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帝内经译注》

馆藏索书号

R221
Y352B

基本信息：姚春鹏, 姚丹译注 .上海三联书店，2015

内容简介：《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 为

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 为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

创作, 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

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 主张不治

已病, 而治未病, 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

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

《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

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

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2 《《本草纲目》秘方全书》
馆藏索书号

R281.3 L269

基本信息：(明) 李时珍原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内容简介：《本草纲目全书(典藏精品版)》精编《本草

纲目》中所有最经典、最符合现代科学的内容，呈现了

著名中医数十年呕心研究成果，全面解析《本草纲目》

中的养生智慧及中医诊疗知识，不仅收集原著中的 1300
多种药材，详尽解说药理、药性等，更以《本草纲目》

为立足点，全面考察现代人生活中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收录 5000多个实用药方，囊括中医药理理论、脉象与

针灸、服药法则、饮食疗法与宜忌等。让国学药典真正

运用到现代人的养生、疗病实践当中。

3《中医治未病》

馆藏索书号

R211
W429

基本信息：王易中编著.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中医治未病》就是在与大家共同讨论“诊未

病”这一古老的医学“新”课题。其讨论依据系经典《易经》

和《内经》的天人合一理论，从源远的中医文化历史的

长河中追根溯源，挖掘、梳理、归总出蕴藏在经典深处

的上工理论，破译生命先天病因的信息密码，诠释人体

疾病形成的根源，揭开后天岁运引发病机的谜底，探求

和辨识未病信息的理论依据，以大量的实例来证明辨证

未病理论根据的成立，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4 《清代名医医案专著:临床点评本》
馆藏索书号

R249.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185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700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0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8190


L816(1)

基本信息：鲁兆麟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清代名医医案专著（临床点评本）第一部》

由我国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鲁兆麟教授组织专家进行编撰

工作。本书由清代及民国时期 300 余部医案专著中，精

心挑选出代表清代名家医案专著：《临证指南医案》、《扫

叶庄医案》、《丁甘仁医案》，代表清代评按医案专著：《古

今医案按》，代表清代合辑 类医案专著：以医家辑案的

《柳选四家医案》、以诸病辑案的《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

编》、《古今名医奇病治法三百种》，代表清代特色治法类

医案专著：《外证医案汇编》，所选医案专著版本优良、

学术价值高、临床实际指导意义大。该书针对各个医案

专著的学术特色，首先还原其所著的历史时代背景，并

且充分结合其学术传承，梳理其学术源流的脉络，尽力

以各个医案专著编著者自身的角度整理医案、研读医案、

解析医案，努力做到让“医家自己讲解医案”，后凝练出

医案专著的临床点评，使广大读者对中医医案专著所蕴

含的学术经验有了更为确切地掌握，达到“登堂入室”的
研读效果，有力促进了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

5《品味中医》

馆藏索书号

R22
L111

基本信息：黎镇华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内容简介：本书体现了作者对中医的感悟和思考, 分别

从生命的主体, 疾病的原因, 病理的关键, 诊病的诀窍,
治病的技巧, 养生的法则, 顽疾的消除, 健康长寿的要

诀等方面予以阐述.

6《中医薪传》

馆藏索书号

R2
Z226

基本信息：张义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中医薪传》是张义尚编著的，主要包括“中
医薪传”、“中医经验琐谈”和“师资回忆录”三大部分。

主要是“中医经验琐谈”部分是张义尚先生在中医药学习

与临床实践中的一些体会，主要有“怎样学习中医”、“中
医简史”、“孙思邈论大医习业略疏”、等。

7《一本书说透中医养生》

馆藏索书号

R212
F076

基本信息：樊正伦著.中华书局，201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38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516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049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分十讲，包括：中医的根、什么是

养生、细说疾病、情志养生、四季养生、常见病及其防

治、儿童期养生、青春期养生、更年期养生、老年期养

生。

8 《易经中的健康密码》

馆藏索书号

R212
M304

基本信息：满江, 易磊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 2013

内容简介：本书依托《易经》中的阴阳平衡养生原则及

理论, 结合现代医学、营养学、养生学理论、让您收获“抗
阴保阳防衰老”的养生智慧, 掌握“大脑不衰, 身体不

老”的生命密码。

9《食疗本草校注》

馆藏索书号

R247.1
M610A

基本信息：(唐) 孟诜撰.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食疗本草》为唐代孟诜所撰。原书早佚，仅

有残卷及佚文散见于《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中。

据史书记载，孟诜所撰《补养方》，唐开元年间经张鼎增

补八十九条，共有二百二十七条，皆论食药治病之道，

故改称为《食疗本草》，是我国食疗史上最早以食疗命名

的《食疗本草》专著。此次校注的《食疗本草》，是根据

《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中所存佚文及敦煌石窟残

卷本汇集而来，共辑注二百六十九条及附录八条。

10 《舌诊:舌尖上的健康密码》

馆藏索书号

R241.25
X627

基本信息：(日) 幸井俊高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翔实的解说搭配近百幅插画，方便读

者图文对照，通过观察舌象，察觉身体是否出现疲劳或

体力降低等现象，更能进一步了解当各种病症出现时，

舌头会呈现的状态，让读者能轻松达到自我健康管理，

并及早预防疾病。

11《别跟我说你懂食疗》

馆藏索书号

R247.1
W035

基本信息：万光玲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96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994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899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1392


内容简介：本书用上课、聊天、叙事等轻松的方式道出

了食疗的内涵、食疗的方法路径、食疗的特点, 并从理

论上加以证实。书中阐述了独到的食疗加减三步法、宝

塔食疗法、五色食疗法、二十八种食物食疗法、五味食

疗法、部位对应食疗法、阴阳食疗法和心态疗法。

12 《国家级名老中医颈肩腰腿痛验案良

方.第 2版 》

馆藏索书号

R274.9
X738-2

基本信息：本书主编徐江雁 ... [等].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本书共遴选了 55 位名老中医验案良方，选案

丰富，按语精详，处方精妙，全面反映了当代名老中医

治疗颈肩腰腿痛独特的辨证治疗思想和用药经验。

13《九种体质养生》

馆藏索书号

R212
Z102

基本信息：张凤娇主编.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九种体质在养生保健中的常见问题

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论述。主要内容包括：探古寻今，解

密中国人的九种体质；畏寒怕冷的阳虚体质——不伤不损

养阳气；缺水急躁的阴虚体质——滋阴润津降虚火等。

14《尊生要旨》

馆藏索书号

R212
J590

基本信息：(明) 蒋学成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全书一卷, 共十一篇, 分存想、调气、按摩、

导引、形景、饮食、居处、房中、四时、杂忌等篇章介

绍养生之法, 附以歌诀、图说; 书末“洞玄篇”则阐述养

生入道之捷径。此次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

为底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清抄本为主校本, 以

明代胡文焕《寿养丛书》中新刻本《摄生要义》、上海中

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尊生秘旨》为参校本进行整

理校注。

15《红楼梦与中医》

馆藏索书号

R2-49
H511A (2)

基本信息：主编胡献国, 郑海青.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734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734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94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3466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6587


内容简介：《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 290 多处，

5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 161 条，描写的病例 114 种，

中医病案 13 个，方剂 45 个，中药 125 种，西药 3 种。

一部小说中包合如此丰富的医药知识，本书对照《红楼

梦》原文里涉及的美食和中药进行了讲解，用中医方法

讲述了红楼梦里面的丰富美食以及中医治疗方法和用

药。

16 《手握健康, 效果神奇的手穴按摩

术 》

馆藏索书号

R244.13
J210

基本信息： (日) 加藤雅俊.青岛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 45 个穴位的精准取穴方法、按压

方法、适用症、适应人群, 同时介绍了独创的 4 种手部

运动操、5分钟手浴法, 以及 9 种推荐芳香精油的运用。

17《颜面色诊 》

馆藏索书号

R241.29-49
H860

基本信息：黄明达, 李贞则主编.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解说颜面涉及症状、病因与治疗

经验, 突出颜面与病对应, 体现实用与简便方法的身体

使用指导读物。书中的面色诊, 包含家庭夫妻之间、孩

子与爸妈之间、办公室同事之间以此颜照彼镜的自诊、

自断、自疗。

18《手耳足简易按摩:畅销升级版》

馆藏索书号

R244.1-64
W154

基本信息：王东坡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以当下较流行的自然疗法为依托，以常

见病症为主线，对症讲解了手耳足部位的穴道按摩方法、

传统的耳贴疗法、反射区按摩法等，并详细介绍了按摩

的相关知识，尤其适合普通读者家庭自诊自疗。同时配

备真人图片，视觉美观，并方便读者阅读。

19《食物是最好的医药大全集》

馆藏索书号

R247.1
Q425

基本信息：秦泉主编.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658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658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103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190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1054


内容简介：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220多种常用食物的营养成分、食疗功效及营养食谱。

20 《排毒养瘦, 这样吃就对了》

馆藏索书号

R247.1
L522

基本信息：林禹宏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 13 类天然排毒食材和 170 道美味

窈窕食谱, 医师和营养师精选优质食材, 提供正确瘦身

秘诀, 让您吃出健康, 不再斤斤计较。

21《饭菜就是特效药:365天说健康》

馆藏索书号

R247.1
W696

基本信息：翁维健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按照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气候特点, 深

入浅出地解释了各个季节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解读顺应

节气养生的奥秘, 对不同节气的作息起居、饮食药膳、

精神调摄、运动指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同时

针对各类人群及常见季节病、多发病提出了简便、实用、

易行的养生保健方法。

22 《名医话养生:十大营养科主任教你

吃出健康》

馆藏索书号

R247.1
H815

基本信息：《名医话养生》节目组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十大营养科主任的食疗心得。全书

分为四大板块：我们生活中的营养学、你懂得怎么吃吗、

病了以后怎么吃、吃得更健康。深入浅出阐释“吃”的

学问。

23《hello, 轻断食》

馆藏索书号

R247.1
Q685

基本信息：(韩国) 庆美妮著.海南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中介绍的配方包含果蔬汁、沙拉、生食

甜点, 可让你得到从里至外的美丽。Juice cleanse 是

通过每天饮用六杯鲜榨果蔬汁排出体内毒素的排毒方

法, 可为人体迅速供给蔬菜、水果的各种维生素、矿物

质、植物化学物质等, 能够排出体内不必要代谢物与毒

素, 自然获得减轻体重的效果。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347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048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387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387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1521


24 《中医饮食与健康》

馆藏索书号

R247.1
L979

基本信息：罗卓洲编著.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2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中医的饮食与健康，内容包括：

中医饮食与健康学的特点、食物的营养素、食物的功用、

常见疾病的食疗方法。

25《一个小方 一份健康 》

馆藏索书号

R289.2
C580

基本信息：主编陈文伯, 陈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作者的家传小药方，包括生活小

验方、内科小验方、外科小验方、女性小验方、老年病

验方、男科小验方、儿科小验方等。

26 《水果养生事典 》

馆藏索书号

R247.1
Z235

基本信息：《同仁堂养生馆》编委会编.北京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 详细介绍了各种

不同人群的体质特征, 各种食材及其制品的挑选、储存、

营养成分、养生功效、制作方法、食用方法, 以及相关

食材制品对多种常见疾病的预防保健作用。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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