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药本草(海薬本草)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１.玉屑 

内容：按《异物志》云∶出昆仑。又《淮南子》云∶出钟山。又云蓝田出美玉，燕口出璧  

玉。味咸，寒，无毒。主消渴，滋养五脏，止烦躁，宜共金银、麦门冬等同煎服之，甚有所  

益。《仙经》云∶服玉如玉化水法，在《淮南三十六水法》中载。又《别宝经》云∶凡石韫  

玉，但夜将石映灯看之，内有红光，明如初出日，便知有玉。《楚记》∶卞和三献玉不鉴，  

所以遭刖足。后有辨者，映灯验之，方知玉在石内，乃为玉玺，价可重连城也。（《大观》  

卷三页９，《政和》页８２，《纲目》页６１４）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２.车渠 

内容：《韵集》云∶生西国，是玉石之类，形似蚌蛤，有文理。大寒，无毒。主安神镇宅  

，解诸毒药及虫螫。以玳瑁一片、车渠等，同以人乳磨服，极验也。又《西域记》云∶重堂  

殿梁檐，皆以七宝饰之，此其一也。（《大观》卷三页３７，《政和》页９６，《纲目》页１６  

４７）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３.金线矾 

内容：《广州志》云∶生波斯国，味咸、酸、涩，有毒。主野鸡、 痔、恶疮、疥癣等  

疾。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家用。（《大观》卷三页３７，《政和》页９６）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４.波斯白矾 

内容：《广州记》云∶出大秦国，其色白而莹净，内有棘针纹。味酸、涩，温，无毒  

。主赤白漏下，阴蚀，泄痢，疮疥，解一切虫蛇等毒。去目赤暴肿，齿痛。火炼之良，恶牡  

蛎。多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近日语州诸番往往亦有，可用也。（《大观》卷三  

页３７，《政和》页９６，《纲目》页７０７）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５.金屑 

内容：按《广州记》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是货易，并使金钱。性多寒，生者  

有毒，熟者无毒。主癫痫，风热上气咳嗽，伤寒，肺损吐血，骨蒸，劳极渴，主利五脏邪气  

，补心，并入薄于丸散服。《异志》云∶金生丽水。《山海经》说∶诸山出金极多，不能备  



录。蔡州出瓜子金，云南山出颗块金，在山石间采之。黔南遂府吉州水中并产麸金。又《岭  

表录异》云∶广州含 县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  

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至富矣。（《大观》卷四页１８，《政和》页１０９，《纲目》页  

５９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６.银屑 

内容：谨按《南越志》云∶出波斯国，有天生药银，波斯国用为试药、指环。大寒，无毒  

。主坚筋骨，镇心，明目，风热癫疾等。并入薄于丸散服之。又烧朱粉瓮下多年沉积有银，  

号铅银，光软甚好，与波斯银功力相似，只是难得。今时烧炼家，每一斤生铅，只煎得一  

二铢。《山海经》云∶东北乐平郡党少山出银甚多。黔中生银，体骨硬，不堪入药。又按《  

唐贞观政要》云∶十年有理书御史权万纪奏曰∶宣饶二州诸山极有银坑，采之甚是利益。太  

宗曰∶朕贵为天子，无所乏少，何假取乎？是知彼处出银也。（《大观》卷四页２０，《政和》  

页１１０，《纲目》页５９４）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７.石流黄 

内容：谨案《广州记》云∶生昆仑日脚下，颗块莹净，无夹石者良。主风冷，虚备，肾  

冷，上气，腿膝虚羸，长肌肤，益气力，遗精，痔漏，老人风秘等。并宜烧炼服。仙方谓之  

黄砂  

，能坏五金，亦能造作金色，人能制伏归本色，服而能除万病。如有发动，宜以猪肉、鸭羹  

，余甘子汤并解之。蜀中雅州亦出，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大观》卷四页１０，  

《政和》页１０３，《纲目》页７０２）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８.绿盐 

内容：谨按《古今录》云∶波斯国在石上生。味咸、涩，主明目，消翳，点眼，及小儿无  

辜疳气。方家少见用也。按舶上将来，为之石绿，装色久而不变。中国以铜错造者，不堪入  

药，色亦不久。（《大观》卷四页２５，《政和》页１１２，《纲目》页６９２）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９.紫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南海山谷。其树紫赤色，是木中津液成也。治湿痒疮疥，宜  

入膏用。又可造胡燕脂，余滓则玉作家使也。（《大观》卷十三页１５，《政和》页３２０，《纲  

目》页１５１０）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１０.骐竭 

内容：谨按《南越志》云∶是紫矿树之脂也。其味甘，温，无毒。主打伤折损，一切疼  

痛，补虚及血气搅刺，内伤血聚，并宜酒服。欲验真伪，但嚼之不烂如蜡者上也。（《大观  

》卷十三页１５，《政和》页３２０，《纲目》页１３７３）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１１.珊瑚 

内容：按《晋列传》云∶石崇金谷园珊瑚树皮如花生蕊。味甘，平，无毒。主消宿血风痫  

等疾。按其主治与金相似也。（《大观》卷四页３５，《政和》页１１６，《纲目》页６１７）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１２.石蟹 

内容：生南海，又云是寻常蟹尔，年月深久，水沫相着，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即飘出。咸  

，寒，无毒。主青盲目淫肤翳及丁翳、漆疮。皆细研水飞过，入诸药相佐，用之点目良。（  

傅氏《蟹谱》，左氏百川学海本，辛集第二十四册上卷九页。）  

 

<目录>玉石部卷第一 

<篇名>１３.胡桐泪 

内容：谨按《岭表记》云∶出波斯国，是胡桐树脂也，名胡桐泪。又有石泪，在石上采  

也。主风疳 齿，牙疼痛，骨槽风劳。能软一切物。多服令人吐也。作律字非也。（《大观  

》卷十三页３１，《政和》页３２７，《纲目》页１３８０）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１４.人参 

内容：出新罗国，所贡又有手脚，状如人形，长尺余，以杉木夹定，红线缠饰之。味甘，  

微温。主腹腰，消食，补养藏腑，益气，安神，止呕逆，平脉，下痰，止烦躁，变酸水。又  

有沙洲参，短小，不堪采根。用时去其芦头，不去者吐人，慎之。（《大观》卷六页１５，《  

政和》页１４６，《纲目》页７２２）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１５.木香 

内容：谨按《山海经》云∶生东海、昆仑山。（《大观》卷六页５９，《政和》页１６０）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１６.草犀根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岭南及海中，独茎，对叶而生，如灯台草，根若细辛。平  

，无毒。主解一切毒瓦斯，虎野狼所伤，溪毒野蛊等毒，并宜烧研服，临死者服之得活。（《大  

观》卷六页８９，《政和》页１６９，《纲目》页７９１）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１７.薇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海、池、泽中。《尔雅》注云∶薇，水菜。主利水道，下浮肿  

，润大肠。（《大观》卷六页８９，《政和》页１６９，《纲目》页１２１９）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１８.白兔藿 

内容：主风邪热极，宜煮白兔藿饮之。干则捣末，傅诸毒，妙。（《大观》卷七页４９，  

《政和》页１９０，《纲目》页１０４５）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１９.无风独摇草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岭南，又云生大秦国。性温，平，无毒。主头面游风，  

遍身痒，煮汁淋蘸。《陶朱术》云∶五月五日采，诸山野往往亦有之。（《大观》卷六页８９  

，《政和》页１６９，《纲目》页１０９６）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０.人肝藤 

内容：《广志》云∶生岭南山石间，引蔓而生。主虫毒，及手脚不遂等风，生研服。（  

《大观》卷七页５６，《政和》页１９２）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１.石 

内容：主风秘不通，五鬲气，并小便不利，脐下结气，宜煮汁饮之。胡人多用治耳疾。（  

《大观》卷七页５６，《政和》页１９２，《纲目》页１２３９）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２.海根 

内容：味苦，小温，无毒。主霍乱，中恶心腹痛，鬼气注忤，飞尸，喉痹，蛊毒，痈疽恶  

肿，赤白游疹，蛇咬犬毒。酒及水磨服，傅之亦佳。生会稽海畔山谷，茎赤，叶似马蓼，根  

似菝 而小也。胡人采得蒸而用之。（《大观》卷７页５６，《政和》页１９２）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３.越王余 

内容：谨按《异苑记》云∶昔晋安越王，因渡南海，将黑角白骨 筹，所余弃水中，  

故生此，遂名 。味咸，温。主水肿浮气结聚，宿滞不消，腹中虚鸣，并宜煮服之。（《大  

观》卷七页５６，《政和》页１９２，《纲目》页１０７４）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４.通草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广州山谷。味温，平。主诸 疮，喉咙痛，及喉痹，并  

宜煎服之，磨亦得，急即含之。（《大观》卷八页２１，《政和》页２０１，《纲目》页１０４  

３）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５.兜纳香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西海诸山。味辛，平，无毒。主恶疮肿 ，止痛，生肌，并  

入膏用；烧之能辟远近恶气；带之夜行，壮胆，安神；与茆香、柳枝合为汤，浴小儿则易  

长。（《大观》卷八页７０，《政和》页２１４，《纲目》页８２８）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６.风延母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生南海山野中。主三消，五淋，下痰，小儿赤白毒痢，蛇  

毒，瘅、溪等毒。一切疮肿，并宜煎服。只出南中，诸无所出也。（《大观》卷八页７１，《  

政和》页２１５，《纲目》页１０５６）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７.大瓠藤水 

内容：谨按《太康记》云∶生安南、朱崖上，彼无水，惟大瓠中有天生水。味甘，冷  

，香美。主解大热，止烦渴，润五脏，利水道。彼人造饮馔皆瓠也。（《大观》卷八页７１，  

《政和》页２１５，《纲目》页１０５４）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８.海藻 

内容：主宿食不消，五鬲，痰壅，水气浮肿，香港脚，贲 气，并良。（《大观》卷九页１１  

，《政和》页２２２，《纲目》页１０７２）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２９.昆布 

内容：谨按《异志》，生东海水中，其草顺流而生。新罗者黄黑色，叶细。胡人采得搓之  

为索，阴干，舶上来中国。性温，主大腹水肿，诸浮气，并瘿瘤气结等，良。（《大观》卷  

九页１３，《政和》页２２２，《纲目》页１０７３）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０.阿魏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石昆仑国，是木津液，如桃胶状。其色黑者不堪，其状黄散者  

为上。其味辛、温。善主于风邪鬼注，并心腹中冷服饵。又云南长河中亦有阿魏，与舶上来  

者滋味相似一般，只无黄色。（《大观》卷九页１７，《政和》页２２４，《纲目》页１３７９）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１.荜茇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本出南海，长一指，赤褐色为上。复有荜拨，短小黑，味不  

堪。舶上者味辛，温。又主老冷心痛，水泻，虚痢，呕逆，醋心，产后泄痢，与阿魏和合良  

。亦滋食味。得诃子、人参、桂心、干姜，治脏腑虚冷，肠鸣泄痢神效。（《大观》卷九页３  

１，《政和》页２２９，《纲目》页８１４）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２.酱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出波斯国，其实状若桑椹，紫褐色者为上，黑者是老不堪。黔  

中亦有，形状相似，滋味一般。主咳逆上气，心腹虫痛，胃弱虚泻，霍乱吐逆，解酒食味。  

近多黑色，少见褐色者也。（《大观》卷九页３２，《政和》页２２９，《纲目》页８１５）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３.延胡索 

内容：生奚国，从安东道来。味苦、甘，无毒。主肾气，破产后恶露及儿枕，与三棱、  

鳖甲、大黄为散，能散气，通经络。蛀 成末者，使之惟良，偏主产后病也。（《大观》卷  

九页３５，《政和》页２３０，《纲目》页７７９）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４.红豆蔻 

内容：云是高良姜子，其苗如芦，叶似姜，花作穗，嫩叶卷而生，微带红色。择嫩者，  

加入盐， 作朵不散落，须以朱槿染，令色深善，醒于醉，解酒毒。此外无诸要使也。生  

南海诸谷。（《大观》卷九页５１，《政和》页２３６，《纲目》页８１０）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５.肉豆蔻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秦国及昆仑。味辛，温，无毒。主心腹虫痛，脾胃虚冷气，  

并冷热虚泄，赤白痢等。凡痢以白粥饮服，佳。霍乱气并以生姜汤服，良。（《大观》卷九  

页３６，《政和》页２３１，《纲目》页８１６）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６.零陵香 

内容：谨按《山海经》，生广南山谷。陈氏云∶地名零陵，故以地为名。味辛，温，无  

毒。主风邪冲心，牙车肿痛，虚劳疳 ，凡是齿痛，煎含良。得升麻、细辛，善。不宜多服  

，令人气喘。（《大观》卷九页３８，《政和》页２３２，《纲目》页８２９）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７.补骨脂 

内容：恶甘草。（《大观》卷九页３７，《政和》页２３１，《纲目》页８１７）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８.缩沙蜜 

内容：今按陈氏，生西海及西戎诸地。味辛，平，咸。得诃子、鳖甲、豆蔻、白芜荑等  

良。多从安东道来。（《大观》卷九页３９，《政和》页２３２，《纲目》页８１２）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３９.艾香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剽地。温，平。主伤寒五泄，主心腹注气，下寸白，止肠鸣  

，烧之辟温疫，合 窠浴香港脚，甚良。（《大观》卷九页５２，《政和》页２３６，《纲目》页  

８２  

８）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０.莳萝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波斯国。马芹子即黑色而重，莳萝子即褐色而轻。主膈气，  

消食，温胃，善滋食味。多食无损，即不可与阿魏同合，夺其味尔。（《大观》卷九页５１，  

《政和》页２３６，《纲目》页１２０４）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１.荜澄茄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诸海，嫩胡椒也。青时就树采摘造之，有柄粗而蒂圆是也。  

其味辛、苦，微温，无毒。主心腹卒痛，霍乱吐泻，痰癖冷气。古方偏用染发，不用治病也  

。（《大观》卷九页４９，《政和》页２３５，《纲目》页１３２１）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２.茅香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广南山谷。味甘，平，无毒。主小儿遍身疮 ，以桃叶同煮浴  

之。合诸名香甚奇妙，尤胜舶上来者。（《大观》卷九页５７，《政和》页２３９，《纲目》页  

８２  

７）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３.甘松香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源州。苗细，引蔓而生。又陈氏云∶主黑皮 ，风疳，齿  

，野鸡痔。得白芷、附子良，合诸香及 衣妙也。（《大观》卷九页５２，《政和》页２３  

６）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４.迷迭香 

内容：味平，不治疾。烧之祛鬼气，合羌活为丸散，夜烧之，辟蚊蚋。此外别无用矣。  

（《大观》卷九页２８，《政和》页２４０，《纲目》页８２８）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５.仙茅 

内容：生西域。粗细有筋，或如笔管，有节文理。其黄色多涎，梵云呼为阿输干陀。味甘  

，微温，有小毒。主风，补暖腰脚，清安五藏，强筋骨，消食。久服轻身，益颜色。自武城  

来，蜀中诸州皆有。叶似茅，故名曰仙茅。味辛，平，宣而复补，无大毒，有小热，有小毒  

。主丈夫七伤，明耳目，益筋力，填骨髓，益阳不倦。用时竹刀切，糯米泔浸。（《大观》  

卷十一页２８，《政和》页２７３，《纲目》页７５１）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６.白附子 

内容：按《南州记》云∶生东海，又新罗国。苗与附子相似，大温，有小毒。主治疥癣  

风疮，头面痕，阴囊下湿，腿无力，诸风冷气，入面脂皆好也。（《大观》卷十一页４４，《  

政和》页２７９，《纲目》页９７６）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７.瓶香 

内容：谨按陈藏器云∶生南海山谷，草之状也。味寒，无毒，主天行时气，鬼魅邪精等，  

宜  

烧之。又于水煮，善洗水肿浮气。与土姜、芥子等煎浴汤，治风疟甚验也。（《大观》卷十  

页４５，《政和》页２５８，《纲目》页８２８）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８.钗子股 

内容：谨按陈氏云∶生岭南及南海诸山。每茎三十根，状似细辛。味苦，平，无毒。主  

解毒痈疽，神验。忠万州者佳，草茎功力相似，以水煎服。缘岭南多毒，家家贮之。（《大  

观》卷十页４５，《政和》页２５８，《纲目》页７９１）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４９.宜南草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广南山谷，有荚，长二尺许，内有薄片似纸，大小如蝉翼  

。主邪，小男女以绯绢袋盛一片，佩之臂上，辟恶，止惊。此草生南方，故作南北字。今人  

多以男女字非也，宜男草者，即萱草是。（《大观》卷十页４５，《政和》页２５８，《纲目》  

页１０９６）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５０.车香 

内容：按《广志》云∶生海南山谷。陈氏云∶生徐州。微寒，无毒。主霍乱，辟恶气，  

衣甚好。《齐民要术》云∶凡诸树木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善辟蛀 也。（《大观》卷十  

页４５，《政和》页２５９，《纲目》页８２７）  

 

<目录>草部卷第二 

<篇名>５１.冲洞根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岭南及海隅。苗蔓如土瓜，根相似。味辛，温，无毒。主  

一切毒瓦斯及蛇伤。并取其根磨服之，应是着诸般毒悉皆吐出。（《大观》卷十页４６，《政和  

》页２５９，《纲目》页１０３８）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２.琥珀 

内容：是海松木中津液，初若桃胶，后乃凝结。温，主止血，生肌，镇心，明目，破症瘕  

气块，产后血晕闷绝，儿枕痛等，并宜饵此方。琥珀一两，鳖甲一两，京三棱一两，延胡索  



半两，没药半两，大黄六铢，熬捣为散。空心酒服三钱匕，日再服校量，神验莫及。产后即  

减大黄。凡验真假，于手心热磨，吸得芥为真。复有南珀，不及舶上来者。（《大观》卷  

十二页１９，《政和》页２９７，《纲目》页１４７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３.沉香 

内容：按《正经》生南海山谷。味苦，温，无毒。主心腹痛，霍乱，中恶邪鬼疰，清人神  

，并宜酒煮服之。诸疮肿，宜入膏用。当以水试乃知子细，没者为沉香，浮者为檀，似鸡骨  

者为鸡骨香，似马蹄者为马蹄香，似牛头者为牛头香，枝条细实者为青桂，粗重者为笺香。  

以上七件，并同一树。梵云波律亦此香也。（《大观》卷十二页４３，《政和》页３０８，《纲  

目  

》页１３６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４.薰陆香 

内容：谨按《广志》云∶薰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大观》卷十二页４５，《  

政和》页３０９，《纲目》页１３７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５.乳头香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者为上。仙方多用辟谷  

，兼疗耳聋，中风口噤不语，善治妇人血气。能发粉酒。红透明者为上。（《大观》卷十二  

页４７，《政和》页３０９）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６.丁香 

内容：按《山海经》云∶生东海及昆仑国。三月、二月花开，紫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实，  

大者如巴豆，为之母丁香；小者实为之丁香。主风疳 ，骨槽劳臭，治气，乌髭发，杀虫，  

疗五痔，辟恶去邪，治奶头花，止五色毒痢，正气，止心腹痛。树皮亦能治齿痛。（《大观  

》卷十二页４２，《政和》页３０７，《纲目》页１３６３）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７.降真香 

内容：徐表《南州记》云∶生南海山，又云生大秦国。味温，平，无毒。主天行时气，  

宅舍怪异，并烧悉验。又按仙传云∶烧之，或引鹤降。醮星辰，烧此香甚为第一。度 烧之  

，功力极验；小儿带之能辟邪恶之气也。（《大观》卷十二页４８，《政和》页３１０，《纲目》  



页１３６６）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８.藤黄 

内容：谨按《广志》云∶出鄂、岳等州诸山崖。其树名海藤。花有蕊，散落石上，彼人收  

之，谓沙黄。就树采者轻妙，谓之腊草。酸、涩，有毒。主 牙蛀齿，点之便落。据今所呼  

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大观》  

卷十二页５０，《政和》页３１０，《纲目》页１０５７）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５９.返魂香 

内容：谨按《汉书》云∶汉武帝时，西国进返魂香。《武王内传》云∶聚窟洞中，上有  

返魂树，采其根于釜中，以水煮，候成汁，方去滓，重火炼之如漆，候凝，则香成也。西国  

使云∶其香名有六。帝曰∶六名何？一名返魂，一名惊精，一名回生，一名震坛，一名人马  

精，一名节死香。烧之一豆许，凡有疫死者，闻香再活，故曰返魂香也。（《大观》卷十二  

页５０，《政和》页３１０，《纲目》页１３８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０.海红豆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南海人家园圃中。大树而生，叶圆，有荚。微寒，有  

小毒。主人黑皮 花癣，头面游风。宜入面药及藻豆。近右蜀中种亦成也。（《大观》卷  

十二页５１，《政和》页３１０，《纲目》页１４２６）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１.落雁木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南海山野中。藤蔓而生，四面如刀削，代州雁门亦有  

。藤萝高丈余，雁过皆缀其中，故曰落雁木。又云雁衔至代州雁门皆放落而生，以此为  

名。  

蜀中雅州亦出。味平，温，无毒。主风痛，伤折，香港脚肿，腹满虚胀。以粉木同煮汁蘸洗，  

并立效。又主妇人阴疮浮 ，以椿木同煮之妙也。（《大观》卷十二页５１，《政和》页３１  

１，  

《纲目》页１０５６）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２.木 

内容：谨按《蜀记》云∶生南中八郡。树高数十余丈，阔四五围。叶似飞鸟翼，皮中亦有  



面，彼人作饼食之。《广志》云∶作饭饵之，轻滑美好，白胜桄榔面。味平，温，无毒。主  

补虚冷，消食。彼人呼为 面也。（《大观》卷十二页５１，《政和》页３１１，《纲目》页１  

３１０  

）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３.闸极木皮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广南山野郊汉。《尔雅》注云∶闸极木如桑树。味苦，温，无  

毒。主霍乱吐泻，小儿吐乳，暖胃，正气，并宜煎服。（《大观》卷十二页５２，《政和》页  

３  

１１，《纲目》页１４８２）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４.无名木皮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广南山谷。大温，无毒。主阴肾痿弱，囊下湿痒，  

并宜煎取其汁小浴，极妙也。（《大观》卷十二页５２，《政和》页３１１，《纲目》页１２９  

４）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５.无名子 

内容：无名木实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状若榛子。味辛，无毒。主腰冷，阴肾  

虚弱，房中术用户众。得木香、山茱萸良也。（《大观》卷十二页５２，《政和》页３１１，  

《  

纲目》页１２９４）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６.奴会子 

内容：谨按《拾遗》云∶生西国诸戎，大小如苦药子。味辛，平，无毒。主治小儿无辜  

疳冷，虚渴，脱肛，骨立瘦损，脾胃不磨。《刘五粮方》用为煎，治孩子瘦损也。（《大观  

》卷十二页５２，《政和》页３１１，《纲目》页１３０７）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７.KT 芦叶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出新平县，状若茶树阔大。无毒。主烦渴热闷，下痰，通小  

肠淋，止头痛，彼人用代茶，故人重之，如蜀地茶也。（《大观》卷十二页５２，《政和》页  

３  



１１，《纲目》页１３２９）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８.干陀木皮 

内容：按《西域记》云∶生西国。彼人用染僧褐，故名。干陀，褐色也。树大皮浓。  

味平，温，主症瘕气块，温腹，暖胃，止呕逆，并食也。（《大观》卷十二页５２，《政和》  

页３１１，《纲目》页１４８２）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６９.含水藤中水 

内容：谨按《交州记》云∶生岭南及诸海山谷。状若葛，叶似枸杞。多在路旁，行  

人乏水处便吃此藤，故以为名。主烦渴，心躁，天行疫气瘴疠，丹石发动，亦宜服之。（《  

大观》卷十二页５２，《政和》页３１１，《纲目》页１０５４）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０.鼠藤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南海山谷，藤蔓而生。鼠爱食此，故曰鼠藤。咬处人即用入  

药。彼人食之，如吃甘蔗。味甘美，主腰脚风冷，大补水脏，好颜色，长筋骨，并锉，浓煎  

服之。亦取汁浸酒更妙。（《大观》卷十二页５３，《政和》页３１２，《纲目》页１０５４）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１.蜜香 

内容：谨按《内典》云∶状若槐树。《异物志》云∶其叶如椿。《交州记》云∶树似沉香  

无异。主辟恶，去邪鬼尸注心气。生南海诸山中。种之五六年便有香也。（《大观》卷十二  

页５３，《政和》页３１２，《纲目》页１３６３）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２.阿勒勃 

内容：按《异域记》云∶主热病，及下痰，杀虫，通经络。子，疗小儿疳气，凡用先炙  

令黄用。（《大观》卷十二页５３，《政和》页３１２，《纲目》页１３１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３.槟榔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南海诸国。树茎叶根干，与大腹子异耳。又云如棕榈也，叶茜  

似芭蕉状。陶弘景云∶向阳曰槟榔，向阴曰大腹。味涩，温，无毒。主奔豚诸气，五鬲气，  

风冷气，宿食不消。《香港脚论》云∶以沙牛尿一盏，磨一枚，空心暖服，治香港脚壅毒，水



肿  

浮气。秦医云∶槟榔二枚，一生一熟捣末，酒煎服之，善治膀胱诸气也。（《大观》卷十三  

页１１，《政和》页３１９，《纲目》页１３０５）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４.芜荑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大秦国，是波斯芜荑也。味辛，温，无毒。治冷痢，心气，  

杀虫，止痛。又妇人子宫风虚，孩子疳泻。得诃子、豆蔻，良。（《大观》卷十三页１９，《  

政和》页３２２，《纲目》页１４１８）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５.安息香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状若桃胶，以秋月采之。又方  

云∶妇人夜梦鬼交，以臭黄合为丸，烧薰丹穴永断。又主男子遗精，暖肾，辟恶气。（《大  

观》卷十三页３９，《政和》页３３０，《纲目》页１３７４）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６.龙脑 

内容：谨按陶弘景云∶生西海律国，是波律树中脂也，如白胶香状。味苦、辛，微温，无  

毒。主内外障眼，三虫，治五痔，明目，镇心，秘精。又有苍龙脑，主风疮 ，入膏煎  

良。用点眼，则有伤。《名医别录》云∶妇人难产，取龙脑研末少许，以新汲水调服立瘥。  

又唐太宗时，西海律国贡龙脑香，是知彼处出耳。（《大观》卷十三页１６，《政和》页３２  

１，  

《纲目》页１３７６）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７.摩勒 

内容：生西国，大小如枳橘子状。梵云∶ 摩勒果是也。味苦、酸、甘，微寒，无毒。  

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久服轻身，延年长生。凡服乳石之人，常宜服也。（《大观》卷十  

三页４０，《政和》页３３１，《纲目》页１３０２）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８.毗梨勒 

内容：谨按《唐志》云∶生南海诸地，树不与诃梨子相似，即圆而毗也。味苦、带涩，  

微温，无毒。主乌髭发，烧灰，干血效。（《大观》卷十三页４０，《政和》页３３１，《纲目》  

页１３０３）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７９.没药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生波斯国，是彼处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味苦、辛，  

温，无毒。主折伤马坠，推陈置新，能生好血。凡服皆须研烂，以热酒调服，近效。堕胎，  

心腹俱痛，及野鸡漏痔，产后血气痛，并宜丸散中服尔。（《大观》卷十三页３７，《政和》  

页３３０，《纲目》页１３７３）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０.海桐皮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南海山谷中。似桐皮，黄白色，故以名之。味苦，温，无毒  

。主腰脚不遂，顽痹，腿膝疼痛，霍乱，赤白泻痢，血痢，疥癣。（《大观》卷十三页４２，  

《政和》页３３２，《纲目》页１３９６）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１.天竹桂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南海山谷。补暖腰脚，破产后恶血，治血痢肠风，功力与  

桂心同，方家少用。（《大观》卷十三页４８，《政和》页３３４，《纲目》页１３５９）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２.元慈勒 

内容：慈勒树中脂也。味甘，平。消翳，破血，止痢，腹中恶血，今少有。（《大观》  

卷十三页５０，《政和》页３３５，《纲目》页１３７８）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３.都咸子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广南山谷。味甘，平，无毒。主烦躁心闷，痰鬲，伤寒  

清涕，咳逆上气，宜煎服。子食之香，大小如半夏。（《大观》卷十三页５０，《政和》页３  

３５  

，《纲目》页１３１２）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４.必栗香 

内容：主鬼疰心气，断一切恶气，叶落水中，鱼当暴死。（《大观》卷十三页４９，《政  

和》页３３４，《纲目》页１３６９）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５.研药 

内容：叶如椒，主赤白痢，蛊毒，中恶，并锉煎服之。（《大观》卷十三页４９，《政和》  

页３３４，《纲目》页１３６８）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６.榈木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安南，及南海山谷，胡人用为床坐，性坚好。主产后恶露冲心  

，症瘕结气，赤白漏下，并锉煎服之。（《大观》卷十三页４９，《政和》页３３４，《纲目》  

页  

１４２０）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７.黄龙眼 

内容：功力胜解毒子也。（《大观》卷十三页４９，《政和》页３３４）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８.诃梨勒 

内容：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南海诸地。味酸、涩，温，无毒。主五鬲气结，心腹虚  

痛，赤白诸痢，及呕吐，咳嗽，并宜使。其皮主嗽。肉炙，治眼涩痛。方家使陆路诃梨勒，  

即六棱是也。按波斯将诃梨勒、大腹等，舶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鱼放涎滑水中数里，不通舡  

也，遂乃煮此洗其涎滑，寻化为水。可量治气功力者乎。大腹、诃子，性焦者，是近铛下，  

故中国种不生。故梵云∶诃梨恒鸡，谓唐言天堂，未并只此也。（《大观》卷十四页８，《政  

和》页３４２，《纲目》页１４０９）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８９.苏方木 

内容：谨按徐表《南海记》，生海畔，叶似绛，木若女贞。味平，无毒。主虚劳血癖气  

壅滞，产后恶露不安，怯起冲心，腹中搅痛，及经络不通，男女中风，口噤不语。宜此法，  

细研乳头香细末方寸匕，酒煎苏方，去滓，调服，立吐恶物，差。（《大观》卷十四页２４，  

《政和》页３４８，《纲目》页１４１８）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０.胡椒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生南海诸地。去胃口气虚冷，宿食不消，霍乱气逆，心腹卒  

痛，冷气上冲，和气。不宜多服，损肺。一云向阴者澄茄，向阳者胡椒也。（《大观》卷十  



四页２７，《政和》页３４９，《纲目》页１３２０）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１.无食子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波斯国，大小如药子。味温平，无毒。主肠虚冷痢，益  

血生精，乌髭发，和气安神，治阴毒痿，烧灰用。张仲景使治阴汗，取烧灰，先以微温水浴  

了，即以帛微 ，后傅灰囊上，甚良。波斯每食以代果，番胡呼为没食子，今人呼墨食子，  

转谬矣。（《大观》卷十四页１９，《政和》页３４６，《纲目》页１４０９）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２.千金藤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岭南山野。陈氏云∶呼为石黄香。味苦，平，无毒。主天  

行时气，能治野蛊诸毒，痈肿发背，并宜煎服，浸酒治风，轻身也。（《大观》卷十四页２７  

，《政和》页３４９，《纲目》页１０３５）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３.婆罗得 

内容：谨按徐氏云∶生西海波斯国。似中华柳树也，方家多用。（《大观》卷十四页４７  

，《政和》页３５８，《纲目》页１４１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４.椰子 

内容：谨按《交州记》云∶生南海。状若海棕。实名椰子，大如碗许大。外有粗皮，如大  

腹子、豆蔻之类；内有浆，似酒，饮之不醉。主消渴，吐血，水肿，去风热。云南者亦好。  

武侯讨云南时，并令将士剪除椰树，不令小邦有此异物，多食动气也。（《大观》卷十四页３  

５，《政和》页３５３，《纲目》页１３０８）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５.桄榔子 

内容：谨按《岭表录》云∶生广南山谷，树身皮叶与蕃枣槟榔等小异，然叶下有发，如  

粗马尾，广人用织巾子，木皮内有面，食之，极有补益虚羸乏损，腰脚无力。久服轻身，辟  

谷。《录异》云∶桄榔盖以此也。（《大观》卷十四页２４，《政和》页３４８，《纲目》页１  

３０９  

）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６.柯树皮 

内容：谨按《广志》云∶生广南山谷。《临海志》云∶是木奴树。主浮气。采皮，以水  

煮，去滓，复炼候凝结丸得为度。每朝空心饮下三丸，浮气水肿，并从小便出。故波斯家用  

为舡舫也。（《大观》卷十四页５３，《政和》页３６１，《纲目》页１４２２）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７.榈木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岭南山谷。平，温，主金疮，疥癣，生肌，止血，并  

宜烧灰使用。其实黄白色，有大毒，不堪服食也。（《大观》卷十四页５１，《政和》页３６  

０，  

《纲目》页１４２１）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８.没离梨 

内容：微温。主消食，涩肠，下气，及上气咳嗽，并宜入面药。（《大观》卷十四页５２  

，《政和》页３６０，《纲目》页１３９３）  

 

<目录>木部卷第三 

<篇名>９９.楸木皮 

内容：微温。主消食，涩肠，下气，及上气咳嗽，并宜入面药。（《大观》卷十四页５２  

，《政和》页３６１，《纲目》页１３９３）  

 

<目录>兽部卷第四 

<篇名>１００.犀角 

内容：谨按《异物志》云∶山东海水中，其牛乐闻丝竹，彼人动乐，牛则出来，以此采  

之。有鼻角、顶角，鼻角为上。大寒，无毒。主风毒攻心 热闷，痈毒赤痢，小儿麸豆，  

风热惊痫。并宜用之。凡犀屑了，以纸裹于怀中良久，合诸色药物，绝为易 。又按通天犀  

，胎时见天上物命过，并形于角上，故云通天犀也。欲验于月下，以水盆映，则知通天矣。  

《正经》云∶是山犀，少见水犀。《五溪记》云∶山犀者，食于竹木，小便即竟日不尽。夷  

僚家以弓矢而采，故曰黔犀。又刘孝标言∶犀堕角，里人以假角易之，未委虚实。（《大观  

》第十七卷，１７页；《政和》３８３页。）  

 

<目录>兽部卷第四 

<篇名>１０１.象牙 

内容：谨按《内典》云∶象出西国，有二牙四牙者。味寒，主风痫热，骨蒸劳，诸疮等  

。并皆宜生屑入药，得琥珀、竹膏、真珠、犀角、牛黄等良。西域重之，用饰床坐。中国贵  



之，以为笏。昆仑诸国有象，生于山谷，每遇解牙，人不可取。昆仑以白木削为牙，而用易  

之。《酉阳杂俎》云∶生文理必国富。又云∶龙与象，六十岁骨方足。（《大观》第十六卷  

，８页；《政和》３７１页，《纲目》１７６５页）  

 

<目录>兽部卷第四 

<篇名>１０２.腽肭脐 

内容：谨按《临海志》云∶出东海水中。状若鹿形，头似狗，长尾。每遇日出，即浮  

在水面，昆仑家以弓矢而采之，取其外肾，阴干百日。其味甘香美，大温，无毒。主五劳七  

伤，阴痿，少力，肾气衰弱虚损，背膊劳闷，面黑精冷，最良。凡入诸药，先于银器中酒煎  

后，方合和诸药，不然以好酒浸炙入药用，亦得。（《大观》第十八卷，１２页；《政和》３  

９４页，《纲目》页１７９８）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３.牡蛎 

内容：按《广州记》云∶出南海水中。主男子遗精，虚劳乏损，补肾正气，止盗汗，去  

烦热，治伤阴热疾，能补养，安神，治孩子惊痫。久服轻身。用之炙令微黄色熟后，研令极  

细，入丸散中用。（《大观》第二十卷，６页；《政和》４１２页，《纲目》１６３８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４.石决明 

内容：主青盲内障，肝肺风热骨蒸劳极，并良。凡用先以面裹熟煨，然后磨去其外黑  

处，并粗皮了，烂捣之，细罗，于乳钵中再研如面，方堪用也。（《大观》第二十卷，１２页  

；《政和》４１６页，《纲目》１６４２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５.秦龟 

内容：谨按《正经》云∶生在广州山谷，其壳味带苦。治妇人赤白漏下，破积症，顽风  

冷痹，关节气壅。或经卜者更妙。凡甲炙令黄，然后入药中。（《大观》第二十卷，八页；  

《政和》４１４页，《纲目》１６２７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６.鲛鱼皮 

内容：谨按《名医别录》云∶生南海。味甘、咸，无毒。主心气鬼疰，蛊毒，吐血。  

皮上有真珠斑。（《政和》４３４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７.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南海。无毒，主月蚀疮，阴疮，痿疮，并烧灰用。（《大观  

》第二十卷，１２页；《政和》４２０页，《纲目》１６２１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８.蚺蛇胆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岭南。《正经》云∶出晋安及高贺州，彼人畜养而  

食之。胆，大寒，有毒。主小儿八痫，男子下部 疮。欲认辨真假，但割胆看，内细如粟米  

，水中浮走者是真也，沉而散者非也。（《大观》第二十二卷，８页；《政和》４４３页，《  

纲目》１５８４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０９.贝子 

内容：云南极多，用为钱货易。主水气浮肿，及孩子疳蚀，吐乳。并烧过入药中用。（《  

大观》第二十二卷，２０页；《政和》４４９页，《纲目》１６４７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０.甲香 

内容：和气清神，主肠风 痔。陈氏云∶主甲疽， 疮，蛇蝎蜂螫，疥癣，头疮， 疮  

。（《大观》第二十二卷，３３页；《政和》４５５页，《纲目》１６５０）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１.小甲香 

内容：若螺子状。取其蒂而修成也。（《大观》第二十二卷，３３页；《政和》４５５页，  

《纲目》１６５０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２.甲煎 

内容：口脂用也。《广州记》云∶南人常食，若龟鳖之类。（《大观》第二十二卷，３３页  

；《政和》４５５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３.珂 

内容：谨按《名医别录》云∶生南海，白如蚌。主消翳膜，及筋弩肉，并刮点之。此外  

无诸要用也。（《大观》第二十二卷，３０页；《政和》４５４页，《纲目》１６４９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４.蛤蚧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广南水中，有雌雄，状若小鼠，夜即居于榕树上。投一获  

二。《岭外录》云∶首如虾蟆，背有细鳞，身短尾长。旦暮自鸣蛤蚧。俚人采之，割腹以  

竹  

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  

力一般，无毒。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  

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大观》第二十二卷，１５页；《政和》４４７页，《纲目》１  

５８２  

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５.郎君子 

内容：谨按《异志》云∶生南海，有雄雌，青碧色，状似杏仁。欲验真假，先于口内  

含，令热，然后放醋中，雄雌相趁，逡巡便合，即下其卵如粟粒状，真也。主妇人难产，  

手  

把便生，极有验也。乃是人间难得之物。（《大观》第二十一卷，２６页；《政和》４３６页，  

《  

纲目》１６５３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６.海蚕沙 

内容：谨按《南州记》云∶生南海山石间。其蚕形，大如拇指。沙甚白，如玉粉状。  

每有节。味咸，大温，无毒。主虚劳冷气，诸风不遂。久服令人光泽，补虚羸，轻身延年不  

老。难得真者。多只被人以水搜葛粉、锻石，以梳齿隐成，此即非也，纵服无益，反损人，  

慎服之。（《大观》第二十一卷，２６页；《政和》４３６页，《纲目》１５２２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７.青鱼枕 

内容：南方人以为酒器梳篦也。（《大观》第二十一卷，２４页；《政和》４３５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８.真珠 

内容：谨按《正经》云∶生南海，石决明产出也。主明目，除面 ，止泄。合知母，  

疗  

烦热消渴。以左缠根治儿子麸豆疮入眼。蜀中西路女瓜亦出真珠，是蚌蛤产，光白甚好，不  



及舶上彩耀。欲穿，须得金刚钻也。为药，须久研如粉面，方堪服饵。研之不细，伤人脏腑  

。（《大观》第二十卷，九页；《政和》４１４页）  

 

<目录>虫鱼部卷第五 

<篇名>１１９.青蚨 

内容：谨按《异志》云∶生南海诸山，雄雌常处不相舍。主秘精，缩小便。青金色相似  

，人采得，以法末之，用涂钱以货易，昼用夜归，亦是人间难得之物也。（《大观》第二十  

二卷，３４页；《政和》４５６页，《纲目》１５２５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０.豆蔻 

内容：生交趾。其根似益智，皮壳小浓。核如石榴，辛且香， 草树也。叶如芄兰而小  

，三月采其叶，细破阴干之。味近苦而有甘。（《大观》第二十三卷１页，《政和》４６０页，  

《纲目》８１１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１.荔枝 

内容：谨按《广州记》云∶生岭南及波斯国。树似青木香。味甘、酸。主烦渴，头重，  

心  

躁，背膊劳闷，并宜食之。嘉州已下，渝州并有。其实熟甘美。荔枝熟，人未采，则百虫不  

敢近。人才采之，乌鸟、蝙蝠之类，无不残伤。故采荔枝者，日中而众采之。荔枝子一日色  

变  

，二日味变，三日色味俱变。古诗云∶色味不逾三日变。员安宇荔枝诗云∶香味三日变。今  

泸渝人食之，多则发热疮。（《大观》第二十三卷，２２页；《政和》４７０页，《纲目》１２  

９９页  

）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２.橄榄 

内容：谨按《异物志》云∶生南海浦屿间。树高丈余。其实如枣，二月有花生，至八月  

乃熟，甚香。橄榄木高硕难采，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大观》第二十三卷，３７页；  

《政和》４７９页，《纲目》１３０１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３.松子 

内容：味甘美，大温，无毒。主诸风，温肠胃。久服轻身，延年，不老。味与卑占国偏  



桃仁相似。其偏桃仁用与北桃仁无异是也。（《大观》第十二卷，６页，《政和》２９１页，《  

纲目》１３０４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４.海松子 

内容：去皮，食之甚香美。与云南松子不同。云南松子似巴豆，其味不浓，多食发热  

毒。（《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０页；《政和》４７８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５.偏桃仁 

内容：出卑占国，味似海松子，用与北桃仁无异也。（《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０页；《  

政和》４７８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６.都角子 

内容：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广南山谷。二月开花，至夏末结实如卵。主益气，  

安神、遗泄、痔，温肠。久服无所损也。（《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２页；《政和》４７９页，  

《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７.文林郎 

内容：南山亦出，彼人呼 。是味酸香，微温，无毒。主水泻，肠虚、烦热。并宜  

生食，散酒气也。（《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２页；《政和》４７９页，《纲目》１２７６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８.无漏子 

内容：树若栗木。其实如橡子，有三角。消食，止咳嗽，虚羸，悦人。久服无损也。（  

《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２页；《政和》４７９页，《纲目》１３０９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２９.摩厨子 

内容：谨按《异物志》云∶生西域。二月开花，四月、五月结实如瓜许。益气，安神  

，养血，生肌。久服健人也。（《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３页；《政和》４８０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３０.君迁子 



内容：谨按刘斯《交州记》云∶其实中有乳，汁甜美香好，微寒，无毒。主消渴烦热  

，镇心。久服轻身，亦得悦人颜色也。（《大观》第二十三卷，４３页；《政和》４８０页）  

 

<目录>果米部卷第六 

<篇名>１３１.草 

内容：其实如球子，八月收之。彼民常食之物。主补虚羸乏损，温肠胃，止呕逆。久食  

健人。一名自然谷。中国人未曾见也。（《大观》第二十六卷，８页；《政和》４９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