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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津贴，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卫生部古籍整理华

北—山东片学术带头人评审组组长等，兼任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顾问
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委员及文献分会常委
与仲景学说专委会顾问，山东省科协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
理事，山东省红十字会理事等职；从事临床、教学和中医文献研究与古籍整
理工作 60 余年，在各方面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特别对中医文献研究机构
创建、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学科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已
培养博士生 7名、硕士生 2 名，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
多项，
著述丰富，
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获省部级奖
励多项，其中《针灸甲乙经校释》、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分别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三
等奖，
《针灸甲乙经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二等奖，
《中医古籍文献学》获山东省教委
《素问语释》及校点《素问吴注》、
《松峰说疫》、
《经穴解》获省厅局级奖。
科技进步一等奖，

摘要：
把中医学仅仅理解为是一种医疗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传统医学的宝藏。文章
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了对“中医学”的理解。1）中医学的内涵，包括中医理论、中医思想、中医文化、
中医学术体系和中
医临床等方面内容。2）中医学的特色，
包括民族化、大众化、文学化、
哲学化和人文化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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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六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从事过临床工作，

因，乃是没有停留在经验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大量、

担任过高校老师，从事于高校管理，承担过文献研
究。对中医学术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

长期的医疗实践，加以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的抽象，
把大量客观事物的外象、表象、证象及医疗效应等，

解，特别是后 20 年，主要置身于中医文献的书山文
海之中，
阅历更多，涉猎犹广，泛游于传统文化之中，

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系统的概括综合，并
借助于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理论基

沉浸于杏林经籍之内，通过见闻之不断增长，理解之
不断加深，
实实感到，仅仅把中医学理解为一种医疗

础，用以说明医学方面的有关问题，如中医学中的阴
阳学说、五行学说、标本学说、气学说与道学说等，本
是先秦时期诸多思想学家，共同创造并大量用以说
明各种客观事物和自然现象的理论，也可以说先秦
时期，即已被广泛运用的辩证法思想，但它一旦与医

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正由于它是在华夏文化的摇
篮中哺育和成长起来的一种医学，所以说它是民族
文化的精华，传统医学的宝藏，实不为过也。根据先
辈们的论证和我个人的理解，所谓
“中医学”，应该从
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 中医学的内涵
所谓中医学的“内涵”
，即指其所包含之内容，主
要有以下几个这方面。
1.1 中医理论 中医，如果做为一种医疗技术，其
所以不似诸多世界或中国的某些民族传统医学，逐
渐被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原

学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例如《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云：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
本。”又云：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
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等，即
属乎此。
1.2 中医思想 所谓“思想”，此指客观存在反映在
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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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指导人们的实践。“中医思想”，主要是医者在
长期医疗实践中，对人们的生理与病理活动，医疗与
保健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反应的认识而形成的各种观
念，其中也有某些是借助于人们在认识自然及社会
时所形成的观念，而逐步形成了在中医学术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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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散的，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对医学知识的积累
和深化，而达到了理性阶段，则属于深入的，复杂的，
系统的知识，把这些知识联结为一体，便是学科的学
术体系，象征着本学科的成熟或形成。以《黄帝内经》
为例。今存本中的全部篇章，虽未曾按系统进行有

的医学思想。如“人与天地相应”思想，
“治未病”与
“治病必求于本”思想，
“整体观”
思想，
“思外揣内”
与
“思内揣外”思想，等等。甚至把诸多治国与治军的
思想，亦溶入医学思想之中，如《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 云：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

序的编排，有的篇章内容，也有些杂乱。但从全部内
容来看，已对医学的各个方面，均有详尽或比较详尽
的论述。如生理方面的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
液学说等，在病因病机方面的六淫、
七情、
房劳、
损伤
学说，
《素问》 运气七大论中有关六淫致病的病机十

乱，夫病已成而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
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又如“人与天地相应”的
思想，本在《国语·越语》及《荀子·天论》中，早已提

《素问·调经论》中对气血阴阳偏并致病学
九条学说，
说等；在疾病方面，已论及内、外、妇、儿学科的多种
疾病，在诊法与治则方面，也均有多篇章较系统的论

出，后在《黄帝内经》中，有较多处引用此说，说明人

述，特在刺灸方面，对气穴、刺灸、刺禁等方面的内

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成为中医学中论述人与天地相
应的一个重要思想。凡此种种，特在《黄帝内经》中

《黄帝内经》中内容可说明
容，尤为详备。从而可见，
中医学的学术体系已基本形成。另有《神农本草经》

有较多的论述，兹不烦举。
1.3 中医文化 所谓“文化”，乃指人们在社会历史
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

一书，在本草方面，亦较好的奠定了本草学的基础。

特指精神财富为主。就此义而言，
“中医学”本身，也
是精神财富的一个方面。由于中医学本身是在传统

年的临床实践，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方位
的发展，
完全形成了自身的学术体系。

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医学本身又与客观世界多方
面有关，因此，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
地需要与多学科的文化知识相结合，方可揭示医学

1.5 中医临床 中医临床亦即中医实践是中医诊
疗工作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中医学理性认识的基
础，是对中医药疗法是否有效的检验，也是对中医理

本身的问题及与医学相关的问题。因此，本文所谓
“中医文化”
，就不仅是医学自身这一精神财富，而又

论正确与否的检验，更是对中医学是否符合科学理
念的试金石，而且通过临床实践，又更进一步丰富和

较多的涉及到诸多相关学科的精神财富。故亦可认
为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反应。如果我

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和思想。因而，它在中医学术
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故为历代医家所重
视。今举古今医家数家为例。

们打开中医学宝库，特别是文献宝库，就立即会发现
其琳琅满目的多种文化的光芒。不得不使你叹为观
止。今举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为例，其中
除论述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主体内容外，
并有诸如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历法学、
术数学等相关知识；儒家、
道家、
杂家、兵家等相关内
容；文字学、
文体学、
语法学、
音韵学、史学、哲学等相
关文化。故中医学不仅是一个医学宝库，也是一个
文化宝库，称其为博大精深，实不为过。因此，要真
正掌握中医学文化，必须对其他学科的文化有一定
了解，
方可达此目的。
1.4

中医学术体系

中医学术体系，是指中医学术

若干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学术系统。
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形成的初始阶段，必然是从感性
阶段起步，
而且这些感性知识也必然是浮浅的，简单

后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已成为临床医学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医籍。下此而往，复经千余

《史记·列传》第四十五记秦越人传谓，越人少时
为人舍长，因得长桑君所传，遂为医，其为医，或在
齐，或在赵，其取治，或为带下医，或为耳目痹（老年
病）医，或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他一生从事医疗事
“越人非能生死人，此自当生者，越人能
业，并说出了
使之起耳”及
“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
的大医心声。
汉末大医张仲景先生，生当乱世，胸怀灾民，对
“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
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之
辈，给予了无情的鞭挞。他于救人济世之余，勤求古
训，博采众方，撰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巨著《伤
寒杂病论》，为久传不衰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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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叶天士先生，一生忙于诊务，既能继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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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又能独辟蹊径，在温热病治疗方面，别开生面，口
述《温证论治》二十则，为其门人顾景文所笔录。后

众，交过租税后，生活不保，又值疾病，欲用微针这简
便有效的办法，为其治病的愿望。很能体现其立足
于民众的一面。

有吴鞠通氏，复从其临证医案中选辑若干条，加以编
纂阐释，为《温病条辨》之作，竟为治温病学者，必读

张仲景先生《金匮要略》后 3 篇，收载了诸多救
卒死及解诸毒等简便验廉方，特举其用地浆水解畜

之书。
就近代而言，如建国后用中医中药治疗流行性
乙型脑炎，治疗流行性肠伤寒，流行性出血热，非典
型性肺炎等，无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肉及野菌毒方，自我祖父始，我家三世行医，均曾以

从而说明中医临床，对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是

此法救治过夏秋季因食物中毒引发之吐泻，无一不
愈者，又当时在农村行医时，对一般感冒发烧的病，
均不曾开过方，仅传些偏方，令病家自采些地方产中
草药，即可治愈。

何等的重要。
2 中医学的特色
所谓“中医学的特色”
，并非指中医在诊疗技术

又如汉董奉为人治病，种杏成林，有虎以守之美
谈，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言大医治病
之操行，晋葛仙翁所著《肘后备急方》三卷，特为穷乡

方面或理论方面的某些特色，如“辨证施治”、
“整体

僻野之民，仓卒救急而备等。

等，
而是指作为“中医学”
这一文化遗产方面的
观念”
特色。就此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凡此种种，在古典医籍介绍中及医界前辈执医
时，均随处可见，留下美德，有口皆碑。此尽可说明

民族化

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就其文化体系而言，也必然是多元化，各民族亦皆根
据本民族的特点，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语

医学一科，非具慈悲恻隐之心，济世救人之德，不可
“仁术”良有以也。
以言医，故医之誉为
2.3 文学化 古人云“文以载道”，中医学之道，亦

言、文字、文学、艺术、音乐等，医学也是如此。而通
常所说的“中医”，乃是指由汉文化为基础而哺育成

以文载，在我国传统文化或者说精神财富之载体中，
尤多富有文学色彩，此可见于两个方面，一者为汗牛

长起来的医学体系。因此，本身便必然具有众多的
汉文化特征。然而，并不否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

充栋之古医学文献中，均可展现其不同程度的文彩。
一者为载道之名医国手，堪称“医文并茂”者，诚不

曾吸收过国外和其他民族的医疗技术与药物，但必

鲜见。

定被溶化于中医的学术体系中并加以理论化。例如
中药中有不少药是进口药材，而在运用时，必根据中

以医籍而言，
《黄帝内经》 全书中显示其有关文
学色彩者，比比皆是。就文体而论，有散文体，有韵

药“四气五味”
的理论，使之中药化，成为
“中药”。因
此，它这种“民族化”的特点，就显得十分明显，在当
前的条件下，没有必要去改变它，也正由于它既是民

文体，有散韵兼用体，有问答体，有陈述体，有论证体
等等，真可谓绚丽多彩。张仲景先生之《伤寒杂病论·
序》，全文显示其大家手笔，赞古述今，言医述道，辟

族的富有特色的宝贵财富，也可以为世界所承认和
接受，
因此它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2.2 大众化 所谓“大众化”，是指中医学本是植根
于大众、面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虽然前面曾
引用过《周礼·天官冢宰》的文字，重在说明医学在政

谬匡正，叹世风时，文若行云流水，义若弘法释难。
故后赞其为“悲天悯人之文字”，为医者所当警，学者
所必颂。
其他如各种诗词体、歌赋体、传状体、
针铭体等，

2.1

府机构中的地位和重视程度，然医学的服务对象，尤
在民众，因此，其采用之医疗手段，则更要求符合
“简、便、验、廉”。这在诸多中医古文献中，均可体现
此种精神。
如《灵枢经·九针十二原》云：
“黄帝问于岐伯曰：
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
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
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此虽系依托之
文，但仍可看出作者的意图，在于说明那些穷困民

不一而足。它既有利于学者之朗读，又有利于对语
言的修饰，更有利于对义理的阐发，故颇为习业者所
赏识，亦多被著述家所运用。
2.4 哲理化 关于“哲理”或“哲学”的语义，今不去
作词语的考证或诠释，意在说明在中医学中所富有
的哲学原理。哲学是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
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也是任何人在观察和认识自
然界、
社会和人体自身时无可讳避的问题，但人们在
认识自然与社会时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观，必
有正确与错误之别，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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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云：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
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受某
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受一种建立在通晓
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理论思维的支配。”恩格
斯在此虽仅对自然科学家而言，是由于他在《自然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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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亦人事也。舍人，何以言医。人者，群处也，舍
也。”
群何以言人。故凡论医者，必及于人事也。
如张仲景先生《伤寒杂病论·序》云：
“卒然遭邪
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慄，降志屈
节，饮望巫祝，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

证法》一书中提及此事，进而言之，对社会学家和医
学家，
也完全如此。
在中医学早期著作中，便已充分显示出中医理
论已经广泛体现了先秦时期诸多思想学家提出中国
传统的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如《黄帝内经》一

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
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言哉。而进不
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身值祸，身居厄地，
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

形、神、阴阳等概念，其中固有诸
书中，
多处言气、道、
多方面是指具体事物而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更
多浑指或概言处，则属于哲学的范畴。现仍以《素问·

文，真可谓一言三叹，论社会以及人之病，真可谓句
句切要，字字中的也。
又如《素问·王冰序》云：
“ 夫释缚脱艰，全真导

阴阳应象大论》为例，如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气，极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为安者，非圣道，则不能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

又宋林亿等新校正序又云：
“黄帝与岐伯，上
致矣。”
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取问难，

阳生阴长，
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一段。此中即
言及道、变化、生杀、静躁、气形等抽象概念，以论述
客观事物之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又《素问·阴阳离

以福后世……惜乎，唐令列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
合论》云：
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说明客

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明
确点出，医学之道，需通晓天文、地理及人事，方为上

然就总体概念而言，
观存在阴阳对待之无限可分性。
则约而为“一”。又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有论天
地气化一段，详述自然界变化之升降、出入、成败、
倚

工，然竟有人提出中医应回归于纯自然科学，以西医
化之的论点，此论谬之特甚也。
六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使我与中医学结下了不

动静等相互关系，均富有哲理化的特色。故在中
伏、
医学中，无论言天地、言人事、言脏腑、言病证、言诊

解之缘，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活动中，使我真正
了解到，人民群众需要中医，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

法、言治则、言配伍，无不体现唯物辩证之思想。是
哲理化也。

真正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从我在学
习与研读众多中医学典籍时，更加体验到中医学的
博大精深。

2.5

人文化

人文者，人事也。繁言之，犹云人间世

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张仲景此

罕言之。”此皆言明医学亦治世之道，非执技之流。
尤为重要者为《素问·气交变大论》云：
“上经曰：夫道

“舍诸天地，微乎人
事也。《后汉书·公孙赞传论》曰：
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李贤注：
“人文犹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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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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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not only a medical technique, and but also the esse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easur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wo aspects was explained. The first aspect was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theory, thoughts, culture, academic syste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tc. The second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nationality, popularity, literature
nature, philosophize and the humanity characteristic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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