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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名医张继有与《医林》
余永，王姝琛*
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中医期刊的出版与中医药发展密切相关。《医林》杂志是伪满洲国时期由伪满洲国中央汉医
会创办发行的刊物，其发表的论文记载了中医医家的临床经验，反映了当时中医医家的学术特点。本文
通过对《医林》所载文章的作者、内容进行分析，并对张继有先生在该刊所发表文章进行研究，对于研
究近代吉林省中医药发展特点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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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in Famous Doctor Zhang Ji-you and Yi Lin
YU Yong, WANG Shu-chen*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TCM journal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Yi Lin magazine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Manchukuo Central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nchukuo country, which published the articles about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CM practitioners, reflecting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TCM practitioners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authors and contents of
the articles contained in Yi Lin and studied the articles published by Zhang Ji-you in this journal, which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TCM in Jilin Province in moder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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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有（1907－1991 年），辽宁省本溪人，其

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的研究

青年时代正逢社会动荡不安，怀有“不为良相，即

中做出了很大贡献。1945 年，张氏任长春市第一医

为良医”的远大理想，张氏考入南满医学堂，开始

院院长，后又创办“东方医学院”，担任院长。中华

学习西医，1928 年毕业后，从事内科、儿科工作，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长

多次东渡日本学习西医理论，并进行临床实践。

春中医学院教务处主任，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

1932 年开始，中医废存大战乍起，东北中医为了中

究员、名誉所长。

医生存展开了抗争

[1]

，张氏为了找到“中医不科

伪满洲国时期（以下简称伪满时期）是中国历

学”的证据，“有的放矢”地反对中医，开始深入

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伪满洲

研读《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著作。在研读过

中央汉医会创办了《医林》杂志，双月刊，1942 年

程中，他却逐渐发现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及辨证论

3、5、7、9 月发行 1～4 期，1943 年单月发行 5～

治是科学的，能够弥补西医的某些不足。从此，他

10 期，11 和 12 期分别在 1944 年 1 月、5 月发行，

不仅放弃了反对中医之念，而且对祖国医药学产生

共发行 12 期。张继有为《医林》杂志撰写了大量的
文章，涉及中医经典解读、中医诊断、方药、传染

基金项目：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项目（2016WT25）；吉

病、中西医结合等研究。本文通过对张继有在《医

林省近代中医学术传承

林》杂志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探究其早期学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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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内涵，从一个侧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吉林省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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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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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对中医药发展美好前景的展望，“此志一

1 《医林》杂志概况

出，则将来可以互相研究，俾汉医之学，日新月

1.1 《医林》杂志出版发行
[2]

伪满时期中医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为此
中医人士纷纷要求成立中医药民间组织，汉医会就
[3]

步，蒸蒸日上”[6]。
2.2 经方试解

是其中之一 。汉医会是在伪满民生部的扶持下成

张继有在《医林》杂志第 1～3 期中，连续刊登

立的医学社团组织，而《医林》杂志则由伪满洲中

了对经方“桂枝汤”的解读，以独特的视角对经方

央汉医会创办发行，总共出版 12 期，总发行人为伪

进行了研究。从桂枝汤原方组成、今用量、《伤寒

[4]

论》关于“桂枝汤”相关条文、方解、应用、桂枝

满汉医会会长宋志华 。
《医林》杂志主要版块有：卷首语、论评、研

汤加减等方面进行论述。在方解部分，他采用了中

究、著述、讲座、常识、转载、杂俎、寸铁、悬赏

医理论和西药药理相结合的方式说明桂枝汤组成药

[5]

版块、消息、通知、日语讲堂、通告版块等 。12

物的作用机制。

期杂志共发表文章 470 余篇，其中论评、研究、著

2.3 法定传染病提要

述、讲座、常识、转载、杂俎有明确作者名字的文

张继有致力于东北地区传染病的研究，在《医

章总计 275 篇。

林》杂志第 1～8 期中，连续 8 期连载《法定传染病

1.2 《医林》杂志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

提要》。从细菌免疫及防疫的基本概念、消毒法，

通过对 12 期《医林》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作者

到法定传染病——百斯笃（鼠疫）、虎列拉（霍乱）、

146 人进行研究，发现作者来源较为广泛，但主要

肠窒扶斯（伤寒）、把拉窒扶斯（类伤寒）、赤痢

集中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等 9 个省，吉林、辽

（痢疾）、痘疮（天花）、发疹窒扶斯（斑疹伤

宁、黑龙江三省作者较多，所占比例为 94.5%。其

寒）、猩红热、疫痢、实扶垤利亚（白喉）、流行

中吉林省 58 人，占 39.7%；辽宁省 51 人，占

性脑脊髓膜炎、再归热（回归热）等 12 种传染病的

34.9%；黑龙江省 29 人，占 19.9%；其他地区所占

病名、病因、传染途径、症状、诊断、预后、预防

的比例较少。由此可见，《医林》杂志收录文章体

和治疗等，均进行了著述。

现了以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为主，吉林省占

2.4 汉医药物学

第一位的地域分布特点。
1.3 《医林》杂志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张继有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结合西药药理，在
《医林》杂志第 4～12 期中，重点介绍了山药、大

《医林》杂志总计出版 12 期，共发表文章 470

枣、女贞子等 70 余味滋养强壮剂。他指出“滋养强

余篇。本文对有明确作者的 275 篇论文进行统计，

壮剂者，乃增进身体之荣养及使身体强壮之药

发现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经典解读及中医理

物……举凡是类药物，均足以增进身体之健康，而

论研究 73 篇，占 26.6%；中医各科研究 51 篇，占

疗虚弱性疾病即是汉医所谓滋补之剂也” [7] ，从药

18.6%；医学文化研究 35 篇，占 12.7%；方药研究

物的基源、产地、形状、气味、品质、成分、效

44 篇，占 16.0%；传染病研究 21 篇，占 7.6%；西

用、用量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方医学学习与研究 21 篇，占 7.6%；中医生存与发

2.5 名医诊断随笔

展研究 30 篇，占 10.9%。通过对 275 篇论文研究，

张继有在医疗实践中善于总结临证经验，与读

发现《医林》杂志侧重中医经典理论及各科研究经

者分享。他在《医林》杂志第 4 期撰写论文，详细

验研究，此外着重关注的就是对西方医学的学习、

记载了临床应用射干麻黄汤的经验体会。

中医生存与发展的讨论、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

3 基于《医林》杂志看张继有早期学术研究特点

2 张继有为《医林》杂志撰写的文章

通过对张继有早期为《医林》杂志撰写的论文

《医林》杂志总共 12 期，张继有为每期都撰写

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在多年临床实践的基

了文章，共撰写文章 22 篇，对中医学术研究、中西

础上，张氏对中医经典理论、中西医结合、传染

医结合研究以及中医未来发展予以了极大的关注。

病、中药等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2.1 创刊祝词

3.1 倡导中西结合

张继有在 1942 年《医林》杂志创刊祝词中阐述

张继有早年在南满医学堂学习西医，毕业后在

了办刊宗旨，表达了自己对中医发展、中医前途的

临床多年，转而研究中医理论，他极力倡导西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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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医，同时他还积极主张中医也要学习西医。在

练地掌握仲景之法，并加以灵活运用，必能体悟出

研修西医期间，张氏曾提到“汉医之学由现代医学

中医之妙。在深信中医的同时，还要广纳新知。纵

而观察，固有诸多时代落伍之处……其优秀之点，

观中医发展的历史，流派众多，各有所长，必须博

亦自难泯没，虽不能谓今日完美之医学，然吾人宜

极医源，“方能应常变而法不穷”。为此，他在

[8]

取其长、补洋医之短” ，阐明了中医药在人类健

《医林》杂志中连续 3 期连载“经方试解”系列论

康发展中不可泯灭的地位。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医

文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编撰完成著作《经方试

药发展中的不足。在《医林》杂志中连载 9 期的

解》于 1943 年出版。

“汉医药物学”体现张氏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在

3.4 传染病的研究

用药上主张性理合参。1942 年，他出版了《最新汉

20 世纪初，日伪统治时期，民不聊生，鼠疫、

医药物学》一书，在序言中提到：“方今科学昌

瘟疫、白喉等疫病流行。张继有对东北地区公共卫

明，洋医之学日新月异，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汉

生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疫病的防治治疗方

医方面则多墨守成规，不加改善，长此以往，则数

面，他连续 8 期为《医林》杂志撰写了系列传染病

千年来之汉医学术势将流于淘汰之例，良可叹也!”

的防治与研究论文“法定传染病提要”。1942 年又

他告诉时人应走中西汇通之路，“吾人必急速奋

出版了《法定传染病提要》一书[10]，并在临床实践

起，研究其改善之法，去不良之糟粕，存固有之精

中广泛应用，解除患者的痛苦。

华，并采洋医之长，补汉医之短，使其科学性以流

4 小结

[9]

传于永久……乃最为理想者也” 。他编写的《最

中医期刊的出版与中医药发展密切相关。《医

新汉医药物学》《东洋新汉医学》都是以中医中药为

林》杂志中发表的论文记载了中医医家的临床经

主，又结合西医药理，促进了中西医结合，这在当

验，反映了当时中医医家的学术特点。通过对吉林

时医药学界影响非常大。张继有称得上是吉林省较

名医张继有为《医林》杂志所撰写的文章进行分

早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先驱之一。

析，探究其早期学术思想内涵，对于研究近代吉林

3.2 致力于中医教育

省中医药发展特点具有一定意义。

张继有也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一生为中医事业
四处奔波。伪满期间，他既力争实行中医考试制
度，建立培养中医机构，成立汉医研究所，又积极
组织各省市成立“汉医讲习会”。各地“汉医讲习
会”相继成立后，他亲赴四平、延吉等地，为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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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尽管成书年代久远，但张仲景的著述立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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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组方精准，用药精当，效验卓著。如果能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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