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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文学中出现了有关

汉方医学的内容。所谓汉方医学，是指模仿中医

药文化而形成的日本传统医学。及至21世纪，以

汉方医学为题材的小说不断涌现。虽然在日本文

学理论界和评论界并没有对这类小说给以足够的

注意，也没有理论家或评论家对此做学理上的界

定，但是从小说的创作内容来看，作家有非常明确

的题材意识，所以笔者认为，这类小说已经成为一

种独特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小说类型。跨文化是

指中日文化，跨学科是指文学和医学。本文采用

中岛玳子（2005）《汉方小说》的题名用语将这类以

汉方医学为题材的小说称为“汉方小说”。“汉方小

说”以汉方作为小说叙事的基本要素，为医学增加

形象化材料，有的是描写当代“汉方医”诊疗内容

的临床小说，例如上河原哲夫的《汤液的脉诊》、中

岛玳子的《汉方小说》；有的则是以江户时代的“汉

方医”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例如秋山香乃的《汉

方医·有安》、黑川达郎的《汉方历史小说集》。

绝大部分“汉方小说”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中文

译本。这类小说在题材选择上具有特殊性，在当

代日本各种小说中的地位以及在以中日交流为题

材的小说中的地位比较突出，但是目前在国内日

本文学研究界几乎没有引起注意。虽然中岛玳子

的《汉方小说》于2010年出版了中文译本，但是更

多的作品还没有得到翻译。从比较文学角度和中

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汉方小说”非常吸

引人且值得注意。尽管不是主流和畅销小说，但是

“汉方小说”的独特性对我们研究日本文化当中的

中国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研究

对象。

1 汉方缘何成为小说题材

中国古人早就认为诗文的本质功能具有医药

的功效。因为读者希望看到展示人类对生命、生

活、病痛和死亡等进行哲理思索和审美关照的文

学作品。所以在大众审美视野当中，陌生而又神

秘并且广泛涉猎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的医学领域

成为作家的创作素材。日本文学也同样，尤其在

日本读者感到陌生的汉方医学领域更是如此。模

仿中医学而建立的日本汉方医学在江户时代形成

独自发展的体系，也称为东洋医学，包括“后世派”

“古方派”“折衷派”及“考证派”等各流派。被明治

政府排斥的汉方医学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沉寂之

日本“汉方历史小说”与中国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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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汉方小说”除了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以外，文化交流价值也非常重大，是中日比较文

学研究的绝好文本。“汉方历史小说”往往采用脚注的形式介绍中医经典及“汉方医”的治疗方法，对汉

方药的功用、方剂效用和汉方医学术语进行解释说明，再现江户时代“汉方医”的人生经历、从医过程

以及他们所受中医典籍的熏陶和对中医传统文化的看法。通过作家的现代小说叙事方式，使中医药

文化在日语的语境当中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质，并与现代的医药文化合流，对东方医药文化的普

及起了一定作用，体现了文学与传统医药文化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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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现代社会得到复兴是在因合成药物产生的

副作用和药源性灾害频发的20世纪60年代。[1]到

20世纪80年代汉方医学就已经在日本迅速发展，

日本汉方药的药效也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了

验证。昭和时期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使汉方医

学重新得到了应有的地位。[2]

小说是现实的反映，“汉方小说”的出现表明

中国的医药文化在当代日本的医学当中具有了一

定的地位和影响，因此读者希望从小说的角度来

找到一种历史感。因为“汉方小说”自身打出历史

小说的旗号，所以通过小说了解汉方医学的起源

以及跟日本医学的关系，在日本文学商品化、市场

化的读者期待当中具有一定的涉及。另外，当代

中国和韩国的以中医为题材的小说在日本也得到

了译介，可见中医题材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另外，研究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有时也需要从日

本文学作品中寻求历史的印记以获取灵感，因为

文学作品除了给人以感性的审美熏陶，还能够带

给读者以理性的科学考证和探析。日本汉方医学

能够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驱动力，是因

为在营造作品氛围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作家及

小说中人物因自身疾病所产生的身心变化也会影

响故事情节。“汉方医”职业的神秘特殊性质、准确

把握患部的高超技能以及身着白衣的圣洁与美感

等，都成为小说中人物乃至读者心中的美好因素。

在汉方医学形成独自体系的江户时代的“汉

方医”中不乏名医形象，也成为现代日本小说经常

书写的对象。对于以江户时代的“汉方医”为主人

公的“汉方小说”，我们可以在“汉方小说”的基础

上详细地加以界定，称之为“汉方历史小说”。笔

者认为，这类小说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是比较文

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绝好文本。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站在“汉方历史小说”和中国传统医药文化

的角度对作家的作品加以研究和分析，并将其置

于日本文学与汉方医学的框架当中加以关照。有

的“汉方历史小说”把一种纯粹医学方面的，按说

是一个很枯燥的、不会有什么情节的治疗医方拿

来作题材，恐怕在中国或西方都见不到。那么“汉

方历史小说”作家是怎样把本来是汉方医学的内

容处理成文学题材的呢？即小说家是怎样把汉方

医学题材形象化和叙事化的呢？这就有必要从文

学作品把汉方医学转化成文学叙事的角度，对从

汉方到小说的转换过程加以分析。

2 “汉方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

医学题材和小说结合的“汉方历史小说”，有的

是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著名“汉方医”为主人公，例

如黑川达郎（1955-）的《春雷：东洞出道：汉方历史

小说集》（以下简称《汉方历史小说集》）、有吉佐和

子的《华冈青洲之妻》；有的“汉方医”主人公则属于

虚构的人物，例如秋山香乃的《汉方医·有安》中的

“汉方医”有安。“汉方历史小说”采用的叙事方式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常常以脚注的形式介绍中医经

典，并对汉方药的名称和功用、方剂效用以及“汉方

医”的治疗方法和汉方医学术语进行解释说明，或

者在行文中叙述汉方医学的原理。另一种则是采

用典型人物、典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第一种叙

事方式，尤其以黑川达郎的《汉方历史小说集》最为

典型。其中收录的小说以脚注的形式介绍中医经

典和中药名称、功用，解释说明方剂效用以及“汉方

医”运用的治疗方法和汉方医学及中医术语：

*“万病一毒”……所有的疾病都起源于一

种毒素之说。 （笔者译）
[3]

*大黄……通大便、小便，祛除实热。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14）

*“发汗”……将病毒通过汗液排出体外的

治疗方法。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45）

而在小说《汉方医·有安》中，“汉方医”有安则

在与女儿的谈话中自然而然地介绍了汉方医学的

理论知识，一方面为女儿分析问题服务，另一方面

也给读者讲解了简单明了的汉方医学知识。

所谓七情，简单说来就是指感情，汉方认为

感情分为七种：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

些感情如果过度就会损害五脏。如下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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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别与身体各部分直接联系。

喜——心脏、大脑。

怒——肝脏。

思——脾脏（消化器官）。

忧、悲——肺。

恐、惊——肾脏。 （笔者译）[4]

通过解释说明可以防止汉方医学术语与现实

世界的疏离与隔膜，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故事情节、

“汉方医”的成长和治疗过程的同时，了解中医学

及汉方医学知识，完成汉方医药知识的普及，发挥

出其超越文学之外的价值。采用这种叙事方式能

够让读者感到小说中叙述的内容与真实生活相符

合，以济危解困的悲悯情怀来关注身心处于困境

中的人物，唤起人们内心的审美感受。那么“汉方

历史小说”中对“汉方医”又是如何进行描写的

呢？这些小说，有的是作家根据历史上的资料记

载进行的创作，在小说中还原史实；有的则脱离史

实，需要充分发挥小说家的想象空间。黑川达郎

就在《汉方历史小说集》的后记中坦言，“能够找到

的关于中西深斎的资料很少，小说中的多数情节

是依靠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

《汉方历史小说集》收录的五篇小说分别以吉

益东洞（1702-1773）、山脇东洋（1705-1762）、永富

独啸庵（1732-1766）、原南阳（1753-1820）、华冈青

洲（1760-1835）和中西深斎（1725-1803）等六位江

户时代的知名“汉方医”为主人公。其中《青出于

蓝：山脇东洋与永富独啸庵》《初为劣马：原南阳大

器晚成》《凌云：华冈青洲之志》最初发表于《汉方

临床》（『漢方の臨床』）杂志。这些“汉方医”之间

大多具有师徒关系。每篇小说都带有副标题，由此

读者可一望便知在小说中出场的是哪一位汉方先

哲。小说开篇之前还附有他们的生平简介。实际

上这六位“汉方医”的人生都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可

贵的是他们在不得志时也并未放弃自己的信念，而

是胸怀大志，通过不断地默默努力最终迎来曙光。

小说《初为劣马：原南阳大器晚成》描写原昌

克（原南阳）充分研究学习和运用中医经典，凭借

其他医生未注意到的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走

马汤”治好了水户藩藩主的疾病，并以此为契机改

变了自己前半生沉迷于喝酒的生存状态，大器晚

成，成为藩主的侍医。小说中详细描述了藩主治

保的发病症状。

吉田所说明的殿下发病及之后的经过大体

如下：

藩主治保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但身体强健，

除了二十六岁时患过重度麻疹以外，从没有得

过这么重的病。大约五天前，藩主患热伤风身

体未康复就外出猎鹰去了。那天万里无云，但

前一天下了急雨，天气如蒸笼一般闷热。藩主

策马飞奔，猎鹰活动一直进行到傍晚。虽说很

热，但他头上什么也没有戴。吃晚饭前还好好

的，突然间说头痛，不久就开始痛苦地呻吟。肚

子膨胀，无法躺卧，像虾一样蜷缩着身体痛苦地

呻吟。还发烧，能够回答问话，但意识朦胧。一

点东西也没吃……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63）

昌克从怀里取出在生药店求得的巴豆和杏

仁，放在茶碗中捣碎，加入开水冲调，然后给藩

主灌服下去。藩主半睁开眼睛，有点噎，但基本

将药汤喝完了。

……

藩主喝了药汤，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突然感

到不舒服并呕吐起来。因为近几天几乎什么也

没吃，所以吐出来的基本都是胃液和唾液。肚

子也痛，排出了水状的便。持续反复了几次，突

然似从梦中醒来一样睁开了眼睛。

“哦，清爽了。好像身体里作怪的恶灵退出

了一样。”藩主说。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66-67）

原昌克从侧用人（江户幕府时期的官职名，侍

于将军侧近，负责在老中和将军之间传话并向将

军汇报意见）的叙述中分析发现了导致藩主发病

的病因。黑川达郎在后记中说，“这篇小说所使用

的逸闻素材在汉方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

这些素材是否属于史实则比较可疑。就算不是史

实，也能表现原南阳的品格和人生，现在看来是否

属于史实已不再重要。（黒川达郎，2005：153）”

黑川达郎毕业于近畿大学医学部，1997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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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学习汉方。他曾经在织部和宏主持召开的学习

交流会上担当《伤寒论》和《类聚方广义》的讲解

人，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而且在《月刊 汉方

疗法》上连载的“汉方修行日记”中也充分体现出

其文学才能。正如其汉方老师——织部和宏在

《汉方历史小说集》的推荐前言中所说的那样，黑

川达郎学习汉方的乐趣之一就是与汉方先哲的相

遇。于是在老师织部和宏的建言之下，黑川达郎

开始尝试创作以江户时代的“汉方医”为题材的小

说，并且不断在《汉方临床》《山友会会报》等杂志

上发表。正是因为作者黑川达郎学习过汉方医

学，才能够在小说中写出如此具体的病症表现和

汉方用药以及汉方的治疗方案，并于自己50岁时

付梓出版。黑川达郎 1989年辞去在大学医务室

的工作后，开始向大分县医师会报等处投稿随笔

作品。他认为，人之所以进行写作是因为自己有

不满，有想传达的东西，有未得到满足的东西，而

日本医学史上具有魅力的汉方先哲为数众多，写作

素材取之不尽。《汉方历史小说集》收录的小说所描

写的六位知名“汉方医”中，只有中西深斎是资料最

少的一位，如作者所言，小说中的内容“多数是凭借

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虽然如此，却仍然达到了

让读者感知汉方先哲的魅力和美好品质的目的。

“汉方历史小说”还采用典型人物、典型情节

来刻画人物形象。例如，小说《志向远大：中西深

斎之三十年》中对中西深斎不接待患者，决心从此

专心研究《伤寒论》的情节描写。面对前来就诊的

患者，妻子的为难更加凸显了他的决心。而在小

说《青出于蓝：山脇东洋与永富独啸庵》中，山脇东

洋最中意的弟子朝阳（永富独啸庵）故意打碎了老

师的高级茶碗。山脇东洋自幼一心钻研学问和医

道，是那个茶碗使他懂得了什么是美，但是也因此

使东洋过于沉迷于茶道而疏忽了对弟子的教导。

山脇东洋充分理解了朝阳打碎茶碗的动机，引出

师徒交往的一段佳话。

吉益东洞是安芸国山口村（今广岛市）的医

师——道庵的长子，名公言，通称周助，47岁迁居

东洞院，自此以“东洞”为号。他年轻时生活贫困，

却对医学热情不减，44岁偶然同山脇东洋相识，才

作为医生而扬名。吉益东洞受古方派启发倾向于

《伤寒论》，主张万病一毒学说，也通西医，贯彻“万

病唯一毒，众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则体佳。”[5]

的思想。他认为“毒”表现在腹壁上，是具体的，可

以触诊，因而创立了“腹诊”法。小说《春雷：东洞出

道》中描写周助（东洞）在前往店铺“但马屋”去交送

自己制作的玩偶时，听说但马屋主人之母患病，便

主动请缨为其诊治。又通过留言条的形式写下自

己的诊断和用药理由以便供病人的主治医生山脇

东洋参考，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汉方医”心怀病人的

人文情怀和作为医生的职业责任感。写下具体的

理由，看似同行之间的探讨，却能够取得原本负责

诊治医生的理解，很好地顾及了对方的身份和心

情。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文化中顾及对方

感受的特点。也正因此，当时已经身为名医的山脇

东洋专程前往周助的简陋居所去寻访他，从而成就

了吉益东洞一鸣惊人的美谈。同时也表现出山脇

东洋作为一位修养深厚的医家自信从容的风度，他

特地去寻访周助，这完全是出于对其专业功力的欣

赏与认可。这些情节在历史上都是有资料记载的，

小说中的“但马屋”就是以京都的人偶批发商店“伊

势屋”为原型的，而吉益东洞与山脇东洋的相识也

确有其事，作家在小说中还原了这段历史。

3 “汉方历史小说”的汉方医学观

“汉方历史小说”带领读者领略了江户时代

“汉方医”的风采，再现了江户时代“汉方医”的人

生经历、从医过程以及他们所受中国中医典籍的熏

陶、对中医传统文化的观点和看法。在“汉方历史

小说”中，历史上的“汉方医”通过作家的现代小说叙

事得以复活，完美地体现了文学与传统医药文化的

结合。作家也在这些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对

话表达观点。有时是作家以白描的形式直接在作

品中进行评述，如《春雷：东洞出道》中的例子：

桌子上摆着中医学的古典名著《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房间的角落里堆着抄写《诸病源

候论》《千金方》等使用的纸捆。这些书太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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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买不起，是从熟悉的医生那里借来的。周助

虽然基本不承认除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以

外的古典医籍的价值，但毕竟没有把它们扔掉

的想法。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12）

……

周助端坐在桌前拿起《伤寒论》。无论读多

少遍《伤寒论》，每读一遍都会有新发现。他由

衷地崇拜写这部《伤寒论》的中国人张仲景。张

仲景用简洁的文字道明中医的道理，字字句句

含蕴颇深。如果没有遇到《伤寒论》，那么他就

不会对汉方如此着迷。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遇

到《伤寒论》，他就会掌握适当的治疗方法，或者

也许会有更多的患者，但是那本来就不是他所

期望的。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16）

这些内容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汉方医学理论的

来源，也反映了作家自身学习研究《伤寒论》的心得

体会。“惟忠在等待入东洞之门期间，一心学习汉方

的古典，如《素问》《灵枢》《黄帝内经》。无论怎么学

习也不用担心其材料穷尽。（笔者译）（黒川达郎，

2005：113）”提供无穷无尽的汉方学习材料，正是中

国医药文化对日本汉方医学做出的宝贵贡献。

有时则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汉方医”，尤其

汉方名医在对话中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对古代中

医典籍的看法，对汉、兰折衷医学的观点。例如在

描写中西深斎的小说《志向远大：中西深斎之三十

年》中的如下对话，表明惟忠（中西深斎）对《伤寒

论》的全面认可和极度叹服。

“你认为《伤寒论》怎么样？”

刚一就座，东洞就直视着惟忠的脸问道。

“感觉完全不像人能够写出来的。”

这是惟忠的真情实感。

（笔者译）（黒川达郎，2005：115）

小说《华冈青洲之妻》中也描写云平（青洲）学

成回到家，自信地表明“活物穷理”是他今后的目

标。云平还直接表述了自己对汉、兰医学的看法：

“兰方和汉方都是既有长处同时也有缺点。（笔者

译）[6]”认为要想成为够格的医生，需要博彩汉、兰

医学之长，通理论，知方术。他既认可“兰方”医学

的优点，同时也传承汉方医术，表达了其作为汉、

兰医术折衷医家的从医理念。青洲在《乳癌治验

录》中曾写到：“我療乳癌乎。窃拟华佗之术”，申

明了自己的“汉方医”身份，并不强调或者突出“兰

方”医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19世纪初“汉方医”

在日本医学界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

4 “汉方历史小说”对东方医药文化的传布

在“汉方历史小说”中，人物对疾病的了解，掌

握汉方医学的技术有时会成为其作案杀人的工

具。小说《汉方医·有安》中的“汉方医”有安不但

医术高超，而且还具有作为武士的非凡直觉和出

色的推理判断能力。在诊疗过程中，他从些许细

节就能够发现患者病情中不符合规律之处，因而

进一步探寻、求证，逐步将谜底解开。这是基于汉

方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推理判断，从而推动小说

情节向前发展。例如，在《嘲笑人的女孩》（『笑う

女』）一章中，极具传染性的天花为什么只是在一

起玩耍的几个女孩身上发病？为了解开这一疑

问，有安一步一步地追查探寻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最后发现几个女孩使用的口红就是传染源。这里

作为“汉方医”的观察力起到了很大作用。《嘲笑人

的女孩》一章描写患天花病的女孩安希认为自己得

的是不治之症，没有希望，因此一开始不肯服药。

在有安及女儿阿雪的劝说下才解开了心结开始配

合治疗，最终得以治愈，而且身上并未留下明显的

疤痕。安希向有安敞开心扉，有安由此找到线索，

逐步破解了谜题。原来，患天花的女孩阿瑛虽然治

好了病，但是脸上布满了难看的疤痕，因遭到同样

暗恋她未婚夫新之助的四个同伴的嘲笑和蔑视而自

杀身亡。她的同伴之一便是安希。而阿瑛的母亲暗

中将取自她的脓胞中的脓液混入新之助为阿瑛特

制的口红中，并将口红分别赠送给了这四个女

孩。使用了口红的女孩便因此而感染患病……

之所以说《汉方医·有安》是平民温情小说，就

是因为有安解开的谜底几乎都是当事人自己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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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反省的。作恶之人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

而且情有可原，他们终于敞开心扉向有安倾诉、讲

述。读者了解了原委，感到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达

到理解物哀的目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很重视

情志因素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在《素问·汤液醪

醴论》中指出“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

故病不可愈。”认为在实施针刺疗法时，必须得到

病人精神与志意的配合才能起效。否则徒然刺

之，病必不愈。[7]同理，有安在身为医生的同时也

起到了侦探的作用，但是这种侦探和解谜却并不

以惩罚为目的，而是借此相互沟通，引起心灵的共

鸣，能够对患者的心理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另

外，从小说中人物对天花的态度与对话，读者也可

以得知当时人们对该病的认知程度，可以说是在

作品中的真实反映和再现。

小说中还描写了阿雪为患天花病的女孩缝制

红色的和服。“据说给患者穿上红色的衣服，身旁

放一只狗，痘神就不敢靠近了。（笔者译）[8]”有安在

为女孩安希治疗时也采用了穿红色衣服的方法，

他指示患者家属：

“那时，不仅给患者穿红色衣服，照顾病人

的人和我们医师都要穿红色衣服。不光将房间

里面放满红色的东西，窗户和门也要卸下来，挂

上红布。让透过红布照进室内的光线照在安希

身上。” （笔者译）（秋山香乃，2010：44）

小说中还指出，“不只日本，这一风俗在外国

的书籍里也能见到。（笔者译）（秋山香乃，2010：

25）”《红楼梦》中就描写了凤姐的女儿大姐出痘疹

的情形，生动地反映出古代小儿痘疹的习俗。中

国在古代，小儿出痘疹是险症，因此必须避讳，医

生说是“见喜”就是讨吉利的话，这反映了人们对

这种疾病的畏惧心理。除了求医用药，还要供奉

“痘疹娘娘”，据说她能保佑患儿平安。与旁人“隔

房”，是为了避免对患儿的干扰，也可避免传染。

家中禁止煎炒食物，拿红布给奶子丫头亲近之人

做衣服，则是因为出痘疹时患儿往往眼睑红肿、羞

明涩痛，身边的人穿上颜色较深的红衣服，可以减

少对患儿眼睛的刺激；同时也暗含痘疹能出透的

意思。痘疹出完，患儿康复，还要恭送“痘疹娘

娘”，祭天祀祖，以表示谢恩。（王水香、陈庆元，

2017：243）可见，天花这样的疾病在中日两国文学

中都有所反映，所描写的防治习俗也有近似之处。

文学作品的渲染及广泛宣传还能够使历史人

物家喻户晓。例如有吉佐和子的小说《华冈青洲

之妻》，该作品写的是华冈青洲的母亲与妻子竞相

用自己的身体来试验青洲制成的麻醉药“通仙散”

的故事。读者在欣赏婆媳之战，感受紧张感的同

时，也关注到原本并不为普通大众所知的江户时

代末期的“汉方医”华冈青洲的医学成就，使他在

日本现代社会广为人知。（笔者译）[9]黑川达郎就曾

坦言自己曾受到了有吉佐和子的《华冈青洲之妻》

的影响。他在小说中将华冈青洲之妻和中西深斎

之妻都叫作“知惠”。经过调查他还发现华冈青洲

与自己儿子的乳名相同。《凌云：华冈青洲之志》写

作于2004年，恰逢华冈青洲于1804年在世界上首

次运用全身麻醉施行乳癌手术成功200周年。小

说中叙述宽政十年（1798年）青洲的独生女小辩因

罹患热伤风身亡，青洲以为是伤寒，但是病程太

快，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治疗措施。接着青洲又

遭受到妻子知惠失明的打击，使青洲认识到对自

己的家人而言，自己的医术却是无能为力的。读者

由此可以切身体会到历史人物自身的喜怒哀乐。

“汉方历史小说”还对历史上的“汉方医”起到

了一定的传布作用，既包含对“汉方医”本人功绩

的传布，又包括对汉方医学相关知识的普及作

用。例如《遗孤：汉方医·有安》对千代第二次所患

的“急喉痹”，从症状的记述到治疗过程的描写得

都非常详细。有安虽然治愈了千代的疾病，但由

于身体极度衰弱，千代还是撒手人寰。由此也可

以使读者了解该病的症状、病因以及“喉痹针”等

汉方治疗方法，解除了对汉方诊疗的神秘感。在

西医占统治地位的日本，“汉方医”的出现将中国传

统医药文化与西医并列为另外一种传统文化的源

头。“汉方小说”的疾病叙事促进了东方传统医药文

化的普及。“汉方历史小说”则使历史上的著名“汉

方医”在现代社会得以复活，读者可以借小说了解

他们的人生经历、从医过程，以及他们对中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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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见解，显示出文学与医学的医文互动功能。

5 结 语

“汉方小说”在以中日交流为题材的小说中的

特色和地位比较突出，很可惜国内日本文学研究

界对这类小说关注较少。“汉方小说”拥有较广泛

的读者群体，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交流价

值，是比较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绝好文

本。“汉方历史小说”往往采用脚注的形式介绍中

医经典，解释说明术语，阐明汉方医学的理论来

源。用典型人物与典型情节，再现了江户时代“汉

方医”的人生经历、从医过程以及所受中国中医典

籍的熏陶，对中医传统文化的见解。小说中或者

依据史料，或者通过发挥作家的想象空间的现代

小说叙事，使历史上的“汉方医”得以复活。作家

通过以汉方医学为题材的小说，在日本的语境当

中，使中医药文化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质，并

与现代的医药文化合流，因此对东方医药文化的

普及起了一定作用，完美地体现了文学与传统医

药文化的结合。“汉方历史小说”的渊源是日本传

统的汉方医学，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类小说一

方面满足了读者对传统文化了解的需要，一方面

也在中日医学文化的交叉、交流的背景下具有认

识传统文化、把医学和文学相嫁接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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