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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nhuang medical examination paper contains about 1100 ancient prescriptions. From the an-
cient prescriptio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imental study and clinical study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is article gets a conclusion: of Dunhuang ancient prescriptions dose research 
rarely, the formulas of TCM side cannot pass the secret lies in the dosage, so Dunhuang ancient 
prescriptions dose is worth of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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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遗书中的古医方概况 

1.1. 敦煌遗书中的中医药文献 

敦煌卷子显世之后，应运而兴起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之称是因地而命名的学

科群组合，包括：敦煌莫高窟和其它临近的石窟寺；敦煌遗书；其它(河西走廊有关的文化遗存和文物、

文献)。其中，敦煌遗书是指前的人遗著和前人所藏之文书经籍，它们多正背两面兼写，具有数量大、时

间长、抄本多、范围广等特点。 
敦煌中医药文献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在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基础到

临床各科自成体系，在大量的壁画、彩塑、图案、汉简、题记、书法及藏经洞大批遗书中都有相当数量

的描绘和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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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中的中医药文献包括：敦煌医理类著作、敦煌古藏医药类著作、敦煌针灸类著作、敦煌诊

法类著作、敦煌本草类著作、敦煌医方类著作、敦煌遗书道医资料、敦煌遗书佛医资料、敦煌遗书医事

杂论、形象医学等内容[1]。 

1.2. 敦煌中医药文献中的古医方内容及其来源 

敦煌中医药文献中的医方类是指以临床医疗为主的专书。其内容大多为治疗各类病症的方书[2]。 
敦煌医方类著作包括：《杂症方书》、《王宗无忌单方》、《单药方》、《配方选药法》、《脚气、

疟病方书》、《杂疗病药方》、《头、目、产病方书》、《黑帝要略方》、《医方残片》、《疗胸痹心

痛医方残片》、《治病药名文书》、《简便医方方书》、《美容方书》、《求子方书》、《配伍组方法

要》、《服食养生方书》、《无名方书目录》、《妇科单药方书》、《疗服石医方》、《服气休粮及妙

香丸子方》、《道家养生方》、《绝谷仙方》、《残辟仙方》、《道家合和金丹法》、《佛家医方》、

《佛家辟谷方》、《佛家香浴方》、《佛家养生方》、《佛家语喻医方》、《佛家疗病催产方》、《佛

家神妙补心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吐蕃医疗术》、《张仲景五脏论》等。 
纵观敦煌遗书医方类著作，不难看出有些方子虽然见于前代医学传世方书，而其中大多数是隋唐五

代的医学家的经验医方，是以手抄本留给后人的[1]。 

2. 敦煌古医方文献研究 

2.1. 敦煌佛教医方 

敦煌佛教医方是敦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医书与中医学紧密结合的部分。敦煌佛教医方根

据佛教义理组成医方，将佛教咒语与药物结合并巧妙借助天王推广医方，丰富了中医学。如敦煌卷子

P.3930 原文中有“治女人难产方：上吞皂荚子七枚，验。又方：有咒法，‘南无干施婆，天使我广说此

咒偈，邪唎邪唎邪婆惺呈他邪婆怛他莎诃’”。上此咒于华皮上抄之，净嗽口，含净水，烧香佛前，一

气抄之，但觉欲产时。此处佛教咒语被用来治疗妇人难产[2]。 

2.2. 《亡名氏脉经第二种》、《张仲景五脏论》与《疗胸痹心痛医方残片》(S·079) 

《脉经》这部重要的脉学专著，在阐述脉象的同时，涉及到了许多方剂，却无主治和组成，大多为

仲景方，可资考证，但有许多方剂早已佚失，无从考证。探查敦煌遗书 P∙3477、P∙3665，特别是《亡名

氏脉经第二种》(P∙3287)中的内容与《脉经》十分接近，据考证可能传抄于唐武则天时期，未经宋臣的校

勘整理，较多的保留了原书概貌。其中的 7 首方剂对考证《脉经》佚方提供了重要线索，弥足珍贵[3]。 
主要为桂枝汤、葛根汤、摩风膏、瞿麦汤、滑石散、平胃丸和前胡汤，这些方剂其主治、组成、用

法详明，组方严谨。有些方名虽亦见于《伤寒杂病论》(桂枝汤)或《千金方》(滑石散、平胃丸、前胡汤)，
但其组成用法、组方思路截然不同，或许这就是王叔和《脉经》的原方，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

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4]。 
敦煌医学卷子《张仲景五脏论》成书于隋唐时期，是一部托名之作，为民间医生或文人兼医者所作。

它将文字深奥难懂的古医籍通俗化为一种普及性的中医读物。写本所载五首方剂无具体药物组成，只有

方名和功效：八味肾气丸(补六极而差五劳)；四色神丹(荡千疴而除万病)；槟榔汤(下虫除气)；玉壶丸(破
积癖消痃)；黄龙汤(出其厕内，时气病者能除) [5]。 

据考证《疗胸痹心痛医方残片》(S∙079)所载“栝楼汤”与元∙邓珍《新编金匮方论》、唐∙孙思邈《千

金要方》、唐∙王焘《外台秘要》有相似之处，而这几本书收录了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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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因此，敦煌古《疗胸痹心痛医方残片》(S∙079)与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有渊源关系[6]。 

2.3.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法要》)是一部保存较完整的敦煌医学卷子，其内容丰富，涉及

医理、医方，临床用之多验。 
《法要》包括：55 首医方，治病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五脏的虚实病变、误治病变、外感时气病变、

急性病变等[7]。 
《汤液经图》出资敦煌遗卷中梁·陶弘景所撰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该图据撰者陶弘景云：“此

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本图下方有一句释言：“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在《伤寒杂

病论》中也有类似说法：“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这种阳数七，

阴数六的观念在《辅行诀》五脏病诸方及《汤液经图》中均有所体现：《辅行诀》中五脏病症大补泻诸

方，除大补心汤药味为 6 味，其余肝、心包、脾、肺、肾四脏一腑的大补汤药味均为 7 味，大泻汤药味

则均为 6 味。而大补心汤证的症状也明显属于实证，所施实乃泻实之法。这种药味的数量规定或许是对

“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的直观体现，姑且不论其临床意义，但至

少从一个角度体现了阴阳学说在当时组方行为中的深刻影响[8]。 

2.4. 专科方剂 

关于妇科的方剂敦煌遗书也有记载，如：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标号为 S∙61772 的《妇科单药方书》

其内容主要论述妇产科疾病的单味药治疗经验；《求子方书》、《杂证方书第一种》、《杂证方书第三

种》、《杂证方书第八种》、《单药方》、《头、目、产病方书》、《杂疗病药方》等方书中也有一些

关于妇科的方剂[9]。 
敦煌遗书中有一部专门治疗男性病的专著，即《黑帝要略方》。此书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编号为 P∙2565。其创作年代似为唐末、五代之际写本。由于大多药方均有缺损，故其数不详。可辨诸病

有阳痿、房损、阴疮、男子卵肿等数种。故认为是一篇专门记载男性病的著作[10]。 

2.5.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共收录简牍 2428 枚，公元 1906-1979 年之间发掘于敦煌周边汉代城障烽隧遗址，简牍

的纪年上限最早为汉宣帝本始 3 年，最晚为王莽新始建国天凤 6 年。因此这批汉简应属西汉时期戍边队

伍的简牍。其中医药简 100 余枚，内容涉及病症、药物、方剂、治法、针灸等。 
简 2012“治久欬逆匈痹痿痹止瀉心腹久積傷寒方人參茈宛昌蒲細辛薑桂蜀椒各一分喙十分皆合和

以”。“逆”当“喘”、当“呕”解；“痹”当“不通”，引申为“憋满”；“痿”当“无力”；“心

腹久积”当心下胃脘部久有积邪，方中药物为：人参、紫菀、菖蒲、细辛、姜、桂、蜀椒，多为温热之

品而无大黄、芒硝等荡涤之药。“以方测证”此处之“心腹久积”应为“积水”而非“饮食积滞”。《伤

寒论》中小青龙汤主治“外寒内饮”之证，说明“伤寒方”已有了小青龙汤的雏型，而《伤寒论》亦是

在“伤寒方”的影响下诞生的[11]。 

2.6. “酒”、“醋”在敦煌古医方中的应用 

酒，可温通经脉、活血化瘀。在敦煌遗书现存的药方中，用的较多的为：清酒、灰酒、白酒、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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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膝酒等，酒入药的方式可分为“和酒服之、酒浸、以酒煎药、捣末，白酒和涂、洗”等。药用酒量的

大小与诸多因素有关，如使用方式不同、药性不同、饮酒者自身的酒力等。此外，敦煌遗书对汤酒中的

药有限制，如：龙 503 号文书载：“凡汤酒膏中用诸石，皆细捣之如粟米。”即对于要制成膏药的石质

药物，需要捣成碎末。其实，不仅制作膏药如此，在浸泡时，对较为坚硬的药物，也需捣成或刮成末状，

如虎骨、鹿角、杨树枝等，其目的在于使其更易浸透，药性能更充分地发挥；敦煌遗书对制作清药酒有

限制，药酒制作时限可根据季节、药性来确定，使其浓烈适宜；敦煌遗书对膏药制作中的用酒有限定：

制取膏药可用苦酒，但限定其量不必太大，要密封不泄气，且有明确的时间限定[12]。 
敦煌遗书古医方中有 18 首处方用米醋，其中治疗内科、妇科疾病的处方有 12 首，治疗外科疾病外

用者有 6 首。如：敦煌遗书《杂证方书》(P∙26622)：“治产后血闷方，好墨，醋研，服一合。”墨，松

之烟也，气味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合金疮，治后血晕(血闷)，崩中卒下血，用醋磨服之，达到

补虚祛瘀、生化止血、醒脑开窍之作用；敦煌遗书《治病药名文书》(S∙14672)：“染发令黑方：醋浆水

煮大豆以涂染渍之，黑如漆。”[13] 

2.7. 西域医家方剂 

敦煌古医方《杂症方书第五种》(P∙26622)所载“紫苏煎”是治疗肺病上气咳嗽或吐脓血方，临床应

用治疗内外妇儿等科疾病疗效显著。 
原文记载为：紫苏煎治肺病上气咳嗽或吐脓血方紫苏(一升，酒研取汁)款冬花桑根白皮桔梗(各三分)

甘草(四分)诃勒皮(二分)杏仁(五分，去皮尖，熬)石蜜(五两)猫牛酥(一升)贝母通草(各三分)右件药捣筛为

末，和酥蜜等微火上煎一两沸，置器中，以生绢袋子及绵囊□弹丸大，含之□咽汁。 
经与传世文献《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等方书进行对比，发现没有与敦煌紫

苏煎组成相同的医方，从紫苏煎中的药物牦牛酥、诃勒皮等组成来看，该方很有可能来源于西域的医家，

也有可能是中原医家经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后经当地医家结合外来药物化裁而成，这两种情况均反映了丝

绸之路医药文化中的中原医药文化与西域医药文化的密切交流[14]。 

3. 敦煌古医方实验研究 

有实验研究表明：敦煌固本方能缓解负荷运动导致的胞浆内钙离子大量聚集，提高 ATP 酶、己糖激

酶活性，从而改善运动负荷造成的骨骼肌缺血、缺氧状况[15]；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的功效，同时对

力竭运动导致的小鼠外周血细胞 DNA 的损伤具有保护作用[16]；敦煌固本方具有明显的抗疲劳作用[17]。 
敦煌平胃丸组成源于敦煌遗书 P.3287 卷子，临床主要用于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 
 

 药物组成 主治 

平胃丸(P.3287) [18] 

蜀大黄十分(去皮)、当归五分(生布拭)、 
䗪虫五分(去足，熬香用)、 
防风五分(生布拭去土)、 

蜀附子八角者三分(清酒渍半日， 
炮炘，去皮及心称之)、干姜五分、 

人参五分(拭去土)、藁本五分(去皮称)、 
玄参五分(去土)、苦参五分(去皮)、 

桔梗五分(去土) [18] 

心悬，饥不用食[18] 

敦煌平胃丸[19] 大黄、当归、土鳖虫、防风、干姜、 
人参、藁本、玄参、苦参、桔梗[19]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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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 
从药物组成来看：敦煌平胃丸是平胃丸(P.3287)䗪虫换为土鳖虫、去蜀附子而成。据陈秀园∙《神农

本草经读》记载：附子，气味辛、温，有大毒。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疮，破癥坚、积聚、血瘕，

寒湿痿躄，拘挛，膝痛，不能行步。……即阳气不足，寒气内生，大汗、大泻、大喘、中风、卒倒等证，

亦必仗此大气大力之品，方可挽回。此《本经》言外意也。现代研究表明敦煌平胃丸治疗慢性萎缩性胃

炎及胃癌前病变疗效显著。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Notch 信号通路中 Notch2 与 Jagged1 表达有关[19]。 
敦煌石室大宝胶囊是从敦煌石窟遗书中化裁而成，其组方原理根据明∙薛己“滋化源”和清∙叶天士“甘

药培中，血肉填精”的养生理论。其组成有熟地、黄芪、当归、茯苓、大黄等药物[20]。 
敦煌石室大宝胶囊可提高衰老模型动物脑组织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对善大脑功能有调节衰老大

鼠脑组织钙稳态有一定的作用[21] [22]。 

4. 敦煌古医方临床研究 

4.1. 治法理论 

敦煌古医方有关于治疗“臌胀”的记载，其治法主要为：1)注重攻补兼施，如牛黄丸(《杂证方书》

P.2565)中用人参、茯苓益气健脾，补虚扶正，当归、芍药、川芎养血活血；2)注重降泻肺气，如蛊水遍

身洪肿方(《杂证方书》P.3596)、葶苈六味饮(《杂证方书》P.3596)、葶苈大枣泻肺汤(《杂证方书》P.3596)、
葶苈杏仁丸(《杂证方书》P.3596)等四方均用葶苈子。葶苈子苦寒降泄，入肺、膀胱经，泄肺气之壅滞，

善行膀胱之水。肺为水之上源，肺气通则水道利。故用其开源导流、提壶揭盖；3)注重食疗，如服麻黄

汤(《脚气∙疟病方书》P.3201)“中间进少粥以助胃气”[23]。 

4.2. 制方思想 

在敦煌医学卷子 P∙2662V、P∙3378 中记载用诃梨勒组方治疗多种疾病：1) 与槟榔合用，理气治痢：

槟榔汤(P∙2662V 第 10 行)：“诃梨勒三颗、槟郎(榔)二枚，末，空腹服之”；2) 与桂姜草合，重治风冷：

疗风热冷不调方(P∙3378 第 4-5 行)甘草、干姜、桂心、诃梨勒，以水一升，煎取半升，服之即差(瘥)。“以

方测证”此处的“风冷热”应偏重“风冷”证属脾肾阳虚，临床可见畏寒，肠鸣泄泻等症；3) 寓三黄汤

中，瘥风冷热：疗风热冷不调方(P∙3378 第 6-8 行)三黄汤方：麻黄、黄芩、勺(芍)药、葱白、豉、防风、

黄芪、甘草、大黄、诃梨勒，十二物，以水一升半，煮取一升，服之即差(瘥)。“以方测证”此为表感风

寒里实、虚中夹实证。方中麻黄、葱白、防风解表，豆豉、黄芩、大黄清泻里热，黄芪、甘草益气调中，

勺(芍)药、诃梨勒敛阴涩肠，诸药合用，散中有收，攻中有补；4) 合秦艽牛乳，疗百种风病：疗人一切

百种风病(P∙3378 第 9 行)：“秦艽一两、牛乳二升、煎取一升，下诃梨勒，服之瘥”唐∙《新修本草∙禽兽

部卷第十五》：“牛乳，补虚羸，止渴，下气。”与诃梨勒、秦艽合用则补虚祛风，使祛风而不伤正，

“以方测证”，本方所治风病乃寒湿所致；5) 入桃柳枝汤，疗老叟少力：疗人老叟少力，煎桃柳枝汤(P∙3378
第 11-12 行)东南桃枝一握、东南柳枝一握、葱、豉、芍药、甘草、大黄、诃梨勒，煎汤服之，立差(瘥)。
“以方测证”本方所值应为脾胃虚弱、热结营亏证；6) 加牛酥紫草，治上气咳嗽：疗人上气咳嗽方(P∙3378
第 13-14 行)；7) 入当归艾叶，疗腹痛不止：疗人腹皮痛不止方(P∙3378 第 16 行)当归、艾、诃梨勒，煎

汤服之差(瘥)；8) 与艾胶黄连，共治赤白痢：疗人赤白痢不止方(P∙3378 第 17-18 行)艾、阿胶、黄连、芍

药、当归、桂心、椒、姜、诃梨勒，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分二服，服之即差(瘥)。“以方测证”本方主

治应为寒热错杂之赤白痢；9) 诃毗阿摩罗，醋煎治发落：又疗发落(P∙3378 第 24-26 行)：以诃梨勒二两

去子、毗黎(梨)勒二两去子、阿摩罗二两，三物以醋、浆各二升，煎滓，洗头，一日洗五度。空煎阿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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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洗之亦差(瘥)；10) 单味诃梨勒，又可疗眼疮(P∙3378 第 32-33 行)：又疗眼开不得，有疮，取诃黎

勒心，冷水，沛目中着，立差(瘥)。诃梨勒自东汉末年从西域传入中原后，与中原药物组方配伍灵活运用，

治疗多种疾病，这些药物至今仍有开发利用价值[24]。 
王道坤教授运用敦煌平胃丸加减化裁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心悬、饥不用食有效率达 98%，彻底

治愈率达 62%。 
敦煌平胃丸来自敦煌医学卷子《亡名氏脉经第二种》(P∙3287)“平胃丸方。主心悬，饥不用食。蜀大

黄(十分，去皮)当归(五分，马尾者，生布拭)䗪虫(五分，去足，熬香用)防风(五分，生布拭取土)蜀附子八

角者(三分，清酒渍半日，炮坼，去皮及心秤之)干姜(五分)人参(五分，拭去土)藁本(五分，去皮秤)玄参(五
分，去土)苦参(五分，去皮)桔梗(五分，去土)”此处“心悬，饥不欲食”是指胃脘胀闷，如有物悬，食后

尤甚。方中大黄当荡涤肠胃积滞，䗪虫与当归合用，能过养血破瘀；人参补脾胃中州之气；干姜、附子

温肾健脾；玄参、苦参合用，燥湿而不伤阴；藁本、防风、桔梗通肺气，利肠胃。该方攻补兼施，寒热

并用正中慢性萎缩性胃炎久病入络、本虚标实、寒热错杂之病机。10 多年来，王道坤教授用敦煌平胃丸

治疗病人 1 万多例，有效率达 98%，彻底治愈率达 62%，在临床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25]。 
张士卿教授运用敦煌古医方神明白膏(以羊毛脂代替原方猪脂并配合凡士林)治疗老年性皮肤瘙痒病

取得良好疗效。 
敦煌医学卷子《杂证方书第九种》(P∙3731)神明白膏：主百病，中风恶气及头面诸病，青盲、风目烂

眥、管翳、鼽衄、耳聋、龋齿、齿痛、痈疽、痔、金疮，疥悉主之方。吴茱萸(一升)蜀椒(一升)芎穷(切,
一升)白术(切，一升)白芷(切，一升)前胡(切，一升)桂心(二两)当归(二两)细辛(二两)附子(三十枚，生者)
酽米醋(五升)猪脂(一升、二升)上切，以醋溲渍一宿，以猪脂微火煎三下，绞去滓，有疾以摩敷之。若耳

目病内着之。 
张士卿教授运用神明白膏进行治疗老年性皮肤瘙痒病临床与实验研究。治疗组(神明白膏)100 例，对

照组(999 皮炎平软膏)30 例，均以外用药涂搽瘙痒部位，疗程 1 个月。结果：治疗组临床治愈率 46%，

总有效率 92%；对照组临床治愈率 17%，总有效率 67%。治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研究表明：

神明白膏具有抗炎、止痒作用，对用药部位皮肤无刺激性、过敏反应，局部用药未见毒副作用。因此，

敦煌古医方神明白膏使用是安全的。 
神明白膏制方思想分析：以吴茱萸、桂心、附子等温里药为主，温阳散寒，健脾益肾；蜀椒、白芷

辛香走蹿，祛在表之邪；当归、川芎活血养血润燥。神明白膏区别于一般祛风止痒方在于重在扶正而非

单纯祛风止痒。 
现代医学认为老年性皮肤瘙痒病的发生与老年人性腺、内分泌机能减退、皮脂腺、汗腺萎缩，皮肤

干燥有关。老年人皮肤处于萎缩、退化阶段，其保护功能减退，对外界刺激，特别是对干燥、寒冷因素

敏感而发病。故本病的治疗，应重在扶正，而非单纯祛风止痒论治[26]。 
敦煌医学卷子中载有许多膏摩医方，以辛温药物为主组方，主要通过皮肤作用于人体，起到活血通

脉的作用[27]。 

4.3. 给药途径 

敦煌医学卷子载有舌下给药的方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记载：硝石雄黄散研极细末，舌下含

服。此与急救心绞痛、心梗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不谋而合，却比它早一千多年[1]。 

5. 讨论 

综上所述，有大量的敦煌古医方应用于文献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不仅说明敦煌古医方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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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显示出学者前辈对于敦煌古医方的研究成果颇丰、社会认可度较高。然而，

在如此多的研究中，对敦煌古医方药量的研究却凤毛麟角，中医方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可见药量对于方

剂的重要性。因此，统计药量在敦煌古医方中的应用规律对于发掘敦煌古医方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6. 结论 

目前关于敦煌古医方方药剂量研究很少，而中医方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因此敦煌古医方方药剂量值

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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