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记忆名录申报书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1 概述

中国的《本草纲目》，是一部集几千年天然药物使用知识和经验的百

科全书式中药学经典。该书是由中国明朝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

1593）花费毕生精力，历时 27 年写成的自然科学巨著。书中首创科学的药

物分类法，提高了生物学分类的准确性。其内容涉及医学、植物学、动物

学、矿物学、化学等诸多领域。《本草纲目》代表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

的药物学成就和发展，是世界医药学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本草纲目》

在人类药物学方面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无可比拟的。英

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该书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1593

年金陵版，是该书的最早刻本，是此后中外一切版本的祖本。

(1)《本草纲目》代表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药物学成就和发展，是

世界医药学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人类不停地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着药物使用经验和药物学知

识。早在 16 世纪，《本草纲目》就以更加独特的方式对其之前几千年的药

物学知识进行了汇集和整合。书中记录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药物学成

就和发展，同时还保存了一些有关的重要史料。书中引用 16 世纪以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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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家著作近 300 种，引用中国古代经史著作达 400 多部。如书前《序

例》中所保存的中国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所写《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

式》一文，是至今有关中药药理研究的重要文献。努力保存和维护《本草

纲目》中的药物学知识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再版这部著作。因此，不仅仅

在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本草纲目》还被全译或节译成日、

韩、拉丁、法、德、英、俄等 20 多种语言文字。在过去的 4 个多世纪里，

《本草纲目》已经被再版超过 100 次。

⑵《本草纲目》首创科学的药物分类法，有史以来第一次准确地提高

了药物的分类标准。

《本草纲目》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早在 16 世纪以前，中国乃至东亚

地区对于天然药物的认识尚缺乏系统的体系。《本草纲目》在中国宋代

《证类本草》“部、类、种”分类的基础上，对药物的品目分类，又有重

大发展。在每味药物下，分列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

明、附方等项。每项释文，既保存了历代重要的药物学文献，又增加了许

多新的内容。既继承了前人在药物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又补充或纠正了前

人在认识方面的某些不足或谬误。《本草纲目》是迄今为止一部不可替代

的药物学巨著。

⑶《本草纲目》反映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自然科学成就，被英国

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药物学方面。它的内容，还涉及植

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冶金学、地质学、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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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及气象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该书全面反映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

自然科学成就。《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坚

持实地调查、实证检验的科学准则，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

实证性资料，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经称赞《本草

纲目》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不仅在医药学方面，而

且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对全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早在 16 世纪，它就已

经从实证的角度探索人与自然的奥秘了。

总而言之，无论从药物学角度，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本草

纲目》成功地吸纳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科学成果，然后把它汇编成为

一个史无前例的单独性的百科全书著作。此外，它还把实证性的科学思想

引入到对人类和自然界的探索方面。这不仅为开启尚未被触及的新的医学

世界提供思想方法，同时，也为现代医学迎接新的挑战提供了应对思路。

2 申报内容的细节

2.1 申报者姓名（个人或组织）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2.2 与申报的文献遗产的关系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是申报文献遗产的所有者和保管者。

2.3 联系人

张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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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2.4 联系具体方式（包括地址，电话，传真，邮件）

Address：16 Nan Xiao Jie, Dongzhimen Nei,Beijing, 100700 P. R. China

Telephone:86-10-64002320

Facsimile:86-10-64013995

Email:zhanghm@mail.cintcm.ac.cn

3 申报的文献遗产的详细情况

3.1 文献遗产项目的名称

《本草纲目》明万历 21 年（1593 年版）金陵（现南京）胡承龙刻本

3.2 详情

a.定义：

《本草纲目》是一部百科全书形式的中药学典籍，由中国明代的李时珍

撰写，出版于 1593 年，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印制。

b.内容：《本草纲目》全书 52 卷，附有插图 2 卷，共载图 1109 幅，近

190 万字，收载了 1892 种药物，附方 11096 首。

c.具体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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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例篇（第 1～2 卷）：介绍了《本草纲目》以前的中国古代药物学著

作，系统归纳了中药重要理论，并对服药禁忌、妊娠禁忌、饮食禁忌等进

行了说明。

主治篇（第 3～4 卷）：对外感、内伤所致内、外、妇、儿科各疾病的

主治药物进行了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5～11 卷）：对水、火、土、金石等各类药物进行了具

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12～21 卷）：对草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22～25 卷）：对谷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26～28 卷）：对菜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29～33 卷）：对果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34～37 卷）：对木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38 卷）：对服帛、器物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

明。

具体药物篇（第 39～42 卷）：对虫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43～44 卷）：对鳞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45～46 卷）：对介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47～49 卷）：对禽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50～51 卷）：对兽类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明。

具体药物篇（第 52 卷）：对人身体上可用的药物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说

明。

在每味药物的介绍方面，《本草纲目》分别从释名、集解、修治、气

味、主治、发明、正误、附方等 8 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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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罗列典籍中药物的异名，并解说诸名的由来。

集解：集录诸家对该药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的论述。

修治：介绍该药的炮制法和保存法。

气味：介绍该药的药性。

主治：列举该药能够治疗的主要病症。

发明：阐明药理或记录心得体会。

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

附方：介绍各种验方及其主治。

4 评估入选标准

4.1 真实性

《本草纲目》1593 金陵（现南京）胡承龙刊刻，是《本草纲目》的初

刻本，是自其问世以来中外一切翻印、翻译本的祖本，传承来源清晰明

确，原由中国上海名医丁济民先生(1912～1979)所藏，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

被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购进收藏。自此，本书被安全保藏在中国中医科

学院图书馆内。

该文献经过国家组织的古籍编目委员会多次鉴定，证实文献的作者、

版本真实可靠，无可置疑。三个权威目录著录本文献的详细条目如下 :

⑴《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第01796号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首一卷附图二卷 （明）李时珍撰 李建中 李建元校正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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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薛清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01

页

《本草纲目》

正文五十二卷，目录一卷，附图两卷

明朝李时珍编撰，李建中、李建元修订，李建元、李建木绘图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金陵（现南京）胡承龙刊刻

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6，187 页

《本草纲目》

正文五十二卷,附图两卷

明朝李时珍编撰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现南京）胡承龙刊刻

4.2 世界意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a.世界意义

⑴《本草纲目》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药物学的成就，对整个东

亚地区的药物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草纲目》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药物学成就，详细描述了

1892 种植物、动物、矿物、金属等类药物的名称、产地、形态、栽培、采

集、炮制、保存以及它们的药性和作用。堪称传统药物学的代表，具有不

可比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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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606 年，《本草纲目》首次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多次翻刻及注

释，对日本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对江户时代日本医药学的

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日本科技史家矢岛拓利曾说：“它（《本草纲

目》）支配了我国江户时代的本草、博物学界，其影响更远及至 19 世纪末

叶。”

自 18 世纪 20 年代以后，《本草纲目》成为朝鲜医药工作者的重要参

考书。19 世纪，朝鲜学者徐有渠大量引用《本草纲目》中有关资料，编撰

了《林园经济十六志》，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经济和博物学的巨著。

⑵《本草纲目》所创立的药物分类法，是当时世界传统药物学中最先

进的分类方法，同时也符合进化论的观点。

《本草纲目》继承中国宋代《证类本草》的药物分类法，对药物的品

目分类又有重大发展。《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学史上的贡献是世界上的

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本草纲目》奠定的传统药物学分类法及其所收载的数量巨大的天然药

物对于传统药物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具有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本草纲目》的出版不仅改进了传统药物书的编纂和药物分类方式，在

研究古代生物学分类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其药物二级分类法比卡

尔·林奈的生物分类学早 200 年。

⑶《本草纲目》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百科全书著作，对世界科技史的

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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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其内容涉及植物学、动物学、

矿物学、冶金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天文学和气象学等诸多领域

的实证知识。

在 1647 年，波兰科学探险家、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来到中国，将

《本草纲目》翻译成拉丁文并带到欧洲。从此，它被译成 20 多种语言传播

到世界各地。根据约瑟夫·特伦斯·蒙哥马利·尼达姆博士的调查，在

1732 年，部分《本草纲目》被法国内科医生范德蒙博士译成法文，100 年

后被出版时引起了化学家和化学历史学家的兴趣。

18 世纪到 20 世纪期间，它被全译或节译成英、法、德、俄等多种文

字，广泛流传于世界，成为西方许多领域内学者的研究对象。美国本菲教

授，是研究化学和科学史的专家，1981 年在日本刊物上发表了《作为丹家

中毒的解毒剂的菠菜》，所依据的资料出自《本草纲目》。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著名科学史家

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对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作

了这样的评价，“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

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里

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明清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分别被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

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

书馆、韩国中央图书馆，还有俄罗斯、意大利、丹麦等国家的图书馆收

藏。即使现在，《本草纲目》仍然被当作科研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使用。

b. 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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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本草纲目》以其独特的编排方式，讨论药物的分类、命名、产

地、形态、栽培、采集、炮制、保存以及它们的药性和作用。它的编纂比

东亚地区同时代的任何同种其他文件都更加系统。书中所绘制的大量插

图，不仅具有药物形态学方面的意义，同时，还是极其珍贵的艺术珍品。

书中所罗列《本草纲目》以前的中国古代药物学著作，为现代相关研究提

供了很好的信息。书中对于内、外、妇、儿科各疾病治疗药物的总结，可

以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良好的借鉴。

(2)《本草纲目》清晰地指出了药物条目的信息来源。可以说，《本草纲

目》以其独特的编排系统开创了实证性知识的崭新时代。在 16 世纪，它通

过对药物方方面面知识的系统分类和总结，提供了那一时期关于东亚药物

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最好见证。值得重视的是，许多药物学文献的

著作已不存在，通过《本草纲目》详细的来源记录可以找回其中的部分内

容。因此，它也被看作保存和记录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药物学史以及自然

科学史的重要文献。

c.不可替代性

《本草纲目》自问世之后，版本众多。1593 年金陵（现南京）胡承龙

刊刻的原始木刻本是《本草纲目》的最早版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由

李氏家族自己编纂的版本。后世诸多《本草纲目》版本均在金陵版基础上

衍化翻刻而来，金陵版是中外一切《本草纲目》的祖本。此申报件是珍

稀、不可替代的。目前，此申报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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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献可满足一项或多项标准，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和主旨、形式和

风格

a. 时代意义

《本草纲目》出版于 1593 年。该书记载与总结了东亚地区 16 世纪以前

的传统药物学。所引用的文献上自战国，下迄中国的明代年间，涵盖了

2000 多年的药物学知识。书中除详细记载 1892 种药物外，还改进了传统的

药物分类法，提高了生物学分类的科学性，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方

式。李时珍对世界科学的贡献足以与同时代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科

学家相比，而《本草纲目》本身亦不失为从中世纪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型时

期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最高水平的古典科学杰作。

b.地域意义

《本草纲目》是 17 世纪东亚地区传统药物学的杰出代表。书中不仅记

载了 16 世纪以前中国的药物资源，还记载了一些从海外传入的天然药物及

其相关知识。例如，从波斯、印度及地中海等地区传入的天然药物。

《本草纲目》的广泛传播是17世纪开始东亚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仔细深入地探讨《本草纲目》在国际上的流传和分布，有助于了解东

亚各国之间以及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自 17 世纪早期开始，《本草纲目》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被广泛传

播。至今仍被当作科研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被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所使用，

足以证明《本草纲目》自身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

c. 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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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1518～1593）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生

和药物学家。曾在为皇家医疗的太医院供职，有记载认为他曾任太医院院

判。他 30 年的研究工作凝聚成了史诗般的巨著《本草纲目》。除了《本草

纲目》之外，他还撰写了其余 11 部医学著作，如《濒湖脉学》、《奇经八

脉考》等。

由于《本草纲目》对自然科学的贡献，李时珍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

伟大的博物学家。1951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被

世界各国代表一致尊崇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为李时珍

塑像，把他列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

d. 主题和主旨

⑴《本草纲目》包含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

书中集16世纪以前东亚地区药物学成就之大成，详细记载了1892种药

物的分类、命名、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炮制、保存以及它们的药性

和作用。

该书首创科学的药物分类法，提高了生物学分类的准确性，是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方法。

《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专著，其内容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矿

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实证知识。书中的大量古代植物、动

物以及矿物知识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某些内容曾被19世纪英国生物

学家达尔文形成进化论所引用。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的百科

全书。该书从17世纪初开始，便逐渐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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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草纲目》的编写体现了东亚人对人类、宇宙和自然的认识。

《本草纲目》包含了东亚人关于人类、宇宙和自然研究的广泛知识。

书中记载的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治疗方法以及1892种药物的药性

和作用，不仅对过去，而且对现在以及未来的医学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参

考和应用价值。

e.形式和风格

⑴ 形式

此申报件的出版印刷风格具有典型的中国 13～14 世纪的特点，线装，

开本为 27.6×17.4cm。每一页包含 12 行，每一行 24 个字。

是中国应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古籍文献的杰出代表。

此申报件出版印刷所用的纸张是古代中国造纸术的重要体现。

此申报件的装订风格体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装订特色。

⑵ 风格

书中附加有一个详细的目录，将药物分类和名称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进

行编排。

全书以生动、流畅、史诗般的文笔，详细记载了 16 世纪以前东亚地区

的药物学成就。

书中附有插图 2 卷，共载图 1109 幅。插图全部为手工雕刻印刷而成，

图像精美、形象、生动，体现出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成就。

4.4 稀有性，完整性，威胁和管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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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稀有性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尽管《本草纲目》流传到世界各地并被多次再版

重印，但由胡承龙刊刻的金陵版（1593 年版）《本草纲目》是世界现存最

早、保存最完好的版本。该版本也是《本草纲目》问世以后中外一切版本

的祖本。

b.完整性

经历了 4 个多世纪的考验，1593 年版《本草纲目》保存状态良好，除有

半页残缺外，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完整面貌。

c.威胁

⑴ 1593年版《本草纲目》被指定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古籍保护对

象，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则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有专门的设施

和专业人员进行管理。

⑵ 由于保存年代久远，此申报件的纸质已经发生变化，略有损毁，亟待

进一步加强保护。

d. 管理计划

请参照第 6 部分的管理计划。

5 法律信息

5.1 所有权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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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献遗产的管理者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Address：16 Nan Xiao Jie, Dongzhimen Nei,Beijing, 100700 P. R. China

Telephone:86-10-64002320

Facsimile: 86-10-64013995

E-mail:zhanghm@mail.cintcm.ac.cn

5.3 法律现状

a. 所有权

国家所有

b. 可使用性

《本草纲目》的原始版本限制阅览，除非有特殊目的，否则不对公共开

放。但是，读者能够得到复制的材料，包括微缩胶卷、影印的复印件等。

c. 版权地位

版权归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d. 责任管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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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它因素

6 管理计划

-1593年版《本草纲目》被保存在有恒温、恒湿空调装置的古籍善本书

库内。书库设置了政府指定的防火安全设备，有应对出现危险情况的紧急

措施。馆内有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严格的书库管理制度，能够保证该书

的安全与完整

-有专业的古籍保护人员定期进行维护。

-抢救管理计划：《本草纲目》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现存珍贵古籍

中的极品，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古籍的保管重点。由于《本草纲

目》还没有设立专库，因此保存环境还不是特别满意。因此，建议：

（1）建立专门的善本精品库。

（2）仿真影印出版，代替原件流通。

（3）进行纸张脱酸，以延长该书的寿命。

（4）全部数字化。

7 咨询信息

a. 所有者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b. 管理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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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球文献遗产国家/地区委员会

第二部分 附加信息

8 风险评估

a. 此文献的保存方面不存在严重威胁。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此书的

纸张正在老化。一些纸张易脆、不完整。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但是，持续而适当的进一步保护还是需要的。

b.由于《本草纲目》是纸质的，而且已经存在了400多年。因此，一些不

可预测的损坏可能会发生。对此，管理人员会定期进行检查和保护。

c.《本草纲目》被存放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善本书库，书库装有特

殊的门和灭火装置以及防虫、防尘措施，已经具有的防护措施会尽量避免

对古籍的损害。

9 保管评估

a.文献现所在地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b.保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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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1593 金陵（现南京）胡承龙刊刻，传承来源清晰明确，原

由上海名医丁济民先生所藏，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

馆购进收藏。自此，本书被安全保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内。

c.保存指导方针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具有政府认可的安全措施和紧急程序，还有训

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有关书库管理方面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同时，中国中

医科学院图书馆根据自己的管理条例提供了相关的设施和工作人员。因

此，《本草纲目》的管理是稳定的，而且责任是明确的。

此申报件由中国国家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推荐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由该文献的拥有者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