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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国与朝鲜医学交流史实见证 

——《答朝鲜医问》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医史文献教研室副教授  梁永宣 

 

    摘要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答朝鲜医问》一书，如实地记载了明万历年间，中

国官员王应遴对朝鲜医官尹知微所持疑问的书面回答。原书成书于明天启甲子年

（1624)，日本曾于享保五年（1720)再次单行。书中所回答的 24 条问题，主要围绕临

床中常见疾病的治疗，亦涉及经络、医学理论等方面。对该书的考察，不仅可以解决

医史研究中有关尹、王医学交流的种种疑问，而且还能了解当时朝鲜的医学发展水平

及医疗实际状况。 

    关键词  王应遴  答朝鲜医问  中朝医学交流 

 

    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医官之间所进行的高层次医学学术交流史实， 已见报道或转载

1,2,3,4,5,6,7,8
。 但是对于朝鲜医官尹知微与中国官员王应遴之间的学术讨论记载，却有许

多矛盾的说法。有的看法认为王应遴生活于 1223～1296 年，故将尹、王交流的时代定

为宋代，还有的认为记录此事的《答朝鲜医问》的刊行时代为淳保五年(1380）；诸说

并称王应遴为医官，且王氏与尹知微所进行的是面对面医学交流。至于尹、王二人的

交流细节至今未见报道。笔者在检阅日本内阁文库内所藏的《答朝鲜医问》的基础上，

对以上史实予以考察。 

 

一、关于王应遴其人 

    王应遴有《王应遴杂集》传世
9
。其中记载王应遴，字堇父，绍兴府山阴县人，曾

于“壬子应试都门”(壬子为万历四十年，即 1612)，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为贡生，

天启三年(1623)出任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天启甲子(1624)春写《答朝鲜医问》。 

    关于王应遴其人，《明史》中虽无个人传记，但有一些相关记载：“九年正月十五

日辛酉，晓望月食。……其日，天经与罗雅谷、汤若望、大理评事王应遴、礼臣李昌

及监局守登、文魁等赴台测验，惟天经所推独合。”
10
“徐光启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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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崇祯二年敕光启与李之藻、王应遴及西洋人罗雅谷等成书。”
11
王应遴著有：《备

书》二十卷、《乾象图说》一卷、《中星图》一卷、《慈无量集》四卷等书
12
。除此之外，

在《王应遴杂集》中，收集了他的另外一些文稿， 如《修历书》、《燕游记》、《献志稿》、

《长安灯市诗》、《衍庄新调》及《答朝鲜医问》等等。 

    由此可知，王应遴主要活跃于明万历、崇祯年间，从事修志及天文学方面的研究，

他与当时来华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3
、意大利人罗雅谷

(Jacobus  Rho)
14
等有交往。另据《答朝鲜医问》中王应遴的“答朝鲜医问题词”所云：

“余于此道非世业……但帖括之暇喜阅轩岐以后诸书”，可知王应遴并非医官，甚至不

是业医者。因此，把明代末年的王应遴当作医官，甚至将他与尹知微交流的时代定为

宋代，是完全错误的。           

   宋代确有名人王应麟，其生卒年为 1223－1296
15
，但此王应麟与明代王应遴之名，

音同字异。因此，将二人混为一谈的结果是，误把明代中国与朝鲜高层次医学交流的

时间提前了三、四百年。 

    明末官员王应遴的一个未被史志所载的业绩，就是忠实地记录了明万历年间、朝

鲜医官向中国一方所提出的疑问，并客观地予以了回答，体现了较高的医学素养。 

 

二、《答朝鲜医问》其书 

      1. 原书概况 

   《答朝鲜医问》一书，原收于《王应遴杂集》中
16,17

。该杂集共五册，《答朝鲜医问》

与《仁让乡约》一书合编为第三册，共 29叶。其它四册为天文及修志一类的记载。该

全集目前未在中国国内发现，而仅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2002 年已经在

中国国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出版，收于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十二册。 

根据该书前王应遴的“答朝鲜医问题词”所记，《答朝鲜医问》成书于明天启甲子

年〔1624〕
 18
。该书于日本享保五年〔1720〕单行，题名为《朝鲜医问答》

19
。 

《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根据单行本的目录所载书名，将其著录为：“朝鲜医

问答  朝鲜尹知微问  王应遴答  享保五刊。”此单行本共 31叶，在正文前增加了“朝

鲜医问目录”，记有问答 24 条及问 10 条，但未刻原有的王应遴题词，而这一题词是考

察此书形成始末的最重要的材料。至于正文，《朝鲜医问答》和《答朝鲜医问》两书完

全相同。单行本文末记有：“皇都中村孙兵卫富平镌板”。跋中题“享保五年庚子扶达

子秃计望，洛东逸士长冈恭斋丹堂”。是为单行本的出版者与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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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享保五年（1720)日本复刻此书的时间，不知如何被中国的学者误抄为淳保

五年。经查中、日两国并无此年号，因此，将《答朝鲜医问》一书的成书年代定为淳

保五年的 1380 年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尹知微其人，日本学者三木荣氏谈到
20 ：尹为坡平人，宣祖卅九年（1606）

丙午中医科，万历四十年（1612)及四十一年在官通训大夫行内医院直长，与内医院直

长李希宪共担《篡图方论脉诀集成》、《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东医宝鉴》、

《新纂辟瘟方》、《辟疫神方》几书的监校
21,22

，后官至内医正。朝鲜的内医院相当于中

国明代太医院的王室医疗机构，“正”为内医院的最高职位，属正三品堂下官6，可见尹

知微在宫廷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因此，他代表朝鲜来向中国进行质问也不是偶然的。 

    《答朝鲜医问》一书卷首署名为：“朝鲜国贡使内医院正崔顺立，安邦正尹知微问，

文渊阁管理诰敕大理寺左寺左评事王应遴答”。依据这一段文字，三木荣氏认为：《答

朝鲜医问》一书是朝鲜医官尹知微随行赴京使于北京滞在中，与明王应遴医事问答的

笔谈记录。并有“(尹)与王应遴进行医事问答的记录”之语
23
。 

然而在王应遴“答朝鲜医问题词”中提到的事情真相是：壬戌(1622）等年，朝

鲜派使来国，“偕内医院正尹等官，以医事来请。”、“皇上允其请，大宗伯移文太医院。

令答之。顾其所问，虽皆纪载我内地板行书中者。乃誊写不无亥豕，方音不无迷谬。

而其中意义，亦不无原自深邃未易测识。”而王应遴本人虽非医者，然因他平时“喜阅

轩岐以后诸书。偶于长安邸舍中，患宵首之疾，偃卧浃旬。”“故取其所问或忆之载籍

所见，或触之师友所谈，稍为拟答，得二十四条，口授记室笔之。其原答已明者不再

答，其原不能答者不敢答。”文末载“天启甲子春仲朔，越人王应遴堇父题于燕邸之函

三斋中”。 

从上述题词中可知，王应遴担任大理评事后的第二年，即 1624 年，卧病长安邸舍

时，取朝鲜医所问问题，据其平日所读书籍，或从师友处所得医学知识，口授于秘书，

笔录了 24条疑问的个人解答，此即《答朝鲜医问》。据此，王应遴并没有与朝鲜医官

进行面对面的医学交流，而只是一种书面问答。 

王应遴为什么要回答朝鲜医的问答呢？他自己解释说：“倘令彼国见之，曰：非

世业者而亦能若是，则海宇广大，何所不有可知？”
24
这种思想出现在封建时代的官员

头脑中，是可以理解的。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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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朝鲜医问》前记 24 条问题，并逐一回答。问题主要围绕临床中常见疾病的治

疗，亦涉及经络、医学理论等问题。 

    王应遴在回答各种问题时，处处注意以中国古典医籍为依据。他所引用的古医籍

有：《黄帝内经》、《灵枢》、《难经》、《外丹经》，所提到的医学人物有：张仲景、巢元

方、王太仆、成无己、李东垣、朱丹溪、戴元礼、薛立斋等，涉及范围很广。 

临床常见病或难治疾病的治疗是朝鲜医问答的重点。如“小便不利何药疗之”、

“咳嗽日久不愈何治”、“水肿鼓胀治法”、“头痛头风有何妙法”、“痔漏当何法治之”、

“凡人无子，调治妇人而不能取效云何？”等等。对最后一个问题，王应遴是这样回

答的： 

“凡人难子，其因不同，宁独妇人不能生育之故耶？盖多有男子之故焉。夫男子

肾虚病有精滑、有精冷、有精清，或临事不坚；即坚矣，或流而不射。症为盗汗，为

梦遗，为便浊淋涩，为腰惫不能转摇。为劳热，为虚寒，或服热药过多而精耗，诸如

此类。必各按其症以药之。” 

王应遴并没有将不孕症的原因全部责于妇人，而是客观地分析了男性在生育中的

作用，并提出治疗必须辨证论治。在当时封建社会中，这种态度非常难能可贵，是符

合科学道理的。同时也可以看出王应遴本身的医学知识基础是很丰富的。 

    关于妇人疾病，朝鲜医官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格致论》贾氏妇，但孕三个月

左右必堕，何故？”经核实，原文出自《格致余论》卷一之“胎自堕论”。由于包括《格

致余论》在内的《东垣十书》，分别于 1488、1529～44 年期间两次在朝鲜刊行
25
，特别

是第二次的刊本为内医院本，其印刷数量多于普通的活字本，因此当时的朝鲜医官可

能对朱丹溪的著作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注意到了其中的具体病例。 

    王应遴亦根据丹溪理论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释，“三个月时，儿形方化，尚未定

像，手少阴养之，心主养，此脏不足则不能荣养。”并强调“此贾氏妇一人之病，非谓

凡胎皆然”。“三个月之后为四月，手少阳养之，三焦内属腑，而儿六腑初成，此时如

花之结果，瓣方卸而实未坚。风骤侵，势必难于葆疏也。不以文害意，又何疑左右二

字耶？”这段解释非常通俗易懂，而又符合临床实际。 

对于临床的多发病，朝鲜医主要询问的内容有：“目疾肿热旨用苦寒药不效”、

“咽喉肿痛服尽寒冷之药不愈”、“阴虚火动用滋阴降火之药不动云何”、“声喑服清肺

之药不效”、“夜不得寐服安神之药不效”等等，均属于服用寒凉药后无效之例，这说

明朱丹溪学说中苦寒滋阴降火的方法在朝鲜医学广为应用。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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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遴从全面辨证论治的角度，结合临床实际予以解答。他强调“目疾肿热”中有属于

“相火有余而阴不足”者，可用参膏或加熟附而愈；“咽喉肿痛”亦有“肾虚而虚火上

客”及“肝虚而病生于咽”等病因，提倡用大剂补药，并佐以熟附；“声喑”之病的治

疗，“未可专泥于清肺，病属大虚，只宜用六味地黄丸料，加五味肉桂，甚者加熟附数

分以补肾根”，并引戴元礼文加以论证；“夜不得寐”病因亦有胃气不和、痰火为患、

大病之后不寐等，在辨证论治的同时，要暗投附子，并举光宗皇帝七昼夜不寐之典型

病例来说明此问题。总之，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王应遴提倡稍佐熟附，这可能是

受到当时薛立斋温补学说影响的结果。 

该书中体现的辨别虚实的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的赞同。在单行本《朝鲜医问答》

日人长冈恭斋的跋中谈到：“施治所纲领者，在虚与实尔。苟不察此二者妄投药，则有

虚虚实实之误。”“属朝鲜医问答出焉，试其所答，论薛氏之奥义而能分辩虚实。今斯

二十四条，殆虽似省略，然藉兹扩充，则临疾悟机变之活法欤。”这也是日本复刻《答

朝鲜医问》的重要原因。 

除了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之外，朝鲜方面对于经络问题亦有涉及。如“齿痛上下

牙肿经络何属？”“中风口眼喎邪经络何治？” “癞证何经受病？”“结核瘰疬系何经

络，宜何治法？”“妇人乳汁未产先流、既产不吮自出，是何经受病？”“奇经八脉既

不拘十二经，何起何继？”其中对于“奇经八脉”的问题，王应遴回答得非常简明扼

要：“ 二十八难所云奇经八脉，督脉行背而应乎阳，起于下极之愈下极长强穴。任脉，

行腹而应乎阴，起于中极之下，以上阴毛之际。冲脉，若衝之衝，而气行于上，谓十

二经脉之海，起于气冲，此三脉之源也。带脉，如束腰间，循环一周，不可以端言也。

阳维、阴维，乃维络之经，如纲之目，亦无端也。阳蹻附于太阳，阴蹻附于少阴，阳

蹻由申脉上行，阴蹻由照海上行。此阴阳之端也。此八脉之概，非十二经所能拘也”。 

其它涉及医学理论的问题还有：“血气并虚当调节何脏为先”，“伤寒寒热似疟，

表里阴阳安在”，“理中汤用白术有动气去术加桂之说，此动气果病名否”，“上盛

下虚、当暑畏寒何故”等等。可见朝鲜医官不仅重视临床疾病的治疗，同时还注意深

究病理机制，以及一些名词术语的含义。 

王应遴对以上诸多医学问题，尽其所能，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予以详尽的解答。

但正如他自己所坦言，“余於此道非世业”，故他诚恳而又谦虚地声明：“其来问而不能

答者，尚种种。既不能妄答以昧此心，又不忍终不答，以令我天朝见诮于异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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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其未能回答的十个遗留问题，胪列于其书之末。这些问题主要为《医学正传》《直

指方》《得效方》等中的名词术语以及其它一些有关药物名词的解释。他期待着“当世

高明，各出所见，以答之”，以“免厚颜于彼耳”。这些问题的解答，现可知主要见于

另一本中朝医学交流书《医学疑问》之中26。 

 

文献注释： 

 
1 郑金生.  医学疑问－－明末中朝医学交流史实.  浙江中医杂志.  1983,(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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