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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著述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 1977 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

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

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

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

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 W001 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

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 133支，共约 1100字，最长者约 21.6

厘米，载 30 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

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 71种，其中：玉石部 5种，草部 23种，木部5种，

兽部 11种，禽部 4种，鱼部 11种，果部 4种，米谷部4种，菜部 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

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

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

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

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

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

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

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

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 年初至 1974 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

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

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

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

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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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 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

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

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

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

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

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

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 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

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

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

“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

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

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

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

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

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

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 500 字，

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 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

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

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 100 厘米，高约 50 厘米。在这幅色

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 44 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 11 人，人

象高 9～12 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 44 人的动

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

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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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

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

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 27 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

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

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

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

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 年底至 1984 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 M247、M249、M285 三座西汉初州

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 M247 出土的竹简最多、达 1000 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

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

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

初年（约公元前 2 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 2028 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 65 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

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 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 2/5，

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

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 332 字、较乙本多 122 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

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 69 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

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 6

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 124

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

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

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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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 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 101种。其中述术式者 85种，用于治病有 50种，仅述

功用者有 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

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

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 3种名同术异）外，帛

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

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

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

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

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

《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 81 篇，共 80 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

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

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 贰ⅰ堵鼍 返取Ｋ

得髟凇赌诰 分 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 妒馈?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

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

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

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

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

《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

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

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

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

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

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 20 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

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

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

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

所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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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

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

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

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

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

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

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 6 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

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

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

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

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

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

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

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

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秦汉时期医学著述 

  

一、《黄帝八十一难经》 

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

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未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难》，三国时吴

太医令吕广是最早主译《难经》的人。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该书也带有这

一时期某些文化印记。《难经》共 3 卷（一说 5 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关于《难经》书

名的含义。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问难之“难（nan，发音为四声）”，

清·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序》说：“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另一种观点

认为，以“难”字作为难易之“难（nan，音同“男”，二声）”。唐·杨玄操《难经注·序》说：“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

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代表性，从该书体例和文义分析，前一种说法似更符《难经》

一书内容之本义。 

《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

理论疑难问题。涉及到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侯、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

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现存本以明经厂刻医要集览本与日本武村市兵卫刻宋·王九思《黄帝八十一难》集注本等较早，历

代注释，发挥者约 5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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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

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

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最早被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

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旧说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今之

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华等所记。”虽未署撰写者姓名和年代，但书中

所记载药物郡县产地名称最晚的设置是“永昌”郡（见木香、犀角、波子等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

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因此，不少学者据以认为《神衣

本草经》成书当不早于东汉。同时，必须指出，《神家本草经》的药物产地更多记有先秦古地名、秦汉地名等，

也反映了该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说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恐非一时一人之手，在

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该书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但若认为该书已成于此期，则尚乏较充分的根据，《汉书·艺文

志》未载该书，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服石炼丹盛行时期的印记多处可见。 

《神衣本草经》分为”序录”（1卷）和正文（3卷）两大部分，“序录”是关于药物学的总论，论述了上、中、下

品分类、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各种剂型、临床用药宜忌、用药剂量、服药时间、

诸药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对 360种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病证、产地（山、谷、川、泽等）、别名，进

行分类记述。 

《神衣本草经》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有《神农本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经》、

《本草》、《本经》、《正经》、等不同名称。 

  

三、《治百病方》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随葬品

除医药简牍外，还有鸠首仗、五铢钱等，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 92 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

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

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所载药物近

百种，其中植物药 63种、动物类药 12种、矿物药 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 9种。这些药物有 69种见于《神农

本草经》，有 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 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

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

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在服药时间上，有先饭、宿食旦饮、暮吞、吞等

区别。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

塞鼻等。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有的简牍还记有药

价等。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

针灸并重。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全书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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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

比较朴实简明。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伤寒杂病论》 

东汉未年张仲景撰，汉末建安间，疫疠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

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

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

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书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编次，

得以流传。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

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

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始见书分为

二。“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此指《伤寒论》，又，“翰林学士王洙在馆

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

《金匮要略方·序》），此为《金匮要略》的祖本。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

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至于《伤寒杂病论》

与一分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确知。 

《伤寒论》全书 10 卷，22 篇。六经病脉证并治是该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伤寒

病的专著。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将病者的病状、脉候，根据其虚实表里

寒热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

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况，确立了伤寒病辨证的纲领。在治疗方面，依据其四诊

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大法，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八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

或单用，或同用，立法谨严，然后选方用药，用药 80 余种，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

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由于《伤寒论》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约有成无已系（《注解伤寒

论》）、方、喻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钱塘二张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

论直解》）三大注本体系。历代包括日本等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等 670 余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全书 3 卷，25 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

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证的理、法、方、药等。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

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侯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百合

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 20 余种、类病证。所述病证以内科杂

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证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类，认为：“千般难，不越三

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

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

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

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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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 60 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

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 10 余种

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并流传中国者有近 20种，由此可见

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有方之应用，

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信赖。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著作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

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

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

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

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

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

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

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

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

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

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

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

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

《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

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

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

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

365 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

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

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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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

其中内科共 43 篇，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

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 20种及 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 6～8 世纪，中、朝、日之

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

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

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

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

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

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

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

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

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

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

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

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

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

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

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

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

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

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

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 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

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

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

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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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

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

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

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

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

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 365种，共 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

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

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 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

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

容，背面有 720 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

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

品。此残卷 1955 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 28.5×27 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

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

《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

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

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

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 140 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 34 首；

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

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

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

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

本，人民卫主出版社 1956 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

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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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 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

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

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 27 首及治胸痹

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

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

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

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

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

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

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

的测定井塚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

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

《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

现有辑佚本，于 1983 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两宋时期医学著作 

一、《太平圣惠方》 

《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方》，100 卷，北宋王怀隐等奉敕编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命翰林医

官院诸太医各献家传经验方，共得方万余首，加上太宗即位前亲自搜集的经验效方千余首。命翰林医官使

王怀隐，副使王佑、郑奇(一作郑彦)、医官陈昭遇等“参对编类”。王怀隐等对众多医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

理归类，根据疾病证候划分为 1670门，每门之前都冠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次列方药，以证统

方，以论系证。全书之首还详述诊脉及辨阴阳虚实诸法，次列处方，用药基本法则，理、法、方、药俱全，全

面系统地反映了北宋初期以前医学发展的水平。由于各门按类分叙各科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以及方剂

的宜忌、药物的用量，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临床应用颇为便利实用，全书收方16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

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这部大型方书，编纂经历了十四年时间，至淳

化三年(992)才告完成。 

本书最早刊本为淳化三年五月刊本，久已失传，1959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系很据四种抄本

校勘而成。因本书卷帙过大，不易流传，北宋中期福建何希彭曾节取本书内容编成《圣惠选方》60 卷，载方

6096 首，今已失传。 

二、《养老奉亲书》 

《养老奉亲书》，或称《奉亲养老书》、《寿亲养老书》、《养老全书》，宋·陈直(一作陈真)撰于 11 世纪中叶，

该书原刊本久佚，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虎林氏文会堂刻本、经钮堂抄本、民国初年唐

成之家藏抄本、1988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订正评注本。 

《养老奉亲书》1 卷，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共 16 篇，160 条，论述老年常见内科病及耳目病的食疗方

法，所列方剂，多从《千金要方》、《食医心鉴》、《食疗本草》、《诠食要法》、《诸家法撰》及《太平圣惠方》中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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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而来，简便易得，切于实用。下部共13篇，46条，主要论述老年医学理论及药治、护理要点。另外，卷末还

附有“简妙老人备急方”及“养老奉亲书续添”，分述急用单方及老人起居用药宜忌，对前述内容有所补充。 

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宋·唐慎微撰。其初搞完成于 1082 年，最后定稿时间约在 1098

年。 

《证类本草》是在掌禹锡《嘉祐本草》和苏颂《本草图经》基础上，收集民间验方，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

传记、佛书道藏中的有关本草学记载，整理编著而成的。全书共 31 卷，第 1、2 卷为序例，以后各卷，将药物

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以上又各分为上、中、下三品)，有名未用、图经外草类、

图经外木蔓类，凡 13类，叙述药物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集、炮灸，辨析、附方等。本书内容丰富，收载

药物 1746种，其中增加药物 660种，有药图 294 幅，分类较有系统，论述也较周详。书中引述了大量文献资

料，据统计，共引经史方书 240余家（《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曹孝忠序后，列“《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

凡 247 家，含《本草衍义》）。一些重要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日华子本草》、《嘉祐本草》等早已散佚，其内

容幸赖《证类本草》保存下来，这是唐慎微的一大功绩。本书增加方论 1000 余条，各药之后共附古今单方

3000 余首。总之，《证类本草》对宋以前的本草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本草纲目》问世之前流行 500

余年，一直是本草学研究的范本，在本草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存《政和本草》主要版本有：蒙古定宗四年(1249)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刊本，明成化四年(1468)原杰氏刊

本。明万历九年(1582)富春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1597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缩印本，1964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原大线装本。 

现存《大观本草》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六年(1302)崇文书院刊本，明嘉靖间刊本，明万历五年(1577)陈瑛刊

本，日安永四年(1775)望草玄刻本。 

现存《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五年(1577)宣郡王大献尚义堂刊本，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籍山书院重刊王大献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山西官刻本。 

《绍兴本草》在国内早已失传，但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现有若干种手抄本尚存。 

四、《月光》 

藏医药著作，全名《集要广注·词义月光》，是对古印度医药著作《八支集要》的注疏本。 

《八支集要》是印度寿命吠陀医学重要医家伐八他(Vagbhata)的著作，伐八他梵名帕郭，也称马鸣，是公

元二世纪左右的印度哲学家，在医学上，他集古代吠陀医学的精要，著成《八支集要》等书，并著有自注书

《医学八支论自注》。公元八世纪，迦湿弥罗(今译克什米尔)学者达瓦拉嘎瓦(Candran-andana)对《八支集要》

进行了注疏，著成其注释本《集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这两部著作为十一世纪左右的藏族哲学家、

医家洛钦·仁钦桑波介绍到西藏，并全文译为藏文医著，在译成藏文时，仁钦桑波作了一些注疏和发挥，使其

成为藏医学作品，其藏医的八支即是全身病支、儿童病支、妇女病支、魔邪病支、创伤支、中毒支、返老支及

壮阳支，这些译著在藏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部分内容被随后的宇陀萨玛在修定《四部医典》时所吸收。 

五、《史载之方》 

《史载之方》又名《指南方》，宋史堪撰，1068 年成书，1085 年列行，主要版本有《十万卷楼丛书》本，1955

年商务印书馆《宋人医方三种》铅印本等。 

全书上、下二卷，31 门，每门下列医论若干篇。书末附治疗诸方数十首。上卷首论四时正脉及运气生病，

次述大府泄、大府秘、身热；头痛、胀满、喘等病证，再论伤寒，诊失精、汗脉、室女、妇女诸脉、黄疸等，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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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剂；下卷载述诊胃脉、治方、为医总论，治涎、痢，五运六气有关理论等。该书重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解

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临证诊治，强调诊脉的重要性，以大量篇幅阐发各类疾病的脉象特点及内

在机理，常以脉辨证定性和施治。 

六、《小儿药证直诀》 

《小儿药证直诀》又名《钱氏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小儿药证》、《钱氏小儿方》，宋·钱乙撰，由阎季忠编辑

而成。 

阎季忠，一作孝忠，6岁时患“惊疳癖瘕”，蒙钱乙治愈，对钱氏颇为尊崇，珍藏家传钱乙方10余首。大观

初年（1107）季忠初为官时，于亲友间得钱乙关于病证的论述10条；后6年又获钱氏晚年杂方若干首；至京师

后又见到钱乙著作传本，但历次所得杂乱无章，各有得失，因而相互参校，重新编次，删其重复，正其讹谬，

改其俚语，编成《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于宣和元年(1119)刊行。 

本书原到本已佚，现存版本主要有：照宋重刻本4种。四库馆纂修本3种及薛己加注本。另外，还有1983

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点注本(《中医古籍小丛书》本)。 

《小儿药证真诀》分上、中、下 3 卷。上卷记脉证治法，包括“小儿脉法”、“变蒸”、“五脏所主”、“五脏病”

等 81 篇，论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各种常见疾病的辨证治疗。对疮疹、惊风、诸疳等儿科重要病证辨察尤

为详尽，如把疮疹区分为水疱、脓疱、斑、疹、变黑5种，分属于肝、肺、心、脾、肾五脏，其中前4种实际分别

指水痘、天花、斑疹、麻疹，早在 12 世纪即能对其进行鉴别，实属可贵，本书卷中记“尝所台病二十三证”，

是钱乙治疗验案的汇集。下卷为“诸方”，列钱乙所制方剂 110 余首。既有化裁精当的古方，也有独创巧妙的

新方，其中治疗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疗肾虚的“地黄丸”等，都是佳效名方，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常用。

本书基本上反映了钱乙的学术思想，总结了他的儿科临床经验，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突出脏腑辨证思想

的儿科专著，对宋以后儿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七、《圣济总录》 

《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剂总录》，200 卷。北宋末年政府主持医家编纂，以宋徽宗名义颁行。政和年间

(1111～1118)，徽宗赵佶诏令征集当时民间及医家所献大量医方，又将内府所藏的秘方合在一起，由圣济殿

御医整理汇编而成。全书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养生、杂治等，共 66门，而把运气内容列于全书

之首，这与宋徽宗崇信五运六气学说有关。“运气”之下还有“叙例”、“治法”等篇，相当于全书的总论部分，

自“诸风”起至“神仙服饵”各门，相当于全书的各论部分。每门之中部有论说，词简义赅，总括本门，其下又

分若干病证。凡病因病机、方药、炮制、服法、禁忌等均有说明。全书共收载药方约 2 万首，既有理论，又有

经验，内容极为丰富。在理论方面，除引据《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亦注意结合当时的各家论说，并加

以进一步阐述，在方药方面，以选自民间经验良方及医家秘方为主，疗效比较可靠。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北

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 

《圣济总录》是宋徽宗仿宋太宗诏编《太平圣惠方》之意的产物，但《圣济总录》在编排上已较《太平圣惠

方》有明显进步。如疾病分为 66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病证，就较《太平圣惠方》分1000余门清晰明了，许多

疾病的归类也比较合理。其所录方剂中，丸、散、膏、丹、酒剂等明显增加，充分反映了宋代重视成药的特

点。 

本书镂板后未及刊印即被金兵掠运北方，南宋反未见本书。较早的刊本有金大定年间(1161～1189)和元

大德四年(1300)刊本，其后，日本有文化十年(1813)集珍本，1962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现存善本和元刻

残本互校，删去个别章节，标点铅印出版。 

八、《普济本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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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本事方》。宋·许叔微撰。约刊行于绍兴二年(1132)。该书成于

许氏晚年，为其生平历验有效之方、医案和理论心得的汇集之作，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为亲身体验的事

实。现存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1959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 10卷，分为 23门。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脏常见病。及其他内科杂病，

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诸证，伤寒时疫证等，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

机、用药、炮制及眼法，或载有关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 

该书文字简明，列证、辑方切于临床。如对各类积证，除用缠金丹等治疗外，又依病情分为：酒、肉、血、

气、水、涎、食六类病候，分别治疗；对阴毒证，由浅入深分为始得、渐深、沉困三候，而以正元散、玉女散、

灼艾脐中等方药分别治疗。该书许多方、论为后世医家吸取或借鉴，如治疗中风的豨莶丸被《寿世保元》、

《兰台轨范》、《成方切用》等书收录；治疗肠风的槐花散流传至今，已成为治疗痔疾的名方。 

九、《鸡峰普济方》 

《鸡峰普济方》30 卷，宋代医著，今传本不注撰人及初刊年代，只记“冯翊贾兼重校定”。 

《鸡峰普济方》原刊本已佚，现存版本有清道光八年(1828)汪士锺复南宋刻本。1987年上海树学技术出版

社将此本影印出版。 

《鸡峰普济方》30卷中，第2、3、6、8卷在汪氏重刻时即已缺失(第6、8巷目录尚存)，另外尚有零星缺页。

本书第 1 卷为“诸论”，总述多种病证的病因病机、药物炮炙、处方法则等；第 4～27 卷则按脚气，伤寒、补虚、

脾胃、泄痢、妇人、消渴、小儿等分门胪列证治效方，第 28～29 卷列举丹药制法相功用；第 30 卷收录民间常

用备急验方。 

《鸡峰普济方》系综合择录宋以前医疗经验而成，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共载方3000余首，每列一方，

均详述所治病证、药物组成、修制及用法，有方有论，内容翔实。除方药外，书中还载有某些病证的导引、针

灸疗法，言简意赅，便于实用。该书言辞精炼，文风朴实，所载方剂，有许多用至今而仍有卓效，是一部具有

较高实用价值的医方著作。 

十、《幼幼新书》 

《幼幼新书》，宋·刘昉(万明)撰。 

《幼幼新书》原刊本早佚。明·陈履端重到本书时，曾多方寻求，力得其全。《幼幼新书》现存主要版本有：

明万历十四年(1586)陈覆端副本、又明万历间刊本、又明万历间刻本(显微胶卷)、明抄本、日本据宋墨书真

本抄本，中医古籍出出版社 1981 年影印陈履端副本。 

《幼幼新书》凡 40 卷。第 1～3 卷为总论部分，包括求子及小儿调理、用药和诊察特点；第 4～5 卷论新生

儿护理及新生儿常见病证的治疗；第 6 卷论先天禀赋不足所致的发育迟缓等病证；第 7～12 卷论忤、狂、惊、

痫等精神神经方面的病证；第 13～17 卷论风寒时气、咳、疟诸病；第18 卷论斑疹麻痘；第 19～22卷论热、痰、

汗、疸、寒逆诸病；第 23～26 卷论疳证；第 27～30 卷论霍乱、泄痢、血证、痔、淋等；第 31～32 卷论虫病、疝

瘕、水饮；第33～34卷论五官病；第31～39卷论痈疽、疮疥、丹毒、外伤；第40卷为“论药叙方”，主要记述常

用药物的别名(或突出特性)，所引书目及拾遗方，全书共分 547门，每门先引《诸病源候论》等书论其病理病

证，后列诸家方药详述治疗，曾参考宋以前 160 多家方书著作，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是一部总结宋以前经

验的儿科全书。书中所引资料，基本都注明出处，不仅切于临床实用，且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书中保存了多

种已佚唐宋儿科著作的部分佚文，对了解唐宋儿科发展文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苏沈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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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原书 15 卷。是北宋末年(一说为南宋)佚名编者根据沈括的《良方》

(又名《得效方》、《沈氏良方》、《沈存中良方》)10 卷与苏拭的《苏学士方》(又名《医药杂说》)整理编撰而成的医

学书籍。现流行本为 10 卷。本书近似医学随笔的体裁，广泛论述医学各方面问题，卷 1为脉说、脏腑、本草

及灸法；卷 2～5 介绍内科杂病及治疗方药；卷 6为养生及炼丹；卷7～10论述五官科、外科、儿科、妇科疾病

及治疗方药。各种疾病多附以验案，对本草性味、采集、配伍、剂型的论述也很精辟。治疗方药多经作者耳

闻目睹后所辑，简便易行而较为可靠，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卷 6 所载秋石一药的“阳炼法”、“阴炼法”，是

人工提取较纯净的性激素的方法，是制药化学的一大成就参见《生理学年鉴》（1971）。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

明代嘉靖刊本；清代有多种刊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六醴斋医书本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有影印本出

版。 

十二、《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作者不详，刊行于1156年，书前有宋朝和安大夫特差判太医局何大任序，称其京

藏该书六十年，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献出，由太医局刊行。明·弘治二年(1489)朱臣刊刻时，改名《保幼大

全》，又称《保婴大全》，后经黄萧民重校，仍恢复原名，现主要版本有 1958 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共二十卷，载证论一百条。卷一，首列“医工论”，对医生提出“正已”、“正物”的要求：次列“禀受论”、

“初生论”等，论述小儿生理禀赋。新生儿不乳、脐风等病之证治。卷二，阐述婴儿调护，小儿色泽、指纹诊断

及五色脏主病等问题。卷三，论述小儿变蒸、脉理、身热论等生理特性。卷四至卷十六，分别论述小儿内科

各类亲病证治。卷十七至卷二十阐述外科、五官科等常见病的证治。 

该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护理等问题，总结了南宋以前儿科学发

展的一些突出成就，不仅对于一些常见病如惊痫、诸痢、诸疳等证，论述详细、汇方丰富，而且汇集了一些

新的认识和经验。 

十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原题《三因极一病源论粹》，简称《三因方》，宋·陈言撰于淳熙元年(1174)。 

本书现存主要版本有：南宋刻配补元麻沙复刻本，元刻本，日宽文二年刊本，日光禄六年(1693)越后刊

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三年青莲花馆刊本，1934 年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1957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铅印本。 

《三因方》全书 18 卷，180门。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载方 1050 余首。该书虽以载方为主而

属方书一类，但基论内容也占很大比重。按因类证、因证列方、先论后方、方论结合，是该书编纂体例的重

要特点。书中不仅病证之下设“叙论”，讨论病因病机问题，而且有不少专题医论，阐述生理、病理、病因、诊

断、运气等内容，读来颇受启发。 

陈言强调“凡治病，先须识因”，指出“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而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

乃背经常。陈氏认为三因可以单独致病，也可相兼为病，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还可产生瘀血、痰饮等新的

致病因素；在这种病因理论指导下，陈氏按病因对疾病进行了分类：先列中风、中寒、中暑、中湿、四气兼中、

痹证、疠节、脚气、伤风、伤寒、伤暑、伤湿、疫病、疟疾等病，为外所因；次列脏腑寒热虚实病证，为内所因；

再次列饮食、劳倦、外伤等因素所致的出血、瘀血等病证，属于不内外因，这种按病因归类病证的方法，对

加深病因病机认识，加强选方用药的针对性具有一定意义。 

十四、《医说》 

《医说》：南宋张杲(季明)撰。杲，新安(今安徽歙县附近)人。该书初稿撰于公元(1189 年淳熙十六年)。至

杲晚年定稿，初刊于(1224年嘉定十七年)，共 10卷，分49门。首卷述宋以前著名医京120余人，继述古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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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草、针灸之由来，以及史书记载之神医、神方、诊法之事迹，采取边述边议形式，广开见闻。其次，论

述各类病证，包括伤寒、诸风、劳瘵、吐血、头风、眼疾、口齿喉舌耳、骨哽、喘嗽等内外妇儿各类疾病治疗

验案，富实际临床参考意义，其它尚包括论中毒、解毒、奇疾、食忌、服饵、药忌、养生、金石药戒等论述，保

存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或医家的见解，在医生应重视医德方面，本书有较多论述，但其中以“医功报应”等迷

信之说加以渲染，是其不足。 

十五、《集验背疽方》 

《集验背疽方》1 卷，宋·李迅撰于庆元二年(1196)。李氏家族有积方济人之风，所传背疽方凡百余首，李

迅独择曾用而经验者录为《集验背疽方》刊行，该书原本久佚，今传本系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现主要版本

有《四库全书》本、《十万卷楼丛书)》、《三三医书》本。1930 年上海国医书局铅印国医小丛书本，1991 年上海

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集验背疽方》篇幅短小，内容精炼，以论为纲，以方为目，方论结合，简要论述了痈疽的发病之原、内外

证鉴别、用药原则、预后、戒忌，以及自初起至收口各个阶段的主要治法和方药，书中所收 20 余方，皆简便

易得，且疗效显著，对居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或家贫无力购药者尤为有益。 

十六、《历代名医蒙求》 

《历代名医蒙求》2 卷，医史著作，南宋周守忠(榕庵)撰。该书自上古迄于宋，将历代文史和医籍中所载名

医事迹，医锦典故，加以汇集，用韵语形式，上下各以四字为联，每联下加注材料出处。对于了解我国医学

历史之发展，颇资参考。如该书首联为“神农百草，虑羲九针”，前者以《史记》记载炎帝神农氏“始尝百草，始

有医药”为依据；后者则以《帝王世纪》记述之虑羲氏“制九针，以拯夭枉”为资料来源，使人读韵语便于记诵，

读注文又颇便了解名医事迹，故名《历代名医蒙求》。 

十七、《针灸资生经》 

《针灸资生经》简称《资生经》，宋·王执中撰。该书撰成后，由王氏自己首刊于澧阳(今湖南澧县)，时间不

详。继刻于海陵（今江苏泰州市)。至绍定四年，上述两版均不复存，朝散郎澧阳郡丞赵纶为广其传，再次重

刊。 

本书现在主要版本有：元广勤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二年（1447）叶氏广勤书堂副本，日宽文九年（1669）村

上氏刻本，《四库全书》本，1959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点校本。 

本书共 7 卷；第 1 卷论腧穴名称、位置、主治、刺灸法，腧穴排列方法与《铜人腧穴灸图经》略同。所记载

的督俞、气海俞、风市等腧穴，以及眉冲、明堂、当阳、百劳等 21 个民间行之有效的别穴，均为《铜人腧穴针

灸图经》所未载，对魄户、大桧、巨骨、照海、申脉、肓门、鸠尾诸腧穴的辩误及对足三里取穴方法的考证，都

有一定价值。第 2 卷论针灸注意事项和一般理论问题，如“针灸须药”、“针忌”、“忌食物”、“同身寸”、“论壮

数多少”等等，强调针灸药并用的治疗原则。该书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

庭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同身寸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是公认的针灸取穴标准。第3～7卷论述各科疾病的辨

证取穴及具体的刺灸方法，因证配穴，内容丰富，尤其体重各种灸法的运用，《资生经》对宋以前的针灸学成

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后世针灸学有重要影响。 

十八、《妇人大全良方》 

《妇人大全良方》，又名《妇人良方大全》、《妇人良方集要》、《妇人良方》，宋·陈自明撰于嘉熙元年（1237)。

陈氏出身于世医家庭，精于归产科，采摭诸家之善，增以家传验方，编成《妇人大全良方》24 卷，由“勤有书

堂”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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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现存版本，有熊宗立补遗本《妇人良方补遗大全》2种和薛己校注本《校注妇人良方》5种。1958 年科

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本书 24 卷，原分 8门，见 260 余论。薛己《校注妇人良方》增删了部分内容，分为 10门，每论之下，都加

按语，并大多附以治验和新方。本书引述了多种医书，《内经》和《诸病源候论》是其基本的理论渊源。书中首

列“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论妇科，其中“调经”门论述月经正常生理及诸种月经病证和治疗；“众疾”门

论述一妇科病及妇人意思的一些内科病和肛肠病；“求嗣”门论述求于方法及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次列“胎

教”、“候胎”、“妊娠”、“产难”、“产后”诸门论产科，分别对胎儿发育状态、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

忌妊娠期特有疾病、各种难产、产褥期护理及产后病证，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是对前人成就及作者临床

经验的总结，内容丰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体系，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很高，可以说是我国第一

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它的流传为促进我国中医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九、《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系法医学著作，五卷，南宋·宋慧撰。刊于淳祐七年(1247)，宋刻本已失。明《水乐大典》曾收

此书，清《四库全书》又据大典本辑为二卷。 

现在最古的版本是元刻《宋提刑洗冤集录》，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清代孙星衍曾于嘉庆十二

年(1807)依元刻本校刊。题为《洗冤集录》，刊入岱南阁丛书。后又为吴于嘉庆十七年(1812)收入袖珍本《宋元

检验三录》。1937 年商务印书馆将岱南阁仿元本重刊，编入丛书集成初编。解放后，有法律出版社重刊本，

杨奉琨校译本，罗时润与田一民译释本和贾静涛的繁体字校注本。1981 年，美国马克奈特(McKnight B.E.)据

无椠重刊本译成《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意大

刊费德罗(Fortunato Fedele)著，刊于 1598 年要早三百五十余年。 

本书的主要内容有：宋代关于验尸的法令；验尸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

钝器损伤、锐器损伤，古代的交通事故，高温致死，中毒，病死与猝死，尸体发掘等，涉及列法医病理学中心

内容的大部分，其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

系；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条件；勒死的特征及与自强的鉴别，溺死与外物压

塞口鼻死的尸体所见，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生俞死后伤及自、

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各种死亡情况下的现场勘验方法等。 

此书系统总结尸体外表检验经验，集宋慈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是一部系统指导尸体外表

检验的法医学。其内容流传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直到十九世纪末，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尸体检验的依据。 

二十、《外科精要》 

《外科精要》又名《外科宝鉴》宋陈自明(良甫)撰，约刊于景定四年(1263)，是宋代有代表性的外科著作。

陈氏三世业医，临床经验丰富，曾任建康府明道书院医学教授，他广辑古今医家之“得效方论”，并结合个人

经验，撰成《外科精要》3 卷，该书较早见于明《文渊阁书目》，传于世者有熊宗立校本与薛己注本，陈氏著书

畅发心得，在论述治疗痈疽必须重视病因、病机、诊断、预后之同时，反对拘泥热毒内攻之说，以及选用寒

凉药物治疗之法。强调重视分辨善恶形证之法、调补气血养护之理，以及灸法治疗痈疽之必要。全书共有五

十五论，选方七十余首，均有参考价值。但该书流传较少，目前流传者多为薛己校注本，薛已在校注本书同

时，又增补了个人治验并录一卷，厘为 4 卷。 

二十一、《济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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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方》又名《严氏济生方》。宋·严用和撰。成书于宋宝祐元年(1253)。原书共十卷，有论治 70 篇，方的

400 首；咸淳三年（1267)又写成《续方》，收前书未备之医论 24 篇，方 90 首。二书后均散佚，现在版本为辑复

本：一是清纪晓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八卷本《济生方》，有医论 56 篇，收方 240 余首，内容或缺论，或缺

方，或少药，或论不对题，残缺较甚，1956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一是根据《医方类聚》、《普济方》等多

种医书，并参照日刊本《济生方》等重新整理，将《济生方》与《续方》合二为一的辑复本，有医论 85 篇，方 520

首，内容较前一版本充实完整，基本接近原貌。1980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名《重订严氏济生方》。 

严氏撰著该书，据其多年心得，结台临床实际、广采古人可用之方，兼收已验之效方，以杂病各门为纲，

下列总论，病源，病机，再附主方，每方详述主证，组方，炮制，服法等，条分缕析。纲目清晰，方论结合，议

论丰正。书中收方广泛，汉、唐、宋以来诸家名方及民间验方均有采录，其中尤重《和剂局方》、《三因极一病

证方》二书方论，对所摭常用古方善于化裁，如仲景治疗肾虚的肾气丸，经严氏加味牛膝、车前子后，扩大了

原方适应范围，腔之成为治疗虚(肾虚)实(水湿)挟杂证的名方̶̶济生肾气丸。严氏创制新方，讲究刚柔相济，

佐使合宜，用药平正稳妥。如归脾汤、小蓟饮子等，由于制方既切实用，又不峻猛。柔中有刚，兼顾全面，故

很受后世医家推重。 

二十二、《仁斋直指方论》 

《仁斋直指方论》，又名《仁斋直指》、《仁斋直指方》，宋·杨士瀛撰于景定五年(1264)。原刊本久佚，现存

主要版本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崇正刊本、明刻本、两种日本抄本、《四库全书》本、1989 年福建科学

技术出版让校注本。 

《仁斋直指方论》凡26卷，第1卷为“总论”，论述阴阳五行、荣卫气血等基础理论，第2卷为“证治提纲”，

论述病因、治则及多种病证的诊断治疗，多属杂论之类，第 3～19 卷论内科病证治；第 20～21 卷论五官病证

治；第 22～24 卷论外科病证治；第 25 卷论诸虫所伤；第 26 卷论妇人伤寒等，该书将诸科病证分为 72门，每

门之下，均先列“方论”，述生理病理、证候表现及治疗概要，次列“证治”、条陈效方、各明其主治、药物组成

及修制服用方法，条理清晰，多灼见。对体表癌肿特征作了形象地正确描述。 

二十三、《配方百篇》 

这是一部传自印度古代配方的著作，全书是对临床常见杂病的简单治疗方书，著作者署名龙树。此书后

来传入西藏地区，由塔巴地区的译师尼玛坚资全文译成藏文，并被收入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注蔬部》)

中，成为大藏经中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根据全书内容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对原文作了一些小的

调整相增删，加入藏区一些较常用的药物及常用配方，如用奶酪炒红花，藏医常用的三果(诃子、毛诃子、余

甘子)、五灵脂等在方中已经常用，可见译者业已做了一些加工。此书对于后来藏医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辽夏金元医学著作 

一、《注解伤寒论》 

《注解伤寒论》，汉·张机撰，金·成无已注。该书初刊于1144年，原刻本早失，约 1172年曾保存到明末，其

后亦失。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八年，永堂刊本、1509 年熊氏种德堂刊本、1599 年赵开美刊本、《四库全书》

本、1870年常郡双白燕堂陆氏刊本、1880年扫叶山房刊本、《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1924年上海广雅

书局石印本、1955 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注解伤寒论》是《伤寒论》最早的全注本。共分 10 卷，22 篇，篇次及各篇内容与“宋本”《伤寒论》基本相

同，但有部分文字作了增删，如卷首增“运气图”，各卷末增“释音”1项；删去重出方剂，同名方剂只于一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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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删去“宋本”中与正文重复的子目性条文以及卷八、九、十“可”与“不可”中的重出条文，删除正文中的25

个加减方，重集于第 10 卷之末，等等。 

二、《素问玄机原病式》 

《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撰，一卷，刊于 1186 年。现主要版本有《刘河间伤寒三书》本，1983 年人民卫

生出版社注释本等。该书十分重视运用五运六气，盛衰胜复等理论，分析阐发人体发病特点及其规律。 

在病机认识上，作者又归纳出《内经》病机十九条，所列病证病性的特点，得出“火热病机”为多的结论，

并创造性地提出治疗火热病应辛凉解表、泻热养阴等原则，一改以往用辛温法治疗外感热病的百年旧习。

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寒凉派的主要理论基础，并对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该书倡导《内经》“亢害承制”理论，五行学说生克制化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应用于疾病的病机研究及

治疗之中，这为认识疾病变化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开拓了一条新路。 

该书为刘完素的代表作，问世后，影响日益扩大，成为金元医学创新理论兴起的重要开端，从文书所论

看，对火热病过分强调，虽为纠弊，但亦有偏颇，后人有所批评。 

三、《儒门事亲》 

《儒门事亲》，张从正撰，十五卷，成书于 1228 年，又有十四卷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辑本)。书中前三

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为完书。现存主要版本有：明朝嘉靖

辛丑三月木刻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全书各卷由诸篇论文汇编而成，每卷含数篇论述，有说、辨、记、解、诫、笺、诠、式、断、论、疏、述、衍、

诀等体裁。包括：“事亲”本书。治百病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撮要图，百法心要，三法六门，“三消论”(刘

完素)，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要，世传神效方等几部分内容。 

该书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

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 

在具体应用汗吐下三法时，作者从治法范围，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较前人认识有了较

大的扩充。三法均有具体用法、注意事项、禁忌证，应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用药物遵崇完素，偏于寒凉，

颇有心得。 

同时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菜、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

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 

后人对该书突出的攻邪论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该书治病偏于攻邪，也受到一些医家如朱丹

溪的批评。 

四、《医家启源》 

《医家启源》，张元素撰，三卷，撰年及刊行年均不详，现存最早版本̶̶元刻本前，有题为张建（吉甫）所

作序一篇，称该书系张元素为教其门人而著，1232 年后洁古弟子李杲特请张建为该书写序。该书在元末以

前未见其他文献提及，也无流传的记载，书中内容亦有后人整理痕迹，其是否为张元素亲撰有待进一步考

证。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刻本，明正德五年（1510 年）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8 年点校本。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别介绍了天地六位脏象图，手足阴阳脏腑十一经脉证法，三才治法，三感、

四因、五郁之病，六气主治要法，主治心法九门等内容；中卷列《内经》主治备要、六气方治、阐发五运六气主

病理论，主要吸收刘完素的观点，并按六气方治分类法，载方 62 首；下卷为用药备旨，着重痫述药物气味厚

薄、寒热阴阳、升降沉浮、引经报使等药物理论，及五行制方生克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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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重视脏腑辨证施治的思想，对后人产生较大影响。 

在药物理论上，创立和倡导药物归经，引经报使说。在药物、方剂理论上的发挥，使临证辨证用药选方

理法具备，分类详晰，又更有针对性，成为系统、实用的药物学理论，为后世医家广泛采用。该书较集中地

反映了张元素脏腑学说、药物理论及临床用方等学术思想。 

五、《内外伤辨惑论》 

《内外伤辨惑论》，李杲撰，三卷，1232 年成书，1247 年刊订。是李杲生前定稿并作自序的唯一一部著作。

现主要版本有《东垣十书》本，《四库全书》本，1959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该书卷上为辨证，详论阴证、阳证、脉象、寒热、外感八风之邪，手心手背，口鼻，筋骨四肢，头痛，气少

气盛，不恶食，不渴，劳役受病，辨证与中热等诸证候内伤与外感之别；卷中为饮食劳伤、四时用药加减、暑

伤胃气等医论及补中益气汤、神圣复气汤等方论内容；卷下为用药所宜、所忌，以及酒客病，临病制方，随时

用药等内容。 

全书围绕饮食劳倦所伤而致脾胃病的诊察及治疗用药等理论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阐述。突出了脾胃盛

衰在内伤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在内伤诸疾的治疗中加以充分体现，如特制补中益气

汤等方，重用黄芪，配以升麻诸品，以补土生金，升清降浊。 

该书所反映的理论思想，受到历代医家的高度重视，成为反映李杲学术思想及其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

之一。 

六、《阴证略例》 

《阴证略例》1 卷，元·王好古撰。按作者书后题记，该书在不断增补的过程中，先后有三种抄本传世，其

内容多寡不一。最后增补本定稿于 1236 年，现存最早刊本是元代杜思敬的《济生拔粹》本，但内容较少，

1879 年陆心源将最后增补本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由此得见该书全貌。现存《阴证略例》主要版本有：《济

生拔粹》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三三医书》本、《中国医学大全》本、《丛书集成》本、1956 年商务印书馆铅

印本、1985 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点校本。 

《阴证略例》是研究伤寒阴证的专著。该书首列“歧伯阴阳脉例”；次述洁古老人及作者自己的“内伤三阴

例”；继则引述伊尹、扁鹊、张仲景、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伤寒大家关于伤寒三阴证的论述，其间多杂有

王氏注文及所附方药；而后列作者“阴证例总论”20 余条，书末附“海藏治验录”一篇，记载王氏医案 8则。 

七、《脾胃论》 

《脾胃论》，李杲撰，三卷，1249 年成书，为其晚年之作，也是集中反映他学术理论的代表著作，刊行于

李氏身后。现存主要版本有：《东垣十书》本，《四库全书》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年影印本等。 

全书由医论 38 篇，方论 63 篇组成，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别阐述了脾胃生理特性，病理变化，及在

发病学上的认识意义，宗《内经》、《难经》之旨而发挥之，并附升阳益胃汤等诸方论述各证治疗之法；中卷就

气运衰旺、饮食劳倦热中证等专题作进一步阐发，并译述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补脾胃诸方的主治应

用、加减配伍；下卷着重论述脾胃虚损与其他脏腑、九窍的关系，以治疗饮食伤脾等证诸方、有关治验。 

全书遵崇《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人以胃气为本’的思想为基础，着力阐发“内伤脾胃，百病

由生”的病机理论，倡导培补脾土、潜降阴火的治则思想，形成较为系统的脾胃内伤病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书中用方虽多延用《内外伤辨惑论》，但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总以培土补中，甘温除热，甘寒泻火为原

则。 

八、《卫生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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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宝鉴》，罗天益撰，共二十四卷，补遗一卷，撰年不详，刊行于1281年。该书元刻本因战乱而散失，

现所存最早版本见于元代杜思敬编纂的丛书《济生拔萃》，但内容不完整。1417年杨荣、韩公达曾校刊此书，

后世流传不多。现存主要版本有：1846 年李锡龄校刊的《惜阴轩丛书》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铅印本等。 

全书共 25 篇，主要有“药误永鉴”：以病案形式，结合一个专题进行辨析，以警示后学及同行不要犯误治

之错，“名方类集”：精选古今效方 766 首，以证系方，理法具备，论述临证各科疾病的诊治。为该书主要部分，

“药类法象”：简述张元素、李杲的药物学理论，如性味、功效等；“医验记述”：载录作者长期从事临床的诊治

经验，内容丰富；最后为“补遗”，选辑张仲景以下诸家有关外感、中暑等病证的验方，为元代以后他人所补

充之内容。 

该书理论上本于《素问》、《难经》以求其因，并充分吸收李杲的“脾胃学说”及张元素、张璧、钱乙等医家

的认识，围绕临证脏腑杂病的辨证论治理论进行系统阐发，具有鲜明的“易水学派”特色。 

在临证用药时，以很大篇幅介绍洁古、东垣的有关药物理论，并强调药证相对、名实相符、随证加减等

灵活的辨证用药思想。 

九、《此事难知》 

《此事难知》，王好古撰，三卷，刊行于 1308 年。该书主要为编集其师李杲的医学论述，其中也反映了王

好古的有关医学思想。现存主要版本有《济生拨萃》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江苏科技出版社 1985 年校

注本等。 

全书分上、下二卷、附录三部分，共载专题论述 104 篇。上巷主要论述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六淫所

犯，辨证要点，五经（缺厥阳经）证治有关问题，其中伤寒内容最多；下卷广泛涉及《内经》、《难经》，脉法、针

灸等有关问题，常附图表以助述；“附录”主要为病证诊治法内容。 

该书主要围绕伤寒五经证的有关问题如“太阳六传”、“入阴者可下”、“妇人经病”等作了详细阐发，某些

见解有独到之处。如认为气病在表，误用血药，无伤，为安血而益阴；反之血病在里，误用气药如白虎汤等，

则有害，因易致泻肺而损阴。既强调治病求本，又主张分别病情采用不同治法，如提出初治之道，当宽猛相

济，末治之道，又宜宽缓，三法各有主证、应用法。 

十、《无冤录》 

《无冤录》系法医学专著。元代王与撰，初刊于至大元年(1308)，于 1323～1346 年间又经王与修订再版。

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今古验法不同”至“病死罪囚”共 13项，是介绍王与自己检尸的经验；第二部

分为元代的检验制度，其中许多检尸规定为《元典章》所未载，是研究法医学史的珍贵资料；第三部分题为卷

下，包括“检覆总说”等，共 43项，是根据儒吏考试程式(结案式)、洗冤、平冤二录汇编而成的。 

现今完整的《无冤录》有：《枕碧楼从书》(1909 年)本《无冤录》，《无冤录辑注》(1915 年)，《敬乡楼丛书》

(1929 年)本《无冤录》等，后两本是朝鲜《新注无冤录》在我国的重刊。 

十一、《饮膳正要》 

元·忽思慧编撰，全书共 3 卷。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并于同年刊行。元刻本已失，今存有明经厂

刊本及几种近现代的彩印本。 

本书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庭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我国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多方面的较高的

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其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

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合疗的基础理论；二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庭饮食谱 153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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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方 61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 24则；三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品、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等共

230 余种，并附本草图谱 168 幅。全书另有 21 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 

本书内容涉及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交织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饮食医药文化的成就，尤其

突出体现了蒙族人民别具一格的医药饮食文化。本书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收载了

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并且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本

书食疗本草部分的内容弥足珍贵。 

十二、《外科精义》 

元·齐德之撰，共 2 卷，撰年不详，刊于 1335 年，后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被收入《东垣十书》中，

今有明初刊本、嘉靖本、《医统正脉》本、《四库全书》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195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有影印本。 

本书系博采《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与扁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外科的名论，又结合本人的临证经

验而汇集成编。卷上为外科医论，有疮肿诊候入式之法、疮肿诊治等论述 35 篇；卷下为诸家行之有效的汤、

丸、散、膏、丹等方剂 145首，并附有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治疮肿法。诊断方面台调四诊合参，尤其注重外现

形色与脉诊，并将 26种脉象结合疮疡临证特点作了详细论述，成为本书的一个特点。 

十三、《永类钤方》 

《永类钤方》，李仲南撰，二十二卷。1331 年成书，初由李仲南集成，后经孙允贤补订，原名“锡类钤方”，

后改名“水类钤方”，现存主要版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根据元代至顺年间刻本影印本。 

该书卷1为诊脉图诀，风、寒、暑、湿四中四伤钤田方论；卷 2～7列伤寒、杂病证治内容；卷8为“南阳活

人书伤寒集要方”；卷 9～10为“和剂局杂病方集要”；卷 11～14辑录宋元间诸医亲病治验方；卷 15～17为妇

科证治方论；卷 18～19为产科证治方论；卷 20为儿科学证治内存“全婴总要”；卷 21为骨伤科证治方论。 

书中以图散形式对比论述“伤寒”与“杂病”两大证候的脉、病、证、治等内容，并以三因之说加以阐发，

纲目清晰、明了，骨伤科病证中，载录了多种骨折、脱臼、整复、夹板固定法，和若干医疗器械、方药等内容。

其中首创的过伸法处理腰椎骨折，丰富了创伤骨科的诊断治疗经验。 

十四、《世医得效方》 

《世医得效方》，元·危亦林撰于至元三年(1337 年)，经太医院审阅后，于 1345 年刊行。现存主要版本有：

元至正五年(1345 年)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刻本、明正德元年(1506 年)书林魏家复刻本、《四库全书》本、1964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本书共 19 卷(《四库全书》本末附《千金方养生书》1 卷，共 20 卷)，内容按元代太医院所分 13 科编排：大

方脉科，分总说 10则，81种病证；小方脉科，分总说 2则，66种病证；风科，分总说 3则，7种病证；产科兼妇

人杂症科，分总说 6则，27种病证；眼科，分总说 2则，8种病证；口齿兼咽喉科，分总说 1则，5种病证；正骨

兼金镞科，分总说 13则，16种病证；疮肿科，分总说 3则，11种病证；针灸科内容未单列，分散于各科中叙

述。 

本书虽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各科病证及其治疗方法、方药都有叙述，但其主要成就在于骨伤

科方面，首次记载了脊椎骨折，并发明了悬吊式复位方法及外固定法，研制“草乌散”用作全身麻醉药，使药

物麻醉法有了新的进步。 

十五、《十四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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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经发挥》，元·滑寿撰于至正元年(1341 年)。该书问世不久，原本即失，其内容由薛铠、薛已收入《薛

氏医案》才得以保存下来。现存《十四经发挥》版本除《薛氏医案》本外，还有单行本，如：日享保十六年(1731

年)刻本、日宝永六年(1709 年)芳野屋权兵卫刊本、日宝历十二年(1726 年)大阪阿内屋喜兵卫刻本、1986 年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校注本，等等，但上述单行本都源于《薛氏医案》。 

《十四经发挥》共分 3 卷，每卷 1 篇。卷上为“手足阴阳流注篇”，总论阴阳经脉气血流注次序；卷中为“十

四经脉气所发篇”，论十四经循行路线、腧穴位置及手足十二经“是动”病的临床表现；卷下为“奇经八脉篇”，

论奇经八脉的循行部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书中把督任二脉提高到与十二正经同等的地位，是对经络

学说的发展。把 657 穴全部分属于十四经脉，也是滑氏的一大发明，他所倡导的循经取穴方法，一直为后世

针灸医生所遵从。 

十六、《格致余论》 

《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刊本、明正德间刊本、《东垣十垣》本、《古今医统正脉全

书》本、日宽文五年(公元 1665 年)村上兵勘卫新刊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1956 年人民卫生出版

役影印本。 

《格致余论》是朱氏医学论文集，全书 1 卷，共收医论 42 篇，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篇次排列没有规律，颇

有随笔杂记之韵味，若不拘原书篇序而按所论内容分类，则大致有：论苏生者，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

等；论生理病理者，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论诊断者，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

证论”等；论治则者，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等；论具体病证者，有“痛风论”、“疟论”等；论

具体方药者，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

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

治疗上，宋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十七、《回回药方》 

作者不祥，约系元时东来的华籍回回医生(或其从事医药活动的后裔)编撰，原书共 36 卷。编撰年代与刊

行情况不详，今存残本 4 卷，计目录下 1 卷，58页；卷 12 众风门，63页，卷 30杂证门，63页；卷 34 金疮门、

折伤门、针灸门、汤火所伤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49页。明红格抄书，抄写年代约在明洪武至水乐年间

(1368～1403)。现藏北京图书馆。 

本书用汉文写成，但在外来药物译音后多附有阿拉伯文(待考)，从现存目录及残本内容看，本书包括内、

外、妇、儿、骨伤及解毒救急等各科疾病证治与方剂，尚有修合药饵、药物等内容，书中的医学理论多本于

阿拉伯医学，又引进了不少传统中药的特有药物与个别中医方剂，使用了一些中国医药术语，实质上是中

外医药广泛交流的产物。 

明代医学著作 

一、《普济方》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

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 19 卷，明抄本存 35 卷等外，惟《四库全书》

收有全文。原作 168 卷，《四库全书》改为 426 卷。凡 1960论，2175类，778 法，239图，61739 方。1959 年人

民卫生出版社以《四库全书》本为主，参以残卷，校勘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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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 12 部分，卷 1～5为方脉，卷 6～12为运气，卷 13～43

为脏腑，卷 44～86为五官，卷 87～250为内科杂病，卷 251～267为杂治，卷 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

271～315为外伤科，卷 316～357为妇科，卷 358～408为儿科，卷 409～424为针灸，卷 425～426为本草。

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

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二、《明医杂著》 

本书由王纶撰于嘉靖己酉（1502）。薛己言其“刊行有年”。但今未见原刊本，所见均为薛己注本，刊于

1549年。现有弘治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万历刻本、日本正保二年、承应三年刻本，1985年江苏科

技出版社点校本等 10 多种。 

王氏学宗丹溪，把朱、李(东垣)的学术经验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是书。全书共 6

卷。卷 1～3为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病，妇产科和五官科疾病等

的辨证施治，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的治法及方法等，眷 4专论风证。卷 5论小儿证治。卷 6为附方。 

三、《医学正传》 

本书为虞抟所撰，成于正德乙亥(1515)。系据《素问》、《难经》要旨，参以诸家学说，博收广集，旁通己意

而成。于嘉靖辛卯(1531)刊行。万历五年(1577)、六年(1578)有重刊本，近代会文堂有石印本。日本有 1604、

1622、1659 年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1965、1981 年先后两次刊印。 

本书共 8 卷，卷 1 首设“医学或问”51 条，阐述医学源流、授受、亢害承制、丹溪医说、四诊合参等内容，

颇有见地。“或问”后按内、外、妇、儿科分述近百种病证，收一千余方。诸病总论皆采《内经》要旨，脉法取王

叔和，伤寒宗张仲景，内伤宗李东垣，小儿尊钱乙。余病均以丹溪为主，摘选刘河间、张于祁、李东垣等诸家

医方、家传及个人历验效方附于后。本书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参考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四、《针灸聚英》 

《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高武撰。刊于嘉靖八年(1529)。现存版本可分两类：一为 4 卷本，如明

刻本、建国后排印本；一为 8 卷本，如日本复到本。两类版本内容相同。 

按 4 卷本顺序，卷首“集用书目”，简介《难经》、《素问》等 16种以前针灸学著作。卷 1论五脏六腑、仰伏

人尺寸、手足阴阳流注、中指同身寸法、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所属经穴的循行、主病，附经脉经穴图。卷 2

为骑竹马法等各家取穴方法。卷 3为煮针、火针、温针、拆针、晕针、补泻手法、刺法、灸法等。卷 4为十四经

穴欧等 63则歌赋。末附针灸治疗问答。 

五、《古今医统大全》 

《古今医统大全》又名《医统大全》，系医学全书，徐春甫辑。书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次年刊行。以后

的版本有隆庆四年(1570)本、嘉庆间刻本，日本有明历三年(1657)本、万治间刊本等。 

全书共 100 卷，卷 1 有“历世圣贤名医姓氏”，介绍 270 多名医家传略：“采摭诸书目录”，载所征引书约

280种。卷 2～5为《内经要旨》、《翼医通考》、《内经脉侯》、《运气易览》等；卷 6～7为经穴针灸；卷 8～92为

临床各科证治，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科以及老年病 400 余种，每病载有病机、脉候、治法、方药、

易简诸方、灸法、导引法等项。卷93～98为经验秘方，本草性能、功用及制法，通用诸方等，卷99～100为养

生余录。 

书中除引古说外，徐氏在医理、方药上均有阐发。书中所载医家传略是研究医史的重要资料。 

六、《医学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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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纲目》系综合性医书，楼英编撰。嘉靖四十四年(1565)，曹灼予以刊行。1937年世界书局再行铅印，

全书 40 卷，分 11 部，以阴阳脏腑分病为纲。卷 1～9为阴阳脏腑部，属医学总论，详述阴阳、脏腑、察病、诊

法、用药、针灸、调摄、禁忌等。卷10～15为肝胆部。卷16～20为心小肠部，卷21～25为脾胃部，卷26为脾

肺部，卷27为肺大肠部，卷28～29为肾膀胱部，分别介绍各脏腑有关病证证治。作者根据病证的症候特点，

分别归属脏腑，并分门论述，如将中风、癫痫、痉厥、劳风、瘛、怒气、破伤风、子痫、目疾等证归入肝胆部。

所述病证多属常见病，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五官科等病证。卷 30～33 为伤寒部，以伤寒为主，

兼载温病、暑病、温疫等。卷 34～35为妇人部，述妇人通治、经、带、胎、产等。卷 36～39为小儿部，载小儿

通治、五脏所主病。卷 40为运气部。 

本书资料丰富，纲目清晰，受到后世重视。 

七、《医学入门》 

本书由李编撰。于万历三年(1575)刊行，国内外刊本现有 30 余种，如万历初刻本、康熙三十年(1691)书

林余圣久刻本、1931 年扫叶山房校正本、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日本元和三年(1617)刻本、宽文六年(1666)

刊本、延宝五年(1677)村上平寺刻本等。1988 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校注本。 

全书分内外集，自谓“医能知此内外门户，而后可以设法治病，不致循蒙执方，夭枉人命，故题之曰《医

学入门》。共9卷。得首载医学略论、医家传略、经穴图说及运气、保养等。卷1为经络、脏腑、诊法、针灸。卷

2～3为本草、六气为病、疾病用药、食治等。卷 4～8为内外妇儿诸科证治和急救方。 

本书正文为歌赋，以注补充阐述。注文引录各家之说，附以己见，书末为“习医规格”，论述对习医者的

学习与医德修养要求，强调医者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广泛的专业知识，应忠于职守。 

八、《赤水玄珠全集》 

《赤水玄珠全集》简称《赤水玄珠》，又名《孙氏医书三种》，孙一奎撰。刊于万历十二年（1584)。现存刻本

有明副本、四库全书本、1914 年上海著易堂书局铅印本、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等 10 多种。 

全书共37卷，《赤水玄珠》30卷，分76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科病症，每门再条分缕析，分述因、证、治方、

附诸家治验。本书以明证为主，广辑《内经》及其后 170劝余种医著，结合自已经验，编撰成书。 

《医旨绪余》2 卷，为《赤水玄珠》续编。上卷 44 篇，下卷 26 篇。集诸家之说，辨论脏腑、气血、经络、腧穴。

阐述太极、阴阳、五行，解释命门、相火、三焦之意。对前代诸家学说，评述较为公允。 

《孙氏医案》又名《孙文垣医案》，5 卷。由子泰来、明来及门人余煌等整理而成。按孙氏行医地区顺序编

写，分《三吴治验》2 卷、《新都治验》2 卷、《宜兴治验》1 卷。共集医案 300 多例，各案以时间为序，少叙医理，

多论证治，与前两书相辅相成。 

本书汇集明代以前诸家之粹，所论精辟，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综合性医书。 

九、《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系本草学、博物学巨著。李时珍撰成于 1578 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乃由金陵胡成龙刻成

出版，称金陵本。据金陵版题名，药图为其子李建中辑，李建元、李建木绘。 

《本草纲目》问世后，400 多年来，刻印数十次，版本众多，有“一祖三系”之称。一祖即金陵本，又分为江

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祖本金陵本含摄元堂本，存世仅 7部，江西本系统流行于明末清初，又包括江西

本(1603)、湖北本、石渠阁本、立达堂本、十竹斋本、宽永本(日本)、张朝本、金阊本、五芝堂本、人民卫生出

版社校点本(1977～1981)等12种，钱本系统流行于清初、中期，包括钱蔚起本(武林钱衡本，1640)、日本承应

二年本(1653)、太和堂本、日本万治二年本(1659)、本立堂本、文会堂本、四库全书本、同文堂袖珍本等 3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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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系统，清末以后流行，有张绍棠本(味古斋本)，刻于1885年，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二系，药图依钱本改

绘(400 余幅)，附有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流传甚广。此外还有鸿宝斋本、图书集成局本、同文书局本、

萃文书局本、商务本、日本半田屋本(1913 年刻，1919 年再版。名为《补注本草纲目》，附《汉药本别名共通索

引》)、台北文光本、九龙求实出版社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香港商务本等 18种。 

全书共52卷，载药 1892种，其中植物药 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 798种，有 374种为李氏所新增。

附图 1109 幅，方剂 11096 首，其中有 8000 多首方剂为李氏收集或拟定的。 

本书问世后，促进了国内对本草学、生物学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本草纲目》提供的资料为主，选药精

当的实用型的本草学著作，有药有图有方，切于临床应用，如《本草选》、《本草汇言》等，出现了一些扩充性

和拾遗性的著作，如《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1606年该书传入日本，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

洲，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 

十、《万病回春》 

《万病回春》，龚廷贤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刊本甚多。现存最早者是万历三十年(1602)金陵周氏重刊

本，其他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经纶堂重刊本、明活字印本。阊门书林叶龙溪刻本，清代康熙、道光、同治年

间各种刻本，近现代重刊本和日本元和活字本，共 30 多种。明活字本题作《新刊万病回春》、道光二十五年

(1845)桐石山房刻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明善成堂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原本》，绿慎堂本等作《详校

万病回春》，锦章书同铅印本作《增补万病回春》。1984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清代江东书局石印本为底本，参

照其他版本校补、勘误后而印行。 

全书共 8 卷。卷 1 前列“万金统一述”，总论天地人、阴阳五行、脏腑功能、主病脉证等。次载药性歌、诸

病主药、脏腑、经脉等项目。卷2～8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 184种，每病均阐述病因、病机、治法，

方药等内容，后附医案。卷末附“云林暇笔”，载有“医家十要”等，有的版本还附有“龚氏家训”等篇。 

龚氏辨证详明，选方精当，论治恰切。书末所附“医家十要”，广泛涉及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问题，

很有参考价值。 

十一、《名医类案》 

系医案著作，江氏父子编辑。广辑明以前医药著作以及《史记》、《三国志》、《抱朴子》、《夷坚志》等史传

子集文献，从中收集名医治验例案，历时二十载，于嘉靖二十八年(1591)，方得刊行。清乾隆间，魏琇以校阅，

详尽考订江氏父子存在的疏漏和脱文，探本求源，补缺正误；鲍廷博重刊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知不足斋本，

即目前通行本所据的底本。此外，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年(1894)耕余堂铅印本等 10 多种。 

全书共12卷，按病证分为 205门，以内科病案为主，兼及外、妇、儿、五官、口腔等病症。所辑医案，上自

秦越人，淳于意，下至无明诸家，凡辨证精详、治法奇验者，皆予收录。每案详载姓名、年龄、体质、症状、诊

断和治疗，故述较完整，理法方药亦相契合。案或详于证，或详于因，或详于治，均有依据。在一些医案后，

并加有案语，阐发己见。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既是明以前著名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

合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临床价值。 

十二、《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又名《针灸大全》，杨继洲撰，靳贤校正。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本书至今已有 50 多种版

本。通行本是10卷本，包括初刻本、清顺治丁酉(1657)李桂月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排印本、1984年

校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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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 10 卷。卷 1 是理论部分，卷 2～3为歌赋。卷 4为仰伏人尺寸图，背俞、腹部穴歇，寸法，九针论，

针法、补泻，针灸禁忌等；“经络迎随设为问答”，是杨氏手法的经验总结。卷 5为井荥俞原经合穴、子午流注

针法及灵龟飞腾八穴针法。卷 6～7为五脏六腑及十四经穴的主治、经穴歌及考证穴法、奇经、络脉、经筋、

要穴、经外奇穴等。卷 8首载《神应经》da 法，次论内、外、五官、妇、儿科共 23门疾病的针灸台疗。卷 9 首论

治症总要，末附杨氏的 31 个医案。卷 10为附篇，辑录陈氏(佚名)的《小儿按摩经》，使之成为唯一传本。 

十三、《证治准绳》 

《证治准绳》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或《六科准绳》，王肯堂编撰。书成后，历代均有刊本，主要有万历初刻

本、四库全书本、图书集成本；1957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17种，1059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缩影本附有

各科病证索引。《类方》外均有单行本，还有日本翻副本。 

全书共 44 卷。《杂病证治准绳》卷 1～6专论内科杂病，分诸中、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

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腑等12门，131种病证，卷 7～8为七窍门，包括五官、咽喉、毛发、筋骨、皮肤、

蛊虫等 19 种病证。各门前有总论，后按病证分述，不载方药。各证下再详列不同病症，辨证精细，分析入微，

《杂病证治类方》按《杂病证治准绳》而分类列方。 

《伤寒证治准绳》8卷。卷1为伤寒总例，卷2～7为六经病证、合病、坏病、狐惑、百合病、瘥后诸病、阴阳

易、春温、夏署、秋疟等，以及妇人、小儿伤寒。论述以《伤寒论》方论为主，广集各家治法，并注明出处。 

《疡医证治准绳》又名《疡科证治准绳》，6 卷。卷 1～5专论外科病证，卷 6为损伤，对人体骨骼解剖叙述

最详，颇为正确。 

《幼科证治准绳》宗钱乙按五脏分证编次。卷1为初生门，首载证治通论，次叙初生胎疾。卷2肝部，含惊

搐、痫、中风、眼目、淋、疝、咽喉等。卷 3～6为心部，包括发热、心痛、烦操、舌、失血、语迟、疮疡等，又着

重论述痘疹。卷7～8为脾部，含不乳食、吐泻、痢、疳、痞、黄疸等。卷9为肺、肾部，内容有咳嗽、喘、悲哭、

龟胸、脱肛、囱陷、五迟、五软等。列证详备，有论有方。 

《女科证治准绳》取自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 1为治法通论，列通治妇人诸疾方，次为调经门；卷 2～3

为杂证门；卷 4～5为胎前门；卷 6为产后门。各门又分病证论述，每证有论有方，所引资料，皆有出处，本书

为明代妇产科学的代表作。 

《证治准绳》收罗广博，编辑严谨，持论平正，是十七世纪流传最广的医学著作之一。批 12 卷本，有咸丰

十年(1860)海宁许楣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等 20 多种。195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

印本为目前通行本。 

全书初刻共 4 卷。卷 1 以歌诀加注开章，概括阐述外科疾患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次叙外科常用

方16首。再绘疮疡部位、形状图 30多幅，以“痈疽诸证疮名十律”终篇，卷2～4，分论外科常见病120多种，

每病述病机、症象、治法，并示验案，末载方药，本书内容丰富，论证详明，选方精当，附图明了，歌诀易记，

是外科学中出色的著作。 

本书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著称。 

书中“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为医生制定守则，提出医德、医术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医德史上颇

有影响。 

十四、《济阴纲目》 

《济阴纲目》系妇产科专著，武之望辑。本书对《女科证治准绳》内容重加编次，分医论、医方二部，眉目

更为清晰。本书初刊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 5 卷本，次年重刻，康熙四年(1665)，汪琪因“原版无存，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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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欲购求遗本，真如丹经仙，可思而不可得”，乃予笺择重订，删去武氏自撰 6 篇医论，增加眉批 1430余条，

改为 14 卷付梓。14 卷本大量刊行，版本达 36种。1958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此书，遂成此通行本。 

全书 5 卷，卷 1为调经、经闭、崩漏、赤白带下诸门。卷 2 分虚劳、血风、积块、浮肿、前阴诸疾等门。卷

3～5 分别为求子、胎前、临产、产后、乳病诸门，选方较详尽，后世视为妇产科的重要参考书。 

十五、《景岳全书》 

本书系统综合性医书。张介宾撰于天启四年(1624)。系在博采诸家之说基础上，结合个人学术见解及临

床经验撰成的。现存版本30多种，有明刊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本、瀛海贾棠刻本、越郡黎照楼刊本、岳

峙楼刊本、四库全书本、金阊书业堂刊本、敦化刊本、扫叶山房刊本等，1959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本。 

全书共 64 卷，分16种。第一种为“传忠录”(卷 1～3)，系医论，着重阐述“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观

点，对刘完素、朱丹溪用寒凉攻伐，多所非议，倡导温补。第二种“脉神章”(卷 4～6)。主要论述脉诊及其它诊

断方法。以下为各论。第三种“伤寒典”(卷 7～8)。第四种“杂证漠”(卷 9～37)，第五种“妇人规”(卷 38～39)第

六种“小儿则”(卷40～41)，第七、八种分别是“麻疹诠”(卷42)“痘疹诠”(卷43～45)，第九种“外科钤”（卷46～

47），第十种“本草正”(卷 48～49)，载药 290种，第十一至十六种为方剂，共载方 2624 首，还载有砭法、灸法

等 12 法。 

十六、《霉疮秘录》 

《霉疮秘录》系陈司成所撰，崇帧五年(1632)梓行。系梅毒专著，分总说、或问、治验、方法、宜忌五部分。

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

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提出必须彻底

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书中列病案 29则，载方 55 首，

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 6 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 

十七、《瘟疫论》 

吴有性于崇锁十五年(1642)撰成《温疫沦》，据《四库全书总目》载，《瘟疫论》2 卷，补遗 1 卷，版本主要有

清初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康熙间日本即有刻本，国内阐释发挥之书亦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晚翠堂等刻

本作《补注瘟疫论》，同治三年(1864)樊川文成堂等刊本作《温疫论补注》，建国后刊有多种铅印本和评注本。 

上卷载论文 50 篇，阐述瘟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多方面论述温疫与伤寒的不同。下卷载文

36 篇，着重论述温疫的兼证，有数篇论述温疫名实和疫疬证治。 

吴氏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

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

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

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 

吴氏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实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对后世戴天章等有很大影响。清代叶天

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并未按吴氏的思路继续探索，而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中，使吴氏

民气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十八、《审视瑶函》 

《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傅氏眼科审视瑶函》、《审视瑶函眼科大全》，博仁字撰于崇祯十七年

(1644)。版本约 40 多种，有崇帧十七年焕文堂本、济世堂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会文堂石印本、1958 年上

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全书共6卷。共列108证，300余方：有图说和歌括，内容较丰富；对金针拨障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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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针、烙等眼科手术有详细的说明，对五轮八廓等眼科理论也有系统阐述，本书对后世眼科学术发展很有

影响。 

清代前中期医学著作 

一、《本草崇原》 

《本草崇原》，三卷，约始撰于康熙十三年(1674)，著者张志聪殁而书未成，后由弟子高世栻续成。继而王

琦访得副本，校刊后刻入《医林指月》丛书，时已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后续有翻刻。 

此书摘录《本草纲目》中本经药 233味，(另有附品56种)，作“崇原”之论，自序云“诠释《本经》阐明药性，

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有探讨药性理论之意，药分上中下三品，从药物性味、生成、阴阳五行属性、

形色等入手，结合主治疾病之机理，阐明功效，崇本求原思想，对徐大椿、陈修园等影响颇大。 

二、《证治汇补》 

《证治汇补》八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李用粹(字修之，号惺庵，十七世纪浙江鄞县人)撰。 

此书分为提纲、内因、外体、上窍、陶隔、腹胁、腰膝以及下窍八类，已与过去诸书不同，以内科杂病为

主，论述复见集中。介绍八十余种较常见疾病病证，每症列为一章，每章又分数节，先引《内经》，后选诸家

并注明出于何书，分析原因、外候、辨证、脉象、治法、用药、附证、方剂等，均为详而不繁，备而不见。深为

临床医家使用所称便。 

三、《本草备要》 

《本草备要》，8 卷，汪昂撰，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刊，本书可视为临床药物手册，亦为医学门径书。主

要取材于《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卷首为药性总义，统论药物性味，归经及炮制大要：卷一草部药

191种，卷二木部药 83种，卷三果部药 31种，卷四谷菜部药 40种，卷五金石水木部药 58种，卷六禽兽部药

25种，卷七鳞介鱼虫部药 41种，卷八人部药 9种，共计 478种。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述所八经络、

功用、主治，并根据药物所属之“十剂”，分记于该药之首。后世刊本又增附药图 400余幅，更臻完善。此书刊

本亦多，流传甚广。 

四、《张氏医通》 

《张氏医通》为综合性医书，十六卷，清·张璐撰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书前十二卷论病，包括内、外、

妇、儿及五官等科，分门分证，征引古代文献及历代医家医论，每病先列《内经》、《金匮要略》之论述，次引

后世如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赵献可、薛己、张介宾、缪仲淳、喻嘉言等诸家之说，同时结合个人临证经

验发表议论，但大抵不外折衷成综合诸家观点，无多创见。不过，整体医学思想，比较与薛己、张介宾相近，

并阐发“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甚力。自中风至婴儿共分十六门，每门又分子目，体例实取法于王肯堂《证

治准绳》，而选辑更为精审。后四卷论方，共分 94门,祖方一卷，专论方祖源委，分析其配伍、功能与治疗之

证。另三卷为专方，以病证分门集方，并有方解。 

此外，以《张氏医通》命名而实为《张氏医书七种》者，辑刊于1699年，包括《张氏医通”、《本经逢原》、《诊

宗三味》、《伤寒绪论》、《伤寒缵论》、《伤寒舌鉴》、《伤寒兼证析义》，是刊丛书。 

五、《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康熙帝 1683 年完全统一中国以后，一面大兴文字狱，厉行思

想统治政策，一面又大开科举之门，笼络知识分子编书校书。于康熙中期，诚亲王胤祉命进士陈梦雷编《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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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图书汇编》历十余年而成，康熙帝命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其部六千有余，其卷一万，集经史诸子百家之

大成，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 

《医部全录》原隶此书“博物汇编、艺术典”下之“医部汇考”，共 520 卷，分类辑录自《内经》至清初 120 余

种医学文献，有古典医籍的注释，各种疾病的辨证论治，医学艺术，记事及医家传略等，记述系统，分门别

类明确，各科证治有论有方，引证材科均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目、篇目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是一部比

较全面的医学文献参考书。 

此书清末有影印本、铅印本，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缩印本。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医部全录》排印

分成十二册出版，订为医经注释，脉诊，外诊法，脏腑身形，诸疾，外科，妇科，儿科，总论及列传。艺文、纪

事、杂论、外编等(共八个部分)，但将其中“太素脉诀”，“产图”等予以删去，对研究者为一缺憾。 

六、《外科证治全生集》 

《外科证治全生集》，又名《外科全生集》，1 卷，刊于乾隆五年(1740)。五维德整理祖传秘术及生平经验而

成《外科全生集》。此书后经清末马培之重新分卷并作评注，以前集三卷、后集三卷流行。 

王氏书先总述痈疽病因、证候、诊法并列症29种。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论外科病证治疗，并兼以内、

妇、儿各科病症治疗经验，计外科效方 75 首，杂病验方 48 首。另介绍 200 余种外科常用药之性能及其他炮

制，复附有作者治验之案，甚便于临床施用。 

七、《目经大成》 

《目经大成》为清代眼科名著之一，黄庭镜(1704～?)著，于乾隆六年〔1741〕草成此书，此后四易其稿，但

未付梓。弟子邓学礼(赞夫)得悉此书后于嘉庆十年刊行，更名为《目科正宗》，刊行九年后被黄庭镜之孙得见，

遂以家藏旧本相校后刊印，悉还原貌。嘉庆二十三年(1818)问世，全书共 23 万余字，居历代眼科专著之魁。 

书共三卷。卷一定论，卷二考症，卷三类方。卷首之论 20 余篇，并设“立案式”，其论症，按病因分凡 12

类，按病症分为 89 症。书末收载眼科方剂 229 首，阐明方义、细论化裁加减变化，更收外治方 19 首，俱实用

尚有效者。 

八、《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九十卷，吴谦等撰于乾隆四年至七年(1739～1742)，为政府组织编修之大型医学全书。此书

编纂、选材甚精，用功甚勤，理法甚严，共计有十五种：《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删

补名医方论》、《四诊心法要诀》、《运气要诀》、《伤寒心法要诀》、《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幼科

心法要诀》、《痘疹心法要诀》、《种痘心法要旨》、《外科心法要诀》、《眼科心法要诀》，《刺灸心法要诀》、《正

骨心法要旨》。由于吴氏崇尚仲景学说，故伤寒、金匮内容所占比例颇大，并列于卷前。 

此书所包括之分立各科，已略与今之分科相同，而并不收入祝由科之类，或亦著作者于巫术迷信有所抵

拒，但如种痘心法，备加赞扬赏析，并详作介绍。亦见接纳先进医术之例、正骨心法从《内经》理论而至具体

摸按、端提、按摩、推拿手法，及人体骨骼解剖、竹帘夹板等器械图解，一一详明，有论有法，注重实际，收

取各方经验，确为历代骨伤科专著中最好一种，其它各种多类此，各具特色。所以本书实为历来医学丛书、

全书中最精当、完备、简要而实用之一部。刊刻之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为中医临证重要读物，并成为清

代医学标准教科书。 

九、《医学源流论》 

《医学源流论》二卷，徐大椿撰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书堪称为“徐大椿医学论文集”，共收其评论文

章九十九篇。上卷为经络脏腑、脉、病、方药，下卷则治法、书论(并各科)、古今。纵横捭阖，触及之处，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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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发前人之未发，言常人所不敢言，尤针砭时弊甚多，论述道理深湛，中医史上正缺如此大手笔之评论

家也，大椿实古今第一人。 

本书颇多先进之论，例如作“治人必考其验否论”，指斥“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

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他认为，“若医者能以此法(效验)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

不为庸医之所误。”是颇具‘实践检验”为标准之义。种人痘法本非传统，当时推行尚多阻力，徐氏却具真知

灼见，指出有“九善”(九大好处)，作不遗余力之提倡。 

十、《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赵学敏初撰于乾隆三十年(1765)，又续加补订而毕于嘉庆八年(1803)，至赵学敏

死后，于同治三年(1864)方得初刊。以后则有多次重刊。 

本书专为收录《本草纲目》一书所未载之药物而作，故名“拾遗”，共载 921种药物(包括附品药 205种)。

其中新增 716种为《本草纲目》所未载、161种为对《本草纲目》已收药物作补订。书前“正误”项下，另纠正

《本草纲目》错误 34 条。当时传入的西医药资料，亦间见纳入，如日精油、金鸡纳、刀创水(碘酒)、鼻冲水(氨

水)等。 

书中附有大量医方，多得自采访所记用药经验，简便有效，亦是赵学敏重视“串雅”走方郎中本色。 

本书无疑是清代新内容最多的本草著作之一，是对《本草纲目》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也是本草学的又一

次系统总结。 

十一、《续名医类案》 

《续名医类案》36 卷(原 60 卷)，魏之琇，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魏氏本身是位学验俱富的临床医家。

因鉴于明代《名医类案》所选资料尚多缺漏,而明后新见医案亦颇繁，乃“杂取近代医书及史传地志、文集说

部之类，分门排纂。”全书分 345门，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症兼备，分类条理清楚，选案广泛，尤以

急性传染病治案所占篇幅甚大，其中痘症(天花)即占两卷之多，亦可见当时传染之烈及编撰者用心。他个人

治案大多述证明晰，辨证精审，论治熨贴，记录详尽；而于抄录诸家案例，则加夹注和案后按语，着重于发明、

辨析有关案例证治异同，议论较为平正可取。 

此书现有《四库全书》本及同治、光绪年间刻本多种，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曾据信述堂重刊本(1885)影

印出版。 

十二《杂病源流犀烛》 

《杂病源流犀烛》30 卷，刊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沈金鳌撰，为《沈氏尊生书》主要组成部分。该书七

十二卷，另包括《脉象统类》、《诸脉主病诗》、《伤寒论纲目》、《妇科玉尺》、《幼科释迷》、《要药分剂》等。本书

在阐释杂病方面是为专著，按赃腑经络、风寒署湿燥、内伤外感、面部身形各门统括诸种杂病，每门又分若

干病证。述其原委，悉其形证，考其主治，因病用方，理法方药比较契合。全书七种于 1773～1774 年合刻于

无锡沈氏师俭堂，以后有多种合刻或单刻印本。 

十三、《疯门全书》 

清·肖晓亭撰。为祖国医学有关麻风病的三大专著之一。肖氏之书原为《疠病疾辑要》、《疠疾备要》各一

卷，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贫而未梓，后经袁春台等编校，命书名为《麻疯全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付印，

此版本迄今未见。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后多次刊刻流行版本均名为《疯门全书》。1936 年裘吉生之《珍本医

书集成》第七册将该书收入。1990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该书重新点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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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对麻风病的传染性传播途径及预防之法认识颇为正确，对症状体证之描述逼真而通俗，治疗原则

他强调：“总以凉血和血为主，驱风驱湿为佐，审元气之虚实，按六经以分治，斯治疗之要道”。他不同意本病

必定复发或不能根除之说，认为其原因多因中断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所致。肖氏对本病提出内治九法(统治、

分治、缓治、峻治、补治、泻治、兼治、类治、余治)；外治六法(针、灸、烧、熏洗、烂、敷)等，列有处方近170首，

内容丰富，且善用大枫子肉。肖氏有经验和学术观点，使祖国医学关于本病辨证论治的理论更为充实，其治

疗经验解放后也曾为麻风防治工作者吸取。 

十四、《温病条辨》 

本书为温病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共六卷，系清·吴瑭撰，嘉庆三年(1798)完成，前后化了六年时间。

刊行之后，为医家所重，乃致翻刊重印达五十余次之多，并有王孟英、叶霖等诸家评注本，或编为歌诀之普

及本。今之温病学教材，取该书之说亦最多。 

《温病条辨》为吴瑭多年温病学术研究和临床总结的力作。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释解温病

全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析

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例如书中归纳温病清络、清营、育阴等治法，实是叶天士散存于医案中之

清热养阴诸法的总结提高。而分银翘散作辛凉平剂、桑菊钦作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使气分病变遣

方用药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叶天士之验方，在吴瑭手中一经化裁，便成桑菊饮、清宫汤、连梅汤等诸名方。

足知吴瑭此书，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是经心用意，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 

十五、《伤科补要》 

《伤科补要》4 卷，刊于嘉庆十三年(1808)，作者钱秀昌，以伤科闻名，并辑其精义，综合平素治疗经验，

撰成此书。卷一述人体要穴、正骨器械、骨度及脉诀；卷二述治伤三十六则，是治金疮之理论及身体各部伤

科疾病方法；卷三治伤汤头歌括；卷四选录各家伤科要方及急救良方。全书简明实用，其中并载有杨木接骨

法治愈骨折骨不连续之经验，尤为难得。 

十六、《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又名《女科》，2 卷，傅山撰，约成书于十七世纪，而至道光七年(1827)方有初刊本：后收入

《傅青主男女科》中，合刊本多《傅氏女科全集》，后附《产后篇》2 卷。故或又为《女科·产后编》、陆懋修《世补

斋医书》收入之校订本、将女科析为 8 卷、八门。改称《重订傅徵君女科》、《产后编》改名《生化编》。今本《傅

青主女科》(《女科》)上卷载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等五门，每门下又分若干病候，计 38 条、39 症、41

方。下卷则包括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诸症，亦五门，共 39 条、41 症、42 方。《产后编》上卷包括产后

总论、产前产后方症宜忌及产后诸症治法三部，分列为 17症；下卷继之而分列26症，并附补篇一章。全书文

字朴实，论述简明扼要，理法方药谨严而实用，重视肝、脾、肾三脏病机，善用气血培补、脾胃调理之法，故

颇受妇产医家推崇。 

十七、《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二卷，王清任撰刊于道光十年(1830)，是他访验脏腑四十二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我国中医

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 

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

自认为是正确的十三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论，王清任所改是十

分准确的。他发现了颈总动脉、主动脉、腹腔静脉及全身血管之动静脉区分；描述了大网膜、小网膜、胰腺、

胰管、胆总管、肝管、会厌及肝、胆、胃、肠、肾、膀胱等的形态和毗邻关系。这些是很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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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对不少器官的命名和功能解释从现代医学观点看是错误的。例如将主要的动脉称为“气总管”、“气

门”，并认为动脉内无血而有气，将主要静脉称为“荣总管”，认为血液及营养等靠它供应全身等等。 

正是生理功能与解剖的新解释使王清任在活血化瘀理论及临床方面作出新的贡献。本书约有一半以上

内容即为此而作。所创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补阳还五汤、少腹逐瘀汤等，分治五十余种

瘀症及半身不遂、瘫痿、痹症及难产等，实发前人之未发，且多可在临床收到殊效。中医学活血化瘀理论的

建立，本书实有肇化之功。此外，书中一再体现出不遵经、不崇古的革新创造精神。例如：他否定天花病因的

“胎毒论”、否定“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之论，认为“抽风不是风”，是因气虚而血瘀。他接受“灵机记性不在心

在脑”之新“脑髓说”，并作了自己的发挥。《医林改错》体现了中医学家革新的勇气，其错失之处，也是由于

时代局限，不能亲自动手解剖以致未有精细观察和进行实验所致。 

十八、《重楼玉钥》 

《重楼玉钥》为喉科专著，郑梅涧于乾隆年间撰。郑梅涧根据家藏本及个人经验心得、撰成《重楼玉钥》，

之后经人辗转传抄，传至天津，于道光十八年(1838)方由冯相等予以刻行。其子承翰(一作瀚，字苦溪，号枢

扶)，子钟寿(祝三)等继家学，世称“南园喉科”。郑承翰于 1804 年另撰《喉白阐微》1 卷，一并刊行；又有方成

培《重楼玉钥续编》2 卷，亦附刊于内。此书为喉科名著，故翻印次数较多。 

本书卷上共17则，首列“咽喉说”等八篇为咽喉病总论，言病因、证治及不治之症等；又列36种喉风名目，

将咽喉、口齿、唇舌各症均以“风”名，包括牙疳、喉间发白(白喉)等症，其治以紫地汤化裁。卷下“风针诀”，

包括行针手法、补泻，禁忌及咽喉科常用的十四经经穴。此书对白喉诊治及宜忌尤详，主治之方为养阴清肺

汤。实为今日抗白喉合剂的祖方。 

十九、《厘正按摩要术》 

《厘正按摩要术》4 卷，刊于光绪十四年(1888)，著者张振，张质(幼樵)校订。 

此书卷一辨证，除四诊八纲之外，尤侧重小儿望诊，并载胸腹按诊法，为同类文献所罕有；卷二论立法，

包括按、摩、掐、揉、推、运、搓、摇等八种手法，及针灸、淬、砭、浴、熨、汗、吐、下等近三十种治法，卷三论

按摩取穴原则，强调八纲辨证与循经取穴之重要；卷四收录小儿常见病 24种，如惊风、疳症等，述其治疗经

验及推拿和多种内服外治方药。尤其本书详于辨证、立法、考穴，且以手法见长，并于每一手法均经图说明，

甚具特点，为临床家所欢迎而易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