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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与近代中西医论争＊

高洁舲①　章梅芳①

摘要：“中西医论争”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与科技传播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作为近代我国内陆地区唯一一本主张

中西医汇通的刊物，办刊于中西医论争高潮时期的《医学杂志》始终坚持通过融汇中西的方式将中医发扬光大的立场。它

不仅从侧面生动记录了民国时期中西医对峙的激烈状况，再现了当时中医人士为医学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也使

普通民众有了接触医学常识和理论以及了解医学发展的渠道，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传播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近代医学文

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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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医学越来越多地传入我

国，在促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国

人对本土医学的反思和批判，以至出现了“中医是否科

学”、“中医是否应被取缔”的争论，对我国近代医学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西《医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２１年６月，正值中西医论争

最为激烈之时，由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编辑发行，双月刊，
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停办，共发行１６卷９５期，见图１。当时著

名的中西医汇通医家杨百城、时逸人先后担任主编。在近

代中国内陆地区，山西《医学杂志》作为当时唯一一本主张

中西医汇通的医学杂志，刊载了大量介绍中西医专业知识

的文章，也刊登了不少各界医家针对当时中医逐渐失去话

语权的情境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不仅生动反映了当时中

西医对峙的激烈交锋，更为中国近代医学文化的传播研究

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珍贵史料。本文拟从科技史与科技传

播的角度入手，分析《医学杂志》传播近代中西医医学知识

文化的作为、立场与特点。

图１　《医学杂志》第一期封面

１　近代中西医论争的背景

自１８３４年第一位医学传教士伯驾来华并在广州创

立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局的前身）后，医学传教

士纷纷东来。他们创办医院、学校，开展医学教育，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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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备、精湛的医术等优势吸引患者。各种西医学

术团体的创立及西医书籍和刊物的创办也推动了西医事

业的发展，使西医成功获得了当时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随着批判封建文化、推崇科学思想这一潮流

的盛起，１９世纪末，医学界开始出现宣扬西医，批判、否定

甚至要求废止中医的论调，中医界人士纷纷为维护中医

地位发声，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中西医之间的论战。
面对西医强大的冲击，中医界内部开始分化，接受和

信服西医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中医人士反对全盘

否定中医，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借鉴西医的优势来改

进中医。他们组织创办期刊，发扬光大中医理论，积极探

索中医发展出路。当时中医家所探寻的中医发展出路主

要有两种：一是主张中西医汇通，即站在中医的立场上，
在与西医的比较与汇通中维护宣传中医学理论，有“重中

轻西”的倾向。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于１９２１年创办的

《医学杂志》、张赞臣于１９２６年创办的《医界春秋》等都是

以该思想为宗旨的代表性刊物。二是力主“中医科学

化”，主张对中医学进行根本改造，是对“中西医汇通”这
一思想批判性的继承。持该观念和立场的代表性期刊包

括陆渊雷于１９３４年创办的《中医新生命》、中医科学研究

社于１９３６年创办的《中医科学》等。
《医学杂志》作为近代中医学术团体创办的代表性

刊物之一，立场明确，即维护中医、融汇中西，在为中医

争夺独立地位、谋求中医长远发展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

用，同时也扮演传播近代中西医理论知识的重要角色。
２　《医学杂志》的创刊及其对中西医论争的关注

随着近代中医逐渐衰落，各地中医人士纷纷创办学

会、开办医校医院、向政府请愿，积极挽救中医的危局。
山西虽地处较为偏僻的内陆，但“漏列中医案”发生后，山
西中医界亦无法忽视西医的冲击和影响。山西巡警总局

卫生医局中医医员杨百城在此情况下，萌发了成立中医

团体以研究和改进中医的想法，并得到了当时山西中医

界人士的一致赞同和响应。再加上时任省长的阎锡山对

中医素来信赖，积极鼓励中医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
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应运而生。研究

会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１］为
宗旨，成立后积极整理研究中医学术、发行刊物、开办医

校医院等，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改进中医。图２为山西

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会合影。
《医学杂志》作为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会刊，以“阐

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追源溯流，融会贯通”［２］为宗

旨，后演化为“整理旧学，输入新知，以组成有系统之学

说，谋医学上革新之建设”［３］，目的是为“沟通中西，造成

世纪之新医学，使中医合国际化”［３］。《医学杂志》除了

通过邮局在省内外公开发行外，还在千倾堂书局、广州

杏林医报所、台湾皇汉衣报社等设有代售处。

图２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会合影

作为近代山西省唯一一个中医学术社团，山西中

医改进研究会得以汇聚整个山西的中医人才资源，加上

地方行政官员的支持，其所聘名誉理事几乎涵盖了当时

全中国的中医名流。这些中医界名流不但将研究心得、
专著刊登于《医学杂志》上以备参考，而且还对中医前

途、中医教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看法。再加上广泛

从社会征稿，《医学杂志》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整个中医

界的主张和学术动态。据粗略统计，在《医学杂志》发表

文章的作者共３８４人。
《医学杂志》创刊之初在编排体例上分为医务纪要

门、论说门、纂述门、医案门、报告门、通讯门、译丛门、杂
俎门八个栏目，其纂述门又分为生理、卫生、诊治、药物、
方剂五类。后因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改组，主编更换。
自第６１期起各期栏目不定，主要为特载、论坛、医药学

说、生理、卫生、处方、诊断、诊治、专著、通讯等栏目，体
现了期刊的连续性、灵活性。

据笔者初步统计，《医学杂志》共刊登涉及中西医论争

内容的文章２６１篇。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将中

西医理进行对比，二是刊登西医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三
是反映中医界抗争运动，四是各作者发表自己对于中医前

途发展的看法与建议，具体分布见表１。撰文作者多是山

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会员，也有在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

医校任教的西医士，如薄桂堂、杨永超等人。此外，还有不

少当时在研究会附设医校学习的医学生投稿，发表自己对

中西医论争的看法，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医界的新生力量，
其思想也对之后的中西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表１　《医学杂志》中涉及中西医论争的文章数量统计

类别
涉及中西医理

对比的文章

翻译西医理论

及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

反映中医界

抗争运动的文章

讨论中医前途

发展的文章
总计

数量（篇） ４１　 ２７　 ８１　 １１２　 ２６１

占比（％） １６　 １０　 ３１　 ４３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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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医学杂志》在中西医论争中的立场与态度

如上文所述，《医学杂志》在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上

的基本立场是在积极发扬传统中医理论的同时，融合西

医优势之处来改进中医，使其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这
一立场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本土医家在面对西医知

识文化冲击时的危机意识。
３．１　积极发扬和传播传统中医理论

《医学杂志》共登文章约２　５９３篇，其中所登中医学

术文章占总数的１／３，可见其对于中医学术研究的重

视，这与它力图维护中医的立场相符，见表２。中医主

要采取师徒相授的传播方式、以个体营业为主的职业模

式，这往往导致中医倾向于采取死守自家医术、不与外

人分享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自身的发展。
一些中医人士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纷纷在《医学杂志》
上发表自己对于中医理论的最新看法和见解，或是提出

一些病例供大家探讨治病方法，旨在分享交流，共谋进

步，也希望民众能了解医学知识，“自救亦能救人，倘遇

病症不致仓皇失措、束手无策”［４］。

　　表２　《医学杂志》刊载的中医学术文章数量统计

类别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经典及

临床应用
中医各科

时疫及地方

性流行病
针灸按摩 医史文献 总计

数量（篇） ３３３　 １６８　 １８６　 ６８　 ８１　 ９　 ８４５
占比（％） ３９　 ２０　 ２２　 ８　 １０　 １　 １００

　　与此同时，《医学杂志》也刊登了不少文章指出传统中

医理论不合理之处。例如，杨韨田［５］的“素问述灵枢之误之

一（膀胱三焦）”便认为中医理论著作《灵枢》中对于膀胱三

焦的解释“看似有理，细审乃大误”。张思卿［６］的“诊脉之研

究”则指出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关于脉理的解释并

不科学，警示医界同仁要批判地继承古人的医学理论。这

说明中医家开始用批判的新眼光看待传统中医理论，力图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医努力向“科学”靠近。
许多中医家认为，中医领域内医药分离，假药猖獗、

滥用中药的情况频发，这是导致民众质疑中医功效的直

接原因之一。为此，《医学杂志》刊登了不少对于药物研

究的文章，涉及防风、地黄、石膏等几十种中药材，共计

９７篇，内容包括对药材全面性的介绍、煎药和服药方面

的注意事项以及对药材科学发展的看法和意见。这些

文章的发表，使读者对平时所常用的中药材有了更详

细、专业的了解，以避免日常滥用药物的情况发生。
３．２　客观看待西医理论以求“融汇中西”

面对西医对中医的攻讦，《医学杂志》主张客观地分

析中西医优劣，不排斥西医，以客观的态度研究西医，刊
登了不少对比中西医理的文章，共计４１篇。其对比内

容涵盖了胎形发育、脉搏、三焦、五运六气等多个方面，
也有作者从所用药方、具体病例、诊疗方法等角度阐述

中西医的异同。主编杨百城等［７］在“中西论胎形发育之

对照谈”一文中提到“按经有云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

相搏谓之神，此即我国古圣发明胎生学之先声。换言

之，即西说男女媾精，精虫与胞蛋会合而成胚胎之谓也。
但古义简奥，承学之士，莫能实测其发育之所以然，既得

后贤以阐明之，復得西说以证印之，而古义乃焕然大显

于今世”，认为中西医理论本质其实相同，只是中医理论

过于简奥，而西医理论更为详细明了，西说反而是为中

说提供了印证。他和赵意空［８］还对比了中医用指法和

西医用表法（即用检脉器）两种不同的诊脉方法，其中详

细介绍了检脉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认为中医诊脉应有

明确的标准、实际的规范来参照，不能“徒凭口说”。著

名中医家张锡纯［９］则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标

也。中医用药求其原因，是重在本也。究之标本，原宜

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
奏效必捷”，指出了中西医在用药方法上的不同，各有所

长，若能二者结合使用，必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纵观这４１篇文章，“贯串中西学说，水乳交融”、“用

以沟通中西，即以发扬国粹”之类的语句比比皆是，可见

当时的中医家在努力为中医正言的同时，希望将西医的

优势之处引入中医，融汇其中，使中医更为完善，这也正

是对《医学杂志》办刊宗旨的诠释。
自西医药输入中国，以其前所未有的诊治手段和确

实的疗效，迅速笼络了大量普通民众的心。但西药并非

百无一害。如杨志一［１０］的“早服金鸡纳霜之害”就针对

当时用于治疟最富盛名的西药金鸡纳霜，通过亲自医治

的病例说明服用金鸡纳霜一药应慎重，“服之太早往往

流弊百出”，以真实的案例指出西医药存在的弊端，警醒

民众不要盲目迷信西药。
此外，《医学杂志》也十分重视对国外最新医学理论

的介绍，专门设有“译丛门”栏目，“凡东西医最近发明之

学术择要译录”［２］。所登文章多翻译自国外医学报刊，如
德国《医学周报》、日本《治疗及处方杂志》等。内容多为

介绍国外最新的诊疗手段，或是用化学的手段对中药进

行研究。这些文章的刊登，一方面为医学人士开阔了视

野，提供了了解国外先进理论发现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将

当时国外最新医学成果传进中国，促进了医学知识的

传播。
３．３　清楚反映中医界危机意识

《医学杂志》的作者清楚地看到中医相对于西医而

言，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样的言论多见于杂志所刊登

的各医家或中医学会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往来书信

中。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会长阎锡山［１１］在其第一次开

会演说中便提到“平常人安能得道，不得道便不知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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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医便不能精。纵有依成法愈病者亦復毫无把握，此名

医少而庸医多也，甚至模糊影响，想象疑猜，寒热混同，虚
实莫辨，是中医之大短，不能便于常人”，“医死一人，亦宜

将其所以误治者，报告大众以资参考，且有将人治死竟不

知其所以误者或者再以此杀人，此中医堕落之大原因”。
他认为中医最大的问题并非学理不科学，而是文字过于

玄妙，难以被常人理解，以致被庸医所骗都不自知，而且

医家各持一说，不知交流共享经验良方，导致医死病人的

事件屡有发生。他提出应彼此联络，无论医治成功与否，
都应将经验与他人分享，共同探讨治病方法，这也是他建

立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初衷之一。在今天看来，他的

思想颇有建立“医学共同体”的味道。
当时的医学大家包伯寅先生［１２］在给山西中医改进

研究会的来信中，列举了中医中药腐败的七条罪状，分
别是“庸书伪医之遗毒”、“历代政府放弃之责任”、“无教

育机关”、“无实行试验之医院”、“药肆之作伪”、“医生之

互相妒忌”、“方术之守秘密”，其观点基本代表了当时中

医人士的普遍观点，多是从中医从业者和中医行业角度

进行反思，并不认为中医理论存在问题。然而他并未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只是感叹中医

“苟欲图存，非研究改进，双方并进不可”。
面对中医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医界人士纷纷出谋划

策，集思广益，讨论改进中医的办法及今后中医发展的

方向，《医学杂志》刊登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共计１１２
篇，反映出大多数中医界人士对中医本身价值的肯定。
中医界的态度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坚守中医传统理

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强调中医自身的规律，但持这

种态度的为少数，多是曾觉叟等老派中医家；二是主张

结合现代医学，找出二者相通之处，走中西医汇通的道

路，试图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为“新中医”，大多数医家

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改进中医。
正如时逸人［１３］在第７６期“卷头言”中所说：“中医之需

要改进，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实。借助于科学方法，以改

进中医，已为全国多数学者及专家所公认。”
总言之，在中西医论争的背景下，《医学杂志》能较

为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界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索中医的

发展方向，对于警示中医界同仁，认清改进中医的目标

和方法有积极的意义。
３．４　坚定维护中医地位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废止中医的呼声越来

越高。面对此种境遇，中医人士勇敢地站出来以请愿、上
书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慨，同时以期刊杂志为发声地，呼
吁通过改革甚至革命，寻求中医发展的出路。《医学杂

志》作为内陆地区最有影响的阵地之一，这方面的文章自

然不在少数，共计８１篇。其所刊内容主要涉及如何处理

中医界同卫生当局的关系，中医界内部的关系及中医与

社会的关系等，包括要求中医参与卫生行政，如何审查中

医资格、加强中药管理、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等。
对于当时差点使中医蒙受灭顶之灾的几次重大事

件，《医学杂志》也及时予以回应。例如，针对１９２２年北

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管理医士暂行规则一事，《医学杂志》
于第９期“通讯门”中刊登了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对此事

的看法，认为该规则“束缚中医，苛虐太甚”，并摘录了上

海各医会逐条对该规则的驳议［１４］。再如，１９２５年教育界

拒绝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事件发生后，《医学杂志》于
１９２５年第２５期及时刊登了杨百城、赵意空、冉剑虹致北

京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提议书，文中从国粹、国货、国情三

个角度论述了中医的重要性及将其纳入学校体制的必要

性。在第２７期、第２８期、第３０期、第３２期刊登了各地多

个中医团体及陆晋笙、葛廉夫、杨志一、时逸人等个人对

此提议书的响应及对此事的看法，全面再现了当时中医

界面对拒将中医纳入教育体制一事的整个抗争过程。
４　结语

《医学杂志》创办的初衷是建立中医抗争的阵地，为
中医争夺话语权。它组织和团结了大批中医有识之士，
刊登了大量评论当时中西医界现实情况的文章，反映了

当时中医学界对西医的看法，生动记录了民国时期中西

医对峙的激烈状况。该刊不但发表了大量介绍中医理

论知识、案例的文章，同时也积极引入了国外先进的医

学成果，为中医人士提供了相互交流、分享经验、共谋进

步的平台。它关注医学在中国的建制化问题，再现了当

时中医人士为中医发展所做的努力。尽管所刊文章往

往专业性较强，但它的创办确使信息闭塞的内陆民众有

了接触医学常识和理论，尤其是了解中西医论争与发展

问题的渠道，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传播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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