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浙江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

一、项目简介：

“浙江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

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浙江项目组承担的重要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任务

（项目编号 2010GJ05），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及“中医药古籍保护与

利用能力建设”总项目组的要求开展工作。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2011年和 2012

年分次将本项目列为浙江省中医药科技专项（项目编号 2011ZZX001 和

2012ZZX001）。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完成中医药重要古籍的整理研究，内容包括版本

调研和考证，理清古籍的版本源流，最大程度地搜集到各种版本，将所搜集到的

各种版本加以比较，确定底本、主校本和参校本，按照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

力建设项目制定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的要求，完成重要中医药古籍的校勘、

标点、注释和学术研讨等，撰写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整理完成的书稿达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提出的规范通行本、

传世本的要求。使这些古籍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利用；二是通过项目的开展，

加强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培养及团队建设，进一步发挥我省在中医药古籍保

护与利用研究方面的优势。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医宗备要》《丹台玉案》《医垒元戎》《宋氏

女科秘书》《丹溪心法附余》《彤园妇人科》《医林纂要探源》《医方一盘珠》

等 37 种重要中医药古籍的版本调研、标点校勘、学术思想研讨等的整理研究，

其中古籍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关键技术通过专题培训班、学术交流、专家指导等多

种形式在浙江省甚至全国进行推广应用，发表研究论文 40 余篇，成果专著达到

当代规范本、通行本、传世本的要求，全部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全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一定的经济效益。项目研究开展了全省的大合作，

建立了以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为牵头单位，包括浙江中医药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杭州师范大学、绍兴市中医院、永康市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杭州市中医院、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余姚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全省 10家



单位等在内的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研究团队，培养了 30多名中医药古籍保护与

利用研究领域的中青年骨干人才，培训了 200多名具有中医药古籍整理能力的人

员，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效益显著，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中医古籍保护

与利用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第三方评价：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古

籍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的阶段成绩，特别强调了落实刘延东副总理关于中医药

“五种资源”的新定位，大力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以强化中医药古籍专业人才

队伍为抓手，深入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对下一步工作，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要坚持顶层设计, 站在国家层面做总体谋划和机制设计，进一步突出战略性和前

瞻性；二是要坚持遵循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多学科参与、专业性强的规律，

开展各项具体工作；三是要坚持融入大局，统筹好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创新的关

系。（来源:科技日报，2015年 2 月 26日“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取得阶段性成

果”）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既是一项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是一项事关中

医药全局的基础性建设工作。要以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的出版发布为契机，加大

对此项工作的宣传，吸引汇聚更多关心支持中医药发展事业的力量；要将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思想贯彻始终，让中医药古籍相关工作成效与中医药医疗、保健、

科研、教育、产业、文化以及对外合作与交流紧密相关。要统筹好保护与利用的

关系，更要协调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真正让古老的中医药典籍在新形势下焕发

出崭新的魅力。（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2015年 2 月 11日第一版）

做好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深入发掘中医药古籍精义内涵，为中医药

临床服务、百姓养生保健提供前人宝贵经验，为中医药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

基础，为中医药教育、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丰厚养料，才能展示中医药文化的丰

富内涵和独特魅力，聚力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增加，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的民族凝

聚力和创造力。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是做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关键保障，……希望

老一辈专家们在（古籍保护与利用）推进工作过程中，继续培养、锻炼一支精于

中医药古籍保护利用和整理研究的新队伍。（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2015年 2 月 12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5-02/26/content_293965.htm?div=-1


日第一版）

三、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浙江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成果之一——成果专著共 37

种，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分批出版，成果发行全国

各地新华书店，及网上书店如当当、京东、卓越网等。截止 2016 年 12月，平均

每种 2000册左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成员通过对古籍版本情况的考证，对医家的学术

思想与诊疗经验的研讨，正式发表研究论文 46 篇，还有部分论文参加了中华中

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

会等学术会议进行交流，对传承中医学术，挖掘古代医家的诊疗经验，指导临床

治疗，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推广作用。

项目完成，组建由多学科多层次人才组成的我省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研究

团队，提升了我省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的能力，也为今后更好的发挥中医药的

传统特色优势，挖掘出更多更有疗效的经典方药服务于大众，让中医药在人类健

康保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社会效益显著。

四、主要完成人员情况：

姓名 排名 行政

职务

技术

职称

现从事

专业

工作单位

二级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陈勇毅 第一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

目的总体规划和实

施管理，始终参与项

目的实施，解决技术

难题

盛增秀 第二 研究员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文

献信息研究

所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项目专家组组长，参

与课题设计，解决技

术难题，负责全部书

稿的专家审稿与质

量把关

竹剑平 第三 研究员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文

献信息研究

所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项目专家组成员、主

要技术骨干，始终参

与项目的实施，并
开展人员培训及辅

导



五、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陈勇毅、盛增秀、竹剑平、王英、江凌圳、高晶晶、陈

永灿、李亚平、施仁潮、柴可群 10 人均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与浙江中医药

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单位的科研人员一直合作开

展本项目的研究。陈勇毅为本项目的负责人，负责制订项目研究计划，并始终参

与项目的管理与研究。盛增秀研究员在本项目的实施中进行技术指导与学术把

王 英 第四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文

献信息研究

所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项目专家组成员、主

要技术骨干，始终参

与项目的实施，并协

助项目负责人做好

项目实施管理

江凌圳 第五 所长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文

献信息研究

所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主要技术骨干，始终

参与项目的实施，并

协助项目负责人做

好项目实施管理

高晶晶 第六 主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文

献信息研究

所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陈永灿 第七 社长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浙

江中医杂志

社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李亚平 第八 主任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科

教部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施仁潮 第九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成

果推广中心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柴可群 第十 院长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朱德明 第十

一

教授 中医学 杭州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余 涛 第十

二

副教授 中医学 浙江中医药

大学基础医

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

学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刘时觉 第十

三

主任中

医师

中医学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技术骨干，始终参与

项目的实施



关。竹剑平、王英、江凌圳、高晶晶、陈永灿、李亚平、施仁潮、柴可群均为本

项目的骨干成员，始终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共完成 13种古籍的整理研究，并

做好团队的组建及人员培训，指导培养了 2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

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余涛、吴小明、郑红斌、鲍晓东、徐光星、钱俊华、朱君

华 7 人参加了项目的研究，承担了其中 8 部古籍的整理研究任务，指导培养了

1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

杭州师范大学的朱德明参加项目实施，承担了其中 3 部古籍的整理研究任

务，并指导培养了 3名研究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刘时觉、林士毅、周坚 3 人参加项目实施，承

担了其中 3部古籍的整理研究。

绍兴市中医院沈钦荣完成《松厓医径》的整理研究。

永康市中医院朱杭溢完成《医级》《妇科宝案》的整理研究。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白钰完成《坤中之要》的整理研究。

浙江省中医院王蕾、叶平 2人完成《秘传女科》《济阴近编》的整理研究。

杭州市中医院章勤完成《妇科百辨》的整理研究。

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程志源完成《女科百效全书》的整理研究。

余姚市第三人民医院俞承烈完成《妇科良方》的整理研究。

六、主要完成单位情况（共 9 家）：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全面负责本项目的设计，确定

研究方向，并承担组织实施、项目管理、推广应用等，并组织协调与浙江中医药

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 9 家单位的科研合作关系，

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完成《医宗备要》《丹台玉案》《医垒元戎》《宋氏女科

秘书》《丹溪心法附余》《彤园妇人科》《医林纂要探源》《医方一盘珠全集》

《证治要义》《女科指掌》《叶氏女科证治》《扁鹊心书》《坤中之要》等 13

种古籍的整理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选择具

有中医文献整理研究专业水平的教授、学者参与本项目的研究，通过开展硕博士



人员的培训，完善了团队的梯队建设。完成了《女科撮要》《妇科玉尺》《医经

小学》《弄丸心法》《女科万金方》《世医通变要法》《医学碎金》《济众新编》

等 8种古籍的整理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

的版本调研及人才培养。完成了《古今医诗》《医宗宝镜》《方氏脉症正宗》3

种古籍的研究任务。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的版本调研及

人才培养。完成《医林绳墨》《医林绳墨大全》《坤元是保》《医林口谱六治秘

书》《树蕙编》等 5种古籍的整理研究。

绍兴市中医院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的版本调研及

人才培养。完成《松厓医径》的整理研究。

永康市中医院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的版本调研及

人才培养。完成《医级》《妇科宝案》的整理研究。

浙江省中医院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的版本调研及

人才培养。完成《秘传女科》《济阴近编》的整理研究。

杭州市中医院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的版本调研及

人才培养。完成《妇科百辨》的整理研究。

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开展古籍的版本调研及

人才培养。完成《女科百效全书》的整理研究。

七、推荐单位意见：

本项目完成了 37种重要中医药古籍规范地整理研究，开展中医药古籍保护

与利用，对中医药古籍的作者和版本信息进行考证，开展学术思想研究，撰写论



文 46 篇，如此广泛、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医古籍，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中医药古籍

保护与利用的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在当前国内同类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

推荐申报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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