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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实地考察，鉴定了珍藏于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批古代中药饮片。这些珍贵的文物，是斯隆爵士藏品的一

部分。近百种的中药标本，客观地记录了 300 年前中药商品的实际情况。这些宝贵的数据，对于研究中药品种的沿革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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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site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authenticate a batch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al decoction piece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in a rare collection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These treasured artifacts comprise a portion of the Sloane
Collection，and the nearly one hundred Chinese medicinal specimens examined within provide an objective record of the real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ommercial circulatio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The precious data from this collection pro-
vides an extremely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Age of Exploration，shedding light on the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species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as well as the histo-
ry of medicinal processing and decoction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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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一批古代中药饮片，作

者通过实地考察，鉴定了近百种的中药标本。这些中药标

本，客观地记录了 300 年前中药商品的实际情况。此次鉴定

结果对于研究中药品种的沿革与变迁、中药炮制与饮片的历

史，探索大航海时代东西方的药物交流史都极具参考价值。

1 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1. 1 斯隆爵士与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

um) 又称大不列颠博物馆，建于 1753 年。藏品来源遍及五大

洲，时间跨度从远古到当代，其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大英

博物馆的诞生机缘，则要从斯隆爵士谈起［1］。汉斯·斯隆

( Hans Sloane) ( 1660—1753 年) ，出生于爱尔兰，是一名出色

的英国医生，他曾经担任牙买加总督的随扈医生。斯隆爵士

自幼致力于科学研究，同时他还酷爱收藏，尤其对动、植物报

以极大的热忱。他所制作的植物标本，是后世腊叶标本的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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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瑞典著名植物学家、生物二名法的创立者林奈，对很多

新种的描述及命名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斯隆爵士所发明的“牛奶巧克力”配方专利，为他带来了

可观的收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着他的收藏与慈善事业。
1753 年，在他 93 岁去世时，他的藏品超过 7 万件，这个巨额

数目还不包括植物标本与藏书及手稿。
他曾留下遗言，将毕生藏品捐献给国家。英国政府没有

辜负斯隆爵士的期望，为了能使这批珍藏善存善用，政府通

过发行彩券的方式，募捐营造了大英博物馆。换言之，正是

斯隆博士的收藏，奠定了大英博物馆的家底。现在伦敦市中

心的斯隆广场，正是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而建［2-3］。
此后，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与日俱增，随后一分为三，形成

了现在的大英图书馆、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
1. 2 自然历史博物馆 (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自然历史

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南肯辛顿区，建筑物本身就是一座艺

术宫殿。其地标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馆 ( Alfred Water-
house) 于 1881 年建成并开放参观［4-5］。

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 7 000 多万件，涉及动物、植物、化
石、岩石等。大堂中放置着恐龙巨型骨架，给人以冲击震撼。
展厅的墙壁上镶嵌有灭绝的古生物化石等“大物件”。二楼

大厅左侧，是一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汉白玉雕像; 二楼

右侧是直径达 3 m 多的有“世界爷”之称的北美红杉树的断

面，一道道年轮记录着大自然的沧海桑田。人类几十万年的

历史、地球几十亿年的演变都在这里得以呈现。博物馆除设

有永久性的展品外，还不时开放用于科学普及的临时展览，

参观者络绎不绝。
据管理者介绍，展品的内容不足馆藏的 1 /10。若以现在

的展出方式陈列，将库存全部陈设出来，可以长达27 km。
在博物馆内的达尔文研究中心，入口墙壁上有生动的植

物彩绘，透射出生命的活力。走入收藏室，恒温、恒湿及保安

系统十分严密。斯隆爵士和达尔文的众多藏品均保存于此。
墙壁上有一幅斯隆爵士的油画肖像，那充满神韵的目光，在

静静地注视、默默地陪伴着这批稀世珍品( 图 1) 。这片科学

圣地，除非得到特别许可，一般游客是不能涉足的。因为大

多数藏品还未能被鉴定，不但网上查不到，即使是在内部的

库藏目录中，也难得到确切的信息。此次笔者有幸受邀前来

鉴定，应当说是一次历史的机缘。
2 珍藏中药材初考

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将待鉴定的中药标本从保藏室中取

出，放置于试验台上。4 个抽屉式的大样本箱内存放有不少

纸盒子。纸盒子的两面均镶有透明的玻璃，尺寸根据药材的

形状有所不同。盒内每个样品都配有一个四位数的特定编

码，盒子外套加注条形码的塑料包装袋。此外，保藏室还有

一份当年的保管记录。有的使用了古体英文，部分使用的是

法文。而药名的记述，采用的是现已不用的古代拼音，如乌

药注音为“ujo”、枳实注音为“cjxe”、藿香注音为“ho hian”

a． 斯隆爵士的油画像; b． 斯隆爵士的手稿; c． 斯隆爵士的手稿书;

d． 牛皮夹的植物标本达 265 册; e． 内部珍藏药材; f． 抽屉式的样本

箱; g．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植物标本; h． 木通药材，源自木通科的木

通 Akebia quinata; i． 罂粟 Papaver somniferum，外壳完好无损。

图 1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古代中药标本

Fig． 1 Ancient Chinese medicinal specimens preserved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等。部分样品还有英文名或拉丁学名的鉴定标签，显然，中

间有不少人尝试鉴定。虽说有些鉴定得不够准确，如菊花表

示为洋甘菊的英文“camomilla”等，但这批标本一直被植物学

家、药物学家所关注。这些药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多数已

失去了应有的气味，用于标注的纸片也已经发黄、酥脆，但偶

然可见正楷毛笔字的标记。
3 鉴定结果

经初步鉴定，归纳整理结果见表 1。
4 结论与讨论

这批标本，大部分是饮片。其中有常用中药，也有南方

地方草药，另外还有一些外来药物。从品种内容来看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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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英国自然博物馆珍藏中药标本鉴定

Table 1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al specimens preserved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排序 编号 药材名 类别 药用部位 鉴定学名 保存状况

1 9722 谷精草 饮片 头状花序 Eriocaulon sexangulare L. 谷精珠，保存完好

2 菊花 饮片 头状花序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Ｒamat. 保存完好

3 款冬花 药材 花蕾 Tussilago farfara L. 虫蛀

4 丁香 药材 花蕾 Eugenia caryophyllata Thunb. 保存完好

5 金银花 药材 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忍冬，掺杂叶，保存完好

6 枳实 饮片 幼果 Citrus sp. 保存完好

7 石榴皮 饮片 果皮 Punica granatum L. 保存完好

8 大腹皮 饮片 果皮 Areca catechu L. 保存完好

9 陈皮 饮片 果皮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丝，保存完好

10 罂粟壳 药材 果壳 Papaver somniferum L. 保存完好

11 枳壳 饮片 未成熟果实 Citrus aurantium L. 保存完好

12 乌梅 饮片 近成熟果实 Prunusmume ( Sieb. ) Sieb. Et Zucc. 炮制品，保存完好

13 吴茱萸 药材 近成熟果实 Euodia sp. 散落，保存完好

14 9646 牛蒡子 药材 果实 Arctium lappa L. 保存完好

15 郁李仁 药材 果实 Prunus sp. 不去外壳，保存完好

16 9928 楮实 饮片 果实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 L. ) 保存完好

17 草果 药材 果实 Amomumtsao-ko Crevost et Lemaire 保存完好

18 槐角 药材 果实 Sophora japonica L. 保存完好

19 核桃 药材 果实 Juglans regia L. 连外果皮，断面锯开，保存完好

20 诃子 药材 果实 Terminalia chebula Ｒetz. 保存完好

21 马兜铃 药材 果实 Aristolochia sp. 保存完好

22 松子 药材 果实 Pinus koraiensis Siebold et Zuccarini 保存完好

23 板栗 药材 果实 Castanea millissima BL. 保存完好

24 榛子 药材 果实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Ex Trautv. 保存完好

25 灯笼椒 药材 果实 Capsicum annuum L. var. grossum ( L. ) Sendt. 呛鼻，虫蛀

26 栀子 药材 果实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保存完好

27 豆蔻 药材 果实 Amomum sp. 未去外壳，保存完好

28 9649 莱菔子 药材 种子 Ｒaphanus sativus L. 来服子( 中文错字) ，保存完好

29 9651 木鳖子 药材 种子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 Lour. ) Spreng. 保存完好

30 韭菜子 药材 种子 Allium tuberosum Ｒottl. Ex Spreng. 保存完好

31 瓜蒌子 药材 种子 Trichosanthes sp. 保存完好

32 蓖麻子 饮片 种子 Ｒicinus communis L. 炒，保存完好

33 冬瓜子 药材 种子 Benincasa hispida ( Thunb. ) Cogn. 保存完好

34 榼藤子 药材 种子 Entada sp. 保存完好

35 牵牛子 饮片 种子 Pharbitis sp. 保存完好

36 槟榔 饮片 /碎个 种子 Areca catechu L. 保存完好

37 薏米 药材 种仁 Coixlacryma-jobi L. var. mayuen ( Ｒoman. ) Stapf 带外壳，保存完好

38 益母草 饮片 幼苗 Leonurusjaponicus Houtt. 益母草苗，保存完好

39 伸筋草 药材 全草 Lycopodium japonicum Thunb. 毛猫，保存完好

40 9660 荆芥 饮片 地上部分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保存完好

41 9654 木贼 饮片 地上部分 Equisetum hiemale L. 保存完好

42 泽兰 饮片 地上部分 Lycopus lucidus Turcz. var. hirtus Ｒegel 保存完好

43 藿香 饮片 地上部分 Pogosremon cablin ( Blanco) Benth. 保存完好

44 茵陈 饮片 地上部分( 含果实) Artemisia sp. 果实也药用，保存完好

45 厚朴 饮片 干皮、根皮及枝皮 Magnolia officinalis Ｒehd. et Wils. 丝状，保存完好

46 黄柏 饮片 树皮 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 丝状，保存完好

47 杜仲 饮片 树皮 Eucommiaulmoides Oliv. 无胶丝

48 苏木 饮片 心材 Caesalpinia sappan L. 保存完好

49 9614 没药 药材 树脂 Commiphora sp. 保存完好

50 873 乳香 药材 树脂 Boswellia sp. 保存完好

51 三棱 饮片 块茎 Sparganium stoloniferum Buch. -Ham. 荆三棱，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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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排序 编号 药材名 类别 药用部位 鉴定学名 保存状况

52 金钗石斛 药材 茎 Dendrobium nobie Lindl. 散落，保存完好

53 有瓜石斛 药材 茎 Ephemerantha fimbriatum ( BL. ) P. E. Hunt et Summ. 散落，保存完好

54 麻黄 饮片 草质茎 Ephedra sinica 有掺杂，保存完好

55 9658 木通 饮片 藤茎 Akebia quinata ( Thunb. ) Decne 正品，保存完好

56 玉竹 药材 根茎 Polygonatum odoratun ( Mill. ) Druce 保存完好

57 土茯苓 饮片 根茎 Smilax glabra Ｒoxb. 保存完好

58 9906 金毛狗脊 药材 根茎 Cibotium barometz ( L. ) J. Sm. 保存完好

59 9925 蓬莪朮 饮片 根茎 Curcuma sp. 保存完好

60 贯众 药材 根茎和叶柄残基 Dryopteriscrassi rhizoma Nakai 绵马贯众，保存完好

61 藕节 饮片 根茎节部 Nelumbo nucifera Gaertn. 9 孔，虫蛀

62 甘草 饮片 根和根茎 Glycyrrhiza sp. 保存完好

63 龙胆 饮片 根和根茎 Gentiana scabra Bge. 龙胆草，保存完好

64 细辛 药材 根和根茎 Asarum sp. 有叶，保存完好

65 丹参 药材 根和根茎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保存完好

66 羌活 饮片 根和根茎 Notopterygium sp. 保存完好

67 9931 藁本 饮片 根和根茎 Ligusticum sp. 虫蛀

68 9663 苦参 饮片 根 Sophora flavescens Ait. 保存完好

69 葛根 饮片 根 Pueraria lobata ( Willd. ) Ohwi 有掺杂，虫蛀

70 前胡 饮片 根 Peucedanum praeraptorum Dunn 保存完好

71 9920 牛膝 饮片 根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 保存完好

72 秦艽 饮片 根 Gentiana sp. 保存完好

73 南沙参 药材 根 Adenophora sp. 保存完好

74 9644 何首乌 饮片 块根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炮制品，保存完好

75 乌药 饮片 块根 Lindera aggregata ( Sims) Kosterm. 保存完好

76 9913 地骨皮 饮片 根皮 Lycium sp. 保存完好

77 9650 猪苓 饮片 菌核 Polyporusum bellatus ( Pers. ) Fries ( 中文错字) 猪零，保存完好

78 9721 赤茯苓 饮片 菌核 Poria cocos ( Schw. ) Wolf 保存完好

79 五倍子 饮片 虫瘿 Ｒhus sp. 叶上虫瘿，由 Melaphis chinensis( Bell) Baker
寄生而形成

肚倍、角倍，保存完好

80 没食子 药材 虫瘿 Cynipsgallae-tinctoriae Oliv. 幼虫寄生于 Quercusin fec-
toria Oliv. 幼枝上产生的虫瘿

保存完好

81 9929 五灵脂 药材 粪便 Trogopterus xanthipes Milne-Edwards 保存完好

82 紫草茸 药材 分泌的胶质 Lacci ferlacca Kerr. 紫胶，保存完好

83 鹿鞭 药材 外生殖器 Cervus sp. 段，保存完好

84 1193 阳起石 药材 矿石 actinolite 保存完好

是来自于中国南方的某一药房，因此能客观地反映当时临床

用药的实际状况。据标本馆的负责人介绍，这些标本是斯隆

爵士委托东印度公司代为收集的，现在保留的仅是当初收集

的一部分。
这批标本为反映中药品种的历史沿革提供了佐证。如

中药木通，根 据 本 草 考 证，来 源 本 为 木 通 科 的 木 通 Akebia
quinata( Thunb. ) Decne。十几年前，欧洲曾出现因误用马兜

铃科的关木通 Aristolochia manshuriensis Kom 导致马兜铃酸中

毒引起的肾功能衰竭事件。不少报刊报道中药中毒事件，还

出现了“中草药肾病”一说。此次鉴定的实物说明了当年中

国内 地 所 用 及 传 播 到 欧 洲 市 场 的 确 是 木 通 科 的 木 通

A. quinata。而马兜铃科的关木通，有可能是在清朝入关后，

逐渐由北方传入，随后才逐渐混入市场的。
罂粟壳为止咳、止泻的良药。早在宋代就有明确的记

载，《本草纲目》中还有不可久服的提示。有关提取吗啡或非

法制作鸦片是鸦片战争前后发生之事。现今市场所见的罂

粟壳表面均有刀割的横纹，在中药鉴定的书籍中将此作为鉴

定特征。此次所见药材标本外壳无损，说明当时的罂粟可能

尚未为割鸦片吸毒所用。
中国南方部分地区用药习惯与北方不同，反映在药用部

位上的差异，如茵陈使用带果实的部分; 益母草使用的是幼

苗; 谷精草使用的是华南谷精草 Eriocaulon sexangulare L. 的

头状花序，俗称谷精珠。与《中 国 药 典》所 载 正 品 谷 精 草

E. buergerianum Koern. 的干燥带花茎的头状花序是不一致

的。这批标本中，还可见南方的部分民间草药，如木鳖子、紫
草茸( 紫虫胶、紫矿) 、楮实等。

品种中文名称不规范，很多药物为方便书写，采用了省

笔缺画的 写 法，如 来 服 子 ( 莱 菔 子) 、猪 零 ( 猪 苓) 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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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大 家 常 说 的“大 白 字”或“民 间 花 码”。因 为 中 药

业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这一现象在中药行业

由来已久。
外来药中可见没食子、乳香、丁香、罂粟壳、槟榔、砂仁

等，说明这些外来药物很早就进入中国，并被广泛使用。动

物药中可见五灵脂、紫草茸; 1 节鹿鞭，约 2. 5 cm。周围的植

物来源的药材经风化成了粉末，无法分辨了。由此可想到动

物药材保存时，药界先人常将某些特有植物药与动物药共同

放置用以防虫的智慧。在矿物药中，一块椭圆形的阳起石尤

为醒目，手感滑润，玻璃纤维熠熠发光。干果有板栗、核桃、
榛子、松子。很类似如今的果品、海鲜店铺与药品一同经营。
其中的核桃，是一个含有外果皮的横断面，好似是特别制作

的标本，这在所有藏品中是唯一的例外。炮制加工品中，部

分药材有明显的经过炮制的痕迹; 如熏制的乌梅、炒蓖麻子

等。枳实薄片、厚朴细丝、甘草薄片、陈皮丝、槟榔片等加工

甚为精良。
经过 300 年的岁月，加之风化虫蛀，大部分药材颜色已

经发生变化，多呈深褐色。杜仲的胶丝也不复存在。大部分

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气味。唯一例外的是辣椒，一股刺鼻的辣

味使人喷嚏不止。从外形上看，成钝三角状，即所谓现在所

说的“灯笼椒”或“柿子椒”形，而不是常见的药用成长条形

的辣椒，但茄科的种子依旧清晰可见。辣椒从明代传入中

国，最初的形状如何，尚不得而知。
因时间、条件所限，此次还有部分暂时无法确定的品种，

如有盒无药者( 当归) 、外形不够完整者，一时难于给出确切

报告，如营实、青果、鹤虱、肉桂粉、玄参、毛冬青、热情果等。
还有部分据说是来自日本的香樟木，来自古代泰国( 暹罗) 的

麻布样标本等也有待进一步鉴定核实。
5 结语

中药标本是中药鉴定的凭证，是科学研究的基石，也是

考证古代药物最强有力的凭证［6］。目前已知存世的中药标

本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 9 种香料中药、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

的我国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带去的 60 种中药; 福建泉州发现

的宋代古沉船中的数种香木; 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上京博物

馆保存的上千年历史的辽墓出土的中药; 北京故宫御药房保

存的部分清代药材; 这些宝贵的药物标本所传达的第一手信

息是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
此次新发现并鉴定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药物标本，

历经灾难，更显弥足珍贵。考察中还了解到，在大英博物馆

与大英图书馆中，尚有众多的古代的植物彩绘科学画和古代

东西方医药典籍。这是一项值得深入整理、探讨、研究、开发

的自然科学史的巨大资源，有待通过跨国界、跨学科的科研

合作方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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