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西医合作

温金童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极大地限制了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 同时弥

漫于全国的废弃中医论以及国民政府鄙视中医的种种政策又使边区卫生工作雪上加霜。为了克服

重重困难,陕甘宁边区结合自身特点,着力推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中西医结合

的政策。它的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开发了边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部分实现了中草

药的自给,满足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摸索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走中西医

结合的卫生工作之路,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对 2006年以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中西

医存废之争,给出了历史的解读。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 中西医结合

一 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之困窘:缺医少药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十分缺乏, 甚至连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如此。1938年设

在延安的中央总卫生处初建时也仅有一名医生,一位护士, 一个司药 ; 1939年在延安组建的中央

医院一开始也只有 12名医务人员。! 面对如此令人心忧的医疗人员匮乏局面, 身兼陕甘宁边区政

府副主席的著名中医李鼎铭不由感叹道: ∀全边区仅有中医好坏 1000余人,兽医 50余人,在机关、

部队的西医 200余人。# ∃1940年 5月, 就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骑马仅仅摔折了胳膊,也因为延

安医务人员及医疗条件的限制,不能就近治疗而被迫送往苏联, 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落下了

终身残疾。%

边区物资匮乏, ∀药品最为紧缺#。& 据时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参谋长耿飙回忆:吃

饭、穿衣、医药、日用品都成了问题,有一次肖劲光在石头上磨几片刮脸刀片并解释说,有什么办法

呢? 这还是从苏联带回来的, 都用了十来年了, 现在没处买, 凑合用呗。∋ 身为八路军留守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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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肖劲光尚且如此, 当时的物质困难可见一斑。至于医药补给方面, 马寒冰写道: ∀国民政府从抗战

军兴后,就未发给任何药物(一丸一片) , 因此药物困难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傅连暲传略∗

也记载了当时边区同样的医药困难: ∀敌人对边区实行封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连吃饭穿衣都成了

问题,更不要说医药了。#  有一次我军从敌占区搞了一瓶安眠药, 专门派人送到傅连暲手中,周恩

来特别指示: ∀不能叫任何人随便动用, 不能多给毛主席, 也不能毛主席一要就给, 只能用在关键时

刻。# 傅连暲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这瓶来之不易的药, 一粒也不敢浪费, 只有关键时刻才

取出几粒送给毛主席服下,让他睡个好觉。! 不但中共方面深感医药困难,民间医生也面临同样困

境,关中名医任和平医术精湛, 1939年以前,边区群众常常请他看病,可近年来因国民党严密封锁

边区,不仅不能外出行医, 就连药材也很难购买。每逢提及此事,任先生痛心万分。∃ 由此可见,陕

甘宁边区医务部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主要是技术人员与药品器材的极端缺乏#。%

边区的医药是这样的匮乏,而当年的林业调查报告则显示: 边区 ∀森林里的药材很多, 除树木

本身的根、皮、花、叶、果实、种子等外,还有森林里生长着的许多药用草本植物#。

其中木本植物有如下表(原调查列出 39种木本植物,这里仅列 9种) :

树种 松 桑 槐 桐 茄子 枣树 菩提树 柏 树 皂角树

药用部分松香、松节油 皮、实、叶
芽、花、根、

皮、籽
籽 核 仁 花 叶、籽、油花、根、皮、荚

产地 漉县、关中 各地 各地
关中、

延川
各地 沿河各地 马头山 各 地 关 中

从表中不难看出,这些药用木本植物分布广泛,很多树种遍布陕甘宁边区各地。调查报告还列

出了草本药材, 种类就更多,分布也很广,包括∀木贼、肉枞蓉、灯心草、杜仲、益母草、丹皮、泽泻、秦

椒、苦参、党参、泡参、麦冬、天门冬、车前子、何首乌、远志、红花、黄芩、黄连、黄柏、麻黄、柴胡、紫苏、

菟丝子、淫羊霍、甘草#等 65种。& 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在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

∀某区虽然经济落后,但富源却蕴藏不少,即以药类而言,这里确实有很多, 如: 防风、当归、大黄、麻

黄、苍术、秦丸、苦参、党参、黄柏、柏子仁、五倍子、益母草、车前草、柴胡、黄芩、++等等数十种。# ∋

由此不难看出, 边区的 ∀缺医少药#并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二 中西医交锋: ∀西风压倒东风#

西医泛指从近代以来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医学, 它∀ 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

器,每一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则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

一体、虚实相随#。∀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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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联系的神韵#。∀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 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 阴阳五

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 这是中医的方法#。 客观地说西医、中医各有所长, 如能兼采两方之长,

必能互相促进, 极大推进边区医疗卫生事业。但是民国以来,北洋政府对待医疗卫生事业, 一概效

法西方,对中国传统医学,则采取扼杀与取缔的政策。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

废弃中医,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今后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他主掌的教育部则拒绝将中医课程

列入医学教育规程。 医疗卫生界也掀起了一股西医攻击中医、否认中医的风潮,进一步引发了中

医之危机。1916年西医余云岫就在其)灵素商兑∗中宣扬: ∀中医无明确之实验, 无巩固之证据。# !

主张彻底否定中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医再遭重创。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公开表示: ∀医

学在中国很不幸的, 有了中医,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代表医学界顽固的势力,也是中国人守旧观念

的表征。#∃1929年 2月 23日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 以余云岫为首的一批西医提出

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他在会上发言说, ∀旧医学太不像样子了#。∀现在的相
当多的一部分能看得起病的国人, 得了病,务必请教读书不成的大夫,摸了二部九候的脉,饮饮补泻

温清的药, 说不定还要求求仙佛,卜卜课命#。% 他的发言与提案影响极大,废弃中医的主张基本上

主导了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艰
难图存,但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即使在抗战时期, 重庆仍见∀有识者#攻击中

医: ∀中医在战前战后已被一些守旧的份子不合理的提倡过,给有识者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并称∀谈

到中医的诊断疾病的方法,那就更糟了#。&

一些在华的外国医生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医: ∀如果一个人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行医,唯一要

做的是去读几本许多世纪前古人所写的医书,如此就可以整装上阵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对

治疗疾病的基础知识也一无所知。他们使用药品, 但是不知道这些药品对身体各个系统的作

用。# ∋这位洋教士还说: ∀有一位患者,是一位清朝高级官员,而且相当有知识,不到一个月前, 曾向

一个巫医求教。他从冥冥之中一些神秘人物那里接到一封信, 根据巫医的指示,烧了这封信,把纸

灰和水混在一起喝下去。# −在这些传教士眼中, 中医简直就是巫医的代名词。全国的这种鄙视中

医、废弃中医的论调深深地影响了边区卫生工作, 同时历史上国民政府的种种抑制中医的政策也给

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留下了诸多隐患和不利因子,中医越来越受到西医的嘲弄与排挤,中医的处境愈

加不妙。

三 陕甘宁边区卫生工作胜利之路:中西医结合

(一)中西医结合之思想

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边区医药界鄙视中医的现象十分严重。∀延安的几个医院都是西
医,对中医持不承认态度。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他看病开药, 甚至中医看病用药,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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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医药费,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以至于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医院里没中医, 农村里没西

医。 针对这种现象, 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 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

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 1000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 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

是实际上帮助巫神, 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毛泽东明确表示: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

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

毛泽东所倡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有一个过程。还在抗战初期,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任

副院长。一次毛泽东看望黄祖炎的病情,傅连暲也在场。听黄祖炎讲述自己服用中药治愈胃病的

经过后,毛泽东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 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

治病缓慢反复, 两者要取长补短。中西医要互相学习, 联合诊疗,就像是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

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也许和他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毛泽东患风湿性关节炎,

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李鼎铭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

地说,吃 4服中药就可以好了。由于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又都是西医, 他们不

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坚持服用李鼎铭开的 4服中药, 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也活动

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对边区中西医合作的思考也更深刻了。毛泽东

在李鼎铭给他治病时说: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
铭自信地说: ∀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回答道: ∀你这个办法很好,以

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思想。

李鼎铭也是中西医合作的积极推动者。1944年 7月,在回答)解放日报∗记者关于中西医合作
的问题时,他强调说:过去曾有主张中西医分工治病, 外科由西医治, 内科由中医治,但老实说中医

在内科方面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另外也会有人主张国医可介绍药品给西医,西医也可以告诉归纳一

些生理卫生等科学知识, 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李鼎铭还就此提出中西医合作的具体

途径: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 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为

了实现中西医合作, 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 互相谅解, 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地讲出

来。李鼎铭最后表示:自愿首先以身作则, 把自己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以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

贡献出来,并虚心向西医学习。& 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再次重申:

∀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

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进自己的服务。# ∋

中西医合作的积极推动者还有时任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1941年,一二 .师政委关向应因

病回延安住院, 听傅连暲说起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关向应说: ∀中医、针灸, 这里面有好东西,整

理和研究很有必要。# −关向应的谈话对傅连暲启发很大,在以后的卫生工作中, 他即重视发挥中医

(117(

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西医合作

 

!

∃

%

&

∋

−

)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41页。

)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版,第 1012页。

)毛泽东文集∗第 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49页。

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 ,, , 私人记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版,第 63页。

)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41页。

)解放日报∗1944年 7月 14日第 1版。

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年

版,第 436页。

钟兆云、王盛泽著:)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 ,第 138- 142页。



药的作用,又多方探讨中西医团结的具体途径。因此,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推动下, 边区广大医务工

作者上上下下掀起了一股中西医相互学习的氛围。

(二)中西医结合之途径

1.中西医结合途径一:成立中西医药研究机构

鉴于中西医的复杂性尤其是二者医理之间有何互补性,过去那种简单的个体 研究已经不合时

宜,综合性的中西医联合研究机构的设置提上了工作日程。中西医研究室是边区较早成立的从事

中西医研究工作的一个机构。当时留守兵团政治部魏善钊同志曾患有肺结核病, 使用西医方法加

以治理并于干休所休养 6个月, 仍未能恢复健康。后来经光华药厂梁金生厂长诊断后, 服用中药

11帖,病近痊愈。基于这一病例的启发,为了研究医药工作, 边区材料厂及时与光华药厂合并,并

与医大、卫生部联合起成立了一个中西医研究室, ∀以科学态度, 共同研讨医药工作#。

1944年 5月 9日, 为了加强研究力量,又成立了三边中西医研究会, 中西医会员多达 40余人。

研究会里到处∀充满着团结互助的精神#,为了∀互相帮助提高技术#,中西医研究会成员之间∀采取

了经验多的人帮助经验少的人的办法#,中医帮助西医怎样加工、泡制中药材,而∀西医帮助中医使
用体温表#。在谈到使用体温表的妙处时,中医们则说: ∀高热低热不易区别,会使用这个东西比捉

脉准确多了。# 自从中西医研究会成立以来, ∀公开秘方,虽然到现在还有部分医生有些保守#, 公开

了 300多个,有些在报纸上发表, 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的中西医生相互尊

重,互相学习,给中西医合作树立了榜样。中医苗植菴老先生尿血(西医称膀胱炎) , 很厉害,吃了很

多中药无效。后经西医治疗, 吃药打针, 把病治好了。 大家还一起给年长的高桂林等 10 多位老

中医祝寿, 期间∀中西医生相互团结更增亲密#。在盐池县召开的全县医生座谈会上,各位医生相

互公开秘方,原文卿老先生很痛心地讲到过去医药界的互相隔绝和保守现象,因此∀耽误了很多病

人#。!

1945年 3月 13日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成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并致辞: ∀ 边区中
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是毛主席文教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去年边区文教会关于中西医合作方针之具

体实现。#林伯渠还强调: ∀为了更有效的为边区人民服务,必需集中中、西、兽医及药务各方面力量,

以消灭边区人民的疾病和死亡,救人救畜,达到边区人民的人财两旺。同时中西医合作之后可以交

流经验,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 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对中国将来的医药建

设亦有重大意义。#边区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则在会上呼吁大家打破过去的成见,亲密地团结起

来,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具体实现∀中医科学化, 西医中国化#。∃ 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后,积

极开展工作,尤其在中西医研究方面成绩卓著。1945年 3月 22 日总会常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做出

决定: ∀经常举行中西医生座谈会, 交换中西医药经验。#该会同时要求组织中西医联合医疗队下乡,

由中央卫生处、联防卫生处、边区卫生署各组织一队, ∀每队要有内外科西医各一人, 中医一人#。%

在中西医药研究会第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在边区工作的奥地利国际友人傅莱医生向到会的中西医

生介绍了粗制盘尼西林的经过, ∀中医同志都认为大开眼界,希望以后多举行这样的学术报告#。&

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 促进了边区中西医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了边区医疗卫生工作。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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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 ∀在医药界, 则由于执行了毛主席文教工作统一战线的指示,中西医务工

作者团结起来了。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和中西医共同组织医疗队下乡,即其明证。#

2.中西医结合途径二:中西医互相学习

中西医会诊,也是互相学习,交换经验的好办法。1944年 12 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上发出了∀中西医团结#的指示。李富春在一次中医、西医和兽医的座谈会上号召∀中医要科学化,

西医要大众化#,要求中西医互相学习。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 在李富春、李鼎铭、傅

连暲等有关部门领导的推动下,边区的中西医结合工作逐渐迈开了步伐。

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最先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白求恩国

际和平医院有一位住院很久的面神经麻痹病人, 曾用了当时所有的西医办法治疗都无济于事。在

经过院外找中医大夫针灸治疗四天后, 他的脸部竟完全恢复了正常。这一事实让对中医持怀疑态

度的西医震动很大, 极大地教育了他们,坚定了他们向中医学习的决心。和平医院院长西医鲁之俊

就跑到离医院 20里路远的中医任作田那儿学习针灸,据鲁之俊回忆, 当时∀学习针灸的热情很高,

门诊用针灸,病房用针灸,对中国医大学习的学生也教针灸。当时在延安药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开展针灸治疗活动, 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后来陕甘宁边区表彰了任作田、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

成绩,并授予他们∀团结中西医模范#特等奖。!

针对边区西药缺乏的情况,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更是力主中西医应互相学习,就地取材,用中

草药、民间验方防病治病。延安中央门诊部为此专门设置针灸专科门诊,邀请河北农村来的老中医

应诊,使中央门诊部成为∀延安第一个设有中医门诊的单位#。同时在中央疗养院中,也集中了瞿宪

文、唐继宗等著名中医,他们对边区卫生保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傅连暲还多次邀请李鼎铭为王

观澜同志会诊, 共商治疗方案。他还对∀名医朱仲丽、鲁之俊的针灸工作#到处宣传, 大力支持,鼓舞

了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信心,繁荣了边区中西医事业。∃

3.中西医结合途径三:成立制药厂开发利用中草药

中西医的相互学习解决了∀缺医#的难题,而∀少药#的困难则随着边区制药厂的成立得到了部

分解决。

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研究中药,开办中医

训练班,发展制药厂#。% 为解决医药匮乏问题,采集边区中草药, 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多家制药

厂,自主研发中药制品。

1939年 3月, 陕甘宁边区光华制药厂成立, 由对中医、中药造诣都很深的爱国华侨梁金生医士

负责。该厂的任务就是∀开发边区药材#、∀运用科学方法,把积有数千年临床经验的中医,作综合的

研究与改进#。&

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在成立卫生材料厂时也明确说明了成立制药厂的目的: ∀边区中药丰富,而

且道地土产药草甚多,特别是甘草、麻黄、枸杞、大黄等。但无人采取及调制, 使有用之物, 遗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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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疫病则依赖迷信,自促死亡。纵有少数药铺,亦药材来自外地(所谓川广药材) ,物价高, 而且囿

于陈法,毫无进步。西药来源断绝,只有设法自制或采用代用品, 始能克服困难。基于开发土产药

材,使中药科学化,中药西药化,中药代替西药,以及克服边区医药困难,推广边区医疗事业,本厅拟

积极成立卫生材料厂一所。#)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暂行章程∗重申了成立制药厂的主要任务:为

克服困难期间边区药品之缺乏,因此采取中西药材,尤其土产药材加以化验制造, 使中药提高到完

全科学化,以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及供给边区医药品器材之需要。

马寒冰在)陕甘宁边区军事系统卫生工作概况∗中也指出如何采取中药,加以科学制造,使其适

合于今日药物困难中的需要, 是摆在边区医药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化学制药厂就

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 八路军医务部门也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叶季壮称: ∀为克服药品

的困难,我们创办了药厂, 就地采购中药加以改造, 甚至民间土方草药皆被搜集研究利用了。# !

1939年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对外称陕甘宁边区难民工人制药厂)投产, ∀以研究中药为主,卫生材料

次之, 也生产部分西药#。制药厂以化学方法由中草药中提取麻黄素、当归精、阿托品等 10 余种有

效成分。到 1940年底, ∀自产药材的供应占 30%左右#。∃ 到 1944年 5 月, 制造药品 200余种,据

当时的统计, ∀部队中历年使用该药厂的药品平均占 86%#。% 朱德对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的工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 ∀你们的药厂已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 又采取了陕北落

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 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边区自己制造的药

品疗效也不错, 决不逊于外地药品,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曾这样描述道: ∀记得曾服一包胜利茶,

其功颇不逊于西药之阿司匹灵,但阿司匹灵每片即需二元,而胜利茶则每包亦不过一二角钱,依然

可以治病,其他药品,则在延有口皆碑, 绝非虚构。# ∋

除了创办制药厂之外,边区还注意调动广大基层卫生人员的积极性,自采自制自用当地的中草

药材,以弥补药材供应之不足。− 一次毛泽东对傅连暲说: ∀有些蔬菜本身是有药物疗效的, 现在我

们这样困难,在草药使用上,你们卫生部门还应该注意呀!#傅连暲心领神会,此后就十分关注中草

药的开发和利用了。/ 并在工作中∀总结了大量土、偏方推广到全边区和全军。这一切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傅连暲的主持下, 卫生部和医院带头深入民间地头, 收集土方、验方。俗语说: ∀偏方治大

病#。许多土方,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用烟叶

水治下腿溃疡, 用硫磺治疥疮,都一点点推广了。 随着制药厂规模的扩大,仅靠卫生人员采药已

经不能满足制药厂的要求,边区卫生部门深刻认识到∀必须有计划的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

药及制造其它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保证边区制药厂的原料来源,各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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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积极鼓励群众采药,卖给制药厂。如此即增加了边区群众的收入,又可以使制药厂原料供应

十分充足。如陇东的华池等地本来出产药很多,但由于过去没人收买,好多群众又不认识药材,经

过当地保健药社定出收买药材的价格, 把药名改为当地老百姓熟悉的土名,这样群众就踊跃挖采开

了。

陕甘宁边区军民就这样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挖掘本地中医、中药的潜

力,克服了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促成了中西医的团结与合作,逐渐改变了边区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

在普及卫生教育,扑灭疫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推动了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边区的医疗卫

生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 中西医结合治病,疗效显著。例如给患有肺结核的魏善钊同志用西药治疗

半年未好,服中药 11剂痊愈; 徐特立夫人曾患乳结核久治不愈, 服中药(七叶一枝花)就好了 , 这使

西医信服中药的效能。 徐特立在)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文中, 证实了上述情况: ∀我的老婆

患乳结核一年, 大于鸡蛋,服草药一种, 名七叶一枝花,中医也很少人知道这药,竟治好了。我认为

西医有读中医医案的必要。张仲景的处方,有研究的必要。经过中医的经验,去发现新的药物。中

西医合作,以解决目前的困难问题,并创造新的药物。# !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开发了边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部分实现了中药的自

给,不但对于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贡献极巨,而且∀从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军

使用的中药制剂,自制的竟占了全部用药的三分之一#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的贡献之大; 更为重要的是:摸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之路。诚如李富春

所指出的那样: ∀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 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

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 %纵观历史, 我们显然明白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尽管是基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而做出的决策,但决非权宜之计,它的历史意义深远。新中国成立

后,中西医结合之路也就顺理成章地由边区走向了全国, 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进

一步影响并促进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在 2006年到 2007年持续近二年的中医存废之争

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巨大的正面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这场论争中明确表态支持中医的持续

发展,正是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之路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作者温金童,甘肃陇东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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