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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蜀中医源远流长，一直受到国家重视而不断发展进步，形成以伤寒学说为基础的新学说，
即川派中医。川派中医以伤寒学派、方剂学派、临床中药学派、内科学派、外科学派、妇科学派、儿科
学派、针灸学派、骨科（推拿）学派、五官科学派等为主要学派，每个学派下又有各自特色分支学派或
发展流派。当代川派中医主要分为 3 个传承阶段、2 种传承方式，并以巴蜀易学为理论溯源，在发展上
吸纳各分支学科及西医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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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Contemporary Sichu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Branch Schools
HUANG Huang
(Library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Bashu TC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eceives China’s attention and develops constantly, forming a
new theo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which is Sichuan TCM. The main branches of
Sichuan TCM are cold pathogenic school, prescription school, clinic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internal
medicine school, surgery school, gynecology school, pediatrics school,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school,
orthopedics (massage) school, otorhinolaryngology school, etc. Each school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 branch or
theory. In addition, contemporary Sichuan TC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nheritance stages and two inheritance
ways, and its theoretical origin is Bashu Yi ology. Now, it absorb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s various branches
and the Western medicine i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chuan TCM; Bashu TCM; TCM theory; theory of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branch school
巴蜀地区自古出名医、产中药。从汉至明清，

一，且李斯炽先生任首任院长。学校的建立，使得

见诸文献记载的四川医家（以下所述“四川”均包

一大批中医药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做教育、临床、

含现今重庆市）有 1000 余人，川产道地药材享誉国

科研等，并带领各自学生弟子，重塑川派中医，发

内外。李斯炽先生 1936 年创立“四川国医学院”，

展弘扬川派中医。

招生 13 期，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 1000 余人

[1]8

。

1955 年国家首先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 年

1 川派中医概述
1.1 川派中医的形成

又在全国建立 4 所中医学院作为中医传承教育基

一个新学派的形成，必须是由某医家提出不同

地，成都中医学院（现名成都中医药大学）即为其

以往的新学说，当这一学说成为其亲炙、私淑或遥
承者们所奉行的学术主旨，则在其师承授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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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有延续性学术发展特征的群体；随着这

（WHTTSXM〔2016〕30）

一学术群体在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上的发展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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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逐渐构成了学术界周知的某一学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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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是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也是全国著名

学派。趺阳学派的代表医家是郑钦安、卢铸之；传

的道地药材产区，川产道地和大宗药材产量居全国

承者有祝味菊、范中林、卢崇汉、唐步祺等；主要

[3]

之首 。四川地区海拔差异大，地形封闭，气候潮

学术思想是“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 [5] ；以家

湿多雨，这种环境使得巴蜀乡民体质禀赋壮实厚

传、“扶阳医坛”等方式进行传承；代表作有《医

重，感受寒湿病邪较多；地形封闭又使得社会环境

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巴蜀伤寒学派

长期稳定，四川医家与外界文化及学术交流不易，

由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伤寒专家团队组成，代表医家

所以，以川产道地药材为主要组方原料的伤寒学说

是邓绍先；主要传承人有郭子光、戴佛延、顾大

在四川地区稳定发展，同时受巴蜀地区特色易学、

德、苏学卿等；主要学术思想是“重视传统、精于

经学文化思想的影响，成就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

临床”；以学校教学科研为主要传承方式；代表作

传承特色的川派中医新学说。随着四川国医学院、

有《伤寒论要义总述》《现代中医治疗学》《伤寒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四川地

汤证新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等。

区中医药人才得到持续培养，川派中医的医学理论

特色流派有江氏经方流派，善于用经方破解疑

与临床实践得到延续和发展，逐渐成为享誉国内外

难重症；主要著名医家是陈鼎三、江尔逊、刘方柏

的著名中医特色学派。

等；著有《常见病简易治疗》《心腹诸痛论》《桂枝

1.2 川派中医的内涵、外延与传承

汤类方证应用研究》等。其他伤寒医家和著述还有补

川派中医是以伤寒学说为基础，融合多种学术
流派，以四川、重庆地域为空间主体，学说思想辐

晓岚、冉雪峰及所著《冉注伤寒论》、彭履祥等。
2.2 方剂学派

射全国的中医学派。地域性是其显著特点和内涵主

川派中医的医方研究可上溯至 2012 年出土于成

体，以四川地区中医家为主要医家群体，形成独特

都老官山汉墓的《六十病方》。《六十病方》也是

的实践规律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当代中医教育、中

迄今最早、内容完整、复方数量最多的医家编撰的

医医院的体系化建设，促进了这种实践和理论的发

方书，在中医学史特别是中医临床和方剂学史上占

展。学术的辐射性是其外延，无论是入川行医的医

有重要的学术渊源地位 [6] 。当代主要分支学派是以

家，还是走出去的川籍医家，其实践和理论带有鲜

陈潮祖为代表的陈氏五脏治法方剂学派，首创以五

明的四川医家特点，在学术上也可归为川派中医。

脏为纲的治法与方剂，代表作是《中医治法与方

当代川派中医的传承，逐渐从传统的父子、师

剂》。主要学术继承人有邓中甲、周训伦等，相关

徒传承，扩大到学校教育、医院临床的师生传承。

著作有《邓中甲中医基本思维原理十讲》《方剂学》

一批四川名医进京工作，将川派中医的学术思想带

等。医方领域的其他著名川派医家还有李大琦，编

到川外，但其以四川新伤寒学说为基础的学术思想

著《中医方剂学》等。

和临床实践仍表示其为川派中医的分支。目前，四

2.3 临床中药学派

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全省中医行业的行政管理，

巴蜀地区药材丰富，诞生了许多名家名著，代

重视川派中医的传承，将其分学科、分特色进行总

表医家是凌一揆、雷载权，主要继承人有李祖伦、

结、深化和传承，极大地促进了川派中医的繁荣与

张廷模等。主要学术思想是率先提出“大中药”概

进步。

念，从中药基本理论研究、中药信息资源挖掘与利

2 当代川派中医主要分支学派

用、中药不良反应基础与临床研究 3 个方面展开研

川派中医以伤寒学派、方剂学派、临床中药学

究 [1]238 。代表作有《中药学讲义》《神农本草经讲

派、内科学派、外科学派、妇科学派、儿科学派、

义》《中医史料学》《中华临床中药学》等。以学校

针灸学派、骨科（推拿）学派、五官科学派等为主

教学科研为主要传承环境，目前中药学已成为国内

要学派，在新伤寒学说的基础上各具特色。

第一批“双一流”建设学科，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2.1 伤寒学派

其他在中药学领域的著名川派医家还有中药品

川派医家研究伤寒学，重视人体阳气，重视察

质鉴定与评价的贾敏如、中药药理与毒理研究的沈

脉辨证，重视后天胃气为本，精于辨证善遣方药，

映君、中药物质基础与质量标准研究的肖崇厚等。

重视气化学说落到临床实处，倡导寒温一统，促进

特色流派有徐氏炮制制剂，代表医家是徐楚江，主

[4]

中西汇通 。主要分支学派是趺阳学派、巴蜀伤寒

要学术继承人有谢秀琼、胡昌江、傅超美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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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有《中药炮制学》《中医五官外用制剂学》等。

承人有刘敏如、杨家林、卓启墀、陆华、魏绍斌、

2.4 内科学派（内伤杂病）

张庆文、吴克明、曾倩等。主要学术思想以补益脾

巴蜀中医家临证各有所长，但总体均具有川派

肾、调理气血治疗妊娠病，从“瘀”和“虚”论治

特点，如重视脉诊、强调辨证、医药兼善、重视温

产后诸疾等。代表作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沈绍

补、药食并进等。当代主要分支学派有蒲氏内科学

九医话》《中医妇科临床精华》等。

派、冉氏“一融三合”学派。蒲氏内科学派以蒲辅

2.7 儿科学派

周为代表医家，主要传承人有薛崇成、高辉远、蒲

中医儿科在川内外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和学术环

至孝等；学术崇尚仲景，采撷各家所长熔为一炉；

境，比较著名的分支学派有王氏儿科、胡氏儿科、

代表作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温补

肖氏儿科等。王氏儿科以王朴诚为代表医家，主要

述义》等。冉氏“一融三合”学派以冉雪峰为代表

传承人有王伯岳、俞景茂等；主要学术思想是主张

医家，主要传承人有龚去非、熊济川、张方舆等；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重视脾胃，反对壅补，临证

主要学术思想是“一融三合”：伤寒与温病融通，

应中病即止，防止“一伤于病，再伤于药”[10]；代

哲学与科学相结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理论与实

表作有《中医儿科学》《小儿药证直诀类证释义》

践相结合

[1]279

；代表作有《冉注伤寒论》《麻疹商榷

正续篇》《新定救护药注解》等。

等。胡氏儿科以胡伯安为代表医家，主要传承人有
胡天成、吴力群等；主要学术思想是强调望舌、重

其他著名流派还有李氏医药兼擅流派，以李孔

视咽喉，熟谙阴阳、谨守病机、补泻有度等[11]；代

定为代表医家，传承人有张耀、景洪贵等；冉氏脾

表作有《胡天成儿科临证心悟》。肖氏儿科以肖正

胃病流派，以冉品珍为代表医家，传承人有王再

安为代表医家，主要传承人有苏树蓉、刘小凡、常

谟、王志坦等。著名医家和著作有萧龙友及其《现

克等；学术思想上创“四着眼”，立“十三步”，

代医案选》、唐阳春及其《伤寒温病简要医诀》、

形成儿科全病种、双层次临床诊疗模式。

王文鼎等，均有个人擅长。
2.5 外科学派

其他儿科著名流派还有王静安儿科、熊氏儿
科、寇氏儿科等，均临床实践丰富，各有特色，相

主张手术救急、内治治本、内外并举、兼顾脾

关著作有《静安慈幼心书》《王静安临证精要》《熊

胃。著名分支学派有文氏中医外科学派、济川肛肠

梦周儿科临床经验选编》等。

学派。文氏中医外科学派以释灵溪、文琢之为代表

2.8 针灸学派

医家，主要传承人有严素芳、艾儒棣等；主要学术

四川针灸在我国针灸医学史上起源很早，从绵

思想是倡导内外合治，怪病从痰治，从脾肾两虚论

阳西汉人体经脉漆人到成都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

[7]

治狼疮，善制丹药等 ；代表作有《文琢之中医外

人，都反映了四川早期针灸学成就。当代川派中医

科经验论集》《中医外科药物学》等。济川肛肠学派

的针灸理论和实践也得到很好传承。其分支学派以

以黄济川为代表医家，主要传承人有周济民、曹吉

巴蜀针灸学派为主，以吴棹仙、蒲湘澄为代表医

勋等；学术思想以“枯痔散”“药线挂线法”绝技

家，主要传承人有杨介宾、蒲英儒、杨运宽等，以

[8]

药物的制作方法为代表 ，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学科研为传承环境。吴棹仙善用

治，探寻肛肠科疾病的本质，内外结合、整体防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形成了独特的时间针灸学，在

治、预防为主；代表作是《痔瘘治疗法》。其他外

对疾病进行辨证施治的前提下，重视针刺手法与时辰

科学派医家还有皮肤科的吴介诚及其《疮疡经验

的配合，随病变化，以迎合经气，调节经气盛衰[12]；

集》、肛肠科的李雨农、男科的王久源等。

代表作有《子午流注说难》《中医实验谈》等。

2.6 妇科学派

其他针灸著名流派还有叶氏金针流派，以叶清

唐代昝殷（四川成都人）著《经效产宝》，系
[9]

心、叶德明为代表医家，其特色是独特进针法，重

我国第一部中医产科专著 ，也开创了川派中医的

视透穴，针方组穴独到，结合快针、点刺等，著作

妇科理论体系。从成都中医药大学建校的第一批妇

有《叶清心医案选》等；李氏杵针流派，以李仲愚

科专家，到目前第三代传承人活跃在临床一线，建

为代表医家，特色是其铜制粗头，针具不刺入皮肤

立了完整而丰富的川派中医妇科理论体系。以卓雨

肌肉，兼具针刺与按摩之长，著作有《杵针治疗学》

农、王渭川、唐伯渊等为本学派代表医家，主要传

《气功灵源发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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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川派中医代际传承的阶段性分析

2.9 骨科（推拿）学派
川派中医骨科推拿相关学说主张较多，覆盖四

第一阶段，是 1956 年建校时组建的第一批教师

川全境，有较完整的诊疗技巧和理法方药特色。主

队伍，形成第一批专家和学术理论、临床实践体

要分支学派有成都郑氏骨伤学派、成都杜氏骨伤学

系。这一批专家大多生于 19 世纪，在 20 世纪前半

派。成都郑氏骨伤学派的代表医家是郑怀贤，其传

叶形成理论体系和传承方向，在 20 世纪末逝世。其

承人有张希彬、牟希谨等，是一个武医结合的骨科学

学术思想是在中国传统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熏陶下

派，归纳出十二正骨手法、十三伤科按摩法、8 种经

形成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

[13]

穴按摩法，以及 55 个疗效显著的伤科按摩穴位

；

奠基者。主要代表医家有医经学派的李斯炽、伤寒

创办了四川省骨科医院（原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

学派的卢铸之、方剂学派的陈潮祖、临床中药学派

医院），将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进行系统传承、实

的凌一揆、内科学派的蒲辅周、外科学派的文琢

践、创新；代表作有《伤科推拿术》《伤科诊疗》

之、妇科学派的王渭川、儿科学派的王朴诚、针灸

《运动创伤学》等。成都杜氏骨伤学派的代表医家

学派的吴棹仙、骨伤（推拿）学派的郑怀贤、五官

是杜自明，以少林伤科为基础，对多流派正骨技法

科学派的陈达夫等。

兼收并蓄，其传承人有杜琼书、何洪阳等；主要学术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中后期，主要由第一批专

思想体现在筋伤、骨伤的独特治疗方法，注重练功进

家的学生、弟子组成，大多是 20 世纪前叶出生，目

[14]

行自我保健

；代表作是《中医正骨经验概述》。

前多已成为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其学术特点是全

其他川派骨科（推拿）流派还有杨氏骨伤、何

面继承和发展了第一批老专家的学术经验、成果，

氏骨伤、罗氏骨伤、乐山钟氏骨伤、天全陈氏骨

并进行总结提升与创新。其学术思想来源于学院教

伤、川南郭氏推拿、川东桑氏骨伤等。

育、跟随老专家临证学习，同时接受西学教育，尝

2.10

试中西医融合与创新。主要代表医家有医经学派的

五官科学派

以眼科为突出代表，如陈氏六经眼科学派，以陈

李又斯、伤寒学派的卢崇汉、方剂学派的邓中甲、

达夫为代表医家，传承人有陈志孚、陈麟昌、罗国

临床中药学派的张廷模、内科学派的薛崇成、外科

芬、邓亚平等；主要学术思想是首创将《伤寒论》

学派的艾儒棣、妇科学派的刘敏如、儿科学派的胡

六经辨证运用于眼科，将西医的眼球组织结构与中

天成、针灸学派的杨介宾、骨伤（推拿）学派的张

医学的六经分属进行对照，贯通中西医学，还发展

希彬、五官科学派的陈志孚等。

[15]

；代表作有《中医眼科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后期至今，由第二批专家

六经法要》《陈达夫中医眼科临床经验》等。其他眼

的学生、弟子组成，目前均为活跃在临床一线的年

科名家还有李巽芳、刘松元、和中浚、段俊国等。

轻专家。其学术特点是深受西方科学理论和知识体

了中医眼科五轮八廓学说

熊氏中医耳鼻咽喉科流派是川内比较著名的五

系影响，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实验方法，将中医

官科学流派，以熊雨田为主要专家，传承人有熊大

理论、临床经验等推向世界。主要传承医家有杨殿

经、张勤修等；主要学术特色是创“铁板吹喉丹”

兴、刘力红、杨宇、冯全生、宋兴、贾波、王建、

内外兼治，治头面诸窍以疏风散邪，宣肺通窍为大

傅超美、沈其霖、刘颖、贺平、吴克明、吴力群、

法，在内从肝辨治等；代表作有熊大经编著《中医

常克、曾芳、罗才贵、曾庆华、马烈光等。

耳鼻喉科基础》《中医口齿科学》《中医五官科学》

4 川派中医传承方法分析

等。其他耳鼻咽喉科专家还有周家骧、陈隆晖、贾

在传承方法上，以学院方式和家传方式为主。

德蓉等。

学院方式是以中医院校和附属医院为主要传承点，

2.11 其他

也是当代主要传承方式。例如，分支学派中的巴蜀

除上述 10 家学派以外，还有医经学派、温病学

伤寒学派、陈氏五脏治法方剂学派、蒲氏内科学

派、道医学派、养生学派、中西医结合学派等，均

派、肖氏儿科、巴蜀针灸学派、成都杜氏骨伤学派

有各自的学术特色和成果。民族医药也是川派中医

等，都是以学院、医院为载体，通过师生、临床的

的独特领域，目前开展学习和传承的是藏族医药、

方式进行传习。

彝族医药、羌族医药，其中南派藏医是最具有川派
特色的医学分支。

家传方式依然是川派中医传承发展的重要方
法，特别是专科门诊、专科医院的建立，为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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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临床经验的发展创立了稳定的传习环境。近

等。但是在理论发展上，偏重临床实践经验总结的

年来，逐渐形成制度化的师带徒、确有专长执业医

提炼，缺乏有效的哲学归纳。特别是第二代、第三

师考试等，保障了这一部分中医人才的发展之路。

代传承中，缺乏对传统中医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

例如，分支学派或发展流派中的趺阳学派、寇氏儿

的理论追溯。因此，要对当代川派中医临床经验总

科、叶氏金针流派、何氏骨伤流派、乐山钟氏骨伤流

结的理论进行哲学提升，延续川派中医“医易相通”

派等，均会在今后得到更好的传承、研究和发展。

的理论精神，贯通中西哲学对科学的指导，真正实

5 川派中医学术思想理论溯源分析

现中医规律的科学解释，找到中医的发展方向。

川派中医学术思想理论主要有巴蜀易学指导、

6.2 以中药材培育和保护为基础，拓展大中药研究

临床实践经验总结、汇通中医各分支学科及西医理

四川地区道地药材在全国中药材领域占有重要

论实践 3 种。

地位，要完善四川中药产业资料库，培育和保护优

5.1 巴蜀易学指导

势品种，加大对中药产业科技研发，提高中药资源

宋代程颐有“易学在蜀”之说，巴蜀易学独具

的附加值和利用率，建立产学研合作与联盟，促进

特色，自成一系，因此对川派中医的理论指导也更

成果转化，让中药更好地惠及大众。

具特色。例如，趺阳学派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

6.3 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培养人才

家，著《医理真传》，力主医易汇通。清末民国初

通过拓展优势学科的学术继承人的范围，在更

年著名经学家廖平，分别今古易学，又融汇医易、

多人学习中医内科、针灸、儿科、骨伤（推拿）等

佛易，尝试以《内经》“五运六气”解《易》

[16]

。

基础上，培养优秀人才团队，突破中医发展瓶颈。

清代唐宗海亦将易理用于医学，著有《医易通说》

推动中医药高校教育形式多样化，同时打通社会人

《医易通论详解》等。

士学习中医药的上升途径，将川派中医传播给更多

5.2 临床实践经验总结

的人，让更多的人来思考中医，推动中医发展。

典型的有李氏杵针、李氏医药兼擅流派、济川

6.4 加强内外交流

肛肠学派、王氏儿科等，重视从临床实践中总结经

川派中医医家走出四川学习温病，提出寒温一

验和规律，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的专科理论，如郑

体，推广新伤寒理论，证明了内外交流对学术发展

氏骨科“望闻摸认”诊断体系，何氏骨科“骨肉系

的促进作用。今后在国内各地中医流派互相交流学

统”认识论，肖氏儿科“四着眼”“十三步”等。

习的基础上，也要注重与国外的交流学习，将川派

5.3 汇通中医各分支学科及西医理论实践

中医带到世界各地，结合当地环境和物种来验证和

积极利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川派中医一直

总结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超越地区环境的规律性，

注重寒温一体、针药一理等，取长补短，相互辅

从而更好地指导不同环境的中医临床实践。

佐，以临床效果为验，如冉氏“一融三合”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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