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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

从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的建立
探讨中医药学在海外的发展
段青

康小梅

【摘要】 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的建立为中医药学者了解海外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新途径。本文介
绍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并根据数据库的统计结果探讨中医药学在海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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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book databas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help Chinese medical researchers to catch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Overs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book database is introduced and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discussed by using statistic results from the database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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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已在 160 多个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全球采用中医药、针灸、推拿、气功治疗疾病的
人数，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医药、
针灸的疗效已得到各国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认可。
随着中医药学在国外的深入研究，陆续翻译和出
版了很多中医药学方面的学术刊物和图书，如中
医四大经典、经典名著《内经知要》
、
《医宗金鉴》
等均有出版。2008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研
究人员通过对海外中医药图书进行调研、整合，
建立了“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该数据库为基
础为读者检索海外中医药图书提供了更全面、广
泛的检索途径，同时也为国内中医学者研究中医
药学在海外的发展提供了动态的参考资料。
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简介
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现收录海外出版的中
医药图书书目 1 万种，涉及英、法、德、俄、日、
朝、泰、越、捷、丹、挪、芬、匈、意、荷、希
腊、波兰、印尼、马来、瑞典、波斯、土耳其、
1

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世界语
等 32 种文字。数据库结构由 30 多个字段组成，
如题名、副题名、著者、出版者、出版年代、ISBN
号、分类号、主题词等，读者可以 ISBN 号、正书
名、著者、丛书项、分类号、主题词 6 个字段进
行简单检索或复杂检索。

图 1 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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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书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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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查看详情页面

2 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统计
2.1 出版语种统计：1 万种海外中医药图书按语
种进行统计，包括日语 3911 种、英语 2739 种、
德语 1137 种、朝鲜语 863 种、法语 597 种、意大
利语 158 种、西班牙语 169 种、俄语 99 种、其他
［ ］
24 国家语种 327 种图书 1 。
2.2 总体分类统计：按总体分类进行统计，包括
中医临床 5269 种、中药研究 1989 种、中医基础
理论 832 种、综合性医书 826 种、中医临床各科
821 种、中西医结合 108 种、预防医学 96 种、民
族医药学 59 种图书。其中中医临床类图书主要包
括针灸疗法、按摩疗法、气功疗法、刮搓疗法、
食疗等中医独特疗法，在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
中所占比例最大。
2.3 出版年代统计：数据统计截至为 2008 年，70
年代之前 793 种、1970～1979 年 1221 种、1980～
1989 年 1832 种、1990～1999 年 2685 种、2000～
2008 年 3469 种。显示中医药图书在海外的出版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
3 中医药学在海外的发展研究
3.1 中医药在亚洲：亚洲由于与中国的特殊历史
渊源，中医药一直在医疗保健中占重要位置。从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中医药图书在亚洲的出版占
48%，表明亚洲各国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和应用更全
面和深入。中医药在日本的应用有悠久的历史，
在明治维新前，中医一直是日本最重要的医疗保
健体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医药在日本发展

较迅速。据统计，日本 85%以上的人接受过中医
药、针灸治疗。小柴胡汤、柴朴汤、补中益气汤、
加味逍遥散、八味地黄丸、小青龙汤、六君子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麦门冬汤和当归芍药汤每年在
日本的产值很高。我国的教科书《中医学基础》
、
《中医诊断学》、
《方剂学》，中医经典著作《伤寒
论》、《黄帝内经素问》、《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医学入门》、
《中医大辞典》等都有日译版本。
在韩国、朝鲜，中医药已被纳入国家医疗保
健体系，成为主流医学的组成部分。1969 年韩国
保健卫生部规定 11 种古典医籍上的处方可由药
厂生产，无须进行临床试验，其中四部是《景岳
全书》、《医学入门》、《寿世保元》、《本草纲目》。
1987 年泰国政府正式批准使用中草药。2001 年，
中医在泰国合法化，中医师考试合格后可领取行
医执照，有合法地位。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国的国民对中医药非常推崇。中医药在
新加坡有悠久的历史和民众信仰基础，现有中医
诊疗机构 1000 多家，有 1800 多名持有执照的中
医师开业，诊治例数占政府诊所患者的 30%。在
越南，由于受传统中医文化的影响，越南消费者
非常青睐中成药，中药的年销售不断上升，目前
我国有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获得越南经营许可证。
越南政府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中医师几乎占全
部医师的一半。马来西亚的国民普遍使用中医
药，中药铺约 3000 余家，中医从业人员众多，
有 90%的住院患者在接受西药治疗的同时服用中
药。菲律宾政府已正式承认针灸疗法。此外，印
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由于受亚裔、华裔
文化的影响，中医药在这些国家一直都有良好的
［ ］
群众基础 2 。
3.2 中医药在美洲：近年来，美国公众和医学界
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安全有效，并逐渐认
识中医、信赖中医。据Eisenberg调查，美国有 60%
以上的成年人接受过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疗。目前，
美国政府每年花 1.2 亿美元用于补充和替代医学
的研究和发展，而针对中医、中药和针灸的研究
项目达几十种。由于对中医理论的重视，美国开
始注意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美国国立医
学图书馆专门聘请我国文献研究专家赴美指导整
理其所藏的历代中医药学文献，
《黄帝内经》在美
国有三种以上译本。还出现了一些以中医药学书
籍为主的出版公司。这些公司近年来出版的中医
图书快速增长。从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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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统计看，近十年来出版的中医药图书是 20 世
纪 70、80 年代出版总和的 2 倍。这些公司出版的
中医图书内容广泛，有《内经》、
《伤寒论》、本草
等古典的译本，也有现代中医药学者的著作和科
研论文集，还有世界各国知名中医、针灸专家的
论文集。如《传统中医针刺疗法》、《本草纲目中
的药用植物》、《中医脉诊》、《针灸及中医世界讨
论会文摘》、《简明人参手册》等。这些中医药图
书的出版，体现美国医学界对中医药的应用、探
索和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也开始
［ ］
重视中药的研究 3 。
1987 年，加拿大中医与针灸学会（CMAAC）
成为世界针灸联合会。1989 年，CMAAC 成立了
中医与针灸研究所教育分部，在 7 个省分别成立
了 7 个分支。这一切对针灸在加拿大的进一步开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墨西哥政府对中国传统医学
发展十分重视，当地居民对中医药的兴趣与日俱
增，针灸治疗于 2002 年 5 月在墨西哥获得合法地
位，2007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24 日，
“墨西哥中医
针灸国际培训班”在北京举办。在古巴各大小医
院都设有中医科、中医病房。中医科门诊患者一
年约 2 万人次，居各科之首。目前，阿根廷接受
针灸、中药治疗的人越来越多，牛黄解毒丸、银
翘解毒丸、黄连上清丸等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
3.3 中医药在欧洲：①20 世纪 70 年代针灸开始
进入德国。几十年来，接受中医药治疗的人越来
越多，医学界对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临床效果
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现在德国有中医学
校几十座，针灸师 5 万多人，有近 80 家医院设有
中医门诊部，德国每年约 200 万人次接受中医治
疗。在 1940 年至 1982 年间，德国出版中医药学
和针灸学专著、译著约 250 种，在各种刊物发表
的相关文章近 1000 篇。近年来，中医药学有关专
著，如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中药、
方剂、中医基础理论、气功以及中医经典等图书
在德国的出版逐年增加。德国是西欧国家中使用
中草药最多的国家，占德国和欧盟 70%的市场，
服用中草药的德国人超过 58%，在德国任何一家
药店里都可以买到中草药。②法国是从事中医药
研究最早、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法
国从事中医研究及临床者近万人。约有 2800 个中
医诊所在使用中药、针灸和推拿，并成立了 45 个
协会，参加人数约 1.2 万人。法国比较注重中医文
献基础理论的研究，早在 1671 年就出版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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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典》，1825 年出版了《论针刺术》、
《巴黎市立大
医院针刺治疗病历集》，1863 年翻译出版了《针灸
大成》，1930 年出版《中国针灸》等图书，这些图
书的出版，对法国乃至欧洲针灸学的传播都起到
了重要作用。近二十年来，法国已开始由单纯针
灸向完整的中医药研究过度，大量翻译出版了《黄
帝内经》、《难经》、《易经》、《针灸甲乙经》、《伤
寒论》、《针灸大成》、《濒湖脉学》等中医典籍，
并对这些文献进行注释。法国也是欧共体第二大
草药市场，有近百家中药或植物药市场，十余家
中药研究机构，对中药的有效成分提取、质量检
测等研究很有成绩，中草药也于 1999 年列入国家
医疗保险。③中医药是 16 世纪流入英国，17 世纪
开始被接受。近年来，中草药、针灸、按摩等中
医药疗法在英国兴起，每年约 250 万英国人采用
顺势、中草药、按摩、正骨和针灸疗法。在 6000
多万人口的英国，约有 3000 多家中医诊所。④俄
罗斯了解中医和针灸大约在公元 10 世纪，通过民
间交往和国家贸易，中药、针灸传入俄罗斯。中
俄政府鼓励两国医药卫生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在传统医药领域，俄罗斯派遣专家到中国进
修中医，邀请中医专家赴俄罗斯讲学，协助在莫
斯科举办传统中医博览会、中俄传统中医应用科
学研讨会。《灵枢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
要略》《内经知要》《甲乙经》《肘后备急方》《千
金方》
《外台秘要》
《类证活人书》
《医宗金鉴》等
著作在俄罗斯都有出版，规模较大的列宁图书馆
藏有很多中医著作。⑤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
意大利、瑞士、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保加利
亚、芬兰、丹麦、捷克、奥地利、比利时等都有
中医针灸学会，政府和民众对中医药的防病治病
作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与我国在医药领域的合
作不断加深。
3.4 中医药在非洲、大洋洲：在 19 世纪末期，中
医药就已传入澳大利亚。近十年中医药独特的理
论体系和神奇效果得到澳洲的认同，在补充和替
代疗法中独占鳌头。目前澳大利亚的中医诊所超
过 4000 家，每年就诊人数约 280 万人次。每年约
有 1000 多人次接受中医药正规或非正规训练。
2000 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中医立法，
这是海外第一个宣布对中医立法的国家，使国民
对中医药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中医药进
入澳洲主流社会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还是西方
国家中，中医药高等教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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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在澳大利亚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在非洲许多国家，中医药都得到了发展和推
广。南非 2001 年确立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后，中医
药在当地得到了迅速发展。1960 年以来，中国援
非医疗队活跃在坦桑尼亚、尼日尔、赞比亚、莫
桑比克、扎伊尔、马里、几内亚比绍等许多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也培养
了一批医疗卫生人员，为中医药在非洲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3.5 中医特色疗法在海外：大部分西方人是从认
识针灸、按摩、气功等中医独特疗法开始了解中
医的。从以上分析看，关于针灸、按摩、气功、
刮搓、食疗等疗法出版的图书占 53%。针灸是中
医在美国流行的主要形式，现在美国已有约两万
名针灸执照医师，针灸一次的费用约五六十美元。
全美约有 70 所针灸学校，
30 个州专门为针灸立法。
美国在针灸立法、教育和针灸师考试制度等方面
都取得了成熟的经验。随着针灸的普及，其他传
统中医疗法如推拿、太极拳、气功等也逐渐被美
国大众接纳。在德国，针灸、按摩占中医治疗的
80%以上，针刺麻醉研究方面在欧洲处于领先地
位。法国是欧洲应用针灸最早的国家，法国卫生
部 1985 年成立了针灸管理机构。在巴黎的“欧洲
第一医院”，计划办成一所集医疗、教学与科研为
一体的中医药中心，以针灸、按摩、药物、气功
及食疗为主进行治疗与研究。加拿大的中医针灸
诊所遍及全国，针灸多用于治疗头痛、风湿病、
类风湿关节炎，戒烟、减肥及某些免疫缺陷疾病。
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 1991 年成立澳洲全国中医
药针灸学会，之后还成立了中医监管局。俄国人
从明朝就开始使用针灸疗法，1977 年反射疗法、
手法疗法列入医学专业名录。1996 年，巴西联邦
［ ］
医学委员会承认了针灸的合法性 4 。
中国的针灸在隋唐时代传到日本、韩国。针
灸诊所在日本很普遍。韩国的许多韩医都会针灸
术。菲律宾政府已经正式承认针灸。目前，世界
上开展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的国家和地区
已达 142 个，全世界大概有 30 万针灸医师，针灸
热在国外持续升温。
3.6 中医药教育在海外：正规的中医药教育在全
世界已经起步，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都建立了中医药高等学
校。在美国注册的中医学院超过 80 所，经教育部

批准的中医、针灸学校已有 30 余所，其中大部分
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招生上千人。美洲中
医学院的中医出版社出版了《药典概要》、《中医
治疗精神疾病》、《辨证施治原则》、《合理正确组
织处方》等多种中医书籍。澳大利亚、英国、法
国都在正规大学中设立了中医或针灸专业，纳入
正式学历教育。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理工大学、西悉尼大学 4 所
政府开设的正规大学提供中医正规高等教育课
程。1996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了墨西哥中医药学院
奠基仪式，拉美地区第一家专门培养中医针灸人
才的高等学府投入建设。韩国有中医学院 10 所，
越南规定 6 年制医学本科要学中医 2 年以了解传
统医学。日本除有针灸学院外，还与中国北京中
医药大学合作，开设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
育日本分校”
。2008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葡萄牙宝德
分校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立。这是经中国教育
部批准的中国高校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将针对
葡萄牙民众开设五年制本科中医药专业。英国密
德萨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办中医学专业。
德国在很多医学院开设针灸课；加拿大建有一些
私立中医药学校。这些中医药教育机构的蓬勃兴
［ ］
起，为中医药进一步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5 。
结语
海外中医药图书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全面
了解当代中医药图书在海外出版状况的平台，是
中医药学在海外发展最动态的反映方式之一。随
着中医药学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将会有
更多的中医药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海外中医
药图书数据库也会得到不断更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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