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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州地域，文教发达，儒风独茂，医家辈出。新安儒士对医学领域的涉足，确保

了传统世家医学不仅在临床辨证思维以及医学文化理论研究方面都蕴含了儒文化思想; 同时，在医德及个人修

为上也更高一筹，亦儒亦医。故文章从“新安王氏医学”以及古徽州地区医学世家已有的医学文化、德行修为所

得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地域文化和世家流传对于新安王氏家族特色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强调医学家族在医

风、医德、医技上的传承以及其在现今教育领域的深层影响，从而肯定新安王氏家族在新安医学史学及文化史上

的特殊地位和贡献。通过本研究丰富完善王氏家族医学文化理论体系，以期发扬传承王氏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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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Huizhou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involvement
of Xin＇an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ensured tha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medicine not only contained Confu-
cian cultural thoughts in clinical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edical culture，but also had a higher lev-
el in medical ethics and personal cultivation． Therefore，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medical culture and moral
cultivation of“Xin’an Wang’s medical school”and ancient Huizhou medical famili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or-
tant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family transmi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Xin＇an Wang＇s family，emphasizes
the deep influence of medical family in medical style，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present educa-
tion，and affirms the special status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Wang family in Xin＇an medi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is
study enriches and perfect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ang＇s medical culture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and inherit Wang＇s
characteris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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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流派纷呈，历史悠久。而中医药文化

理论和实践发展在流派的推动下日日蒸上。中医

学的家族特色文化以及家族成员个人医学造诣保

障了学术流派的传承，也是中医学学术的整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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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核心。通过对新安王氏流派特色文化的深

入研究，展示王氏流派传承在儒医、研医、医风中

的深入思考和探讨，最终挖掘深层文化、归纳医学

特点、概括传承的共性规律，以期发展壮大“新安

王氏医学”的流派传承。
1 研究意义

中医药学文化传统的特有现象来自于家族传

承的医学世家群体，在诊治疾病与方药配伍中，他

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口授心传”，医术有家族

特点，更突出了其方药的“简便廉验”，惠利于民;

在医德修为方面更以其儒雅风范，受到百姓的颂

扬和欢迎。在他们身上，能发现中医药的本质和

特色，又能发现独门医术之外的文化之风。而新

安王氏医学家族是源起清代中原地区名噪一时的

医学世家，“新安王氏医学”薪火传承，代有名医，

是近现代新安医学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世传学派，

又称为歙县“富堨王氏内科”。历时两百余年，其

尚医学，倡效忠，名声远传，不仅医术闻名古徽州

且儒风独貌，代有闻人，且有一定的艺术修为。成

为新安地域著名的儒医世族。研究新安王氏家族

对于医学世家家族研究以及新安地域医学、文学

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计划中就提

出———“当代名老中医学术流派分析整理研究”，

涵盖了 6 点中医学术流派的划分标准: 必须要有一

个或几个学术上的代表人物( 领军人物、宗师、创

始人、中 间 人 物 等) 是 其 鲜 明 学 术 观 点 的 提 出

者［1］。必须要有一群学术上的拥戴者和传播者传

承和发展期学说( 传人) 。学术上要有创新，理论

上要有研究; 又或是新的学术思想和不同思想的

观点表达; 又或是医疗技术的更新和方法的独特;

又或是治学上的独特方法。要有一定的代表著

作，且著作要能够反映出所代表流派学术思想和

治学研究方法。要有相当的临床实践( 医案) 和影

响，有一大批病人受惠于其学术主张。能“绘制出

学术流派分布图”，包括学术传承体系分布图、地

域分布图等。而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首批

64 个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中，“新安王氏医

学”入选其中［2］。在建设期间，结合王氏家承志

略、《歙县志》等历史资料，挖掘梳理了新安王氏医

学流派发展渊源、进一步清晰了流派传承脉络。
2 王氏医学流派发展及传承史

2． 1 新安王氏医学特色文化发展渊源 “新安王

氏医学”为新安医学的重要家族传承的组成，王氏

医学家族将道、法、术融为一体，以法术为干为枝，

只有促进家族学术文化的正态发展，方能提高流

派传承的质量和内容。“新安王氏医学”流派在医

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临床药物的配伍和用药疗

效、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中医药文化传承及

学术思想的发展上都有所体现。其在学术上能取

百家之长，同时也能独显自家特色，成就一家之

论; 在临证上各位医者既有其所擅长之疗法，有自

身的医学文化探索，同时也保持王氏家族传承，共

采诸家之长。
2． 2 新安王氏家族传承体系 新安王氏家族的

起源地为徽州歙县，现今为止七代传人，分别由王

履中( 学健) 传王心如，再传王养涵( 又字漾酣) ，第

四代主要传承人有王仲奇、王殿人、王季翔、王弋

真，第五代为王樾亭、王蕙娱、王燕娱、王任之、王

乐匋，第六代王宏毅、王宏殷、王键，第七代王又

闻、王睿等，父子相袭、兄弟相授、祖孙相承，历近

200 年［4］，名播海内外。见图 1。

新安王氏医学家族传承家族链

王学键( 履中) →王心如→王养涵→次子王仲奇→王樾亭、王燕娱、王惠娱→王宏毅、王宏殷

→三子王殿人→王任之

→四子王季翔→王乐匋→王键→
女王又闻

侄王睿

→七子王弋真

图 1 新安王氏医学传承谱系

2． 3 王氏医家医儒兼修，亦儒亦医 不仅医学造

诣精深，在文学、书画艺术上亦颇多建树，文化功

底，非一般医家所及。同时并参与一些重要的社

会活动，名噪沪、浙、皖、赣。

第四代传承人王仲奇，名金杰，王谟之次子，

晚年号懒翁。脉案之中处方精巧，书法精良，曾得

到黄宾虹大师的称赞。其医案已被作为艺术品在

博物馆中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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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传承人王季翔，自幼修习古文，兼工书

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檄文对日，积极抗日，在

泾县、旌德、绩溪一带群众心中，他除了医术精湛，

同时还被民众誉为“医文兼备”，在当地具备一定

的声望。

第五代传承人王任之，博学广设，秉承家学，

与许多著名作家: 如巴金、臧克家等共谈文学，亦

书亦友，上海鲁迅纪念馆设“王任之专柜”，用于收

藏捐赠的书信和鲁迅的纪念本。任之先生因其自

身蕴含的文化修养，被誉为“心通儒雅情犹趣，腹

有诗书气自华”［6］。

第五代传承人王乐匋，自幼受家风熏陶，乡儒

发蒙，治学严谨，融古汇今，医文兼通，诗词俱有上

乘之作，每得诗词学界高度赞赏。其对书画的勤

精，被评为“甚富书卷气，作品处处能入古，常常出

新意，形成自家风貌”［6］，曾有多幅作品在全国获

奖并参加国际书法作品展。1996 年王乐匋在安徽

省博物馆与书画艺术家石谷风共同举办了书画艺

术展，获得各方面一致好评。被称为一代儒医。
2． 4 新安王氏流派传承文史资料 从清末歙县

名儒许承尧，为第三代新安王氏医学主要传承人

之一———王漾酣撰写的《王漾酣君传》，第四代王

仲奇由后人所整理《王仲奇医案》，已出版; 以及王

氏后人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王任之传记、王任

之年谱、王乐匋年谱各一篇。由王乐匋主编《新安

医籍丛刊》1 套( 15 册) 、《续医述》《新安医籍考》，

著《老匋读医随笔》等。王宏毅主编《王任之医案》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任之》，王键

主编《新安医学精华丛书》1 套( 10 册) 、《新安医学

名著丛书》1 套( 14 册) 、《中华中医昆仑·王乐匋》
《新安医学流派研究》《新安王氏医学流派学术思

想与临床经验精华》等著作均为新安王氏医学流

派代表性著作，尚有本流派手抄、点校类典籍 51

册，历史实物达 193 件［6］。文史资料是家族学术

的概括总结，亦是临床经验的积累，这些为王氏医

学流派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王氏特色文化的内涵背景

新安医学家族传承的内涵研究，特别是其对

临床各科的贡献以及儒医风范的影响，已经有了

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而新安王氏是新安家族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目前的文献资源看尚缺乏对

其特色文化全方位的此类研究，因此，从新安王氏

医家家族着手，对于新安王氏家族成员医学传承

及特色文化，以及王氏医家个案研究与时代背景

和学术变迁相结合，对家族成员儒医特色做较全

面的分析亟待挖掘、整理。

依据对新安医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收集了一

大批古籍文献资料、编撰了一整套完整的新安医

学专著、取得了一系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具备扎

实的研究基础，合理的研究团队、丰富的研究资

料、明确的研究目标。

王氏特色文化主要研究人员长期从事新安王

氏医学流派的传承与建设，中医教学及科研工作，

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及中医文献基础，同时全体

人员均认真研读了代表性的新安医学著作—如新

安医学系列丛书，对王氏家族研究已有一定的基

础，对新安家族的传承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4 王氏特色文化成果突破及影响

4． 1 传承文化的突破 新安王氏医学特色文化

研究的内涵非常丰富，是多层面、多方位的研究组

合，基于前期良好的研究基础，运用目录学、版本

学、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对“新安王氏医家”家族

史系统整理、挖掘，整体包含三个层面: 建立“新安

王氏家族”家族医学及家族文学文献数据库，探讨

和总结新安王氏家族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特色;

总结分析新安王氏家族优势，传承与发展新安王

氏家族学术思想、学术特色及文化修为; 确保家族

学术流派传承的良性发展，同时扩大其影响范围。

通过文献整理，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深入挖掘新

安王氏医学特色文化内涵，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

突破: 其一，八个方面挖掘整理了新安王氏家族儒

医修为文献资料: ①儒医风范; ②是乃仁术; ③研

医精进;④急人所难; ⑤授人以渔; ⑥良好医风; ⑦
志在“医医”; ⑧珍贵遗产。其二，已建立新安王

氏家族医学传承文献数据库。其三，从三个方面

提炼新安王氏家族成员个体医学文化造诣及学术

思想与学术特色;①承继家学﹑知医孝亲; ②济世

救生﹑以仁待患; ③博经通史﹑著述立说。其四，

深入总结分析地域因素对于新安王氏家族特色文

化发生的重要影响并点明家族传承之优势。
4． 2 文化教育影响 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已撰写

我校本、专科护理学、涉外护理学、医学美容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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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中医护理学》课程教学中关于以新安王氏医

学家族传承文化为例的思想讲义，全面提升本校

非中医学专业学生地域性学术理念，提高教学质

量，弘扬新安医学特色; 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以了解

新安王氏医学为主要的、新安医学家族传承医学

文化术思想讲座 2 次; 指导中医学专业本科生 6 名

从事王氏特色文化课题研究，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5 新安王氏医学的传承理念

5． 1 以“道”为本，以德为行 传道是学术传承的

根本，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而医道所指的就是现

今所强调的生命、健康、以及疾病所持有的态度和

理念; ? 对生命的认知，对疾病的诊治，以及医家

所遵循的从医规范和行为标准。而新安王氏流派

的医道，不但涵盖了“大医精诚”，同时还囊括了中

医基本理论思想。王氏流派体会医道医理，并植

入自己的认知和思维体系。在流派传承的基础

上，保证了中医学的活力和生命力。王氏流派除

了其独有的医学及人文特质，他们拥有儒雅的风

范、高尚的医德品格，爱国爱民、修身齐家，严谨认

真一丝不苟的治学品格以及琴棋书画、耳濡目染

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底蕴在新安王氏家族中代

代相传。强化了王氏流派的向心力和传承力［7］。
5． 2 以“法”为干，各依其宗 新安王氏学术流派

不仅医术高超，为同行医家以及病患所认可，且他

有自己独特的医疗特色。一个学术流派的传承，

就是看他的“法”是否存在并传承，而其“法”不存，

则意味着流派的消亡，学术的散佚。在“法”的传

承之中，我们应该遵循中医学的原则，将中医和中

药完美的融合。
5． 3 以“术”传法，以“技”建工 中医学崇尚师

承，学派的不一，也代表了以后所研究的内容、方

向的特点。所拜门下导师的诊疗之法、用药习惯、
医治手法等都是保证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随着

中医学术的日臻完善，新安王氏找寻新的突破点，

将中医的疗法从西医学的角度研究，从而找寻优

势病种临床诊治切入点，致力于王氏传承特色。
按照循证医学的整理方式，将世家医学思想、医案

等分类总结，也有助于提高其传承的水平和精华

的流传。医“术”之精，对新安王氏来说是传承及

发展的根本，也是提升流派凝聚力的关键。
5． 4 传承教育分析 由于近现代中医学教育模

式逐渐向院校教育转变，而新安王氏，以第六代传

人王键为例，一直以来对教育热衷，因而培养了众

多弟子，将各自的特色发扬光大，可谓桃李天下。
其在医学的传承中，并无故步自封，而是能够将传

承与发扬相结合，能够接受新知识，创造新知识，

融合新知识，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同时将本家族

的医学传承上深到更高层次。
“继承应以医经为主，旁及诸子百家，学业搜

根则枝叶自茂，读书溯源则活水不竭”［8］。新安王

氏强调经典学习，强调实践，充分发挥传统中医世

家的传承模式优势。在医技上虽有创新，但不忘

传承。
而中医药学又属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

于传统文化重要的就是发扬［9］; 新安王氏医家固

来医风高尚，其独受徽州文化底蕴熏陶，继承中华

传统美德，发扬流派思想精华。来自王氏代代传

人对“医”这一职业的深刻理解。新安王氏医学传

承特色: 学术继承上“承古融今”; 流派特色上交融

创新; 人才培养上家校结合; 传承方法上注重跟

师，文化修为上发展个人特色。

图 2 新安王氏医学特色文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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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研究，新安王

氏医学故地的实地走访和新安王氏现代医家的访

谈，丰富和完善了家族医学文化理论体系，提升了

新安王氏及家族影响力，彰显了新安王氏医学文

化特色，强化新安王氏家族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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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3 页) 降低谷丙转氨酶、甘油三酯、胆
固醇 方 面，JD 高 剂 量 组 优 于 水 飞 蓟 宾 组 ( P ＜
0． 01) ，更好地改善葡萄糖代谢，降低转氨酶水平，

JD 干预后肝脏病理显示，可以改善肝脏脂肪变性，

气球样变和炎症。提示 JD 通过改善 NAFLD 大鼠

生化指标，减轻肝脏炎症，促进物质代谢实现防治

NAF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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