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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rbal formulations cited in Dongeuibogam and their original Chinese texts. We focused on

the changes of herbal formulations from their original Chinese texts in the course of compilation of Dongeuibogam. We searched for the

reason of this change on various aspects. Our findings confirmed the need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eld

Through this study, we concluded that the changes between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s and Dongeuibogam are a consequent

phenomena of historical progression. We hope for this study to act a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dvanc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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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东医宝鉴》是朝鲜引进中医学发展本土化的代表性著
作，由朝鲜宣祖及光海君时代的许浚于光海君2年（公元1610

年）撰成，三年后（公元1613年）正式刊行。

    《东医宝鉴》25卷，其中目录2卷、正文23卷。全书分为
内景篇4卷、外形篇4卷、杂病篇11卷、汤液篇3卷及针灸篇1

卷。该书因朝鲜在中国的东方而自称为“东医”，“即病者虽
千百其候而补泻缓急，泛应曲当，盖不必远稽古籍，近搜旁
门，惟当按类寻方，层见叠出，对证投剂如符左契信，医家之
宝鉴，济世之良法也”1)，故名《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医学及其他古籍编撰而成。

本研究主要选汉、唐、宋、元、明代医书中，被《东医宝鉴》

引用方剂频数最多的医书作为对象，将引文与中医原著条文进

行比较，以期从方剂角度探讨《东医宝鉴》在编纂过程中采自
中医古籍而又有所变化的历史面貌。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目的

    《东医宝鉴》自1613年初刊以来, 在朝鲜、中国、日本等
国先后有33种不同刊本, 广泛流传于亚洲各地, 经久不衰, 被人
们誉为朝鲜经典医著，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医家参考《东医宝
鉴》收录的理论和方剂内容。

    方剂是治法的体现，是根据配伍原则，总结临床经验，

以若干药物配合组成的药方。许多研究者说《东医宝鉴》所载
方剂与原文方剂内容有些不同，但并没有具体的研究成果。本
研究以《东医宝鉴》中所引载的方剂与中医原著有关内容进行
对比研究，试图从一个侧面探讨《东医宝鉴》在编纂过程中采
自中医古籍而又有所变化的历史事实及其原因。

1) 李廷龟.序.见:许浚.《东医宝鉴》.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朝鲜内医
院初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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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东医宝鉴》对方剂的比较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东医宝鉴》引用文献的特点中，对引文改动最多
之处是对方剂用药和剂量。《东医宝鉴》中所记载复方数量达
到3600余首，单方达到900余首。通过与原著复方比较，对于
《东医宝鉴》的方剂引用错误改正，当时朝鲜和中国的环境、

气候、体质、药材产地和有关质量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二．《东医宝鉴》所引古籍中，佚书约有数十余种。佚
书是指历史上曾有记载而现在已失传的古籍，如《汤液本
草》、《日华子本草》、《范汪方》、《集验方》等。除了佚
书外，还有不少佚文，一些年代久远的医书虽然今有通行本，

但今通行本中已散佚了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就是佚文，如《伤
寒论》《肘后方》《千金方》都有不同的传本，在《东医宝
鉴》中就有它们的佚文。这些佚书佚文的保存，对于复原佚书
以及有关医学历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本研究可以反映当时中韩医学交流关于方剂方
面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探讨中医对韩医学的影响，以及韩医学
对中医学的引进、吸收、消化的过程，总结有关的经验和教
训。

1.2 研究范围与研究资料

1.2.1 研究范围
   《东医宝鉴》一书共有25卷，25册，分内景篇（内科）、

外形篇（外科）、杂病篇、汤液篇（药学）、针灸篇五大部
分。选方丰富实用，收载15类，1400多种药材。每方均注出
处，并收录民间单方，参考中医药书83种，朝鲜医书3种，是
朝鲜最佳的综合性传统医学医籍。由于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不
可能与所有的中医原著进行比较，因此本文只选汉代《伤寒
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唐代《备急千金要
方》《千金翼方》、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元代《世医
得效方》、明代《医学入门》作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中医
书。因为这些书是各个历史时期中被《东医宝鉴》引用频数最
多，同时也是当时朝鲜常用的医书，如《医学入门》、《世医
得效方》被朝鲜用作医科科举的教材。《东医宝鉴》引用方剂
与原文进行比较，其内容包括方名、主治、药名、方剂中药味
增加或减少、药物次序变化、药物初加工、炮制变化、药量变
化、复方剂量变化、剂型煎服用法变化、补充、删除内容，不

涉及方剂学理论的内容。

1.2.2 研究资料

   由于时间等条件所限，本文比较对象仅选汉代《伤寒论》

《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唐代《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元代《世医得效
方》、明代《医学入门》方剂原文与《东医宝鉴》有关方剂引
文。本文研究所用版本，《东医宝鉴》选用初刊本；关于《东
医宝鉴》中引用中医原著的版本问题，目前尚没有研究报道。

按照历史逻辑，《东医宝鉴》编撰时只能引用它之前已有的古
籍版本，所以本文确定选用《东医宝鉴》编撰前作者所能看到
明代或明代之前版本的中医古籍。如果现存的版本中已无相应
的明代或明代之前版本传世时，再考虑从最接近《东医宝鉴》

成书时期的后来版本中选 取。

1.2.2.1 《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是朝鲜引进中医学发展本土化的代表性医书，

此书在韩国医学史上的地位，足以和中国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相比。《东医宝鉴》是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籍编撰而成
的，其中引用中国古代医书达210多种。

《东医宝鉴》刊行后,在朝鲜、中国、日本等国已有33种不同
刊本，分藏于各地。《东医宝鉴》1613年内医院初刻本，现藏
韩国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之后，在朝鲜/韩国，有1613年初
刊本、1634年内医院重刻本（初版翻版书）、湖南观察营全州
藏本、岭南观察营大邱藏本、1719年中秋内医院校正岭营改
刊、1753年（朝鲜英祖29年）岭营版、1766年木版本、甲戌
（1814年，朝鲜纯祖14年）内医院校正岭营改刊本、甲戌
（1814年，朝鲜纯祖14年）内医院校正完营改刊本等9种。在
中国，有1763年壁鱼堂初刊本、1776年刊本、1796年英德堂刻
本、1796年江宁敦化堂刻本、1796年聚盛堂课本、1797年刻
本、1821年庆云楼刻本、1831年资善堂课本、1831年富春堂刻
本、1847年崇顺堂刻本、1877年广东近文堂刻本、1885年抱芳
阁刻本、1889年苏州江左书林翻刻本、1890年江苏扫叶山房刻
本、1890年朱曜之刻本、1890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1890年上
海金章图书局石印、1890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印行、1890年上海
广益书局石印、1908年上海扫叶山房铅印、1917年上海锦索书
局影印、1917年上海广益书局影印、民国初（公元1912年）上
海锦索书局石印、石版本影印等23种。在日本，有日本宽政11

年（公元1799年）训点重刊本、大阪书林木版本等2种。

本文选《东医宝鉴》1613年初刊本，现藏首尔大学奎章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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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仲景方
  仲景方在《东医宝鉴》引用隋唐代以前的中医书中引用频

数最多，引用的方剂数量为59首，具有代表性。《东医宝鉴》

引用仲景方见于《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

3部原著。

1.2.2.2.1 《伤寒论》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东汉末年张仲
景撰于公元200‐205年。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
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
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 。《伤寒论》全书共12

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

本文选明万历二十七年已亥（公元1599年）赵开美校刻仲景
全书本。

1.2.2.2.2 《金匮要略》

汉代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撰于3

世纪初。作者原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中的“杂病”部分。

经晋王叔和整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共3

卷，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载药方。全书共25

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60余种。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
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

    本文选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公元1395年）吴迁抄本。

1.2.2.2.3 《金匮玉函经》

    汉代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的古传本之一，8卷。其
内容与宋本基本相同，但体例编次不同。其中卷1为证治总
例，卷2～4为痓、湿、暍、辨脉、六经病、厥利、呕哕、霍
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等病证，卷5～6为汗、吐、下、灸刺、

水等治法的“可”与“不可”及热病阴阳交并生死证；卷7～8

共收载方剂115首。

    本文选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1717年）上海陈世杰
起秀堂刻本。

1.2.2.3 《千金方》   

    《东医宝鉴》引书所注“千金方”者，指唐代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本书在隋唐代引用书中
引用频数最多，引用的方剂数量为11首。

1.2.2.3.1 《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是唐代孙思邈撰于公元652年，共30

卷。该书可谓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卷1为
序例，包括大医习业、大医精成、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
药、合和、服饵、药藏等9篇。卷2～4为妇人方，包括求子、

妊娠诸病等21篇。卷5为少小婴孺，列惊病、伤寒、咳嗽等9

篇。卷6为七窍病，列目、鼻、口、舌等病9篇。卷7～21为内
科诸疾，列诸风、伤寒，以及脏病、腑病，计107篇。卷22～

23为外科诸疾，列疔肿、癰疽、痔漏等11篇。卷24～25为解毒
急救，包括解食毒、卒死等12篇。卷26为食治，列果实、蔬菜
等5篇。卷27为养性，列居处法、调气法等8篇。卷28为平脉，

列平脉大法、诊五脏脉轻重等16篇。卷29～30为针灸内容，列
明堂孔穴、针灸禁忌等15篇。总计232门，载方5300余首。

    本文选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公元1544年）小丘上房乔
世定刻本。

1.2.2.3.2 《千金翼方》   

    《千金翼方》全书30卷，计189门。合方、论、法共2900

余首。卷1～4论药物，引录《唐本草》的大部分内容，卷5～6

系妇人疾病；卷9～10论述伤寒；卷11为小儿病；卷12～15阐
述养生长寿。集中体现了古代延年益寿学说同防病、治病相结
合之特色。卷16～25论述中风、杂病等；卷26～28系针灸；卷
29～30为禁经。

    本文选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王肯堂校刻本。

1.2.2.4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东医宝鉴》引用宋代医书中
引用方剂频数最多，引用方剂数量为108首，具有代表性。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编写。全书10

卷，附指南总论3卷。分伤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等
14门，载方788首。所收方剂均系民间常用的有效中药方剂，

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
大的临床方书。书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

    本文选明正德六年辛未（公元1511年）陈氏存德堂刻
本。

1.2.2.5 《世医得效方》 

    《世医得效方》为《东医宝鉴》引用元代医书中引用频
数最多，引用方剂数量为451首，具有代表性。 元代危亦林撰
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经太医院审阅后，于公元1345年刊
行。 此书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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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代表性中医原著比较研究 / 강혁준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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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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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明初书林魏家刻本。

1.2.2.6 《医学入门》   

    《医学入门》为《东医宝鉴》引用明代医书中引用频数
最多，引用方剂数量为803首，具有代表性。 由明代李梴撰，

全书分内外集，共9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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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正文为歌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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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明万历三年乙亥（公元1575年）刻本崇祯九年补
刻本。

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方剂学、中药学、文献学、历史学、比较学
方法，《东医宝鉴》引用的仲景方、唐代《千金方》、宋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元代《世医得效方》、明代《医学入
门》方剂内容与原文进行比较，主要考察复方的方名、主治、

药名、方剂中药味增加或减少、药物次序、药物初加工、炮
制、药量、复方剂量、剂型煎服用法等的变化以及补充、删除
内容，不含关于方剂学理论的内容，并对相关史料和文献进行
综合、归纳、比较、分析。

2.《东医宝鉴》作者、编纂过程、内容

2.1 作者许浚及《东医宝鉴》的编纂过程

   

    许浚生于公元1546年（嘉靖二十四年），金铺郡人。父
许碖，母孙氏，许家庶子。

    许浚从小聪明好学，颖悟异于常童，拜当时名医柳义泰

为师，开始学医。1574年（万历二年），许浚经医科科举，准
予行医。30岁被任命为太医院医官，从此成为御医。医治了很
多的疑难大症，在朝鲜医学界享有盛誉。

    1581年（万历九年），许浚改编刊刻了《纂图方论脉诀
集成》4卷4册。这本书是校正中国高阳生编纂图脉诀而成。此
书内容为1册是论脉入式，2册是五脏六腑、左右手诊脉，3册
是24脉总论、七表八里九道，4册是杂病、生死、暴病的诊
断，形脉相反、四时病、诸病死脉、察色观病、妊妇脉、小儿
脉等。该书作为朝鲜时代的医学科举、取才时的教科书。随着
又将宋元以来痘疹医书，编成了《痘集要》校刊本。这种集中
国医书，重新编纂成适合朝鲜国情之新书，为以后许俊编纂
《东医宝鉴》奠定了基础。

    1592年（万历二十年）4月，爆发了“壬辰倭亂”，中国
称为“万历朝鲜之役”。在1591年5月，日本太阁（前关白）

丰臣秀吉在1588年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
分封不均的不满，解决明朝不与之通商，以及自己的侵略欲
望，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完成其最终统一中
国、朝鲜和日本三国乃至印度，称霸亚洲东部的图谋。他在
1591年 (万历十九年)6月，派出使者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
李昖，表示他有意于明年(1592年) 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国，并
请多多包涵与协助，秀吉致书朝鲜国王云：“吾欲假道贵国，

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
年。”但朝鲜因久事明而拒绝。于是丰臣秀吉纠集17万大军在
朝鲜釜山登陆，不久便占领了朝鲜首都汉城（现为首尔）。宣
祖避难于平壤，后又迁至新义州。但这战争期间，朝鲜百姓也
受了很大的灾难，瘟疫到处流行。许浚一边跟随宣祖避难做御
医，一边又制订一方，防止疫病，救助百姓。

    以后，在朝鲜百姓英勇抗击之下，特别是李舜臣将军指
挥下的水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给日本水军以沉重的打
击，基本消灭了日本水军的主力。另外，朝鲜又向明朝请求支
援，明朝廷派出5万余人，同朝鲜军共同作战，于1593年初收
复平壤，4月收复汉城，朝鲜宣祖回到汉城，许俊亦随之而
回，战争稍有平息，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许浚向朝鲜宣
祖提出编纂医书，将医术普及化，让一般百姓也懂得阅读，防
病患于未然。因此朝鲜宣祖命许浚与儒医郑碏、御医杨礼寿、

金应铎、李命源、郑礼男等一同设编辑局，着手医书编纂，但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再亂”的爆发，诸医星散，编
书工作一度停顿。

    战乱中《东医宝鉴》编纂没有进展。1601年初，宣祖命
令许浚研究编纂战乱中湮灭的《胎产要》、《疮疹集》、《救
急方》等医书。1601年末，宣祖又命令许浚注释医书。《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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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急方》、《諺解胎产集要》、《諺解痘疮集要》3本书是这
时期编纂的医书，按当时情况来看，这些救急用医书是一般百
姓特别需要的。

    许浚于1596年奉命编纂《东医宝鉴》，虽然战争的影
响，但他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坚持地进行纂述，其精神值得赞
扬。经过15年的努力，于1610年始完成该书。中间除 “丁酉
再亂”之外，又于1608年遇到朝鲜宣祖驾崩。宣祖患病，身为
御医的许浚当然竭尽职守，全心地投入救治中，但由于病情严
重，宣祖不幸身亡，其病死的责任却全部推倒许浚的身上，从
而使许浚受到革职与流放的处分。许浚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
他没有气馁，却加倍努力编纂《东医宝鉴》。光海君继宣祖之
位，为朝鲜国王，深感许浚的冤枉，于1609年将许俊召回汉
城，恢复其封号“阳平君”，命他继续编纂《东医宝鉴》。由
于许浚多年的坚持努力，所以于1610年八月初六将全部书稿进
呈光海君，三年后（1613年）终于刻版刊行。《东医宝鉴》刊
行后三年，即1615年，许俊逝世，享年69岁，死后被追封辅国
崇禄大夫。2)

2.2 《东医宝鉴》内容

《东医宝鉴》是朝鲜·许浚等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编撰的一部医学全书。此书系选摘中国明以前医籍予以分类辑
编而成。全书23卷，分为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及
针灸篇5类。书中以《黄庭经》有内景之文，医书亦有内外景
象之图，故先以内景身形、精、气、神、脏腑等为内景4篇；

次取外景头、面、手、足、筋、脉、骨等为外形4篇；又采五
运六气、四象三法、内伤外感、妇人、小儿诸病证，列为杂病
11篇；内景、外形和杂病，共计列述90门，病证1130余种，为
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据此按人体部位系统论述人体生
理、病因、病理、治则、处方用药、单方等。汤液3篇，介绍
药物总论及各药的主治。针灸1篇，分述经络俞穴及灸法。全
书共参阅中国210余种医籍以及朝鲜《医方类聚》、《乡药集
成方》等书，且引用诸多佚书，取其精粹内涵，芟其繁芜重
复，内容宏富而有条理，在朝鲜医家所撰的汉方医著中最负盛
名。

书中共载录古今名方4000余首，其中复方为3649首，单方为
915首，上迄晋代之《肘后方》、《伤寒论》、《范汪方》、

《集验方》等；中至隋唐、宋金元之《千金》、《外台秘
要》、《本事》、《局方》、《易简方》、《瑞竹堂经验
方》、《得效方》；下达明季之《袖珍方》、《奇效良方》、

《经验良方》、《种杏仙方》、《古今医鉴》等，其中某些是
现已散佚医籍的内容，如《古今录验方》、《海上方》、《卫
生方》、《经验秘方》等，但以元明时期为主。书中并附单方
近2000首，多为简便之方。每于一方，均载其主治、组成、用
量、炮制及出处。

此书自16世纪末开始撰集，经10数年而成，其内容颇为丰
富、实用、全面而系统，其引书出处明确，具有学术研究和实
用价值。

序号 卷名 内容 方数
1 内景篇一 身形（附修养 附养老）、精、气、神 168
2 内景篇二 血、梦、声音、言语、津液、痰饮 169

3 内景篇三
五脏六腑、肝脏、心脏、脾脏、肺脏、肾脏、胆腑、
胃腑、小肠腑、大肠腑、膀胱腑、三焦腑、胞、虫

116

4 内景篇四 小便、大便 232
5 外形篇一 头、面、眼 197
6 外形篇二 耳、鼻、口舌、牙齿、咽喉、颈项、背 188
7 外形篇三 胸、乳、腹、脐、腰、胁、皮、肉、脉、筋、骨 162
8 外形篇四 手、足、毛发、前阴、后阴 202
9 杂病篇一 天地运气、审病、辨证、诊脉、用药、吐、汗、下 41
10 杂病篇二 风、寒（上） 226
11 杂病篇三 寒（下）、暑、湿、燥、火 185
12 杂病篇四 内伤、虚劳 214
13 杂病篇五 霍乱、呕吐、咳嗽 220
14 杂病篇六 积聚、浮肿、胀满、消渴、黄疸 232
15 杂病篇七 痎疟、瘟疫、邪祟、痈疽（上） 216
16 杂病篇八 痈疽（下）、诸疮 243
17 杂病篇九 诸伤、解毒、救急、怪疾、杂方 199
18 杂病篇十 妇人 183
19 杂病篇十一 小儿 256
20 汤液篇一 汤液序例、水部、土部、谷部、人部、禽部、兽部 无
21 汤液篇二 鱼部、虫部、果部、菜部、草部（上） 无
22 汤液篇三 草部（下）、木部、玉部、石部、金部 无
23 针灸篇 针灸 无

总计 3649

表 1. 《东医宝鉴》各卷内容与方剂数量

3 《东医宝鉴》引用书目录
3.1  历代医方

   

    《东医宝鉴·内景篇一》列“历代医方”书目载中国医
书83种（表2），其中朝鲜医书3种（表3）3)

2) 高光震等. 东医宝鉴校释·《东医宝鉴》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1.7:1‐2

3) 朱建平.《医方类聚》及中韩传统医学文献研究研讨会.论文集.2007.10:68
‐69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代表性中医原著比较研究 / 강혁준

- 96 -

序号 书名 年代 作者 序号 书名 年代 作者
1 天元玉册 伏义氏 43 仁斋直指方 宋 杨士羸
2 神农本草经 神农氏 44 日华子本草 宋
3 灵枢经 战国 黄帝歧伯 45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宋 陈言
4 素问 战国 黄帝歧伯 46 太平圣惠方 宋 诸太医
5 採药对 桐君 47 圣济总录 宋 诸太医
6 採药别录 桐君 48 宣明论方 金 刘完素
7 至教论 雷斆 49 原病式 金 刘完素
8 药性炮灸 雷斆 50 素问玄机 金 刘完素
9 汤液本草 伊尹 51 伤寒明理论 金 成无几
10 难经 战国 扁鹊 52 儒门事亲 金 张从政
11 伤寒论 后汉 张机 53 东垣十书 元 李杲
12 金匮玉函经 后汉 张机 54 医垒元戎 元 王好古
13 内照图 西晋 华佗 55 医家大发 元 王好古
14 甲乙经 西晋 皇甫谧 56 汤液本草 元 王好古
15 针经 西晋 皇甫谧 57 丹溪心法 元 朱震亨
16 范汪方 东晋 范汪 58 玉机微义 元 刘纯
17 脉经 西晋 王叔和 59 卫生宝鉴 元 罗天益
18 脉诀 西晋 王叔和 60 世医得效方 元 危亦林
19 金匮药方 东晋 葛洪 61 养生主论 元 王珪
20 肘后方 东晋 葛洪 62 永类钤方 元 李仲南
21 药对 后周 徐之才 63 百病钩玄 明 王履
22 集验方 后周 姚僧垣 64 续医说 明 倪维德
23 外台秘要 隋 王焘 65 伤寒琐言 明 陶华
24 病源 隋 巢元方 66 经验良方 明 邹福
25 千金方 唐 孙思邈 67 妇人良方 明 雄宗立
26 食疗本草 唐 孟诜 68 医学正传 明 虞抟
27 本草拾遗 唐 陈藏器 69 医学权舆 明 虞抟
28 素问注 唐 王冰 70 医学集成 明 虞抟
29 玄珠密语 唐 王冰 71 丹溪心法附馀 明 方广
30 明堂图 唐 甄权 72 医通 明 韩懋
31 本草音义 唐 甄立言 73 医林集要 明 王玺
32 古今录验方 唐 甄立言 74 医学纲目 明 楼英
33 本事方 宋 许叔微 75 医学入门 明 李梴
34 备用本草经史证类 宋 唐慎微 76 明医杂著 明 王纶
35 本草补遗 宋 庞安常 77 丹溪附馀 明 王纶
36 活人书 宋 朱肱 78 本草集要 明 王纶
37 神应针经 宋 许希 79 古今医鉴 明 龚信
38 活幼新书 宋 陈文中 80 万病回春 明 龚廷贤
39 脉诀 宋 刘元宾 81 外科发挥 明 薛己
40 医说 宋 张扩 82 医方集略 明 本朝人
41 伤寒指谜论 宋 钱乙 83 证治要诀 明 戴元礼
42 小儿方 宋 钱乙
表2 “历代医方”载中国医书
序号 书名 年代 作者 序号 书名 年代 作者
1 医方类聚 朝鲜 文官医官 3 乡药集成方 朝鲜 文官医官
2 医林撮要 朝鲜 郑敬先（杨礼寿校正）

表3 “历代医方”载朝鲜医书

3.2 《东医宝鉴》引用其他医著目录

    许浚在《东医宝鉴》不仅引用“历代医方”书目之外，

还引用其他一些医书和非医书，据初步统计128种。4)（表4）

4．《东医宝鉴》与汉代仲景方内容比较
4.1 《东医宝鉴》引用仲景方方剂数量

    《东医宝鉴》引用“仲景方”59首，分别是：内景篇一2

首，内景篇二6首，内景篇三1首，共9首；外形篇一1首，外形
篇四1首，共2首；杂病篇二21首，杂病篇三14首，杂病篇五5

首，杂病篇六4首，杂病篇九2首，杂病篇十2首，共48首。

（详见附表1）

4.2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仲景方原著比较

    以《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汉代仲景方作为研究对象，

分别一一与原文进行比较。将《东医宝鉴》引文与仲景方原文
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不同之处可归纳为已佚、基本相同，

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剪裁编辑、选材不同、删除原
文内容、补充内容6种类型。

4) 金重权.《东医宝鉴》引用文献的研究.书志学会.1995(1):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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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简名 序号 简名 序号 简名 序号 简名 序号 简名
1 资生经 27 奇效 53 机要 79 别方 105 壮子
2 局方 28 御院 54 类纂 80 伯高 106 全婴方
3 俗方 29 捐子 55 辨疑 81 百要 107 田氏方
4 易老方 30 澹寮 56 北窓 82 百一方 108 全喜
5 河间 31 仙经 57 产书 83 秘方 109 溯洄
6 外科精义 32 拔粹 58 邵康节 84 史记 110 左传
7 种杏 33 山居 59 新方 85 常真子养生书 111 周易
8 保命 34 产宝 60 王隐君 86 象川翁 112 朱子调息箴
9 必用方 35 省翁 61 元素 87 西山记 113 中朝传习
10 济生方 36 孙兆 62 杂方 88 释氏论 114 祈和
11 外科精要 37 袖珍 63 胎息论 89 仙方 115 直格书
12 正理 38 寿域 64 黄庭经 90 圣效 116 真诰
13 直小 39 养老书 65 居家必用 91 然子 117 纂要
14 养性书 40 易简 66 干醪度 92 神巧 118 此事
15 食物本草 41 参同契註 67 高供奉 93 野语 119 翠虚编
16 日用 42 葛仙翁清静经 68 歧伯 94 衍义 120 橐龠歌
17 云歧 43 广嗣要语 69 唐方 95 列子 121 太乙真人七禁文
18 臞仙 44 上阳子 70 大成 96 礼记 122 彭祖
19 入式 45 孙真人养生铭 71 洞神真经 97 要集 123 汉史
20 十三方 46 悟真篇 72 杜注 98 虞世 124 海上
21 序例 47 济阴 73 白玉蟾 99 云笈七签 125 还丹论
22 瑞竹堂经验方 48 真犁 74 辨效 100 遗篇 126 回要
23 心法 49 治疱方 75 本草心法 101 元和子 127 横渠先生
24 节斋 50 淮南子 76 名医 102 卫生歌 128 可久
25 延寿书 51 洁古 77 脉法 103 易真论
26 简易 52 金丹问答 78 无名子 104 伊川先生

表4 “历代医方”未载引用书目录

4.2.1 佚文

    《东医宝鉴》引用仲景方中三黄泻心汤、茯苓五味子
汤、厚朴半夏汤、茯苓桂甘汤、麻黄甘草汤、防已椒苈丸6首
方剂均未见。

    如三黄泻心汤，这首方剂在 《东医宝鉴·内景篇二·

血》中记载为：“治吐血大作，此乃热之甚也。大黄三钱，黄
连、黄芩各一钱，加生地黄二钱。上剉，作一贴，水煎服。

《仲景》”。

    如茯苓五味子汤，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内景篇二·

痰饮》中记载为：“治支饮，手足冷痹，多唾，小腹气上冲胸
咽，面热如醉，时复眩冒。赤茯苓二钱，桂心、甘草各一钱
半，五味子一钱二分半。上剉，作一贴，水煎服，支饮，法当
冒，冒者必呕，呕者复满，加半夏以去其饮，饮去呕则止。

《仲景》”。

    如厚朴半夏汤，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杂病篇二·寒
（上）》中记载为：“治伤寒发汗后腹胀满。厚朴三钱，人
参、半夏各一钱半，甘草七分半。上剉，作一贴，入生姜七
片，水煎服。《仲景》”；如茯苓桂甘汤“治脐下悸，欲作奔
豚。茯苓六钱，桂枝四钱，甘草灸二钱。上剉，作一贴，入枣
五枚，以甘烂水二钟，先煮茯苓减二分，纳诸药，煮取一钟，

去滓，日三服。《仲景》”。

    如麻黄甘草汤，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杂病篇六·浮
肿》中记载为：“治腰上浮肿。麻黄三钱，甘草二钱。右剉，

作一贴，水煎服，温覆令出汗，不汗再服。《仲景》”。

    如防己椒苈丸，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杂病篇六·胀
满》中记载为：“治水胀。凡胀病腹满、口舌干燥，此肠胃间
有水气也。防己、椒目、葶苈子炒、大黄各一两。右为末，蜜
丸梧子大，白汤呑下十丸日三。《仲景》”。

    这6首方剂在其他伤寒类书和金匮类书上也均未见，这部
分内容为仲景方的佚文，对于辑复、校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
值。

    另外射干汤、大橘皮汤、防风白术牡蛎汤3首方剂在《伤
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中却没发现，但
在《类证活人书》中则有记载。

    如射干汤，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内景篇二·声音》

中记载为：“治天行暴寒，热伏于内，咳嗽不得息，喉哑失
声，或干嗽无唾，喉中如梗。半夏二钱，杏仁、陈皮、桂心、

枳实各一钱，射干、当归、独活、麻黄、紫菀、甘草各五分。

右剉，作一贴，姜五片，水煎服。《仲景》”，在《类证活人
书·卷第十七》中记载“射干汤 治初秋夏月暴雨冷，及天行
暴寒，其热喜伏于内，咳嗽曲折不可得气息，喉哑失声，干嗽
无唾，喉中如哽。射干二两，半夏五两洗，杏仁三两去皮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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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炒，生姜四两炮，甘草二两炙，紫菀二两，肉桂二两，枳实
二两炙，当归二两，橘皮二两，独活二两，麻黄二两去节，汤
泡焙秤，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五钱匕，水一盏半，煎至八分，

去滓温服”。

    如大橘皮汤，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杂病篇三·伤寒
（上）》中记载为：“治动气误发汗，心烦骨痛，目晕吐食。

陈皮三钱，靑竹茹二钱，人参、甘草各一钱。右剉，作一贴，

入姜五片，枣三枚，水煎服。《仲景》”，在《类证活人书·

卷第十六》中记载“大橘皮汤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
无汗，心中大烦，骨节疼痛，目晕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
入，先服大橘皮汤。吐止后，服小建中汤。橘皮一两半去白，

甘草炙半两，人参一分，竹茹半升，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五
钱，生姜四片，枣子一枚，以水二钟，煎取一盏，去滓分二
服”。

    如防风白术牡蛎汤，这首方剂在《东医宝鉴·杂病篇
三·伤寒（上）》中记载为：“治动气误发汗，筋惕肉瞤。防
风、牡蛎粉、白术各等分。右为末，每二钱，酒或米饮调下，

日二三《仲景》”，《类证活人书·卷第十六》中记载“防风
白术牡蛎汤  治发汗多。头眩汗出。筋惕肉。防风（独茎者
去芦头）牡蛎粉（炒黄）白术（各等分）上捣罗为细末。每服
二钱。以酒调下。米饮亦得。日进二三服。汗止。便服小建中
汤”。

    上述射干汤、大橘皮汤、防风白术牡蛎汤3首方剂与《类
证活人书》上的内容比较，除有些药量变化以外，其他内容基
本相同。《东医宝鉴》开始编纂时不是许浚一人编的，这时可
能是出处采用简名时出错。因《东医宝鉴》简名中有《活人
书》、《活人》，应该指《类证活人书》，而这3首方剂却错
用引书简名《仲景》。

4.2.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4.2.2.1 主治变化
   主治变化有4种情况。

    一是《东医宝鉴》比仲景方更为扼要：

    如赤石脂禹余粮汤，仲景方“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
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

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
者，当利其小便 ”在《宝鉴》中扼要“治少阴证，下利不
止，当治下焦”。

    如芍药甘草汤 主治：《宝鉴》扼要“治汗后恶寒”，仲
景方“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

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

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描述详细。 

    还有甘草干姜汤、栀子豉汤、桂枝甘草汤、柴胡桂枝
汤、麦门冬汤、大陷胸汤、防风白术牡蛎汤也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主治完全不同：

    如八味丸，《宝鉴》“治命门火不足阳虚”，仲景方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如赤小豆当归散，《宝鉴》“治先下血后大便”，仲景
方“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
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
也”。

    三是删除主治内容：

    如桂枝龙骨牡蛎汤，《宝鉴》删除“少腹弦急，阴头
寒，目眩（一作目眶痛），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
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 

    如苓桂术甘汤，《宝鉴》删除“目眩”。另外生姜泻心
汤、生姜甘草汤、栀子大黄汤、葵子茯苓散也属于这种情况。

    四是《东医宝鉴》补充主治内容：

    如白术附子汤，《宝鉴》补充“治风湿身烦疼不能转
侧”。

    许浚编撰《东医宝鉴》，按照自已的编撰体例和要求，

一般选写符合各门的主题，删除或省略其他附随因素，所以引
文方剂中的主治内容要比原文扼要。

    另外，主治完全不同、删除、补充的原因可能与许浚在
临床上应用这些方剂所得到的效果有关，有时出现其他效果，

有时未出现原文记载的效果，他就按自己的经验而进行改写。

4.2.2.2 方名变化
   关于方名变化，在羊肉汤、五物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备

急丸4首方剂中均有表现，如仲景方之当归生姜羊肉汤，《宝
鉴》改称羊肉汤；仲景方之黄芪桂枝五物汤，《宝鉴》改为五
物汤，仲景方之麻黄细辛附子汤,《宝鉴》改为麻黄附子细辛
汤；仲景方之三物备急丸，《宝鉴》改为备急丸。

    上述的方名是根据药物组成而命名的，可能是许浚认为
这些方名没有特点，而且太长，所以删除“当归生姜”、“黄
芪桂枝”、“三物”，使之更为简洁。还有麻黄附子细辛汤的
原文方名是麻黄细辛附子汤，但这方名中麻细辛与附子的语序
有变化，这可能是同一本书引用的麻黄附子甘草汤有关，《东
医宝鉴》中麻黄附子甘草汤的介绍组成时，“即麻黄附子细辛
汤去细辛，加甘草二钱也”，这可能是为了简洁方名。

    另外如半夏汤，仲景方之半夏散及汤，《宝鉴》半夏
汤，因仲景方中有“半夏有毒，不当散服”记载，所《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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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汤剂，方名也选用“汤”。

4.2.2.3 药物变化 
    关于药量变化在五物汤、小建中汤、猪苓汤、葵子茯苓

散、桂枝龙骨牡蛎汤、苓桂术甘汤、黄土汤、八味丸、芍药甘
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10首方剂中均有变化。

    如桂枝龙骨牡蛎汤，《宝鉴》芍药改用白芍药。

    如苓桂术甘汤，《宝鉴》茯苓改用赤茯苓。

    如八味丸：《宝鉴》“山药”，仲景方“薯蓣”。

    在原文上没有芍药和茯苓的赤白之分，在《东医宝鉴》

成书前刊行的朝鲜医书上也容易发现这种情况，如《乡药集成
方·下卷》“金匮方：排脓散，治金疮。枳实十六枚，芍药六
分，桔梗二分。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个，以药为散与鸡黄相
等，揉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金匮要略方论·卷
中·疮痈肠痈侵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
枚，芍药六分，桔梗二分。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

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揉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两本书
的内容基本相同，以及记载的药物名也完全一样，但《东医宝
鉴》中有明确的赤白之分。而芍药的赤白之分始自南北朝南梁
的陶弘景，金代成无已《注解伤寒论》谓：“芍药白补而赤
泻，白收而赤散”。 许浚可能根据病情选用养血柔肝、敛阴
收汗的白芍药，疗效会更佳。

    苓桂术甘汤也没有茯苓的赤白之分。后世认为赤茯苓渗
利湿热作用更明显，结合这首方剂主治胸有痰饮短气，因脾阳
不足，健运失职，则湿滞而为痰为饮，方中白术有补脾胃虚、

祛痰的功效，如与茯苓通用，增加补脾胃虚、祛痰的功效，同
时也要考虑利湿，所以许浚选用赤茯苓。

    另外山药是薯蓣的别名，其实为同一种药物。

4.2.2.4 药物初加工、炮制
    关于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变化，在小建中汤、猪苓汤、

麻黄附子细辛汤、柴胡桂枝汤、半夏汤、栀子豉汤、桂枝甘草
汤、栀子厚朴汤等27首方剂中均有反映。

    如小建中汤，《宝鉴》删除“去皮”。

    如猪苓汤，《宝鉴》删除“去皮”，“碎”。

    如麻黄附子细辛汤，《宝鉴》删除“去节”，“炮”，

“去皮”，“破八片”。

    如柴胡桂枝汤，《宝鉴》删除“去皮，洗，擘，切，

炙”。

    《东医宝鉴》有的删除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内容，但查
当时朝鲜医书中并不见这种情况，《东医宝鉴》以后刊行的朝

鲜医书上也未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东医宝鉴》编
纂时许浚与几位医家一起编纂，没有做统一的要求，而是由每
位医家个人的喜恶自已来决定保留还是删除。

4.2.2.5 药量变化
    关于药量的变化，可见于苓桂术甘汤、赤小豆当归散、

黄土汤、射干汤、小建中汤、泽泻汤、五物汤、猪苓汤、茵陈
蒿汤、黄连阿胶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甘草汤、半夏汤、桔梗
汤、通脉四逆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栀子豉汤等41首
方剂中。

    如苓桂术甘汤，总共是4味药物，《宝鉴》“赤茯苓二
钱，桂枝、白术各一钱半，甘草五分”，仲景方“茯苓四两，

桂枝、白术各三两，甘草二两”。

    如黄土汤，总共是7味药物，《宝鉴》“黄土三钱，熟地
黄、白朮、附子炮、阿胶珠、黄芩、甘草灸各一钱”，仲景方
“甘草、干地黄、白术、附子（炮）、阿胶、黄芩各三两，灶
中黄土半斤”。

    如射干汤，总共是12味药物，《宝鉴》“半夏二钱，杏
仁、陈皮、桂心、枳实各一钱，射干、当归、独活、麻黄、紫
菀、甘草各五分，姜五片”，仲景方“射干二两，半夏五两，

杏仁三两，生姜四两，甘草二两，紫菀二两，肉桂二两，枳实
二两，当归二两，橘皮二两，独活二两，麻黄二两”。

    通过这种的变化，我们可以意识到《东医宝鉴》的剂量
比仲景方减少，有的减1/10，有的甚至减1/25。这样的变化与
《东医宝鉴》记载制药方法有关，《东医宝鉴》上记载了“作
一贴”，这是指一剂的量，但仲景方中记载的药量是总量，制
好药后分几服的形式来描述，这样看，当然是《东医宝鉴》中
的药物剂量相应减少，而且还要考虑古代各时期的重量问题，

如汉晋一两折合13.92克，唐宋元明一两折合为37.30克，5)汉代
与明代重量比例为1：2.7，当时朝鲜用的度量与明代的度量，

这样的话，可以说汉代张仲景用一两与朝鲜时代许浚用一两的
比例为1：2.7，因此《东医宝鉴》上记载的药量比仲景方减
少。

    同时可能与当时朝鲜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史载，当时朝
鲜刚刚结束战争，社会的经济不佳，一般百姓的饭食也不好，

体质自然下降。因此，可能许浚认为仲景方药量过大，需要减
少药量。

4.2.2.6 服用法变化
5) 彭怀仁主编.中医方剂大辞典·古今度量衡对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9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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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服用法的变化，可见于射干汤、八味丸、甘草汤、

百合滑石散、小建中汤、桔梗汤、栀子厚朴汤、生姜泻心汤、

百合洗方、生姜半夏汤、猪苓散、麦门冬汤、生姜甘草汤、栀
子大黄汤、还魂汤15首方剂。

    如八味丸 服用法变化：《宝鉴》“温酒或盐汤下”，仲
景方“酒下”。

    如甘草汤：《宝鉴》“水煎日三服”，仲景方“温服七
合，日二服”。

    如百合滑石散：《宝鉴》补充“白汤下”。

    这种服用法的变化，目前只能说明当时作者按自己的经
验而用，可能服用时要得到更理想的效果。

4.2.2.7 服用量变化 

    关于服用量的变化，可见于苓桂术甘汤、赤小豆当归
散、黄土汤、八味丸、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赤
石脂禹余粮汤、半夏干姜散、猪苓散、备急丸10首方剂。

    如赤小豆当归散《宝鉴》“浆水调服二钱”，仲景方
“浆水服方寸匕”。

    如黄土汤 仲景方“分温二服”，《宝鉴》“作一贴，水
煎服”。

    如八味丸 《宝鉴》“五七十丸”，仲景方“十五丸”。

    这些变化有两种原因，一是与不同时期的药量变化有
关，《东医宝鉴》记载的单味药量一般是一剂的药量，上述的
黄土汤中，仲景方“分温二服”，但《宝鉴》改为“作一贴，

水煎服”，原文上的单味药量在《宝鉴》上减大约1/10，其实
仅从重量而言，古今各时期不同，如汉晋一两折合13.92克，唐
宋元明一两折合为37.30克，6)汉代与明代重量比例为1：2.7，

因此，两部书上记载的服用量是基本相同，只是语言表达方式
变化。

    二是随着编辑者的经验而变化，上述的八味丸在原文与
《东医宝鉴》中的单味药量没变，但服用量增加了大约3倍，

这可能是临床上按原文的服用量效果不理想而做了改变。

4.2.2.8 制药法变化
    关于制药法的变化，可见于射干汤、麻黄附子甘草汤、

桔梗汤、芍药甘草汤、大橘皮汤、附子泻心汤、桂枝人参汤、

百合滑石代赭汤8首方剂。

    如射干汤，《宝鉴》删除“如麻豆大”。

    如桔梗汤，仲景方“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比较
详细。

    如芍药甘草汤，《宝鉴》“作一贴水煎服”，仲景方

“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比较详细。

    这些与制药法的变化有关，在药量变化中也说明过，

《东医宝鉴》记载“作一贴”，这是指一剂的量，但仲景方中
记载的药量是总量，制好药后分几服的形式来描述，如上述的
桔梗汤、芍药甘草汤2首方剂中的“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
滓”、“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在《东医宝鉴》上
是不作记载。

    另外，射干汤中删除“如麻豆大”的原因是在制药法变
化上。《东医宝鉴》中记载了“作一贴，姜五片，水煎服”，

但仲景方中记载了“每服五钱匕，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
温服”，这是因为仲景方在制药时先做好药丸后，需要时去滓
温服，而《东医宝鉴》是做一剂后直接水煎而服用药，所以
《东医宝鉴》上不需要记载“如麻豆大”。

4.2.3 剪裁编辑
    主要变化是调整药物排列次序，桂枝龙骨牡蛎汤、黄土

汤、羊肉汤、茵陈蒿汤、黄连阿胶汤、芍药甘草汤、柴胡桂枝
汤、生姜泻心汤8首方剂中均可见到。对仲景方所载方剂的药
物进行重新排序，一般规律是将剂量相同的药物调整在一起，

以“各”来表述，并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如黄土
汤，仲景方原载“甘草、干地黄、白术、附子、阿胶、黄芩各
三两，黄土半斤”，经《东医宝鉴》整理成“黄土三钱，熟地
黄、白朮、附子炮、阿胶珠、黄芩、甘草灸各一钱”，这样一
来，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复描述，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
整齐了许多，从形式上更简洁了。

    另外，《东医宝鉴》对小陷胸汤原文进行剪载，把《金
匮玉函经·卷第三·辨太阳病形证治下地四》和《金匮玉函
经·卷第八》的内容合并。

4.2.4 出处不同

    关于出处不同，可见于小建中汤、猪苓汤、通脉四逆
汤、甘草干姜汤、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6首方剂。

    如小建中汤，这首方剂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中》、《金匮要略方论·卷上·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金匮要
略方论·卷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均有记载，而
据《宝鉴》“治虚劳里急腹中痛梦寐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
干口燥”所载，仲景方中的这首方剂可以认为是引自《金匮要

6) 彭怀仁主编.中医方剂大辞典·古今度量衡对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9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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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文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剪裁编辑
（调整药
物排列次
序）

选材不同 删除 补充

主治 方名变
化

药物变
化

药物初
加工、
炮制

药量变
化

制药法
变化

服用量
变化

服用法
变化

总计
163

6 136 9 6 3 3

19 5 11 27 41 8 10 15

% 3.7 83.5 5.5 3.7 1.8 1.8

11.7 3.1 6.7 16.6 25.2 4.9 6.1 9.2

表5 《东医宝鉴》引用方剂与仲景方原文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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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东医宝鉴》引“仲景方”与现存原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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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8种不同程度的变化

略方论·卷上·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如猪苓汤，可见于《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消
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据《宝鉴》“治阳明证”的
记载，可以认为这首仲景方引自《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
治》。

    如通脉四逆汤，可见于《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
治》、《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方论·卷
中·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据《宝鉴》“治少阴病”

的记载，可以认为这首仲景方引自《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
治》。

4.2.5 删除内容

    关于删除内容，在羊肉汤、通脉四逆汤、白术附子汤3首
方剂中均可见到。

    如羊肉汤，《宝鉴》删除“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

痛多而呕者，加桔皮二两，白术一两”。

    如通脉四逆汤，《宝鉴》删除“面色赤者，加葱九茎；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

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
两”。

    如白术附子汤，《宝鉴》删除“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
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
气未得除故耳”。

    这可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删除部分内容。

4.2.6 补充内容

    关于补充内容，在通脉四逆汤、猪苓散、甘麦大枣汤3首
方剂中均可见到。

    如通脉四逆汤，《宝鉴》补充“脉绝者，通脉四逆汤，

煎水和，猪胆汁半枚，温服”。

    如猪苓散，《宝鉴》补充“一人每呕水二三椀，诸药不
效，但吃井华水一口，即止用此药即愈”。

    如甘麦大枣汤 ，《宝鉴》补充“产前产后皆可用”。

    这可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而补充一些内容。

4.3 小结
    通过《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仲景方原著比较研究，可

知《东医宝鉴》总体上忠于仲景方原著，但也有一些变化。主
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83.5%，其中药量变化占25.2%，药物初
加工、炮制占16.6%，主治变化占11.7%，这三种变化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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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引用书名 方剂 方数

1 伤寒论
猪苓汤、黄连阿胶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甘草汤、半夏散、赤石脂禹余粮汤、桔梗汤、通
脉四逆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桂枝甘草汤、栀子厚朴汤、大陷胸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半
夏泻心汤、附子泻心汤、桂枝人参汤

19

2 金匮要略方论
桂枝龙骨牡蛎汤、苓桂术甘汤、赤小豆当归散、黄土汤、小建中汤、八味丸、泽泻汤、羊肉汤、五物汤、百
合洗方、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鸡子汤、百合滑石散、百合滑石代赭汤、白术附子汤、生姜半夏
汤、半夏干姜散、猪苓散、麦门冬汤、生姜甘草汤、栀子大黄汤、还魂汤、备急丸、葵子茯苓散、甘麦大枣
汤、麻黄醇酒汤

27

3 金匮玉函经 小陷胸汤 1

4
伤寒论和金匮
要略方论

茵陈蒿汤、栀子豉汤、柴胡桂枝汤 3

5 类证活人书 大橘皮汤、射干汤、防风白术牡蛎汤 3

6 佚文 三黄泻心汤、厚朴半夏汤、茯苓五味子汤、茯苓桂甘汤、麻黄甘草汤、防已椒苈丸 6

表6 《东医宝鉴》引用仲景方3部著书以及引用方剂数量
（详见表5、图1、图2）

    《东医宝鉴》引用仲景方的特点是：

    一．通过《东医宝鉴》引用的仲景方与原著比较，可知
《东医宝鉴》所引“仲景方”来自《伤寒论》、《金匮要略方
论》、《金匮玉函经》3部著作。其中引用《伤寒论》的方剂
为19首，引用《金匮要略方论》方剂为27首，引用《金匮玉函
经》方剂为1首，通过剪载编辑方法引用《伤寒论》和《金匮
要略方论》两部书的方剂为3首，总共50首。

另外未见方剂为6首，可算是佚文。还有3首方剂，虽然《宝
鉴》标注的出处为“仲景”，实际上是引自《类证活人书》，

这是编纂过程中发生的一种错误。（详见表6）

    二．主治变化中，有的是为了简洁的而使主治更为扼
要，甚或删除，有的按自己的经验而补充，或改作别的病症。

    三．方名变化中，由于原文方名按药物组成命名，显得
太长，经删减，更为简洁。

    四．药物变化，主要表现为药名的分化，以及同药异名
两种情况。

    五．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变化，《东医宝鉴》几乎删除
了原文记载的药物初加工炮制。这些变化是在其他当时的朝鲜
医书上未见，有可能跟编者的喜恶不同而做的取舍有关。

    六．药量变化、服用量变化，最明显的原因是朝鲜当时
重量与汉代重量不一，以及制药法的变化。

    七．药物排列次序，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复描述，药量
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从形式上更简洁。

八．服用法变化、制药法变化、剪裁编辑、出处不同、删
除、补充是按照自已的编撰体例和要求，以及自己的经验而做
的改动。

5．《东医宝鉴》与唐代孙思邈《千金方

》方剂内容比较
5.1 《东医宝鉴》引用《千金方》方剂数量

   《东医宝鉴》引用《千金方》11首，分别是：外形篇一1

首，外形篇二1首，外形篇三1首，共3首；杂病篇五1首，杂病
篇六1首，杂病篇七4首，杂病篇八1首，杂病篇十一1首，共8

首。（详见附表2）

5.2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千金方》原著比较

    以《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方剂
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一一与原文进行比较。将《东医宝鉴》引
文与《千金方》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不同之处可归纳
为已佚、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剪裁编
辑、选材不同、删除原文内容、补充内容6种类型。

5.2.1 佚文

    佚文指《东医宝鉴》引文在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上均未见者。

如韭子丸在《东医宝鉴·外形篇卷之二·牙齿》中记载，

“治虫牙痛。韭子、全蝎各一两，乳香、雄黄各二钱半。右为
末，熔黄蜡和丸弹子大，磁甁内烧一丸，以纸盖口，以笔管引
烟熏牙孔，其虫尽出，将药甁安于水中，其虫扑在水中。《千
金》”。

    如枳术汤在《东医宝鉴·外形篇卷之三·胸》中记载，

“治心下坚，大如椀，边如旋盘，名为气分，乃飮水所结也。

白朮四钱，枳实二钱，右剉，煎服。《千金》”。

    这2首方剂查今《千金方》通行本无相应内容，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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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佚文，对于辑复、校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5.2.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

5.2.2.1 主治变化
    主治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东医宝鉴》比《千金方》

更为扼要。如点眼生肉翳药，《千金方》有“亦治目中眯不
出”，《宝鉴》无记载。如屠苏饮，《千金方》可治“伤
寒”。如太乙神精丹，《千金方》还可治“腹痛胀满”。

 二是《东医宝鉴》比《千金方》主治更为扩大。如桃仁煎，

《千金方》“治带下经闭不通方”，《宝鉴》“治妇人血蛊血
瘕血积，经候不通”，《宝鉴》范围较大。

    这些主治内容的变化可能是许浚按自己的经验删除或补
充的。

5.2.2.2 方名变化
 方名变化，可见于点眼生肉翳药、务成子萤火丸、屠苏饮3

首方剂。

 如《千金方》之点眼生肉翳药没有方名，是《宝鉴》补充
的。

 如《千金方》务成子荧火丸，在《宝鉴》改称务成子萤火
丸、“荧”变成“萤”，“荧”古通“萤”。

 如《千金方》屠苏酒，《宝鉴》改称屠苏饮。

5.2.2.3 药物变化 
 药物变化在屠苏饮、龙胆汤中可见。

    如屠苏饮在《千金方》用菝葜，《宝鉴》去菝葜加虎
杖。

 如龙胆汤《千金方》用芍药、茯苓，《宝鉴》改用赤芍药、

赤茯苓。

 这里也出现芍药和茯苓的赤白之分，而中国宋代以前的方书
还没有区分赤白，可能朝鲜许浚按自己的经验，在编纂《东医
宝鉴》时认为有必要将这些药物区别赤白来使用，因而才改用
赤芍药、赤茯苓。

5.2.2.4 药量变化
 除点眼生肉翳药、韭子丸、枳术汤、温脾汤、太乙神精丹没

有药量变化以外，其他6首方剂均有药量的变化。

    如桃仁煎总共4味药，《千金方》桃仁、虻虫各一升，朴

硝五两，大黄六两。而《宝鉴》变为桃仁、大黄各一两，虻虫
五钱，朴硝一两。

 如务成子萤火丸总共10味药，《千金方》矾石二两，羖羊
角、锻灶灰、铁锤柄各一两半。而《宝鉴》变为白矾一两，羚
羊角、鍜灶灰、铁槌柄各二钱半。

 如屠苏饮总共6味药，《千金方》大黄十五铢，白术、桂心
各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乌头六铢。而《宝鉴》变为
白术一两八钱，大黄、桔梗、川椒、桂心各一两半，川乌六
钱。铢是两的1/24。

    如十疰丸总共10味药，《千金方》 雄黄、巴豆霜各二
两，人参、甘草、麦门冬、细辛、桔梗、附子、皂荚、蜀椒各
一两。而《宝鉴》变为雄黄、巴豆霜各三兩，人参、麦门冬、

细辛、桔梗、附子炮、皂荚、川椒、甘草各五钱。

 如大黄牡丹汤总共5味药，《千金方》大黄四两、牡丹三
两、芒硝二两、瓜子一升、桃仁五十粒。而《宝鉴》变为大
黄、芒硝各一钱半，牧丹皮、桃仁、瓜蒌仁各二钱半。

 如龙胆汤总共10味药，《千金方》龙胆、钩藤皮、柴胡、黄
芩、桔梗、甘草各六铢，大黄一两。而《宝鉴》变为大黄煨二
钱，龙胆草、柴胡、黄芩、桔梗、钓藤皮、甘草各一钱。

    药量变化中有的减少，有的增加。由于唐代与朝鲜时代
的度量衡没有差别，所以药量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编辑者按当时
朝鲜人的体质、经济情况、自己的经验而做的改变。

5.2.2.5 服用法变化
    服用法在5首方剂中有变化。

如点眼生肉翳药《千金方》“注翳肉上”，而《宝鉴》“点
瞖肉上”。

如桃仁煎，《千金方》“取一丸如鸡子黄投酒中，预一宿，

勿食服之”，而《宝鉴》“前一日不吃晩饭，五更初温酒呑下
五丸”。

如十疰丸，《千金方》“空心服”，而《宝鉴》“温水
下”。

 如太乙神精丹，《千金方》介绍服用法较为简练，“其疟病
积久，百方不瘥。又加心腹胀满上气……不得更大，大风恶癞
可二十服。偏风疬节，诸恶风癫病等亦可二十服。自余诸恶病
者皆止一二服，量人轻重弱强不得多与。”而《宝鉴》载“以
鸡羽扫取，枣膏和丸，如黍粒，平旦空腹服一丸，渐加一丸，

以知为度。旧不用磁石、金牙，今加之。服此者，五服内必吐
利，过则自定。初服如黍粒，渐加一丸，至如小豆大而止，不
得更大。若腹药闷乱，煮木防己汤饮之……以绛囊盛九刀圭
散，系男左女右臂上，辟瘴疫时气最妙。”对增加服用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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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介绍得比较详细。

 如龙胆汤，《千金方》“药有虚实，虚药宜足数合水也。儿
生一日至七日，分一合为三服；儿生八日至十五日……尽以五
合为三服。”而《宝鉴》作“一岁内儿服一合，十岁以下服二
三合”，较为扼要。

5.2.2.6 制药法变化
    制药法在桃仁煎、太乙神精丹2首方剂中有变化。

 如桃仁煎，《千金方》“醇苦酒四升”，而《宝鉴》“醇醋
一升二合”。这是因《东医宝鉴》中药量比《千金方》减少，

随着药量的变化而改的。醋，即苦酒。

    如太乙神精丹，《千金方》制药法较为详细，如“日中
曝百日，经夏急五日，亦得无日，以火暖之。”一般中午曝晒
百天，夏天曝晒五天即可，大大缩短制药时间，如果没太阳，

改用火烘干燥。《宝鉴》只保留“日中暴百日”，方便、简
洁。

   

5.2.2.7 用词变化
 如太乙神精丹，用词上有区别。有些是含义相同，如：《千

金方》用“雄鸡翼”，而《宝鉴》用“鸡羽”；有些含义完全
不同，如：《千金方》载“研如枣膏”，而《宝鉴》为“枣膏
和丸”，前者是将药物制备成枣膏的形状，后者指加入枣膏制
成丸药。

5.2.3 剪裁编辑

5.2.3.1 调整文字的位置 
 如务成子萤火丸，《千金方》“昔冠军将军武威太守刘子南

从尹公受得此方。以永平十二年，于北界与虏战败绩……乃稍
有人得之。故一名冠军丸，一名武威丸”，被《宝鉴》移到方
的后面。

 如大黄牡丹汤，《千金方》“刘涓子用硝石三合，云：肠痈
之病，小腹痞坚…… 脉数脓成不复，可下”，在《宝鉴》 被
移到方的前面，内容更扼要。

5.2.3.2 剪裁后使内容更为扼要 
 如务成子萤火丸，《千金方》“若从军系腰中勿离身，若家

挂户上甚辟盗贼绝止也”，被《宝鉴》剪裁成“又可挂于户
上”，内容更扼要。

 如屠苏饮，《千金方》“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
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

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气
也”而《宝鉴》为“十二月晦日中沈井中，正月朔日早晓出
药，入二瓶淸酒中，煎数沸，东向饮之，从少至老饮一杯，其
滓还沈井中，取水饮之”，更为扼要。

    上述调整文字的位置、剪裁后使内容更为扼要的变化是
作者按照自已的编撰体例和经验而改编的。

5.2.3.3 调整药物排列次序
    《宝鉴》所载的11首《千金方》方剂中，屠苏饮、大黄

牡丹汤、龙胆汤3首药方均对《千金方》所载方剂的药物进行
重新排序，一般规律是将剂量相同的药物调整在一起，以
“各”来表述，并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

 如屠苏饮，《千金方》为：大黄十五铢，白术、桂心各十八
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乌头六铢、菝葜十二铢。经《宝
鉴》整理成：白术一两八钱，大黄、桔梗、川椒、桂心各一两
半，虎杖根一两二钱，川乌六钱。

 如大黄牡丹汤，《千金方》为：大黄、芒硝各一钱半，牧丹
皮、桃仁、瓜蒌仁各二钱半。经《宝鉴》整理成：大黄四两，

牡丹三两，芒硝二两，瓜子一升，桃仁五十粒。

 如龙胆汤，《千金方》为：龙胆、钩藤皮、柴胡、黄芩、桔
梗、芍药、茯苓、甘草各六铢，蜣螂二枚，大黄一两，大黄煨
二钱。经《宝鉴》整理成：龙胆草、柴胡、黄芩、桔梗、钓藤
皮、赤芍药、赤茯苓、甘草各一钱，蜣蜋二个。这样避免了相
同剂量的重复描述，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了许多，

从形式上更简洁些。

另外，桃仁煎、十疰丸对药物排列次序有所调整。但这2首方
与上述的3首方的变化有所差别，如桃仁煎，其他药物是按剂
量由重而轻，重新排列药物次序，且朴硝移到最后。十疰丸，

只把甘草移到最后。

   

5.2.4 出处不同

 十疰丸、龙胆汤2首方剂在《备急千金翼方》和《千金要
方》上均有记载，《宝鉴》引文与两部《千金》原文比较，可
确定它的出自哪一部书。十疰丸，《宝鉴》用“细辛”，《备
急千金要方》载“细辛（一作蒿本）”，而《千金翼方》为
“藁本”；龙胆汤，《宝鉴》用“赤茯苓”，《备急千金要
方》载“茯苓（一作茯神）”，而《千金翼方》为“茯神”，

比较可知这2首方剂《宝鉴》引文出处是《备急千金要方》。

5.2.5 删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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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文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剪裁编辑 选材不
同

删除 内容

主治
变化

方名
变化

药物
变化

药量
变化

制药
法变
化

服用
法变
化

用词
变化

调整文
字的位
置

剪裁后
使内容
更为扼
要

药物排
序变化

总计
42

2 24 9 2 3 2
5 3 2 6 2 5 1 2 2 5

% 4.8 57 21.5 4.8 7.1 4.8
11.9 7.1 4.8 14.2 4.8 11.9 2.3 4.8 4.8 11.9

表7 《东医宝鉴》引用方剂与《千金方》原文比较结果
 如温脾汤，《千金方》“若咽中痛而声鸣者，加干姜一

两”，《宝鉴》删除了“加干姜一两”。

 如太乙神精丹，《千金方》记载治疗病症的种类多于《东医
宝鉴》。最后对剂量有所解释：“凡言刀圭者以六粟为一刀
圭，一说云三小豆为一刀圭。圭者以六粟为一刀圭，一说云三
小豆为一刀圭。”《宝鉴》删除“治偏风、大风、恶疾、癫
痫、疠节鬼打等最良”“亦有不吐瘥者，若不吐复不瘥者更服
一丸半。仍不瘥者后日增半丸，渐服无有不瘥。气亦定，当吐
出青黄白物”“若心腹不胀满者，可与一丸，日日加之，以知
为度，不必专须吐，亦可一丸即瘥。勿并与服，亦可三日一
服,……，始觉药行者，凡人禀性不同，不可一概与之”“药力
验壮，勿并多服，特慎油面鱼肉蒜，当清净服之。若有患久不
瘥在床，羸瘦并腹胀满及肿，或下痢者多死，但与药救之，十
人中或瘥三四人也”“不愈者，不过再服，亦有不汗而瘥，复
有不汗不愈者，服如上法加半刀圭以瘥为度”“亦有已死者，

冬二日夏一日，与此药服，服得下药便活，若不得入腹不
活”“服至五服，内必令人吐逆下利。过此即自定其药如小豆
大为始，从此渐小，不得更大，大风恶癞可二十服。偏风疬
节，诸恶风癫病等亦可二十服”“服此药后，小应头痛身热一
二日来，大不能得食味，后自渐得气味，五日后便能食。若贪
食过多者宜节之”。

    如龙胆汤，《千金方》“十岁以下小儿皆服之，小儿龙
胆汤第一……一岁儿加半两，余药皆准耳”被《宝鉴》删除
了。

5.2.6 补充内容

 如太乙神精丹 ，《宝鉴》补充内容，如“作土釜法：取两
个瓦盆，……醋和如稠粥用”是从《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胆
腑方·万病丸散第七·作土釜法》引用补充的；如“作六一泥
法：赤石脂……醋和如稠粥用”是引自《备急千金要方·卷十
二胆腑方·万病丸散第七·作六一泥法》；如“凡合此药
，……斋戒沐浴合之”是引自《千金翼方·卷第二十·杂病

下·备急第一·还魂汤》。

如大黄牡丹汤，《宝鉴》补充“一名大黄汤。一方，有冬苽
仁无瓜蒌仁，神效”等内容。

5.3 小结

通过上述《东医宝鉴》引文与《千金方》原著比较，我们可
知《宝鉴》总体上忠于《千金方》原著，但也有一些改动。主
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57%，其中药量变化占14.2%，服用法变
化、主治变化各11.9%、药物排序变化占11.9%，这4种变化最
多。（详见表7、图3、图4、图5）

佚文 4.8%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
容相同，但在表述
上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 57%

剪裁编辑 21.5%

选材不同 4.8%删除 7.1% 补充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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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东医宝鉴》引《千金方》与现存原著比较

制药法变化 2.3%

主治 11.9%

方名变化 7.1%

药物变化 4.8%

药量变化 14.2%

服用法变化 11.9%

服用量变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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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7种不同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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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引用书名 方剂 方数

1 千金翼方 务成子萤火丸 1

2 备急千金要方 点眼生肉翳药、温脾汤、桃仁煎、屠苏饮、十疰丸、太乙神精丹、大黄牧丹汤、龙胆汤 8

3 佚文 韭子丸、枳术汤 2

表8 《东医宝鉴》引用《千金方》2部著书以及引用方剂数量

调整文字的位置
4.8%

剪裁后使内容更为
扼要 4.8%

药物排序变化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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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剪裁编辑3种情况
《东医宝鉴》引用《千金方》的特点是：

    一．通过《宝鉴》引用《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
方》方剂8首、《千金翼方》方剂1首，总共9首。另有未见方
剂为2首，查今《千金方》通行本无相应内容，可以说《千金
方》佚文，对于辑复、校正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详见表
8）

二．主治变化中，有的是为了简洁而删除，有的是按自己的
经验而补充。

三．方名变化中，原文没有方名，在许浚编纂《东医宝鉴》

过程中，重新命名。还有方名的意思是一样，但只在用词上变
化。

    四．药物变化主要是适应当时用药的情况，使用分化后
的药名。

    五．药量变化，有的增加，有的减少，这可能是作者自
己的经验，与考虑当时朝鲜的情况和朝鲜人的体质而改用的。

    六．调整药物排列次序，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复描述，

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从形式上更为简洁。

    七．服用法变化、制药法变化、调整文字的位置、剪裁
后使内容更为扼要，出处不同、删除、补充可能是作者按照自
已的编撰体例和要求，以及自己的经验而做的改用。

6．《东医宝鉴》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方剂内容比较

6.1 《东医宝鉴》引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

剂数量

《东医宝鉴》引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剂108首，分别
是：内景篇一计14首， 内景篇二计6首，内景篇三计3首，内

景篇四计9首，共32首；外形篇一计7首，外形篇二计3首，外
形篇三计2首，外形篇四计4首，共16首；杂病篇二计10首，杂
病篇三计12首，杂病篇四计7首，杂病篇五计4首，杂病篇六计
5首，杂病篇七计5首，杂病篇八计2首，杂病篇九计2首，杂病
篇十计8首，杂病篇十一计5首，共60首。（详见附表3）

6.2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原著比较

以《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宋代宋太医局编《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方剂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一一与原文进行比较。将《东
医宝鉴》引文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发
现，两者不同之处可归纳为已佚、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剪裁编辑、删除原文内容、补充内容5种类
型。

6.2.1 佚文

安虫散、戊已丸、醍醐汤、消暑十全散、双解饮子、木香槟
榔散、榆白皮汤7首方剂在《和剂局方》通行本中均未见。

    如安虫散，《东医宝鉴·内景篇卷之三·虫》记载：

“治虫痛。上以化虫丸材，为细末，每一钱，米饮调下。《局
方》”。

    如戊已丸，在《东医宝鉴·内景篇卷之四·大便》记
载：“治湿痢。黄连、吴茱萸、白芍药各等分。上为末，面糊
和丸梧子大，空心，米饮下五七十丸。《局方》”。

    如醍醐汤，《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三·暑》记载：

“解暑热，止烦渴。乌梅肉另末一斤，草果一两，缩砂、白檀
香各五钱，炼蜜五斤。上细末，入蜜微沸搅匀，磁器盛，冷水
调服。《局方》”。

    如消暑十全散，《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三·暑》记
载：“治伤暑吐泻。香薷一钱半，白扁豆、厚朴、紫苏叶、白
术、赤茯苓、藿香、木瓜、白檀香各一钱，甘草五分，上剉，

作一贴，水煎服。《局方》”。

    如木香槟榔散，《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六·胀满》记
载：“治痈疽疮疖溃后脓水不止，肌肉不生，不敛。木香、槟
榔、黄连各等分。右细末，新水调涂，湿则干糁。膏粱熟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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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用。一方加黄丹。《局方》”。

如双解饮子，《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七·痎疟》记载：

“治瘴疟及寒疟，神效。肉豆蔲、草豆蔲各二个，一个煨，一
个生；厚朴二寸，一寸姜汁浸灸，一寸生用；甘草大者二两，

一半灸，一半生；生姜二块，一煨一生。上各剉，合分二贴，

入枣二梅一，水煎，空心温服。《局方》”。

    如榆白皮汤，《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十·妇人》记
载：“治产难，胞干不下。楡白皮、冬葵子、瞿麦各二钱，牛
膝、麻仁去壳各一钱半，木通一钱。上剉，作一贴，水煎服。

《局方》”。

    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现存版本中未见，这可以说《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佚文，对于辑复、校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6.2.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

6.2.2.1 主治变化
关于主治变化可见于七气汤、八正散、牛黄凉膈元、上丹、

人参顺气散、大山芋元、四七汤、苏子降气汤、秘传降气汤、

四君子汤、乌沉汤、复元通气散等81首方剂。

  如七气汤，《宝鉴》把《局方》“治虚冷上气，及寒气、

热气、怒气、恚气、喜气、忧气、愁气” 简练为“七情”。 

  如八正散，《宝鉴》仅治“热淋”，而《局方》治“口疮
咽肿，下治热淋”

  如牛黄凉膈元，《局方》详细，主治“咽膈不利，精神恍
惚，睡卧不安，口干多渴，唇焦咽痛”。而《宝鉴》主治扼
要，改成“治咽喉肿痛，口舌生疮，颔颊赤肿，热痰壅赛”。

    如上丹，《局方》详细，主治“女子绝阴，不能妊娠。

腰膝重痛，筋骨衰败，面色黧黑，心劳志昏，寤寐恍惚，烦愦
多倦，余沥梦遗，膀胱邪热，五劳七伤，肌肉羸瘦，上热下
冷，难任补药”。而《宝鉴》主治扼要，改成“治劳伤虚损，

男子绝阳，庶事不兴”。

    如人参顺气散，《宝鉴》删除“或脾胃不和，心腹刺
痛，胸膈痞满，倦怠少力，霍乱转筋，吐泻不止，胎前产
后”，主治扼要。而《局方》详细，主治范围广。

    如大山芋元，《局方》主治“治诸虚百损，五劳七伤，

肢体沉重，骨节酸疼，心中烦悸，唇口干燥，面体少色，情思
不乐，咳嗽喘乏，伤血动气，夜多异梦，盗汗失精，腰背强
痛，脐腹弦急，嗜卧少起，喜惊多忘，饮食减少，肌肉瘦瘁。

又治风虚，头目眩晕，心神不宁”，范围广。而《宝鉴》扼

要，主治“治虚弱羸瘦，脾胃虚弱，饮食减少，或大病后气不
复常，渐成劳损”。

    这部分的变化主要是扼要、简略，推测有两种原因。第
一是按照自已的编撰体例和要求，主要选编符合各门主题的内
容，删除或省略其他附随因素，所以方剂中的主治内容要比原
文扼要、简略。第二是与许浚在临床上应用这些方剂时得到的
效果有关，有时出现其他效果，有时未出现原文上记载的效
果，他就按自己的经验来改写。

6.2.2.2 方名变化
关于方名变化，在35首方剂中可见，可分3种情况。

    第一类是方名用词不同，如《局方》神保丸，《宝鉴》

改称神保元；如《局方》大山蓣丸，《宝鉴》改称大山芋元。

此外，还有苏合香元、惊气元、十四友元、青州白圆子、石韦
散、曲术元、黄连阿胶丸、驻景元、牛黄凉膈元、如圣胜金
锭、九痛元、槐角元、铁弹元、桂苓元、千金养脾元、参苓壮
脾元、小菟丝子元、无比山药元等27首方剂也有这种变化。

    第二类是增加词语，如《局方》“密蒙花散”，《宝
鉴》改为“局方密蒙花散”，《宝鉴》增加“局方”两字。另
外，还有脾约丸、至圣来复丹、八味黑神散3首方剂也有这种
变化。一般《宝鉴》的编辑主要是使文字更简洁，而这里增加
字数，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方名。如密蒙花散在《世医得效
方》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上都有记载，为了明确方名出
处，编辑者在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名前添加“局方”，

以示区别。

    第三类是减少词语，如《局方》“秘传羊肝丸”，《宝
鉴》改称“羊肝元”，《宝鉴》删除“秘传”两字。另外，还
有济阴丹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部分的主要变化在“丸”与“元”，《宝鉴》方名变
化中有的“丸”字改用“元”，这与避中国宋代皇帝真宗赵恒
讳有关。但也有的没改。

    

6.2.2.3 药物变化 
    关于药物变化，可见于秘传降气汤、四生散、小乌沉

汤、桂苓元、渗湿汤、惊气元、大山芋元、苏合香元、鹿茸四
斤丸9首方剂，这有4种情况。

    第一类是药物的改用，如《局方》秘传降气汤中茯苓，

《宝鉴》改用白茯苓。又如《局方》苏合香元中木香、诃子
皮，《宝鉴》分别改用青木香、诃黎勒去皮。再如《局方》四
生散中羌活，《宝鉴》改用独活。独活最早记载于《本经》，

又名羌活，二者原为一物。到宋朝的《药性本草》才把羌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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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一条，阐述了二者的区别。羌活、独活性味均为辛苦温，入
肾、膀胱二经，有散风寒，祛风通痹止痛的作用。另外，桂苓
元、渗湿汤也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类是增加药味，如《局方》小乌沉汤，《宝鉴》增加沉
香二钱半，这里加沉香是为了得到“调中”的效果。如《局
方》鹿茸四斤丸，《宝鉴》加五味子，这可能是为了增加方剂
中的“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功效。

  第三类是减少药味，如《局方》惊气元，《宝鉴》去“麻
黄”。

  第四类是药名变化，但其实两药是异名同药，如大山芋
元，《局方》“山蓣”，《宝鉴》称“山药”。

  这种变化是为了临床上应用方剂时得到更理想的效果，或
考虑采药的方便以及药物的价格。

6.2.2.4 药物初加工、炮制
    关于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变化，可见于七气汤、四物

汤、排风汤、苏子降气汤、秘传降气汤、四君子汤、乌沉汤等
76首方剂。如七气汤，《宝鉴》无“去粗皮”“汤洗七遍”。 

如四物汤，《宝鉴》无“去芦”“酒浸”“炒”“酒洒”

“蒸”。 如排风汤，《宝鉴》无“去芦”“去粗皮”“去
皮”“去根”。

    《宝鉴》有的删除《局方》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内容，

但查当时朝鲜医书中也不见这种情况，《宝鉴》以后刊行的朝
鲜医书上也未见，出现这种原因可能是《宝鉴》编纂时许浚与
几位医家一起编纂，没有做统一的要求，而是由每位医家个人
的喜恶自已来决定保留还是删除。

6.2.2.5 药量变化
    关于药量变化可见于七气汤、石韦散、汤泡散、排风

汤、大山芋元、云母膏、四七汤、苏子降气汤、秘传降气汤、

四君子汤等67首方剂。

  如七气汤总共4味药物，《局方》载“人参、甘草、肉桂各
一两、半夏五两”，而 《宝鉴》改为“半夏制三钱，人參、

肉桂、甘草灸各七分”，

  如石韦散总共10味药物，《局方》载“芍药、白术、滑
石、葵子、瞿麦各三两，石苇、木通各二两，王不留行、当
归、甘草各一两”，而《宝鉴》改为“滑石二钱，白朮、瞿
麦、赤芍药、冬葵子、石韦、木通各一钱，当归、王不留行、

甘草各五分”，

  如汤泡散总共3味药物，《局方》载“赤芍药、当归、黄连
上等分”，而《宝鉴》明确具体，改为“黄连、赤芍药、当归

各一钱”，。

    如排风汤总共12味药物，《局方》载“白藓皮、当归、

肉桂、芍药、杏仁、甘草、防风、芎 白术各二两，独活、

麻黄、茯苓各三两”，而《宝鉴》改为“独活、麻黄、赤茯苓
各一钱，白朮、肉桂、川芎、杏仁、白芍药、防风、当归、甘
草各八分，白鲜皮五分”。

如大山芋元总共20味药物，《局方》载“白术、麦门冬、白
芍药、杏仁、防风、芎各一两半，大豆黄卷、熟干地黄、肉
桂、神曲、当归各二两半，桔梗、白茯苓、柴胡各一两二钱
半，干姜七钱半，甘草七两，大枣一百个，阿胶、人参各一两
七钱半，白蔹半两”，而《宝鉴》改为“甘草三两半，大豆黄
卷炒、熟地黄、当归、肉桂、神曲炒各一两二钱半，人参、阿
胶各八钱二分半，白术、麦门冬、防风、白芍药、杏仁、川芎
各七钱半，白茯苓、桔梗、柴胡各六钱二分半，干姜三钱七分
半，白敛二钱半，大枣百枚”。

    如云母膏总共40味药物，《局方》“陈皮一两”，而
《宝鉴》改为“陈皮五钱。

    在有的方剂中所有的药物剂量均有变化，有的方剂只有
部分药物剂量有变化，变化比率也不等，但一般都是减少，这
可能是《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或
考虑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进行的修改。

6.2.2.6 制药法变化
    关于制药法变化，可见于四柱散、三五七散、排风汤、

七气汤、四七汤、苏子降气汤等18首方剂。

    如四柱散，《局方》“生姜二片，枣子一个”，而《宝
鉴》改为“姜三片，枣二枚”。 

    如三五七散，《宝鉴》“加姜三片，枣二枚”。

    如排风汤，《局方》“入生姜四片”，而《宝鉴》改为
“入姜三枣二”。

   

6.2.2.7 制药量变化
关于制药量变化，可见于化虫丸、透冰丹、进食丸3首方剂。

    如化虫丸，《宝鉴》丸药“梧子大”，比《局方》“麻
子大”量稍大。 

    如透冰丹，《宝鉴》“旋圆芡实大”，而《局方》为
“旋丸如梧子大”。

    如进食丸，《宝鉴》“黍米大”，而《局方》为“麻子
大”。

6.2.2.8 服用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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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服用法变化，可见于木香槟榔丸、羊肝元、牛黄凉
膈元、备急五嗽元、八味黑神散、七气汤、四七汤、苏子降气
汤、秘传降气汤、四君子汤、神保元等66首方剂。

    如木香槟榔丸，《局方》“食后，温生姜汤下”，而
《宝鉴》改为“空心，姜汤下”。

    如羊肝元，《局方》“食后，以温浆水吞下”，而《宝
鉴》改为“空心，温水下”。

    如牛黄凉膈元，《局方》“温薄荷人参汤嚼下，食后
服。小儿常服半丸，治急惊一丸，并用薄荷水化下”，而《宝
鉴》改为“薄荷汤嚼下”

    如备急五嗽元，《局方》“温酒下，米饮亦得”，而
《宝鉴》改为“溫水下”。

    如八味黑神散：《宝鉴》删除“急患不拘时候，连进二
服”。

6.2.2.9 服用量变化
关于服用量变化，可见于神保元、曲术元、九痛元、至宝

丹、升麻葛根汤、金露元、乌沉汤、复元通气散、至圣来复
丹、十四友元等34首方剂。

    如神保元，《宝鉴》“五七丸”，《局方》原为“三
粒”。 

    如曲术元，《宝鉴》“三五十丸”，《局方》原为“三
十丸”。

    如九痛元，《宝鉴》“三五丸”，《局方》原为“一
丸”。

    如至宝丹，《宝鉴》“人参汤化下一丸，《局方》原为
“人参汤化下三丸至五丸”。

    如升麻葛根汤，《宝鉴》无具体记载，且删除“小儿量
力服之”，而《局方》原为“每服三钱，日二、三服”。

    如金露元，《宝鉴》“姜汤下三丸或五丸”，而《局
方》原为“每服五丸，小儿两丸。心中痰患，姜汤下。心痛，

酸石榴皮汤下……伤冷腹痛，酒食所伤，酒疸、黄疸，结气痞
塞，鹤膝，并用盐汤、盐酒下”，表述详细。

    上述仲景方、《千金方》中服用量变化的原因与药物剂
量或制药量变化有关，但在这里的变化与两者无关，药量上没
有变化，制药量也没有变化，可能是《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
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

6.2.3 剪裁编辑

6.2.3.1 调整文字的位置 

关于调整文字的位置变化，可见于青州白圆子、太乙膏、云
母膏3首方剂。

    如青州白圆子，《宝鉴》对原文进行了剪裁，并在不同
的《内景篇二·痰饮》青州白圆子“治风痰壅盛，呕吐眩晕，

及瘫痪风。半夏七兩，天南星三兩，白附子二兩，川乌五钱。

上生为细末，淸水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朝夕换
水，候日数足，乃取纳生绢袋中，滤过其滓，再硏滤过，以尽
为度，澄淸，去水晒干。又爲末，以糯米粥淸和丸綠豆大。薑
湯呑下三五十丸。（局方）”、和《杂病篇二·风》“治中
风，痰涎壅塞，斜瘫痪，一切风疾，及妇人血风，小儿惊风
等证” 二处分开记载。

如原文的内容太长或复杂的话，《宝鉴》通过重新调整文字
位置，使得更简洁，而且重视与每个分段的主题相吻合，上述
的青州白圆子是一部分在《东医宝鉴·内景篇二·痰饮》，另
一部分在《东医宝鉴·杂病篇二·风》中分开记载，前者主要
重视“痰”，后者重视“风”。

6.2.3.2 调整药物排列次序 
    关于调整药物排列次序，可见于秘传降气汤、四君子

汤、朝真丹、七气汤、四七汤、苏子降气汤、乌沉汤等53首方
剂，这有二种情况。

    第一类是规律性的变化。 

    如秘传降气汤，《局方》“桑白皮二两，骨碎补、草果
仁、五加皮、半夏、桔梗、诃子各半两，甘草、枳壳、陈皮、

柴胡、地骨皮各一两”，而《宝鉴》调整为“桑白皮一錢，陳
皮、枳殼、柴胡、甘草炙各五分，地骨皮、五加皮、骨碎補、

訶子皮、草果、桔梗、半夏麴各三分”。此外，还有七气汤、

四七汤、苏子降气汤、乌沉汤、小乌沉汤、复元通气散、惊气
元、十四友元、龙脑鸡苏丸等47首方剂属于这种情况。

    这是以“各”来表述，并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
序，这样一来，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复描述，药量由大而小的
排列也显得整齐了许多，且形式上更简洁些。

    第二类是无规律性的变化。如四君子汤，《局方》 甘
草，茯苓，白术，《宝鉴》白茯苓，白术，甘草。又如朝真
丹，《局方》原文组方中有朱砂，后面制药方法又再次提到朱
砂，《宝鉴》将朱砂移到后面，避免了重复。此外，还有至圣
来复丹、四物汤、新法半夏汤、温中化痰丸4首方剂也属于这
种情况。

6.2.4 删除内容

   关于删除原文内容，可见于七气汤、神保元、至圣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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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
文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剪裁编辑 删除 补充

主治 方名 药物
变
化

药物
初加
工、
炮制

药量
变化

制药
法变
化

制药
量变
化

服用
法变
化

服用量
变化

调整
文字
位置

药物排
列次序

总
计
473

7 382 63 18 3

86 33 9 65 69 19 1 65 35 3 60

%
1.5 80.8 13.3 3.8 0.6

18.2 6.9 1.9 13.7 14.6 4.2 0.2 13.7 7.4 0.6 12.7

表9 《东医宝鉴》引用方剂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文比较结果
丹、朝真丹、排风汤、补损当归散、乌药顺气散、朱矾散、半
硫丸、上丹、人参顺气散等21首方剂。

    如七气汤，《宝鉴》删除“不能饮食，时发时止，发即
欲死”。

    如神保元，《宝鉴》删除“肺气甚者”。

    如至圣来复丹，《宝鉴》删除《千金方》“善治荣卫不
交养，心肾不升降，上实下虚，气闭痰厥，心腹冷痛，脏腑虚
滑，不问男女老幼，危急之证，但有胃气，无不获安，补损扶
虚，救阴助阳，为效殊胜”“甚者五十粒，小儿三、五粒，新
生婴儿一粒。小儿慢惊风或吐利不止，变成虚风搐搦者，非风
也，胃气欲绝故也，用五粒研碎，米饮送下。老人伏暑迷闷，

紫苏汤下。妇人产后血逆，上抢闷绝，并恶露不止，及赤白带
下，并用醋汤下。常服和阴阳，益精神，散腰肾阴湿，止腹肋
冷疼，立见神效。应诸疾不辨阴阳证者，并宜服之，灵异不可
具纪”。

    如朝真丹，《宝鉴》删除“内受风冷，或饮食生冷，内
伤脾胃”。

    如排风汤，《宝鉴》删除“男子、妇人风虚冷湿，邪气
入脏”“肝风发则面青心闷，吐逆呕沫，胁满头眩重，耳不闻
人声，偏枯筋急，曲拳而卧。心风发则面赤翕然而热，悲伤嗔
怒，目张呼唤。脾风发则面黄，身体不仁，不能行步，饮食失
味，梦寐倒错，与亡人相随。肺风发则面白，咳逆唾脓血，上
气奄然而极。肾风发则面黑，手足不随，腰痛难以俯仰，痹冷
骨疼”“若有此候，令人心惊，志意不定，恍惚多忘。服此汤
安心定志，聪耳明目，通脏腑诸风疾”。

    如补损当归散，《宝鉴》删除“忌海藻、菘菜、生葱、

猪肉、冷水”。

    如乌药顺气散，《宝鉴》删除加减法 “如四时伤寒，憎
寒壮热，头痛肢体倦怠，加葱白三寸，同煎并服，出汗见效。

如闪挫身体疼痛，温酒调服。遍身瘙痒，抓之成疮，用薄荷三
叶煎服”，还删除疗效“常服疏风顺气”。

    如朱矾散，《宝鉴》删除“先使乱发频揩舌上垢，令净
即瘥”。

6.2.5 补充内容

    关于补充内容，可见于神保元、化虫丸、朝真丹3首方
剂。

    如神保元，《宝鉴》补充“治诸气注痛”。

    如化虫丸，《宝鉴》补充“大人二十丸”。

    如朝真丹，《宝鉴》补充“脉微弱”。

6.3 小结
    《宝鉴》方剂引文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著比较，

可知《宝鉴》总体上忠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著，但也有
一些改动，主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80.8%，其中，主治变化占
18.2%，药量变化占14.6%，药物初加工、炮制占13.7%服用量
变化占13.7%，另外，药物排列次序变化占12.7%，这5种变化
最多。（详见表9、图6、图7、图8）

《东医宝鉴》引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特点是：

    一．通过《东医宝鉴》引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著
比较，未见方剂为2首。这2首方剂查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通行本无相应内容，可以说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佚文，对
于辑复、校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主治变化主要是扼要、简略， 这种变化可以推测两
种原因。第一是按照自已的编撰体例和要求，主要选编符合各
门主题的内容，删除或省略其他附随次要内容，所以方剂中的
主治内容要比原文扼要、简略，第二是与许浚在临床上应用这
些方剂时得到的效果有关，有时出现其他效果，有时未出现原
文上记载的效果，他按自己的经验而进行改写。

   三．方名变化主要在“丸”与“元”，《东医宝鉴》方名
变化中有的“丸”字改用“元”，有的没改。《东医宝鉴》编
辑主要是使得更简洁，增加方名字数，是为了避免方名重复，

有助区别同名方剂的出处。

    四．药物变化主要是许浚可能考虑采药的方便以及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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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而改用。另外是为了临床上应用方剂时得到更理想的效
果而改用。

    五．《东医宝鉴》有的删除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内容，

但查当时朝鲜医书中也不见这种情况，《东医宝鉴》以后刊行
的朝鲜医书上也未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东医宝
鉴》编纂时许浚与几位医家一起编纂，没有做统一的要求，而
是由每位医家个人的喜恶自已来决定增删。

    六．药量变化，有的方剂中所有的药物剂量均有变化，

有的方剂只有部分药物剂量有变化，变化比率也不等，但一般
都是减少，这可能是《东医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
诊治经验和体会或考虑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进行的修改。

    七．服用量变化，上述仲景方、《千金方》服用量变化
的原因与药物剂量或制药量变化有关，但《宝鉴》引用《局
方》方剂服用量变化与两者无关，药量上没有变化，制药量也
没有变化，可能是《东医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
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

    八．如原文内容太长或复杂的话，《东医宝鉴》则通过
重新调整文字位置，使其变得更简洁，而且与每个分段的主题
相符合。

    九．调整药物排列次序主要是以“各”来表述，并按剂
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这样一来，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
复描述，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了许多，从形式上更
简洁些，另外还发现了有不规则的变化。

    十．制药法变化、制药量变化、服用法变化、删除原文
内容、补充内容可能是《东医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
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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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东医宝鉴》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与现存原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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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9种不同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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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剪裁编辑有2种情况

7．《东医宝鉴》与元代《世医得效方》

方剂内容比较
7.1 《东医宝鉴》引用《世医得效方》方剂数量

    《东医宝鉴》（以下简称《宝鉴》）引用《世医得效
方》（以下简称《得效》）方剂数量为：内景篇：内景篇一计
19首， 内景篇二计19首，内景篇三计12首，内景篇四计40

首，共90首；外形篇： 外形篇一计37首， 外形篇二计19首，

外形篇三计25首，外形篇四计24首，共105首；杂病篇：杂病
篇一计1首，杂病篇二计22首，杂病篇三计13首，杂病篇四计
19首，杂病篇五计17首，杂病篇六计39首，杂病篇七计24首，

杂病篇八计29首，杂病篇九计34首，杂病篇十计18首，杂病篇
十一计40首，共257首，总共引用了451首方剂。（详见附表
4）

7.2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世医得效方》原文比较

    以《宝鉴》方剂引文与元代危亦林《得效》方剂作为研
究对象，分别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宝鉴》引文与《得
效》原文进行比较，两者归纳为已佚、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
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剪裁编辑、删除原文内容、补充内容五种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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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佚文

    这有两种情况，第一是方剂全文未见，玉锁丹、三生
丸、术附汤 、加味钱氏白术散、上清元等35首方剂属于这种
情况。

    如玉锁丹在《宝鉴·内景篇一·精》中有记载，“治精
气虚滑，遗泄不禁。龙骨、莲花蕊、芡仁、乌梅肉各等分。上
为末，山药糊和丸小豆大，空心，米饮下三十九”。

    如三生丸在《宝鉴·外形篇一·头》中有记载，“治痰
厥头痛。半夏、白附子、天南星各等分。上为末，姜汁浸，蒸
饼和丸绿豆大，食后姜汤下四五十丸”。

    如上清元在《宝鉴·外形篇二·咽喉》中有记载，“治
咽喉肿痛，口舌生疮，能爽神。薄荷叶一斤，缩砂四两，甘草
二两，防风、黄芩，桔梗各一两。上为末，蜜和，两作二十
丸。每一丸，常含化咽之”。

    如术附汤在《宝鉴·杂病篇三·寒（下）》中有记载，

“治中寒。白术三钱，甘草炙一钱半，附子炮一钱。上挫，作
一贴，入姜十片煎水，调苏合元三丸服之”。

    如加味钱氏白术散在《宝鉴·杂病篇六·消渴》中有记
载，“治消渴不能食，又治消中善饥。干葛二钱，人參、白
术、白茯苓、藿香、甘草各一钱，木香、柴胡、枳壳、五味子
各五分。上剉，作一贴，水煎服”。

    上述方剂内容在其他现存版本的《得效》中也未见，另
外，在韩国有一种《得效》的朝鲜古活字本（公元1425年）的
版本上也未见，这些佚文对《得效》残本的辑复、校勘等具有
重要的文献价值。

    第二是原文只见方名而不见方剂组成等其他内容，但在
《宝鉴》方剂引文中可见到这些其他内容，如车前散。

    如车前散方名可见于现存的《得效》，但却没有其他内
容的记载，而在《东医宝鉴·外形篇一·眼》中则有该方组成
等其他内容的记载，“治肝经热毒、逆顺生翳、血灌瞳人，羞
明多泪。密蒙花、甘菊、白蒺藜、羌活、草决明、车前子、黄
芩、草龙胆、甘草各等分，上为末，每二钱，米饮调下”。这
应该也属于佚文的一种。

   

7.2.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

7.2.2.1 基本相同
    《宝鉴》与《得效》的比较过程中，发现除了有些字词

的变化以外基本内容相同。

    如姜蜜汤，《宝鉴》“治小便出血。牛姜七片，蜜半
杯，白茅根一握。上水煎服”；而《得效》为“治小便出血不
止。生姜（七片）、蜜（半盏）、白茅根（一握）上用水同煎
服，神效”。

    如莲心散，《宝鉴》“治劳心吐血。莲子心五十个，糯
米五十粒。上为末，酒调服”；而《得效》为“治劳心吐血 
上以莲子心五十个，糯米五十粒，为末，酒调服，效”。

    如牛乳汤《宝鉴》 “治气痢。荜拨二钱锉，牛乳半升。

上同煎减半，空心服”；而《得效》为 “治气痢，泄如蟹
渤。荜茇（二钱）、牛乳（半升）上同煎，减半，空腹服，

效” 。

    如地龙饮，《宝鉴》“治瘴疟大热烦燥生地龙大者三条
硏细入姜汁薄荷汁生蜜各少许新汲水调下热炽加龍脑少许”；

《得效》为“ 治瘴疟诸疟，大热烦躁。 生地龙（三条，研细
末）上入生姜汁、薄荷汁、生蜜各少许，新汲水调下。如热
炽，加脑子少许服，效”。

    如鸡心散，《宝鉴》“治肾藏风发疮疥。鸡心槟郞二个
破开，以黄丹三钱合在内。湿纸裹煨，全蝎六个，硫黄四钱，

入轻粉、靑黛各半钱，麝香少许。上和匀，磁器收贮，每用少
许淸油调抹两掌掩外肾，女掩两乳，各睡至醒，次日又用，之
经验”；而《得效》为“肾脏风发疮疥，鸡心槟榔（二个，破
开，以黄丹三钱合在内，用湿纸裹煨）全蝎（六个）明硫黄
（四钱）上为末，入轻粉半钱，麝香少许，青黛末半钱，于瓷
器内收。每用少许，清油调抹两掌掩外肾，女以两掌掩两乳，

各睡至醒，次日又用。经验”。

    如葵花散，《宝鉴》“治一切热疮。郁金、黄连、黄
栢、栀子、葵花各等分。右为末，冷水调膏，贴之神效”，而
《得效》为“治一切疮。郁金、黄连、黄柏、栀子仁、葵花
（各等分）上为末，冷水调成膏，贴疮痛处，神效”。

    另外六磨汤、荆槐散、瞿麦散、香椒散、蜗牛散等35首
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些基本相同的原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按自己
经验所见，用原文的方剂也没什么问题，所以直接引用；另一
种原因是有关治疗怪疾方剂的原文几乎都是直接引用，《宝
鉴》中引用《得效》的对怪疾的方剂引用数为16首方剂，其内
容基本相同，这可能是当时朝鲜很少见这种怪疾，但编纂者认
为很需要治疗怪疾的方剂，所以直接引用。

7.2.2.2 主治变化
主治变化有主治内容扼要、内容更详细、、内容不同、范围



한국의사학회지 제22권 1호                          THE JOURNAL OF KOREAN MEDICAL HISTORY. VOL. 22, No. 1

- 113 -

缩少、主治范围增加五种类型，

第一是主治内容扼要。

    如神仙九气汤，《宝鉴》“治九气作痛”，而《得效》

为“治九气：膈气、风气、寒气、热气、忧气、喜气、惊气、

怒气、山岚瘴气。积聚坚牢如杯，心腹刺痛，不能饮食，时去
时来，发则欲死”。

    如定志丸，《宝鉴》“治心气不足，忽忽喜忘，神魂不
定，惊悸恐怯，梦寐不祥”；而《得效》“治心气不定，五脏
不足，甚者忧忧愁愁不乐，忽忽喜忘，朝瘥暮剧，暮瘥朝发。

及因事有所大惊，梦寐不祥，登高履险，致神魂不安，惊悸恐
怯”，《宝鉴》扼要。

    如芜荑散，《宝鉴》“治蛔咬心痛”，而《得效》为
“治大人小儿蛔咬心痛。经云：虫贯心则杀人。欲验之，大痛
不可忍，或吐青汁、黄绿水，出涎沫，或吐虫出，发有休止，

此即蛔心痛。宜速治之”《宝鉴》扼要。

    如苏感元，《宝鉴》“治积痢，腹内紧痛”，而《得
效》为“治气积腹痛啼叫，利如蟹涎。皆因触忤其气，荣卫不
和，淹涎日久得之” 《宝鉴》扼要。

    如决明丸，《宝鉴》“治热眼病后，毒气攻目、生翳膜
遮障”，而《得效》为“治诸般眼患，因热病后毒气攻目，生
翳膜遮障，服此渐渐消退，免使针刀”《宝鉴》扼要。

    另外滑石散、撞气阿魏丸、加味寿星元、酒蒸黄连丸、

加减八味丸、乌梅丸、家韭子元、吴茱萸汤、赤石脂散、疏风
顺气元、川芎茶调散 等141首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宝鉴》编辑规律一般是撮要原文内容，但不改原文的
意思，据上述例子看，虽然作者简要了原文的主治，但是原文
的意思没有变化。

    第二是《宝鉴》主治内容更详细，可见于以下4种方剂。

    如一醉膏，《得效》为“治心恙”，而《宝鉴》更详
细，“治心有恙癫狂”。

    如陈艾汤，《得效》为“盗汗”，而《宝鉴》更详细，

治“心腋盗汗”。

    如蜡苓元，《得效》“补虚治浊，止渴润肠。妇人血海
冷，白带、白淫、白浊”，而《宝鉴》更详细，为“治肾有邪
湿，精气不固、小便白浊，淋沥不止。及妇人白淫白带，小便
如泔等证。”

如白附子散，《宝鉴》记载详细，还治疗“或牵引两眼，遂
至失明”。

第三是主治内容不同。

    如甘遂散，《宝鉴》“治五种癫痫及妇人心风血迷”，

而《得效》为“治大小便不通”。

    如鸡肠散，都治遗尿，但《宝鉴》专治小儿遗尿，并且
病因还可为“阳气不足”。

    如通秘散，《宝鉴》治疗“气淋”，而《得效》治疗
“血淋”。

    加味四君子汤，《宝鉴》为“治气虚泄泻”，而《得
效》“为治疗久痢”

    另外加减八味丸、木香散（有两首，但内容不一）、木
香散、感应元、羚羊角元、川椒散、肠风黑散、薤白粥、一服
散、郁金丸10首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第四是主治范围缩少：

    如快气汤，《得效》为“治一切气”，“及宿酒不解，

不思饮食”，而《宝鉴》范围缩小，为“治中气最佳，治气不
升降，上气喘促”。

    如导痰汤，《得效》治“一切痰”，而《宝鉴》主治范
围缩小，为“风痰”。

    如碧金散，《得效》为“治蛔虫、寸白虫”，而《宝
鉴》范围缩小，为“寸白虫”。

    另外开心散、水煮木香元、二仁元、密蒙花散4首方剂也
属于这种情况。

    上述《得效》的主治范围较大，但可能《宝鉴》作者根
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如用方剂时效果不理想，

或发现了对这种疾病效果更好的方剂，而进行的修改。   

   

    第五是主治范围增加：

    如五仁丸，《宝鉴》增加治“妇人产后便秘尤宜”。

    如玉屑无忧散，《宝鉴》增加治“缠喉风”。

    如参术散，《宝鉴》增加治“心痛”

    如胡麻散，《宝鉴》还可治疗“疮疥，及紫白癜风”

    另外五灵脂散、一捻金元2首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上述的主治详细、不同、增加，可能是编纂者在临床上应用
时，发现新的效果或自己认为原文上的方剂与其效果不符合，

而予以变化。   

7.2.2.2 方名变化
    19首方剂有方名变化。

    如《得效》菟丝子丸，《宝鉴》改称大菟丝子元。

    如《得效》川方五子丸，《宝鉴》改称五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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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得效》补胞饮，《宝鉴》改称补脬饮。

    如《得效》茱萸汤，《宝鉴》改称吴茱萸汤。

    如《得效》煞虫方，《宝鉴》改称苦练汤。

    如《得效》一方，《宝鉴》改称二连丸。

    另外《得效》一醉膏、洗溻汤、疳湿散、治惑桃仁汤、

黑元、桑白皮汤、合掌散、钱氏安神丸、大惊元、洗疳疮药、

蚊蛤散、治牙疼药、郁金散13首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7.2.2.3 药物变化 
药物变化可见于40首方剂，有药物改变或用字改变、增加、

减少三种情况，

第一是药物改变。如如神授散，《得效》为川椒，《宝鉴》

为红椒；如胃风汤，《得效》用白茯苓，《宝鉴》改用用赤茯
苓。其中不少是药物同而用字不同，如加味茯苓汤，《得效》

用粉草，《宝鉴》改用甘草；玄胡索散，《得效》用延胡索，

《宝鉴》用玄胡索；加味羌活散，《宝鉴》蝉壳改用蝉蜕；陈
艾汤，《宝鉴》茯苓改用白茯苓。

    另外推气丸、芎犀元、密蒙花散、八味还睛散、羚羊角
散、决明丸、川椒散、神效散、诃子散、参术散、蝉蜕散、清
肌散、芎活汤、黄蜡膏、神秘左经汤、茱萸内消元、一捻金
元、钓肠丸、龙骨散、肾沥汤、人参羌活散、苓术汤、茯苓白
术汤、自然铜散等26首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变化可能是《东医宝鉴》编纂者在编写中原文的药
名改称当时朝鲜常用的药名。

    第二是药物增加。如甘遂散，《宝鉴》加猪心血、辰
砂；苦杖散，《宝鉴》加虎杖根；感应元，《宝鉴》加增加荜
澄茄、三棱。

 

    第三是药物减少。如乌梅丸，《宝鉴》无“乌梅、干
姜”；碧金散，《宝鉴》无“猪牙皂角”。另外，黑神散、神
应黑玉丹2首方剂也属于这种情况。

 

7.2.2.4 药物初加工、炮制变化
    关于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变化有删除、增加两种情况。

    第一是删除，可见于锁阳丹、八味顺气散、快气汤、加
味四七汤、茯苓饮子、加味寿星元、铁粉散、鹿角胶丸、加减
四物汤、酒蒸黄连丸、小蓟散、红粉、导痰汤、破痰消饮元等
130首方剂。

    如万金汤，《宝鉴》删除“去粗皮、炙香、切、酒浸、

焙、去粗皮、去土、酒拌、微火炒”。

    如通气驱风汤，《宝鉴》删除“去芦、炙、去白、去
根、麸炒去穰”。

    如藿香正气散，《宝鉴》删除“洗、洗去土、去粗皮
切、姜汁拌炒、去芦、去白、汤洗七次、去土”。

    第二是增加，可见于五灵脂散、鸡舌香散、加味小建中
汤3首方剂。

    如五灵脂散，《宝鉴》增加草乌炮制法，用“制草
乌”。

    如鸡舌香散，《宝鉴》增加白芍药炮制方法，“酒
炒”。 

    如加味小建中汤，《宝鉴》增加“白芍药酒炒、远志姜
汁炒”。

   

    查当时朝鲜医书以及《宝鉴》以后刊行的朝鲜医书都有
药物初加工和炮制的内容，《宝鉴》有时删除药物初加工、炮
制的内容，可能是《宝鉴》由许浚等多位参加编纂，引用时受
医家个人习惯而作的删除。

    《宝鉴》增加了药物初加工、炮制的方法，特别是在五
灵脂散上增加了草乌的炮制法，这是为了去除草乌的毒性，更
合理。

7.2.2.5 药量变化
    关于药量变化有5种不同的情况，药量增加、药量减少、

药量增加减少并见、药量具体化、药量未载。

    第一是药量增加。

    如化虫散4味药物，《宝鉴》鹤虱用量加倍，为二钱。

    如碧金散7味药物，《宝鉴》麝香用量为“二钱半”，而
《得效》为“一分”。

    如五仁丸6味药物，《宝鉴》郁李仁剂量加倍。

    如白附子散8味药物，《宝鉴》干姜、朱砂、麝香用量增
加，各二钱半；而而《得效》为各一分。

    另外，神仙九气汤、快气汤、朱砂膏、加味茯苓汤、鹿
角胶丸、八味还睛散、泻肝散、凉胆丸、通肝散、地黄散、定
心丸、消毒饮等总共42首方剂均有变化。

   

    第二是药量减少。

    如芎辛散7味药物，《宝鉴》“川芎、细辛、防风、桔
梗、白芷、羌活、桑白皮各一钱”，而《得效》为“川芎、细
辛、防风  桔梗、白芷、甘草、羌活各一两，桑白皮半两”，

甘草、川芎、细辛、防风、桔梗、白芷、羌活各减为1/10，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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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减为1/5，甘草减为1/20。

    如导痰汤6味药物，《宝鉴》“半夏姜制二钱，南星炮、

橘红、枳壳、赤茯苓、甘草各一钱”，而《得效》为“半夏四
两，天南星、橘红、枳实、赤茯苓各一两，甘草半两”，半夏
减为1/20，南星炮、橘红、枳壳、赤茯苓各减为1/10，甘草一
钱减为1/5。

    如乌梅丸8味药物，《宝鉴》“黄连七钱半，当归、川
椒、细辛、附子炮、桂心、人参、黄柏各三钱”，而《得效》

为“乌梅三十个、当归、川椒、细辛、附子、桂心、人参、黄
柏各六钱、干姜一两、黄连一两三钱”，除黄连外，都减半。

黄连《宝鉴》为“七钱半”，《得效》为“一两三钱”。

    如地肤子汤10味药物，地肤子《宝鉴》为—钱，而《得
效》为一两半。

    如水煮木香元9味药物，《宝鉴》“干姜二两，罂粟壳一
两，诃子肉三钱，当归、白芍药各二钱半，木香、青皮、陈
皮、甘草各一钱半”，而《得效》为“罂粟壳二两、诃子肉六
钱、干姜四两、木香、青皮、陈皮、甘草各三钱、当归、白芍
药各半两”，《宝鉴》均减半。

    另外，八味顺气散、加味四七汤、铁粉散、麝香散、茯
苓调血汤、加减四物汤、酒蒸黄连丸、陈艾汤、葱白汤、加味
清心饮、木香散、吴茱萸汤等，总共113首方剂中均见。

    第三是药物增加减少并见。

    如生附汤5味药物，《宝鉴》“附子、滑石各七分，木
通、半夏制、瞿麦各一钱二分”，而《得效》“附子 滑石 瞿
麦  木通  半夏各三分”，《宝鉴》减少附子、滑石剂量，各
七分，《得效》为“各半两”，《宝鉴》增加木通、半夏、瞿
麦剂量，各一钱二分，《得效》为“各三分”。

    如补肝散9味药物，《宝鉴》增加柴胡、芍药剂量，其他
药物剂量大大减少。

    如羚羊角散10味药物，细辛用量减半，半夏曲、羚羊
角、薄荷增加为25倍。

    另外，清凉散、犀角饮、加味羌活散等6首方剂也属于这
种情况。

    第四是药量具体化。

    如凝神饮子，《得效》为“等分”，《宝鉴》明确药物
剂量为“各七分”。

    如胃风汤，《得效》为“等分”，《宝鉴》为“各一
钱”。

    如通苓散，《得效》中无明确的药物剂量记载，《宝

鉴》为“各—钱”。

如黄芪益损汤，《得效》“各等分”，《宝鉴》有具体记
载，“人参、黄芪、木香、白术、当归、桂皮、白茯苓、白芍
药、半夏、川芎、熟地黄、山药、五味子、牡丹皮、麦门冬、

石斛、甘草各七分”。

另外，驱风一字散、参术散、神秘左经汤、加味通心饮、苓
术汤、人参清肺汤、澄清饮、生地黄饮子、梅花汤等21首方剂
均见这种情况。

    第五是药量未载。

    如加味养脏汤，《得效》“各五钱”，而《宝鉴》未载
药量，。

    如清肌散，《得效》“败毒散一两半，加天麻、薄荷各
三钱，蝉蜕二七个”，而《宝鉴》载“荆防败毒散，加天麻、

薄荷、蝉壳、人参”。   

    另外白扁豆散、羌菊散、舒筋散，总共6首方剂中均见。

    许浚曾在《东医宝鉴·内景篇卷之一·集例》指出《得
效》每方总量只有五钱，平均到每味药就显得用量太轻，以致
难以奏效，因为“二三十种之药，则一材仅入一二分，性味微
小，焉能责效”，照他这句话，《宝鉴》中的用药量应该比
《得效》有所增加，但事实上《宝鉴》引用《得效》方剂的用
药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看来许浚言行并不一致。

   

7.2.2.6 制药法变化
    如郁金散，《宝鉴》为“以竹叶、竹茹入盐煎水”，而

《得效》为“以竹叶、竹皮浓煎”。 

    如酒蒸黄连丸，《宝鉴》为“粟米糊和丸”，而《得
效》为“面糊为丸。

    如乌梅丸，《宝鉴》用“醋浸乌梅”，而《得效》为
“苦酒渍乌梅”。

    如蜡苓元，《宝鉴》记载了加入猪苓同煮，而《得效》

中无猪苓。

    如苦杖散，《宝鉴》中记载“单酒浓煎亦效”，而《得
效》未载。

    另外，感应元、天柱丸、木通散、应痛元、钓肠丸、枯
矾散、八宝回春汤、小通圣散、通气驱风汤、回阳汤、除湿
汤、增损乐令汤、参香散、大建中汤等48首方剂均有这种情
况。

7.2.2.7 制药量变化
   3首方剂有制药量变化。如诃子散，《宝鉴》省略“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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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仓卒散，《宝鉴》减少酒的用量，增加水一盏。另
外，还有茯苓调血汤。

7.2.2.8 服用法变化 
    如撞气阿魏丸，《得效》为男女服药媒介有别，女子为

“醋汤下”，而《宝鉴》不分。

    如加味茯苓汤，《得效》记载“每服四钱”，而《宝
鉴》未写明每次服药剂量。

    如鹿角胶丸，《得效》服“五十丸”，而《宝鉴》为
“七十丸”。

    如郁金散，《得效》记载还可以“炒盐敷”。

    如酒蒸黄连丸，《得效》记载酒毒下血，当“温米饮
下”，《宝鉴》未作分别。

    如八味还睛散，《宝鉴》增加“菊花汤调下亦可”。

    另外，锁阳丹、八味顺气散、辰砂妙香散、黑神散、太
乙神精丹、导痰汤、又方、乌梅丸、地肤子汤、五子元、鸡肠
散、家韭子元、胃风汤、感应元、苏感元、二仁元、芎黄散等
88首方剂中亦可见到。

7.2.2.9 服用量变化
    如茯苓饮子，《宝鉴》增加为“七钱”，而《得效》为

“三钱”。 

    如姜术汤，《宝鉴》服药剂量增加，“每五钱。枣二
枚，水煎服”，而《得效》为“每服三钱，红枣一枚煎，温
服”。

    如定志丸，《宝鉴》为“五七十丸”，而《得效》为
“五十丸”。

    如疏风顺气元，《宝鉴》记载“空心”，而《得效》记
载“平旦、临卧各一服。”

    如推气丸，《宝减》为“三五十丸”，而《得效》为
“五七十丸”。

    另外，神仙九气汤、茯苓调血汤、加减四物汤、大蒜
元、导痰汤、加减八味丸、奇效四物汤、白蔹元、又方、乌梅
丸、碧金散、芜荑散、地肤子汤、通秘散、加味清心饮、通苓
散、香姜散等91首方剂中均见。

7.2.2.10 服药禁忌变化
    服药禁忌变化只有在栀子仁丸中见到，《宝鉴》“忌热

物”，而《得效》“忌酒炙爆”。

7.2.3 剪裁编辑 

 剪裁编辑主要变化在药物排列次序变化。《东医宝鉴》引用
方剂中，快气汤、撞气阿魏丸、辰砂妙香散、朱砂膏、定志
丸、铁粉散、乌梅丸、芜荑散、鸡肠散、水煮木香元、赤石脂
散、感应元、羚羊角元、五仁丸、疏风顺气元、脾积元、推气
丸、一字轻金散、川芎茶调散等104首方剂的药物被重新排
序，一般规律是将剂量相同的药物调整在一起，以“各”来表
述，并按剂量由大而小的顺序进行排序。

    如大菟丝子元, 《得效》为“菟丝子二两，桑螵蛸半两，

牡蛎一两，肉苁蓉二两，附子、五味子各一两，鸡膍胵半两，

鹿茸一两”，而《宝鉴》为“菟丝子、肉苁蓉各二两，牡蛎
煅、五味子、附子、鹿茸各一两，桑螵蛸、鸡肶胵各五钱”。

    如滑石散，《得效》为“寒水石二两，白滑石一两，葵
子一合，乱发、车前子、木通各一两”，而《宝鉴》为“寒水
石二两，滑石、乱发、车前子、木通各—两，葵子—合”。

    如玉屑无忧散，《得效》为“玄参、贯众、滑石、缩砂
仁、黄连、甘草、茯苓、山豆根、荆芥穗各半两，寒水石、硼
砂各三钱”，而《宝鉴》为“寒水石、硼砂各三钱，玄参、贯
众、滑石、缩砂、山豆根、黄连、甘草、赤茯苓、荆芥穗各五
钱”。

    按上述的原则来看，在药物次序上有变化的应该按剂量
由大而小的顺序进行排序，但玉屑无忧中虽然以“各”来表
达，但剂量变化上按有小而大的，与其他方剂中的药物排序调
整不一。

7.2.4 删除内容

    关于删除内容主要在药物的加减法，附属的针灸法，服
药后的疗效。《宝鉴》引用《得效》方剂中，玄胡索散、海蛤
散、三白散、一捻金元、通关散、一粒金丹、藿香正气散、香
葛汤、附子散、雄黄兑散、冲和散、增损乐令汤、参香散、的
奇散、芎归汤、通心饮、小惊元、下虫丸、铜青散、猪肚黄连
丸、寒水石散、生犀散、蝉菊散等48首方剂中均有见。

    如透耳筒，《宝鉴》删除“恶虫入耳，桃叶挼细，塞耳
自出。或以蓝青研汁滴入耳。又，葱涕灌耳中，虫即出，亦治
耳聋。又香油、稻杆灰汁。又以川椒为末，法醋浸一宿滴耳。

桃叶为枕，虫自鼻出”。

    如白灰散，《宝鉴》删除“又以蛇皮揩拭，为灰敷之。

又以蛴螬烧灰末，猪脂调。又烧乱发、蜂房、六畜毛烧灰，用
脂调敷。苋实条，亦名马齿苋，煮汁洗紧唇。灸法：治紧唇不
能开合，灸虎口，男左女右。又灸承浆三壮，穴在颐前唇下，

足阳明之会”。

    如枳实理中丸，《宝鉴》删除“渴加栝萎根，下利加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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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文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剪裁编
辑

删除 补充
基本
相同

主治
变化

方名
变化

药物
变化

药物
初加
工、
炮制

药量
变化

制药
法变
化

制药
量变
化

服用
法变
化

服用
量变
化

服药
禁忌
变化

总计
1021

35 830 104 48 4
35 176 19 48 133 188 48 3 88 91 1

%
3.4 81.3 10.2 4.7 0.4

3.4 17.2 1.9 4.7 13.1 18.4 4.7 0.3 8.6 8.9 0.1

表10 《东医宝鉴》引用方剂与《世医得效方》原文比较结果
蛎粉，各等分。为末服亦可”。

    如神秘左经汤，《宝鉴》删除“自汗，加牡蛎、白术，

去麻黄。肿满，加泽泻、木通。热甚无汗，减桂，加橘皮、前
胡、升麻。腹痛吐利，去黄芩，加芍药及炮附子。大便秘，加
大黄、竹沥。喘满，加杏仁、桑白皮、紫苏。所加并等分。凡
有此病，详认症状，逐一加减，无不愈者。常服，下气，消
痰，散风湿，退肿满。诸师固秘此方，虽父子兄弟不传，学者
敬之”。

    如胜金丹，《宝鉴》删除“并治积年血风，半身不遂，

种种血疾，不问年深日久，皆疗，神效”。

7.2.5 补充内容

    关于补充内容在以下的4首方剂中可见。

    如神曲酒，《宝鉴》补充“或以此酒吞青娥元，尤
妙”。

    如卷柏散，《宝鉴》补充“随吃淡粥，更服汤药，如清
热泻湿汤调之”。

    如宽肠丸，《宝鉴》补充“大黄煨、枳壳、当归酒洗各
等分。上为末，蜜丸梧子大，服如上法”。

    如增益归茸丸，《宝鉴》补充“一法，胶作末，酒和作
丸，亦可”。

    这种变化可能是因编纂者的经验而补充的内容。

7.3 小结
   

    《宝鉴》引文与《得效》原著比较，可知《宝鉴》总体
上忠于《得效》原著，但也有一些改动，主要变化在引文与原
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此部分占的比率
为81.3%，此部分占的比率为81.3%，其中，药量变化占18.

4%，主治变化占17.2%，药物初加工、炮制占13.1%，剪裁编辑
占10.2%，其5种变化最多。（详见表10）

    《东医宝鉴》引用《世医得效方》的特点是：

    一．通过《宝鉴》引用《得效》原著比较，未见方剂为
35首。这35首方剂查今《得效》通行本无相应内容，可以说是
《得效》佚文，对于辑复、校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基本相同的原因，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作者按自己
经验所见，用原文方剂也没什么问题，所以直接引用；另一种
是有关怪疾原文方剂几乎直接引用，《宝鉴》引用《得效》治
怪疾方16首，内容基本相同，这可能是当时朝鲜很少见到这些
怪疾，编纂者认为很需要这些治疗怪疾的方剂，所以直接引
用。

    三．主治变化有5种类型，包括内容扼要、内容更详细、

内容不同，主治范围缩少、范围增加。《宝鉴》编辑规律一般
是撮要原文内容，但不改原文的意思，据上述例子看，虽然作
者扼要了原文的主治，但是原文的意思没有变化。

    主治内容详细、内容不同、范围缩少、范围增加的原因
是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

认为《得效》的主治简单、范围较小或作者用方剂时效果不理
想，或发现了对这种疾病有效果更好的方剂。

    四．方名变化中，原文没有方名，在编纂《东医宝鉴》

过程中，许浚重新命名，此外还有方名的意义一样，但用字上
有变化。

    五．药物变化主要可能考虑采药的方便以及药物的价格
而改变。另外，为了临床上应用方剂时得到更理想的效果而改
变。

    六．《宝鉴》有时删除药物初加工、炮制内容的情况，

但查当时朝鲜医书以及《宝鉴》以后刊行的朝鲜医书上也未出
现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宝鉴》编纂时除许浚以外
还有几位医家参加，由于医家不同的喜好而发生的变化。

    七．药量变化，有的方剂中所有的药物剂量有变化，有
的部分药物剂量有变化，变化比例也不等，但一般都是减少，

这可能是《东医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
体会或考虑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进行的修改。

    八．调整药物排列次序主要是以“各”来表述，并按剂
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这样一来，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
复描述，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了许多，形式上更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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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些。但也有的少数方剂虽然以“各”来表达，但剂量变化上
按由小而大排序，与其他方剂中的药物排序调整不一致。

    九．制药法变化、制药量变化、服用法变化、服用量变
化、服药禁忌变化、删除原文内容、补充内容为《东医宝鉴》

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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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东医宝鉴》引《世医得效方》与现存原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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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11种不同程度的变化

8．《东医宝鉴》与明代《医学入门》方

剂内容比较
8.1 《东医宝鉴》引用《医学入门》方剂数量

    《东医宝鉴》中其引用《医学入门》方剂数量为：内景
篇：内景篇一计27首， 内景篇二计38首，内景篇三计28首，

内景篇四计36首，共129首，外形篇： 外形篇一计33首， 外
形篇二计24首，外形篇三计39首，外形篇四计51首，共147

首，杂病篇：杂病篇一计1首，杂病篇二计73首，杂病篇三计
47首，杂病篇四计45首，杂病篇五计44首，杂病篇六计42首，

杂病篇七计52首，杂病篇八计78首，杂病篇九计37首，杂病篇
十计42首，杂病篇十一计63首，共524首，总共引用了800首方
剂。（详见附表5）

8.2 《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医学入门》原著比较

 以《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方剂作为
研究对象，分别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医宝鉴》引文
与《医学入门》原文进行比较，两者不同之处可归纳为佚文、

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剪裁编辑、删除原
文内容、补充内容5种类型。

8.2.1 佚文

    这有两种情况，第一是方剂全文未见，升麻附子汤、黄
瓜蒌丸、甘遂散、丹参膏、局方安肾元、木萸汤等18首方剂属
于这种情况。

    如黄瓜蒌丸在《东医宝鉴·内景篇卷之二·痰饮》中记
载，《宝鉴》“治食积痰。瓜蒌仁、半夏曲、山査肉、神曲炒
各等分。右为末，瓜蒌汁和丸梧子大，以姜汤竹沥下三五十
丸。《入门》”。

    如升麻附子汤在《东医宝鉴·外形篇卷之一·面》中记
载，《宝鉴》“治面寒。升麻、附子炮、葛根、白芷、黄芪蜜
炒各七分，人参、草豆蔲、甘草灸各五分，益智仁三分，右
剉，作一贴，入莲须、葱白三茎同煎服食前。《入门》”。

    如甘遂散在《东医宝鉴·外形篇卷之二·耳》中记载，

“治耳聋。甘遂末、葱汁和丸，绵裹塞耳中，口含甘草汤。两
药须各兩处修制妙。《入门》”。

    如丹参膏在《东医宝鉴·外形篇卷之三·乳》中记载，

“治乳痈结核刺痛，及溃后不敛。丹参、赤芍药、白芷各等分
剉，酒淹二宿，入猪脂半斤，煎令白芷焦黄，则膏成矣。去
滓，入黄蜡一两，搅匀，候凝，每取少许涂之。《入门》”。

    如局方安肾元在《东医宝鉴·外形篇卷之三·腰》中记
载，“治肾虚腰痛，下元虚冷，小便滑数。桃仁、白蒺藜、巴
戟、肉苁蓉、山药、破故纸、白茯苓、石斛、萆薢、白朮各二
两四钱，川乌炮、肉桂各一两三钱，右为末，蜜丸梧子，空
心，酒下五七十丸。《入门》”。

    如辰砂益元散在《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三·寒（

下）》中记载，“治伤寒热不退，狂言谵语。滑石六两，甘
草、辰砂各一两，右细末，每二钱，井水调下，日二三。《入
门》”。

    如术苓汤在《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三·湿》中记载，

“治专吐淸水。苍朮、土炒滑石各二钱，赤茯苓、白朮、陈皮
各一钱，右剉作一贴，水煎服。《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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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木萸汤中《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五·霍乱》记载，

“治脚气入腹，喘闷欲死。木瓜、槟榔各二钱半，吴茱萸一钱
半，右剉，作一贴，水煎服。《入门》”。

    上述方剂内容在其他现存版本的《医学入门》中也未
见，可以说《医学入门》残本的辑复、校正等具有重要的文献
价值。

    第二是原文上可见方名，但未见其方剂的内容，这是只
在陶氏冲和汤中见。

    如陶氏冲和汤中《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之二·寒（

上）》记载，“治两感伤寒，阴阳未分者，以此揌之。羌活、

苍朮、防风、川芎、生地黄、黄芩、柴胡、干葛、白芷、石膏
各一钱，细辛、甘草各三分，右剉，作一贴，入姜三片，枣二
枚，黑豆三七粒同煎服。《入门》”。

    这可能是作者在《医学入门》中见方名和用处，但原文
上未见方剂组成、制药法、服用法等的内容，可能引用其他原
文的内容。

8.2.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

8.2.2.1 基本相同
    在龙骨膏、消水毒饮、宁神膏、雄麝散、猪乳膏、画眉

膏、牛车肉、解郁汤、狗胆丸、山栀地黄汤、侧柏汤、地黄
粥、四味茴香散等共19首方剂属于这种情况。

    如牧丹散，《宝鉴》“治肠痈冷证，腹软而痛，时下脓
血。牧丹皮、人參、天麻、白茯苓、黄芪、薏苡仁、挑仁、白
芷、当归、川芎各一钱，官桂、甘草各五分，木香三分。右剉
作一贴，水煎服”；《入门》“牡丹散 牡丹皮、人参、天
麻、白茯苓、黄 、薏苡仁、桃仁、白芷、当归、川芎各一
钱，官桂、甘草各五分，木香三分，水煎服。治肠痈冷症，腹
濡而痛，时时下脓或血”。

    如一捻金，《宝鉴》“治疔疽，卽赛命丹(方见上)。为
末，每服二三分，温酒调下。如服赛命丹后，毒未尽起，再用
此药催之。服此药后，身凉者，即死”；《入门》“一捻金 
即前赛命丹为末，每服二三分，温酒调下。如服赛命丹后，毒
未尽起，再用此末催之。惟疔疮服此药后，身凉者即死”。

    如猫蝠散，《宝鉴》“治瘰疬多年不愈神效。猫头骨一
个，蝙蝠一个。右二味，俱撒黑豆上，同烧存性，硏为末干
糁”；《入门》“猫蝠散 猫头骨一个，蝙蝠一个，二味俱撒

黑豆上同烧，其骨化碎，为末干糁。治瘰 多年不愈神效”。

    如吴茱萸散，《宝鉴》“治干疥及春月发者，以此开
郁。蛇床子三钱，寒水石二钱半，白矾、吴茱萸各二钱，黄
栢、大黄、硫黄、轻粉各一钱，樟脑半钱，槟榔一个，右为
末，香油调付”；《入门》“吴茱萸散 吴萸、白矾各二钱，

寒水黄石二钱，蛇床子三钱，黄柏、大黄、硫黄、轻粉各一
钱，槟榔一个，樟脑五分，为末，香油调敷。治干疥及春月发
者，宜此开郁为主”。

    如剪草散，《宝鉴》“治砂疥。蛇床子三钱，寒水石、

芜荑各二钱，剪刀草、枯白矾、吴茱萸、黄栢各一钱，苍朮、

厚朴、雄黄各五分，轻粉一钱。右为末，香油调付”；《入
门》“剪草散 寒水石、芜荑各二钱，剪草、枯矾、吴萸、黄
柏各一钱，苍术、浓朴、雄黄各五分，蛇床三钱，轻粉一钱，

为末，香油调敷。治沙疥”。

    如栢蛤散，《宝鉴》“治下疳湿疮。黄栢以磁锋刮取
末，蛤粉。右末等分，糁上卽愈。盖黄栢去热，蛤粉燥湿
也”；《入门》“柏蛤散 黄柏以瓷锋割末，同蛤粉末等分，

糁上即愈。盖黄柏去热，蛤粉燥湿故也。治下疳湿疮”。

    这些内容中虽然《宝鉴》主治在前，方药在后，与《入
门》相反，但基本内容相同。

8.2.2.2 主治变化
    关于主治变化，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主治的扼要，这有

三精丸、金锁思仙丹、固真饮子、清膈苍莎丸、流气饮子、黄
连鸡子汤、五苓散、竹叶石膏汤、抵当汤、桂枝红花汤、陶氏
导赤各半汤、芎苏散、冲寒散、黄龙汤、黄芪人参汤、神术
散、甘草附子汤、术附汤、四顺清凉饮、紫雪、透膈汤、匀气
丸、祛痰火丸、陶氏平胃散、除湿汤、二宜丸、地黄散、兔屎
汤、薤白汤、金华散、敛肌散等258首方剂中均见。

    如三仙丸，《宝鉴》“治湿痰”，《入门》“治中脘气
滞，胸膈烦满，痰涎不利，头目不清。或去香附加橘皮，治气
痰”。

    如仁熟散，《宝鉴》“治胆虚恐畏，不能独卧”，《入
门》“治胆虚常多畏恐，不能独卧，头目不利”。

    如七制香附丸，《宝鉴》“治月候不调，结成症瘕，或
骨蒸发热”，《入门》“治诸虚百损，气血不调，月水前后，

结成症瘕；或骨蒸发热，四肢无力”。

    如泻肾汤，《宝鉴》“诸淋小腹胀急甚者，治肾实
热”，《入门》“小腹胀满，腰背急强离解，便黄舌燥，四肢
青黑，耳聋梦泄等证”。

    如活龟丸，《宝鉴》“治肠风痔漏”，《入门》“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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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衰益弱，补阴壮阳，又治肠风痔漏”。

    如苍术复煎散，《宝鉴》“治风湿热，痛风”，《入
门》“治寒湿相合，脑痛恶寒烦闷，脉沉洪，项背脊骨髀眼膝
腰疼痛”。

    如陶氏再造散，《宝鉴》“治阳虚不得汗，名曰亡阳
证”，《入门》“治亡阳证。阳虚不能作汗，误用重汤，火劫
取汗者，死”。《入门》对主证进行了解释，《宝鉴》只记载
了主证。

 第二是《宝鉴》增加主治，这有瑞竹堂化痰丸、气痢丸、栀
萸丸、平补枳术丸、速效散、还元秋石丸、十味苍柏散、剪红
元、霹雳丹、加味逍遥散等33首方剂中均见。

    如加味固本丸，《宝鉴》主治增加：治“失音”。

    如芩术樗皮丸，《宝鉴》增加“孕妇带下，专是湿热
也”。

    如姜墨丸，《宝鉴》“治赤白痢及蛊疰痢”，《入门》

“治蛊疰痢”。

    如四制苍柏丸，《宝鉴》“治湿热盛，脚膝痿弱，能滋
阴降火”，《入门》“滋阴降火，开胃进食，除周身之湿”。

    如究原心肾丸。《宝鉴》“治虚劳，水火不交济，怔
忡，盗汗，遗精”，较《入门》更为宽。

8.2.2.3 方名变化
    关于方名变化，二百味花草膏、霜盐散、冰檗丸、荆黄

汤、二胡散、引痰真捷法、藁苍汤、芷贝散、枳芎散、半硝
丸、青木香元、硫鲤丸、熊冰膏、全蝎散、桃花汤、六一顺气
汤等，总共46首方剂均有变化。

    如《入门》单樗皮丸，《宝鉴》改称樗根皮丸。 

    如《入门》单琥珀散，《宝鉴》改称琥珀散。

    如《入门》古莎芎散，《宝鉴》改称莎芎散。

    如《入门》古连壳丸，《宝鉴》改称连壳丸。

    《东医宝鉴》引用时，删除原文方名的“古”、“单”

字。

    如《入门》化痰丸，《宝鉴》改称瑞竹堂化痰丸。

    如《入门》托里消毒散，《宝鉴》改称托里消毒饮。

    如《入门》摩风散，《宝鉴》磨风膏。 

    如玉粉丸、猪脏丸原文无方名，在《东医宝鉴》编辑中
重新命名。

   

8.2.2.4 药物变化 
    关于药物变化在芡实丸、蝙蝠散、断痫丹、麻黄升麻

汤、玄霜膏、榆砂汤、泻白汤、调中健脾丸、导滞汤、真人养

脏汤、气痢丸、参仁丸、玉壶丸、天门冬饮子、菊花散、柴梗
汤、破结丹、清肝解郁汤、百倍丸、秤金丹、蟠葱散等总共86

首方剂中均见。

    如木香匀气散，《宝鉴》方药多紫苏、生姜；《宝鉴》

砂仁改用缩砂。

    如犀角地黄汤，《宝鉴》芍药改用赤芍药。

    如沉香散，《宝鉴》增加了青皮、木香两味药；《宝
鉴》白芍改用赤芍药。

    如参苓琥珀汤，《宝鉴》无青皮、黄柏，《宝鉴》茯苓
改用赤茯苓。

    如还元秋石丸，《宝鉴》用地骨皮代替了枸杞。

    如腽肭补天丸，《宝鉴》多甘草；《宝鉴》小茴改用茴
香。

    如知母麻黄汤，《宝鉴》去桂枝，加桂心；《宝鉴》芍
药改用赤芍药。

8.2.2.5 药物初加工、炮制变化
    关于药物初加工、炮制，有两种情况，第一是药物初加

工、炮制的变化，这有细辛膏、二炒苍柏散、四物坎离丸、四
炒川楝丸、朱砂指甲散等总共11首方剂中均见。

    如白茅汤，《宝鉴》“石首鱼头中骨”，《入门》“石
首鱼脑砂”。

    如椒目丸，《入门》为“醋煮米糊丸”，《宝鉴》为
“醋糊和丸”，椒木《入门》为“炒微汗”。

    如蕤仁膏，《宝鉴》用“蕤仁泥”、龙脑，《入门》用
“净蕤仁”、片脑。

    第二是《宝鉴》增加药物初加工、炮制，这有琼玉膏、

青礞石丸、调经散、苍柏樗皮丸、天灵盖散、紫河车丸、星半
蛤粉丸、四炒固真丹、万全丸等总共60首方剂中均见。

    如固真饮子，《宝鉴》增加“蜜炒、盐酒炒，炙”。

    如引神归舍丹，《宝鉴》增加“牛胆制、童便浸泡”。

    如加味固本丸，《宝鉴》增加“天麦门冬盐炒，黄柏蜜
制”。

    如竹沥枳术丸，《宝鉴》中“半夏、南星，以白矾、皂
角、生姜同煮半日，去皂、姜焙干”“枳实、条芩陈皮、苍术
泔浸盐水炒” “白芥子炒”“黄连姜汁炒、当归酒洗”。

    如备金散，《宝鉴》增加“香附子炒黑、五灵脂炒”。

    如固经丸，《宝鉴》增加“黄柏炒、香附子童便浸
焙”。

8.2.2.6 药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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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药量变化有两种情况，第一是药物剂量的变化，这
在琼玉膏、固真饮子、枳橘汤、三和散、流气饮子、朱砂安神
丸、引神归舍丹、别离散、玉粉丸、鹤顶丹、顺气导痰汤、千
金指迷丸、泻白汤、凉血地黄汤、升阳调经汤、伏龙肝散、琥
珀朱砂丸、万应丸等总共212首方剂中均见。

    如却病延寿汤总共9味药，《宝鉴》“人参、白术各一
钱，牛膝、白芍药各七分，陈皮、白茯苓、山査肉、当归、甘
草各五分”，《入门》“人参、白术、牛膝、白芍、陈皮、茯
苓、山楂各一钱，当归、甘草各五分”,牛膝、白芍剂量减至
7/10，陈皮、茯苓、山楂减至1/2。

 如生地芩连汤总共10味药物，《宝鉴》“生地黄、川芎、当
归各一钱半，赤芍药、山栀子、黄芩、黄連各七分，防风二
钱”，《入门》“生地、川芎、当归各七分，赤芍、山栀、黄
芩、黄连各三分，防风二分”，生地、川芎、当归、赤芍、山
栀子、黄芩、黄连剂量约减少一半，防风由二分增至二钱。

    如仁熟散总共10味药物，《宝鉴》“柏子仁、熟地黄各
一钱，人参、枳壳、五味子、桂心、山茱萸、甘菊、茯神、枸
杞子各七分半”，《入门》“人参、枳壳、五味子、桂心、山
茱萸、甘菊花、茯神、枸杞子各三分，柏子仁、熟地各一
两”，柏子仁、熟地减为1/10，人参、枳壳、五味子、桂心、

山茱萸、甘菊、茯神、枸杞子增大2.5倍。

    如万全木通散总共5味药物，《宝鉴》“滑石二钱，木
通、赤茯苓、车前子、炒瞿麦各一钱”，《入门》“木通、滑
石、赤茯、车前叶各一两，瞿麦五钱”，滑石减为1/5,木通、

赤茯苓、车前子减为1/2、瞿麦减为1/5。

    第二是药物剂量的具体化，这在陶氏生地芩连汤、通经
丸、温风散、十味苍柏散、缩砂散、回阳返本汤、陶氏升阳散
火汤、祛痰火丸等27首方剂中均见。

    如黄连清心饮，《宝鉴》剂量等分，《入门》无剂量。

    如麻黄升麻汤，《宝鉴》明确了方药剂量“各一钱。

    如一字散，《宝鉴》各药剂量均不同，《入门》则各药
等分。

    《东医宝鉴》编辑时，编纂者可能是《宝鉴》编撰者根
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还有如原文
方剂中的药物剂量不明确的话，就按照当时朝鲜的情况而加了
各个方剂的剂量。

8.2.2.7 制药法变化
    关于制药法的变化在流气饮子、陶氏生地芩连汤、二甘

汤、小调中汤、调经散、椒目丸、乌头桂枝汤、调胃承气汤、

除湿汤、正气补虚汤、鹿茸大补汤、桂附汤、橘皮煎元、薤白

汤等总共111首方剂中均见。

    如栀子大青汤，剂量《宝鉴》葱白为“三茎”，《入
门》无。

    如透膈汤，《宝鉴》标明“姜三枣二”，《入门》仅标
明“姜枣煎”。

    如滋阴降火丸，《宝鉴》“以地黄酒蒸作膏，”，《入
门》“用熟地二两，捣膏。

    如当归膏，《宝鉴》“右用水五升，入药微火煎之，再
加水五升，如此七次，滤去滓，文武火煎”，《入门》“用水
五升，微火煎之，再加水五升，如此者四次，滤去渣，文武火
煎”。

    如桂枝石膏汤，《宝鉴》有“右剉作一贴，水煎服
之”，《入门》“水煎温服”。

8.2.2.8 制药量变化
    关于制药量的变化在加味小胃丹 备金散 诃黎勒丸 小温

中丸等总共7首方剂中均见。

    如鹤顶丹，《宝鉴》“作丸樱桃大”，而《入门》“捻
丸龙眼核大”。

    如琥珀朱砂丸，《宝鉴》“丸芡实大”，而《入门》

“龙眼核大”。

    如杵糠丸，《宝鉴》“丸如芡实大”，而《入门》“如
龙眼大”。

8.2.2.9 服用法变化
    关于服用法的变化在琼玉膏、却病延寿汤、樗根皮丸、

枳橘汤、蝙蝠散、小调中汤、仁熟散、万全木通散、泻肾汤、

星半蛤粉丸、厚朴煎、小驻车元、辰砂膏、金箔镇心丸、保命
丹、钓藤膏、天乙丸、再苏散、独圣散、地黄散、兔屎汤等总
共110首方剂中均见。

    如竹沥枳术丸，《宝鉴》多“淡姜汤或白汤下”。

    如万应丸，《宝鉴》为“五更”，《入门》为“四
更”。

    如缩泉元，《宝鉴》为“盐汤下”，《入门》为“盐酒
下”。

    如真人养脏汤，《宝鉴》多“空心，水煎温服”。

    如枳实消痞丸，《宝鉴》用“白汤下”，《入门》为
“空心温水下”。

8.2.2.10 服用量变化
    关于服用量的变化在坎离丸、朱砂安神丸、朱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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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控涎丸、断痫丹、平补镇心丹、小调中汤、加味小胃丹、

万全木通散、椒目丸、周天散、兔屎汤等总共76首方剂中均
见。

    如三仙丸，《宝鉴》“五十丸”，《入门》“四十
丸”。

    如通经丸，《宝鉴》“五七十丸”，《入门》“每五十
丸”。

    如小驻车元，《宝鉴》“和丸梧子大，米饮下三五十
丸”，《入门》“糊丸，黍米大，没三十丸，米饮下”。

    如百倍丸，《宝鉴》“三五十丸”，《入门》“三十
丸”。

    如五炒川楝丸，《宝鉴》“五十丸”，《入门》无。

   

8.2.2.11 药物加减法变化
    关于药物加减法变化在以下5首方剂中均见。

    如阴分生阳汤，《宝鉴》“冬月加肉豆蔲、破故纸为
佳”，而《入门》“加肉果、破故纸亦可，冬日尤宜用故
纸”。

    如木萸散，《宝鉴》多“如无白矾，只用盐一捻，醋一
盏，同煎服，或盐梅咸酸等物皆可煮服。”《入门》多“渴不
能药，椒豆必须冷服”。

    如加味二母丸，《宝鉴》“入白矾、白芨四味等分，右
为末，和姜汁入蜜为丸，芡实大，含化咽下。或加麦门冬、陈
皮、阿胶珠亦乎。”《入门》“加麦门冬、陈皮、阿胶等分亦
好”。

    如淸心散，《宝鉴》“加黄连尤佳”。《入门》“如小
便闭，加灯心、木通”。

    如温肾丸，《宝鉴》“精不固倍鹿茸，加龙骨、牡
蛎”，《入门》有“精虚加钟乳粉、五味子，阳道衰倍续断，

不固加龙骨、牡蛎，倍鹿茸”。

    这种变化可能是《东医宝鉴》编纂者按自己的经验而改
用。

8.2.2.12 服药禁忌变化
    关于服药禁忌变化在以下8首方剂中均见。

    如控涎丸，《入门》“忌甘草”，《宝鉴》无。

    如苍术复煎散，《入门》“忌油面”，《宝鉴》无。

    如万病无忧散，《入门》“孕妇禁服”，《宝鉴》无。

    如兜铃丸，《入门》有“忌热物半日”，《宝鉴》无。

    如四香散，《入门》有“忌羊肉” 《宝鉴》无。

    如赛命丹，《入门》有“忌黄瓜、水茄一切动风之

物”，《宝鉴》无。

    如海藻散坚丸，《入门》忌甘草、鱼、鸡、猪肉、五
辛、生冷，《宝鉴》无
    如神效开结散，《入门》有禁忌“忌酸、咸、油腻，滞

气之物”，《宝鉴》无。

   

8.2.3 剪裁编辑

8.2.3.1 调整主治、方剂的位置 
关于调整主治、方剂的位置在托里散、鸡血散、赛命丹、蜡

矾丸、打脓散、托里益气汤、当归羌活汤、柴胡清肝汤、透脓
散、托里和中汤、天乙丸、马脾风散、消积丸、加味四圣散、

犀角消毒饮、水杨汤、再苏散、四齿散、周天散、兔屎汤等
575首方剂中均见。

    如黄柏丸，《宝鉴》“去肾经火，燥下焦湿，及阴火气
从脐下起者，黄栢一味，炒褐色，为末，水丸服之空心”，

《入门》“黄柏炒褐为末，水丸。气虚补气药下，血虚补血药
下。去肾经火，燥下焦湿，治筋骨软及阴火气从脐下起者”。

    如罩胎散，《宝鉴》“治孕妇伤寒发大热，或发痘疹，

恐伤胎藏，嫩卷荷叶一两，焙蛤粉五钱。右为末，每服二钱，

蜜水调下”，《入门》“嫩卷荷叶一两，焙蛤粉五钱，为末，

每二钱，蜜水调服。治孕妇伤寒，大热闷乱，燥渴或发痘疹，

恐伤胎脏”。

    如枳橘汤，《宝鉴》“治气滞，胸痞痛。橘皮八钱，枳
壳一钱半。上剉，姜四片，水煎服。郁甚加姜黄少许”，《入
门》“橘皮八钱，枳壳一钱半，生姜四钱，郁甚加姜黄少许，

水煎食远温服。治胸痹胸中气塞短气，须审气滞何部分，以引
经药导之”。

    如蕤仁膏，《宝鉴》“去瞖障如神。蕤仁泥一两，硼砂
一钱二分，龙脑五分，熊胆三钱，右为末，入生蜜四两，调匀
盛磁罐，取少许点之”，《入门》“净蕤仁一两，硼砂一钱二
分，片脑五分，熊胆三钱，为末，用生蜜四两调匀，瓷罐收
贮，点眼，去翳障如神”。

    如苍龟丸，《宝鉴》“治痢后脚弱渐细。苍朮、龟板、

白芍药各二两半，黄栢盐酒炒五钱，右为末，粥丸梧子大，以
四物汤加陈皮、甘草煎下五七十丸”，《入门》“苍术、龟
版、白芍各二两半，黄柏五钱，为末，粥丸四物汤加陈皮、甘
草煎汤下。治痢后脚弱渐小”。

    这种原因是与《东医宝鉴》的编辑方法符合，因《东医
宝鉴》的编辑方法是先写主治，后写方药，但《医学入门》的
编辑方法之先写方药，后写主治，所以《东医宝鉴》编辑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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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调整主治、方剂的先后。

8.2.3.2 调整药物排列次序
关于调整药物排列次序在固真饮子、三和散、竹皮逍遥散、

陶氏再造散、陶氏补中益气汤、芎苏散、柴胡枳壳汤、生脉
散、甘草附子汤、四顺清凉饮、紫雪、清骨散、阴虚生内热
汤、三仙丹、瑞莲丸、奔豚汤、散聚汤、大异香散、散血消肿
汤、撞关饮子、桂枝石膏汤、人参黄芪汤、托里温中汤、大麻
风丸、升麻和气饮、花蘂石散、柴胡防归汤、参苓白术散等总
共121首方剂中均见。

    如陶氏导痰汤，《宝鉴》“半夏一钱，赤茯苓、天南
星、枳实各八分，陈皮、黄芩、黄连、白朮、瓜蒌仁各五分，

桔梗四分，人參三分，甘草二分”，《入门》茯苓、南星、枳
实各八分，半夏一钱，陈皮、黄芩、白术、黄连、栝蒌仁各五
分，桔梗四分，人参三分，甘草二分。

    如通经丸，《宝鉴》“桂心、靑皮、大黄、干姜、川
椒、莪术、干漆炒、当归、桃仁、红花各五钱”，《入门》

“川椒、莪术、干漆、当归、青皮、干姜、大黄、桃仁、红
花、桂心各等分”。

    如升阳调经汤，《宝鉴》“柴胡、羌活、苍朮、黄芪各
一钱，当归、防风、升麻、藁本、甘草各七分，蔓荆子五分，

独活三分”，《入门》“独活五分，蔓荆子七分，当归、防
风、甘草、升麻、 藁本各一钱，柴胡、羌活、苍术、黄芪各
钱半”。

    如桂枝人参汤，《宝鉴》“桂枝、甘草各二钱，人參、

白朮、干姜各一钱”、《入门》“人参、白术、干姜各一钱，

甘草、桂枝各二钱”。

    如清肝解郁汤，《宝鉴》“当归、白朮各一钱，贝母、

赤茯苓、白芍药、熟地黄、山栀子各七分，人參、柴胡、牡丹
皮、陈皮、川芎、甘草各五分”，《入门》“当归、白术各一
钱半，人参、柴胡、牡丹皮、陈皮、川芎各八分，茯苓、贝
母、芍药、熟地、山栀各一钱，甘草五分”。

    前几段比较的药物排列次序变化的一般规律是将剂量相
同的药物调整在一起，以“各”来表述，并按剂量由大而小的
规律进行排序，但在《医学入门》中的主要记载药物的规律也
有以“各”来表述，但没有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

所以《东医宝鉴》重新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的比较
多。

8.2.4 删除内容 

关于删除内容主要为随症加减法、方解，这有桂枝附子汤、

千金指迷丸、妙应丸、樗柏丸、导滞汤、风疳丸、拨云散、小
续命汤、导痰汤、九味羌活汤、大青龙汤、桂枝汤、通血丸、

橘归丸、加味术附汤、保命丹、加味四圣散、犀角消毒饮、紫
草木通汤等总共96首方剂中均见。

    如六神丸，《宝鉴》删除“黄连解暑毒，清脏腑，浓肠
胃，赤痢倍之；木香温脾胃，逐邪气，止下痛，白痢倍之；枳
壳宽肠胃；茯苓利水；神曲、麦芽消积滞”。

    如三和散，《宝鉴》删除“不渴者乃气秘耳，未可施以
大黄；秘甚再加枳壳、萝卜子、皂角子；气滞腰疼倍木瓜；浮
肿加车前子、葶苈子；小便闭加麦门冬、泽泻”。

    如犀角地黄汤，《宝鉴》删除“如表热加柴胡、黄芩；

鼻衄加山栀；内热甚加黄连；腹胀或痛，瘀血未下，加桃仁、

红花、大黄；小腹急痛加青皮”。

    如硫鲤丸，《宝鉴》删除“如下疽生虫，所下如柿汁臭
秽，及心中 痛闷绝，虚烦甚者不治”。

如麻黄汤，《宝鉴》删除“脉浮紧而喘。又治太阳八九日不
解，以此发汗，必衄乃解，及不得汗发衄。又治太阳阳明合
病，喘而胸满，腹不满，邪在表分不可下者。又治阳明脉浮，

无汗而喘。凡脉起浮，无余证者，皆宜服之。”；“凡发汗
药，一服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如感寒深重，服汤不得汗，宜
再服之。半日连进二三剂而汗不出者，死。方意以寒伤荣，则
荣盛而卫虚，荣脉中寒邪盛，则血脉滞而头项背腰强痛，是用
桂、杏之辛甘以散之；卫虚则恶寒无汗，气逆而喘，宜麻黄、

甘草之甘以大发之，充其卫分之阳。或疑无汗用桂枝者，盖荣
行脉中，并卫气而犯之。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
辛。又曰∶辛甘发散为阳。凡寒淫者皆此例也”。

8.2.5 补充内容

关于补充内容主要在方解，这种变化在以下3首方剂中均见。

    如大温中丸，《宝鉴》补充“可借此为制肝燥脾之用，

针砂代以靑矾亦妙”。

    如芩术汤，《宝鉴》补充“芩朮汤乃安胎之圣药也。凡
卒有所下，急则一日三五服，缓则五日十日一服。安胎易产所
生之儿，又无胎毒。盖姙孕，脾主运化，迟滞则生湿，湿则生
热，故以黄芩淸热以养血，白朮健脾以燥湿。安胎丸、金匮当
归散，皆此方而推之也”。

    如四齿散，《宝鉴》补充“盖黑证属肾，四齿亦属肾，

故能发肾毒。又猫齿能解热毒，若无猫齿，只用人齿亦可。但
不如四齿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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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东医宝鉴》引用方剂与《医学入门》原文比较结果
8.3 小结

《东医宝鉴》引文与《医学入门》原著比较，我们可知《东
医宝鉴》总体上忠于《医学入门》原著，但也有一些改动，主
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56.44%，其中，药量变化占13.16%主治
变化占15.56%，制药法变化占5.89%，服用法变化占5.84%，另
外，剪裁编辑占37.35%，其中调整主治、方剂位置占30.92%，

此变化是在单项变化中最多。（详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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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东医宝鉴》引《医学入门》与现在原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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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12种不同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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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剪裁编辑2种情况
    《东医宝鉴》引用《医学入门》的特点是：

    一．通过《东医宝鉴》引用《医学入门》原著比较，未
见方剂为18首。这35首方剂查今《医学入门》通行本无相应内
容，可以说《医学入门》佚文，对于辑复、校正等具有重要的
文献价值。

    二．基本相同的原因，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作者按自己
经验所见，用原文的方剂也没什么问题，所以直接引用，另外
《医学入门》的编辑法是方药在前，主治在后，《东医宝鉴》

的编辑法是主治在前，方药在后，引用时只有主治与方药的位
置变化外，内容是基本相同。

    三．主治变化有二种类型，第一是扼要、第二是增加，

《东医宝鉴》编辑规律一般是撮要原文内容，但不改原文的意
思，据上述例子看，虽然作者扼要了原文的主治，但是原文的
意思没有变化。

    主治范围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医学入门》的主治范围较
小或作者用方剂时效果不理想，或发现了对这种疾病效果更好
的方剂，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行的
修改。

    四．方名变化中，原文没有方名，在许浚编纂《东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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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过程中，重新命名，还有删除原文方名的“古”、“单”

字。

    五．药物变化主要是许浚可能考虑采药的方便性以及药
物的价格而改用。另外为了临床上应用方剂时得到更理想的效
果而改用。

    六．《东医宝鉴》有的删除药物初加工、炮制的内容，

这种变化较多，但在引用《医学入门》时增加了药物初加工、

炮制，这可能是《东医宝鉴》编纂者各个倾向而变化。

    七．药量变化，有的方剂中所有的药物剂量有变化，有
的部分药物剂量有变化，变化比率也不等，但一般都是减少，

这可能是《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
或考虑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进行的修改。

    八．调整药物排列次序主要是以“各”来表述，并按剂
量由大而小的规律进行排序，这样一来，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
复描述，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了许多，从形式上更
简洁些，另外，《东医宝鉴》一般规律是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
律进行排序，但有的方剂虽然以“各”来表达，剂量变化上按
有小而大的，与其他方剂中的药物排序调整不一。

    九．制药法变化、制药量变化、服用法变化、服用量变
化、加减法变化、服药禁忌变化、删除原文内容、补充内容为
《东医宝鉴》编撰者根据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和体会而进
行的修改。

9．讨论
9.1 佚文

   

《东医宝鉴》中佚文在现在中国通行本上未见，这些方剂对
于以后辑复中医古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千金方》、

《世医得效方》在国外也有其他版本，如《千金方》在日本有
《新雕本孙真人千金方》，《世医得效方》在朝鲜有古活字版
本，但这些内容在国外的版本上也未见到。这些未见的方剂可
能是在《千金方》、《世医得效方》的另外版本中的记录。

9.2 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

9.2.1 基本相同

    主要见于《世医得效方》、《医学入门》。这些基本相
同的原因，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作者按自己经验所见，用原文

的方剂也没什么问题，所以直接引用，另一种是治怪疾方的原
文几乎都是直接引用，《东医宝鉴》中引用《世医得效方》治
怪疾的方剂有16首方剂，其内容基本相同，这可能是当时朝鲜
很少见这种怪疾，但编纂者认为很需要治疗怪疾的方剂，所以
直接引用。

    还有，《东医宝鉴》方剂描述是主治在前，方药在后，

与《医学入门》相反，只调整主治、方药的位置，方剂的基本
内容是相同。

9.2.2 主治变化

主治表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内容扼要、或简略，或删除、或
完全不一。原因可能是按照自已的编撰体例和要求，一般主要
选择符合有关篇章的主题，删除或省略其他附属因素，所以方
剂中的主治内容要比原文扼要。另外，可能与许浚在临床上应
用这些方剂时得到的方剂效果有关，有时出现其他效果，有时
未出现原文上记载的效果，他就按自己的经验而改用。

9.2.3 方名变化

仔细查看原文的方剂名称，有的方名太长，有的没有方名，

有的方名为“又方”，编纂者在《东医宝鉴》上自己命名方
剂，避免重复，更为简洁。

    另外有的方名是一样，这有两种情况。第一是编纂者引
用同一出处的原文，而将原文的内容分别记载几个相应的篇
章，所以存在一样的方名，而其方剂组成也一样。第二是方名
一样，但它们引用的书不一样，这种情况在《东医宝鉴》上很
少见，原因可能是成书过程几经变故，作者年迈，心力交瘁等
诸多因素，以致未能落实。

    还有，《东医宝鉴》记载的方名中，原文上的“丸”字
改称“元”字，但有的方名中也用“丸”字，从丸药的大小，

制药方法来看，没发现特殊规律，这可以推测当时朝鲜记载丸
药的一种习惯。

9.2.4 药物变化

主要变化有三种情况，第一是明确分类药物的名称，在原文
上，特别是宋代以前的原文上未见芍药、茯苓的赤白之分，但
《东医宝鉴》中有明确的赤白之分，这可以说明当时朝鲜已经
有药材更细的分类。

    第二是《东医宝鉴》中有的药物的名称记载变化，这些
变化只是用词上有变化，其实是相同的药。这可能是《东医宝
鉴》编纂者在编写过程中将原文的药名改称当时朝鲜常用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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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第三是选药材的变化，《东医宝鉴》引用方剂中有的比
原文增加了药味，有的减少了药味，有的改变了药物，这种变
化可能是为了临床上应用方剂时能得到更理想的效果，或考虑
采药的方便性以及药物的价格而有所改变。

 

9.2.5 药物初加工、炮制

《东医宝鉴》中引用仲景方、《千金方》、《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世医得效方》的方剂几乎删除药物初加工、炮制的
内容，但查当时朝鲜医书中也不见这种情况，《东医宝鉴》以
后刊行的朝鲜医书上也未见，出现这种原因可能是《东医宝
鉴》编纂时除许浚以外，几位医家一起参加而编纂，引用时可
能跟每个医家的趋向而变化。

    另外，在《医学入门》上有的方剂中出现增加药物初加
工、炮制的内容，这可能是与原文的药物初加工、炮制方法不
一样，或基本加工法变化时编纂者按自己的经验而变化。

9.2.6 药量变化

《东医宝鉴》药量变化在每个时代都不同。按变化率来看，

变化最多的医书是仲景方，考虑到古代各时期衡制的变化，如
汉晋一两折合13.92克，唐宋元明一两折合为37.30克，7)汉代与
明代重量比例为1：2.7。由于当时朝鲜用的度量与明代的度量
一样，那么汉代张仲景用一两与朝鲜时代许浚用一两的比例为
1：2.7，可见《东医宝鉴》上记载的药量比仲景方减少了。

    还有，许浚指出元代医著如《世医得效方》每方总量只
有五钱，平均到每味药就显得用量太轻，以致难以奏效，因为
“二三十种之药，则一材仅入一二分，性味微小，焉能责
效”。实际上，在上述有关《世医得效方》的例子中，剂量也
没有被增加。

    另外，有的原文上没有具体药物剂量的记载，如原文上
记载“各等分”，这样记载的话，药量不明不白，这种问题在
《东医宝鉴》中因为编纂者记载了具体的药物剂量而得以解
决。

    总体上，有的增加药量，有的减少药量，有的按比例，

有的没有比例变化，这可能是编纂者按当时朝鲜人的体质而改
变的。

9.2.7 制药法、制药量、服用法、服用量、加减法的变化

    通过比较《东医宝鉴》与原文制药法、制药量的变化，

我们可以意识到《东医宝鉴》的剂量比仲景方减少，有的减

1/10，有的甚至减1/25。这样的变化是《东医宝鉴》记载制药
方法有关，《东医宝鉴》上记载了“作一贴”，这是指一剂的
量，但仲景方中记载的药量是总量，制好药后分几服的形式来
描述，这样看，当然是《东医宝鉴》中的药物剂量随之减少，

而且还要考虑古代各时期的重量问题 。
    关于服用量、服用法、加减法的变化，目前只能考虑当

时朝鲜人的体质有关，还有当时朝鲜的情况是刚结束战争，社
会的经济情况不良，一般百姓的饭食情况也不妙，因此，许浚
认为仲景方上的方剂药量较大，所以减少药量。

9.3 出处不同

    出处不同在仲景方、《千金方》中均见。因为仲景方包
括《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3部著
书，《千金方》包括《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2部著
书。

    仲景方中如小建中汤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中》、《金匮要略方论·卷上·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金匮要略方论·卷中·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金匮要
略方论·卷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出现，据《宝
鉴》中“治虚劳里急腹中痛梦寐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
燥”，这首方剂可以认为《金匮要略方论·卷上·血痹虚劳病
脉证并治第六》中引用。

如猪苓汤在《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伤寒论·辨
少阴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方论·卷中·消渴小便利淋病
脉证并治第十三》中出现。据《宝鉴》有“治阳明证”，这首
方剂可以认为《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引用。

如通脉四逆汤在《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伤寒
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方论·卷中·呕吐哕下
利病脉证治第十七》中出现，据《宝鉴》“治少阴病”，这首
方剂可以认为《宝鉴》引用《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中
引用。

    《千金方》也有《千金翼方》与《备急千金要方》中记
载了一样的方剂，但有些药物组成是不一样，如十疰丸、龙胆
汤2首方剂在《千金翼方》和《备急千金要方》上均见，但十
疰丸，《宝鉴》用“细辛”，《备急千金要方》用“细辛（一
作蒿本）”，《千金翼方》用“藁本”；龙胆汤，《宝鉴》用
“赤茯苓”，《备急千金要方》用“茯苓（一作茯神）”，

7) 彭怀仁主编.中医方剂大辞典·古今度量衡对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9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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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翼方》用“茯神”，可知这2首方剂《宝鉴》引用的是
《备急千金要方》。

9.4 剪裁编辑

9.4.1 药物排列次序变化

调整药物排列次序主要是以“各”来表述，并按剂量由大而
小的规律进行排序，这样一来，避免了相同剂量的重复描述，

药量由大而小的排列也显得整齐了许多，从形式上更简洁些，

但这些变化中似乎不顾方剂的“君臣佐使”，这种记载的习惯
是在《东医宝鉴》中开始出现，这种方法在以后的朝鲜编纂医
书中常出现。

    另外，《东医宝鉴》一般规律是按剂量由大而小的规律
进行排序，但有的方剂虽然以“各”来表达，剂量变化上按有
小而大的，与其他方剂中的药物排序调整不一。

9.4.2 调整文字的位置

    这些变化主要在《千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
出现。《东医宝鉴》对原文进行剪裁，并在不同的两篇中分开
记载。另外原文的内容太长或复杂的话，通过重新调整文字的
位置使得更简洁，而且能突出每个分段的主题，分开记载。

9.5 删除、补充内容

   

主要变化在药物的随证加减法、服药禁忌、服药后疗效的补
充、删除，《东医宝鉴》几乎都删除随证加减法，有的增加随
证加减法，这可能是编撰者根据当时朝鲜亲历的临床诊治经验
和体会而进行的修改。

10．结论
    通过《东医宝鉴》所载方剂与原文研究，得到以下结

论：

   

    一．《东医宝鉴》引文与仲景方原著比较，我们可知
《东医宝鉴》总体上忠于仲景方原著，但也有一些改动，主要
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此部分占的比率为83.5%，其中药量变化占25.2%，药物初加
工、炮制占16.6%，主治变化占11.7%，其三种变化最多，另
外，服用法变化占9.2%，药物变化占6.7%，服用量变化占6.

1%，剪裁编辑占5.5%，制药法变化占4.9%，佚文、选材不同各
占3.7%，方名变化占3.1%，删除、补充各1.8%。

    二．通过上述《东医宝鉴》引文与《千金方》原著比
较，我们可知《宝鉴》总体上忠于《千金方》原著，但也有一
些改动。主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57%，其中药量变化占14.2%，

服用法变化、主治变化各11.9%、药物排序变化占11.9%，其四
种变化最多，另外，方名变化、删除各占7.1%，佚文、药物变
化、制药法变化、调整文字位置、剪裁后使内容更为扼要、选
材不同、补充各占4.8%，用词变化占2.3%。

    三．《东医宝鉴》引文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著比
较，我们可知《东医宝鉴》总体上忠于仲景方原著，但也有一
些改动，主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80.8%，其中，主治变化占
18.2%，药量变化占14.6%，药物初加工、炮制、服用量变化各
占13.7%，药物排列次序变化占12.7%，其五种变化最多，另外
服用量变化占7.4%，方名变化占6.9%，制药法变化占4.2%，删
除占3.8%，药物变化占1.9%，佚文1.5%，调整文字位置、补充
各占0.6%，制药两变化0.2%。

    四．《东医宝鉴》引文与《世医得效方》原著比较，我
们可知《东医宝鉴》总体上忠于《世医得效方》原著，但也有
一些改动，主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81.3%，其中，药量变化占
18.4%，主治变化占17.2%，药物初加工、炮制占13.1%，剪裁
编辑占10.2%，其五种变化最多，另外服用量变化8.9%，服用
法变化8.6%，药物变化、制药法变化、删除各占4.7%，佚文、

基本相同各3.4%，方名变化占1.9%，补充占0.4%，制药量变化
占0.3%，服药禁忌占0.1%。

    五．《东医宝鉴》引文与《医学入门》原著比较，我们
可知《东医宝鉴》总体上忠于《医学入门》原著，但也有一些
改动，主要变化在引文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在表述上有不同程
度的变化。此部分占的比率为56.44%，其中，主治变化占
15.56%，药量变化占13.16%，制药法变化占5.89%，服用法变
化占5.84%，另外，剪裁编辑占37.35%，其中调整主治、方剂
位置占30.92%，此变化是在单项变化中最多，另外调整药物排
列次序占6.43%，删除占5.1%，药物变化占4.57%，服用量变化
占4.04%，药物初加工、炮制占3.77%，方名变化占2.44%，佚
文占0.95%，服药禁忌变化占0.43%，制药量变化占0.375,药物
加减法变化占0.27%，补充内容占0.16%，基本相同占0.1%。

总之，《东医宝鉴》引用方剂文献的特点表现为：一般是原
文照录，即使有少量改动，也不涉及实质内容。对于汉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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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明万历之前的历代复方、单方，总体上是忠于原著，但有
各种不同的改动。从引文与原文关系比较归纳出的结果可以发
现，引文与原文基本内容相同而表述不同占多数，其中又以内
容变动、精炼者居多。加上对原著撮其要义，重新表述，甚至
补充内容等等变化，说明在肯定《东医宝鉴》源自中国古代医
学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作者并非完全照搬中国医著，而是按照
自己的编辑思路，经过自己的消化，尝试着对原文献做一些必
要的加工，为我所用，标志着古代朝鲜迈开了医学本土化的步
伐。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一．首次应用方剂学、中药学、文献学、历史学、比较
学方法，将《东医宝鉴》引用的仲景方、唐代《千金方》、宋
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元代《世医得效方》、明代《医学
入门》方剂内容与原文进行比较，佚文、考察方剂的方名、主
治、药名、方剂中药味增加或减少、药物次序、药物初加工、

炮制、药量、复方剂量、剂型煎服用法等的变化以及补充、删
除内容，不含关于方剂学理论的内容，并对相关史料和文献进
行综合、归纳、比较、分析。

    二．首次从方剂角度探讨《东医宝鉴》在编纂过程中采
自中医古籍而又有所变化的历史面貌，提出这是朝鲜尝试将中
医本土化的开始。

11．结语
本文是《东医宝鉴》方剂引文与主要中医原著的比较研究。

对于《东医宝鉴》在编纂过程中采自中医古籍而又有所变化形
式很清楚，但变化原因还不是很清楚，由于时间所限以及各方
面的限制，没有进一步探讨。探讨《东医宝鉴》所载方剂与原
文比较，对于《东医宝鉴》在编纂过程中采自中医古籍而又有
所变化历史面貌的研究很有必要。

    总之，本研究只是《东医宝鉴》编纂过程中采自中医古
籍而又有所变化历史面貌的研究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继
续，希望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向过去和未来延伸，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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