAO Hui-ping, GAO Hua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CM culture in Jiangsu area was flourishing. For better
glorifying TCM culture, some influential medical schools established various types of TCM institutes, and the
famous ones were Suzhou Medical School of Wu medical group, Shanghai Medical Association of Meng He
medical group and Chinese Acupuncture Research Society of Chengjia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school.
They have played vital roles in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CM, exchanging medical skills, improving medical
technology and carrying forward TCM culture.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Jiangsu area; TCM institutes; TCM schools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传

全国的科技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中医药发展也是

入我国，中医药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排斥与冲击。

历史悠久。同时医学流派众多，对后世的中医学发

为了振兴、发展和促进中医学术，全国各地相继创

展影响极大。民国时期，江苏地区极具影响力和代

办中医学会和医药学术团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表性的吴门医派、孟河医派、澄江医派皆以凝聚中

下，经济、文化、医药较为发达的江苏地区不甘落

西医药志士力量、开展学术交流、普及中西医药知

后，积极加入拯救中医、发扬中医文化的队伍。

识为目的，创建了很多极具影响力的中医学会和协

1902 年，俞伯陶、李平书、陈莲舫等人在上海发起

会。这些学会和协会对于推进中医学术的研究、交

组织“上海医会”（注：据民国二十二年政府行政

流、维护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收集整理

院颁布《各省行政督查专员专行条例》，上海属于江

不同医派创建中医学会的资料，对于了解中医药文

苏省松江区），并于 1906 年成立“上海医务总

化的历史、影响和贡献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会”，入会者达 200 余人，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

1 苏州国医学校与吴门医派

早创办的中医学术团体。一直以来，江苏地区都是

苏州国医学校是吴门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1] 。
它的前身是“苏州女科医社”，是苏州最早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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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苏州地区文化经济发达，名医众多，

河是江苏常州新北区的一个集镇，原属常州武进

有“吴中医学甲天下”之美誉。吴门医派是我国著

县。孟河医派的形成背景可追溯到汉魏时期葛洪等

名的地域性医学，仅现存文献记载，就有历代医家

人于茅山地区的道教活动，后经历了两晋、南朝、

1200 余人，医著 500 多部，以苏州地区为主，涉及

隋、唐、宋、元的朝代更迭，至明末清初，由于孟

到江南一带广泛地区。吴门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占

河地区经济繁荣、文教发达、交通便利，医疗事业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形成起源于元代，明清时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涌现出众多医馆医者，其中以

期迅速发展并进入鼎盛时期。到了民国时期，众多

费（费伯雄）、马（马培之）、巢（巢崇山）、丁

有志之士建协会、办学校、创期刊，为了中医药事

（丁甘仁）四大名医为重要代表。
丁甘仁先生造诣颇深，在四家之中影响也最

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州国医学校坚持以“发扬中国医学”和“吸

大。先生早年从业费伯雄之门人丁松溪、马仲清、

收世界医学的新知”为动力，以造就能够“改进国

马培之、巢崇山，后又问业于新安医派名医汪莲

学学术之能力，增进吸收医学知识之能力”的国医

石，摒弃了各派别之间互不相容的风气，将各家学

人才为目的，将勤勉、革新、奋进的办学精神和理

说融会贯通。1917 年，丁先生为了发扬中医，培养

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始终贯彻在整个办学过程

青年一代，立志兴学，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中。该校办学课程设计以“做、学、教合一的教育

1921 年，又在夏应堂、谢礼恒、曹颖甫等医界名流

方针”为指导：学制设置 4 年，3 年课堂教育，1 年

的支持下，创立了上海中医学会，成为民国时期上

临床实习；课堂教学有中医、西医、普通科 3 种；

海三大中医学术团体之一。学会以“团结同志共

聘请教学与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师对学生授课，对学

策，进行研究中医，组成有系统的学术，唤起医界

生考查也非常严格。除了正常教学工作，学校还出

有互助的精神” [5] 为办会宗旨，成员多为上海中医

版杂志，供学生交流心得体会、发表学术观点，例

专门学校的师生及毕业生。由于丁甘仁先生医术超

如苏州女科医社时期有《妇女医学杂志》，苏州国

群，名震大江南北，闻风而来求学者遍及全国。到

[2]

医学校时期有《苏州国医杂志》《寿世医报》 。

1924 年，学会会员发展达千余人，遍及苏、浙、

苏州国医学校是近代历史上一所颇具影响力的

粤、闽、辽等省。该会积极创办学术期刊，1921 年

中医高等学校。“自经改组为学校后，学生骤然增

创办《中医杂志》，发行量广，学术气息浓厚，极

多，原有校舍，不敷应用，乃觅苏州长春巷巨厦一

具影响力，至 1930 年停刊，共出版 30 期。此外还

[3]

所，加以修建；于二十四年夏全部迁入新址” 。

发行了《国医杂志》（1931 年）、《上海市中医学

1935 年搬迁至新校舍后，吸引大批外地的女学生前

会会报》（1934 年）、《康乐医刊》（1946 年）等。

来学习，为了解决女生住宿问题，在新校舍附近又

为了更好地搭建交流平台，学会也积极开展学术讨

增加了女生宿舍。当年九月搬迁纪念典礼时，时任

论会，每月举办 1 次。在此基础上，1925 年又成立

民国政府要员纷纷题词祝贺，如林森、孙科、居

了杏林社，谢利恒、丁仲英、曹颖甫、王一仁等医

正、戴传贤、于右任等等，这成为该校成立以来的

界名流经常出席，切磋医理，研究疑难杂症 [6] 。上

一大盛举。

海中医学会开团结协作之风，使杏林同道得以互通

在民国时期恶劣的中医办学条件下，积极参与
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为维护中医学术的合
[4]

声气，加强了全国中医界的联系。
3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与澄江针灸医派

法地位、挽救其被灭亡的命运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31 年，著名医家承淡安先生联合望亭医界人

这所早期的中医高等教育学校，不论是办学宗旨、

士王惕仁、陈景文、曹仲康等发起创办中国针灸学

教育方针，还是学术研究、医学科普等诸多方面，

研究社，翌年东迁至无锡。

都值得我们当今的中医药教育效法，更堪为现今中

承老先生家乡在江苏澄江（即江阴市），出身

医药大学所借鉴。

中医世家，是澄江针灸医派的核心人物，有感于

2 上海中医学会与孟河医派

“针灸一科，自满清太医院废止以来，日益凌替，

上海中医学会是民国时期上海三大中医学术团

非奋力启发，不足以继承绝学广惠贫病” [7] ，毅然

体之一，由名医丁甘仁、夏应堂等发起创办。丁甘

公开家学，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在民国时期极

仁先生是孟河医派四大名医中丁家的重要代表。孟

端艰苦的办学条件下，承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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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联络志同道合之士，学习针灸、研究针灸、挽

信息交流平台，扩大了中医影响，宣传了中医；增

救针灸、推广针灸。办社初期，全国各地的针灸专

进了中医团结，协调了行业行动；探索了发展中医

家和中医前辈共事研究，如南通孙晏如、浙江黄学

的新途径，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理念，展开了

龙、无锡张锡君等都积极参与，推进研究社成长发

“中医科学化”的讨论。江苏地区杏林医者在民国

[8]

展。研究社“以提倡医学、阐扬针灸为主旨” ，

这个特殊的时期里拼力抗争，同时也不断吸取西医

凡有志于研究针灸学术、文字精通者，不论男女均

精华。总之，民国时期江苏地区的中医药学流派，

可入社。除了社长，下设研究、治疗、编辑、收

一脉传承，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他们的理

发、总务各股。1933 年 10 月，研究社出版杂志

念、学会与杂志在中医药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针灸杂志》，“就是介绍研究针灸术的真理和阐

用。

扬其学术，直接是谋针灸术复兴，间接是解除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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