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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李金龙医师(1936-2008)

李金龙医师是新加坡资深中医师,行医30余年，临床经验丰
富，擅长针灸科、中医男科、中医眼科及中医脑科，也是东南
亚的中医药史学家，作家与寓言作家。他是一位令人敬佩的
医师,不幸于2008年1月1日逝世，享年73 岁。

机缘跟随李医师在他的诊所临床学习，亲身见证他给予后
进医师们无私的教导与提携，他不吝分享所学。在他诊所学
习的有本地的医师，也有远自梹城，怡保，吉隆坡，砂崂越，

李医师祖籍福建东山，于1936年出生在新加坡葱茅园，毕
业于中正中学及中国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文系,在
1974年，毕业于新加坡中医学院。他是中国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医硕士，曾任新加坡中医学院教授,新加坡中医学院院
长，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会长,新加坡同济医药研究学院针灸
科主任,广西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广州中医药大学
客座教授,新加坡中华医学会附属专科中医学院院长，新加
坡中华医学会顾问及专家咨询委员,新加坡中医学院毕业医
师协会顾问。
李医师的中医眼科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他经常到中国学习并
请教针刺治疗眼病专家，了解各种针刺治疗眼病的方法,赴
诸实践，他经常举办针灸临床经验讲座，无私地与医师们
分享经验，把经验整理出书,收录在《中医如何治疗新加坡
20种常见眼病》。李医师在新加坡开拓了中医眼科的新领
域，治愈了许多眼科难治疗之疾，成为新加坡针刺治疗眼病
专家,也带动了中医新学科的发展。

李金龙教授与本文作者李金菊医师于2007年民丹岛义诊。

除了是一名医术精堪杰出的中医师,李金龙医师也是位作家,
他勤于撰写中医药文章,热爱文学写作，他还写了不少的散
文、诗歌，他以李松笔名,出版过许多作品，先后出版过医学
著作有五十余种、文学作品有二十种，擅长散文，尤其是有
关寓言的研究和创作, 更为出色。在2007年李医师的寓言集
《李松寓言》荣获“冰心文学奖”殊荣。此外也出版漫画寓言
《孔雀赛美》和《老虎学爬树》等。李医师以新加坡青少年
作为读者对象创作出版《日治时期的童年生活》与《英治时
期的少年生活》，是新加坡教育部指定的小学国民教育课
外读物。在东南亚的中医药史方面他出版过《印度尼西亚中
医药发展史》及《马来西亚中医药发展史略》。
李医师开设李金龙针灸馆，30多年专注针灸,以特出针灸手
法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他拥有深厚的中医经验与高超的
医术，同时慈善对待病人与真心关怀病人，对贫苦的病人
时常只收取低廉的费用，这一切均深得病人的爱戴。
笔者十多年前在一个文化活动的场合认识了李金龙医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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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龙医师于2006年一次公开演讲时为观众示范针。

印尼等地的。李医师处处在推动中医的发展，时时在想着如
何提高中医的水平，推广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部分。李医师时常到各地参加中医医学学术会议，也
与许多专家交流讨论, 时常把学到的心得再传授给医师们。
他鼓励后进医师们要不断学习，精益求精，他富有慈善心与
谦虚的美德得到医师们的敬重。
李医师时常安排医师们到中国许多中医院及中医大学进修
提升,以协助大家在临床上能更上一层楼。最令人难忘的是
李医师在2007年7月到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参加我们的中
医博士毕业典礼，他非常兴奋与高兴地看到我们经过三年
辛苦的课程终于毕业了。他认為要提升中医水平，继续在理
论与实践上提升是重要的途径。他的鼓励与提携，永记心
怀。
李医师热心举办义诊，不仅为新加坡人民服务，还经常出钱
出力带领医疗团队到邻国义诊，去治病救人，施医赠药，如
在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等国举办义诊，每一次的义诊他
都尽心尽力举办，他本着白求恩的精神，发挥为病人解除病
痛为己仼。在2008年1月1日他突然的离去，令中医界的医师
同道们无限的悲痛与震惊。
通过与李医师的小女儿李丽芳洽谈，李医师的家人欣然的
同意捐赠李医师的藏书给国家图书馆作永久保存并给读者
参考，经过李医师的大女儿李丽清与家人整理及一番的安
排,由李医师的大女儿李丽清捐赠出800多册李医师的藏书
给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在此对李教授家人的慷
慨捐赠表示感激，在此文里將介绍一些李医师家人捐赠的
藏书。此外捐赠的一些珍藏將展示在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十
楼的捐赠展示厅以供公众参观与浏览。

创作

李金龙医师小时候家境贫穷，导致他小时的学习是以断断
续续，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但是他勤奋好学，加上他丰富
的生活经历，所以毕生出版的著作非常多样化。李医师的著
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 医学文章
• 文学作品
• 寓言故事
我们在这里大略將李医师的作品给予介绍。
医学作品
李医师致力于发表医学文
章，出版的医学书籍种类
繁多，数目多达五十多种；
从疾病治疗到医学见闻，
甚至东南亚地区的中医发
展史都有著作。
李医师也擅长把他毕生的
医学所见所闻以叙述文的
方式记录在一套15集的书
籍，取名《在医学的道 路
上》。这套书籍记载了李
医师参加的学术大会，医
生访记，还有他的学医手
记，若想了解李医师如何
成为东南亚著名中医师，
还有新加坡中医药的发展
历史，这套书籍是必读之
物。

«在医学的道路上»共15集,收录
了李金龙医师自1978年起的医学
见闻。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华文化事
业单位(新), 1985.

李医师本身擅长针灸科、中医男科、中医眼科及中医脑科。
这方面出版的书籍就有《性不性由你：中医说房事》以
及《中医如何治疗新加坡
常见脑病》等专业作品。同
时，他也將他丰富的针灸
经验收录在这套《针灸临
床经验讲》系列里头。身为
经常受邀演讲的资深中医
师，李医师也把讲稿汇集
成书籍，让读者能够回味
他的演讲内容。
身为东南亚中医医史专家，
李医师也致力于研究撰写
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尼及泰国的中医发展史。
由于东南亚地区鲜少有人
记录有关这地区的中医药
发展，所以李医师在这方
面的文献的确是对本地区
一大重要贡献。
文学作品
文笔丰富多彩的李医师也
擅长写散文。他童年的记
忆，日治及英治时期的经
历，还有出国所见所闻都
是他散文的灵感。虽然他
的文学作品产量不及医学
作品多，但从李医师充满情
感的文章，却可以更加认
识他的内心世界，看出他有
理想的人生及乐观进取的
性格。而这些作品就出版
在《李松散文》，《站在欧
洲的高峰上》，《彭亨河纪
行》等书籍。多才多艺的李
医师在晚年甚至尝试写短
剧，而《人间有情》就是以
医务所为背景讲述仁医的
故事。
寓言故事
李医师不但是出色的中医
师，也是难得的寓言家。他
偏爱用简单的寓言故事来
传达治学做人的道理。他
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本
地寓言。李医师的寓言小
品特色是充满本地色彩，
取材完全是土生土 产，有
新加 坡的动物、植物、人
物；非常贴近新加坡人的
生活。他的寓言作品大多
收录在新加坡寓言系列当
中，其中有《孔雀赛美》，
《老虎学爬树》，《乌鸦与
黑猪》等出版。最为完整
的李松寓言故事是收录在
《李松寓言：1956 – 2001》
这本书里面。李医师毕生
写了多达50 0篇的寓言作

«中医如何治疗新加坡常见脑病»
是新加坡出版的第一本中医脑科
专著。
All rights reserved, Candid
Creation, 2004.

«讲稿汇集»收录了李金龙医师
1992-1997年的演讲内容。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加坡中医
药出版社, 2005.

«新马印泰四国中药史话»记录了
中药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All rights reserved,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2007.

品。富有本地色彩的寓言创作在本地可说是史无前例，因此
李医师在这方面对新加坡的文学贡献可算是意义重大。

捐赠书籍介绍

李金龙医师家人在他去世后將他心爱的书籍捐赠给新加坡
国家图书馆，以便让更多人能够分享他的学习兴趣，并且从
他爱看的书籍了解这些书籍怎样影响他的思维。图书馆员
从中挑选出了大约300本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展示在李光前
参考图书馆十楼的捐赠展示厅以供公众参观与浏览。以下
为大家简单介绍。
李 金 龙捐 赠文献
大约可分为以下几
类：
• 医学书籍
• 儒家思想
• 易经研究
• 寓言故事
医学书籍
身为医师，李金龙
收藏也反映出他对
工作的热忱。医学
书籍在他的丛书里
占大多数，内容非
常广泛。即使已是
资深医师，他还是
参考大量的针灸、
经 穴 、脑 病 、癫
痫、精神病、癌症
等各类疾 病的治
疗参考书籍。

李金龙捐赠书籍展示在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十楼捐赠厅。欢
迎公众前往参观与浏览。

The Lee Kim Long Collection

«李松寓言»收录了李金龙医师500则寓言作
品,并于2007年荣获 "冰心文学奖"。
All rights reserved, Singapore Literature
Society, 2002.

儒家思想
李医师一生的行为、思想，都堪受儒家深深的影响。除了从
他积极向上，充满人生哲理的文学作品看得出这一点以外，
他平时爱看的书籍也透露了他偏爱儒家伦理的原因。他丰
富的收藏当中就有许多本与儒学经典有关的书籍，如《礼
记》、
《荀子》、
《庄子》、
《孔子》、
《孟子》、
《论语》等多部
作品。

«李松寓言»收录了李金龙医师500则寓言作
品,并于2007年荣获 "冰心文学奖"。
All rights reserved, Singapore Literature
Societ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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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
身为本地寓言专家，李医师的藏书当中当然少不了别的作家
写的寓言作品。 他不单只阅读中国寓言，也爱看外国寓言；
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
《拉封丹寓言》、土耳其的《阿凡
提寓言》、
《童话寓言》等等。

易经研究
李医师曾经在上
海 复 旦 大 学 中文
系钻研过《易经》
，因 此 他 的 收 藏
里 面 也 包 含了多
本与《易经》有关
的书籍。他甚至將
他对《易经》的理
解，深入浅出地编
写成一本书，为的
就 是让 普 通 的 读
者了解《易经》。
《易经》的寓言作
品是世界上最早的
寓言作品，也是中
国寓言文学的开
山鼻祖。李医师在
20 0 6年创作并出
版了《周易寓言》。

This article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works of
Professor Lee Kim Long as well as the highlights of his
donation to the library. Prominent Chinese physician
Lee Kim Long passed away in 2008 at the age of 73. He
specialised in acupuncture and was a respected physician
in the medical circle. In more than 30 years of his practice,
Professor Lee had published more than 50 medical-related
books, including books that traced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outheast Asia. He led numerous
medical trips to impoverished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services to the poor and nurtured
many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local Chinese physicians.
Professor Lee was also a prolific writer, having published a
substantial collection of prose and fables with a local flavour.
He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Bing Xin Literature Prize”
in China for his outstanding collection of Chinese fables in
2007. Professor Lee’s family donated the books that he had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A total of
300 titles of this collection is available for public viewing
at the Donors’ Gallery on Level 10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The public is welcome to browse and read his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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