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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学说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
戴月舟
渊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文章厘清了医与士的社会渊源，
进而探讨孔孟学
指出孔孟学说构建了两者的精神联系，

一方面应重视孔孟
说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特征。指出面对当前中国医学发展的环境和背景，
学说在和谐医患关系、
促进医学人文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当以整合医学发展的契机，充
人文的双重价值。
分挖掘传统医学中科学、
关键词院孔孟曰士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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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先秦时代背景下野医与士冶的渊源
将儒家思想置于先秦时代的大背景中袁从社会
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其主要精神袁并探寻医与士精神
品格的契合袁将对儒家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融合有更
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遥
医是由古代贵族阶级中处于中下层的士来担任
的遥 医来源于巫袁在甲骨文与野毉冶字中均可证明遥 在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3冤0远原缘园员原园园猿

深刻影响了医者与中国古代医学遥
人而无恒原句为袁 子曰院野南人有言曰院耶人而无
恒袁不可以作巫医遥 爷善夫浴 不恒其德袁或承之羞遥 冶子

曰院野不占而已矣遥 冶野人而无恒袁不可以作巫医冶是南
方传来的话语袁并且在孔子时代流传很广袁在社会上
已具有广泛的影响遥 野善夫冶的评价表明孔子对这句
话的充分肯定和赞许遥 野不恒其德袁或承之羞冶袁此句
出自叶周易曳袁是恒卦的爻辞袁杨伯峻本叶论语译注曳认

古代袁巫是由掌握文化典籍袁接受过教育的士担任

为其有两种含义袁一是不能持久袁时作时辍曰二是没有

的遥 起初袁士是文武兼备的袁至春秋时代袁出现了士

一定的操守袁两种解释均可说通袁故翻译为野三心二

的文武分化 袁根据个人所擅长不同袁文武之下又进
咱员暂

一步区分遥 因此袁并不能如有的学者将巫医的分离
简单归因于文化的发展 咱圆暂遥 巫与医的分离袁其实正是
士阶层走向分化尧职业化的具体体现遥

从社会身份而言袁医与士渊源很深遥 孔孟时代袁

意袁翻云覆雨袁总有人招致羞耻遥 冶这是叫无恒心的人
不必去占卦了遥 孔子引用叶周易曳的话袁意在为南人野人
而无恒袁不可以作巫医冶作注解或谓南人之语的理论
渊源遥 尽管对于巫医之野恒冶的道德要求源于南人袁但
孔子引用此句袁恰说明其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遥
野恒冶以现代观点解释就是野超越个体和群体的

随着士阶层的扩大和分化袁其内部流品甚多袁良莠不
齐遥 先秦以孔子尧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灌注给士一种

利害得失冶的意思遥叶论语曳篇中有野圣人袁吾不得而见

理想主义精神袁要求他的每一分子能够超越个体和

之矣曰得见君子者袁斯可矣遥 善人袁吾不得而见之矣曰

群体的利害得失袁 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遥

得见有恒者袁斯可矣遥 亡而为有袁虚而为盈袁约而为

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 咱猿暂遥 叶论语窑子路曳篇中
孔子引用南人之语野人而无恒袁不可以作巫医冶 咱源暂袁赋

泰袁难乎有恒矣遥 冶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孔子列举了圣人尧
君子尧善人尧有恒者四种人遥关于圣人袁子贡曾问院野如

予医者野恒冶的品格遥 孟子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袁惟士

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袁何如钥可谓仁乎钥冶子曰院野何事

为能冶的论述更是将野恒心冶作为野士冶区别于一般人

於仁浴 必也圣乎浴 尧舜其犹病诸浴 冶渊叶论语窑雍也曳冤在

的基本准则遥由此完成了野医要恒要士冶的精神构建袁

孔子眼中袁像尧舜这样的君主也不能称之为圣人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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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其境界之高遥 叶孔子家语曳中孔子回答院野所谓圣人

二尧孔孟学说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医学

之自然袁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遥明并日月袁化行若神遥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袁构成要素为血缘基础尧心

下民不知其德袁睹者不识其邻遥 此谓圣人也遥 冶咱缘暂简言

理原则尧人道主义尧个体人格袁整体特征是实践理性遥

之袁圣人是道德品质达到极致袁尽善尽美的人袁是孔

孔子以仁释礼袁 建立起一种由自身和自身血缘中心

子理想中最完美人格的体现者袁现实中不可遇尧不可

向外扩展至社会群体的伦理要心理模式遥 孟子直接

求遥 叶论语窑子路曳篇有野耶善人为邦百年袁亦可以胜残

提出仁政理想袁以野四端说冶阐明野不忍人之心冶袁赋予

之道袁孔子回答野不践迹袁亦不入於室遥 冶前一句是说

面强调先验的普遍性袁 另一方面又将先验的普遍性

后一句解释为成为善人在于师法先贤遥 孔子所谓之

汉武帝时期野罢黜百家袁独尊儒术冶袁唐宋时期袁

者袁德合于天地袁变通无方遥 穷万事之始终袁协庶品

去杀矣遥 爷诚哉是言也浴 冶叶论语窑先进曳篇子张问善人

仁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质遥 孟子的伦理绝对主义一方

善人的德行可以使得天下一百年免于杀戮和残暴袁

与经验世界的人的情感联系袁并以它为基础咱愿暂员园原源缘遥

善人袁是生活于孔子之前的如尧舜周文王这样的明

韩愈尧王安石抬高孟子袁朱熹将叶孟子曳编入叶四书曳袁

君袁曾经出现袁但随着春秋野礼崩乐坏冶的现实消失

确立其野亚圣冶地位袁孔孟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

了袁野不得而见之矣冶正是对现实尧对当下的批判遥野君

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遥 这是孔孟学说影响中国传统

子冶一词在叶论语曳中出现 员园苑 次之多袁是孔子反复提

医学的外部环境袁在社会思想文化内部袁还有一条前

学而曳冤野君子不重袁则不威曰学则不固遥 冶渊叶论语窑学

中国传统医学遥

及的形象袁如野人不知而不愠袁不亦君子乎钥冶渊叶论语窑
而曳冤野君子不器遥 冶渊叶论语窑为政曳冤野君子喻于义袁小

人喻于利遥 冶渊叶论语窑里仁曳冤孔子从不同角度尧不同

文论述的内在联系遥这两方面共同作用袁深刻影响了
渊一冤形成了野儒要医冶兼通的医者尧名士群体
野不为良相袁便为良医冶袁这句话最好地诠释了

方面进行了阐发遥 统观之袁君子是以天下苍生为己

中国文化中野儒要医冶的关系袁联系这种关系的是深

任袁践行野仁冶的准则袁致力于学习袁从而实现自己的

厚的入世情怀遥孔子当年面对野天下无道冶的社会袁恰

理想遥 相比于圣人和善人袁君子形象是一个立足于

如医生面对生病的身体袁 克己复礼的理想有如治愈

现实尧可以通过自我修炼的提高达到的人格理想与

病患袁 仁的思想精髓正是从个体发展至整个社会的

人生境界遥 野有恒者冶是与君子类似的现实形象与概

普世价值标准遥相比于其他职业袁医者面对的客体与

念遥 野亡而为有袁虚而为盈袁约而为泰袁难乎有恒矣冶袁

儒士有高度的相似性袁甚至可以说一致性遥略数医史

就意味着有恒者要始终保持野亡而为亡袁虚而为虚袁

留名的人物袁葛洪入世为官袁并倡野治身则身长修袁治

约而为约冶的态度袁戒虚伪尧虚饰尧虚荣袁戒浮躁尧浮

国而国太平冶袁陶弘景野山中宰相冶之实袁张仲景野举孝

华尧浮夸遥可以说袁有恒者与君子形象具有共通性袁即

廉冶入仕袁孙思邈二十精通诸子百家遥 宋代文人通医

保持对社会的清醒认识袁不随波逐流袁不三心二意袁

情况更为普遍袁司马光尧苏轼尧沈括尧张耒均有医学著

以道自任袁虚怀若谷袁求知若渴遥

述遥宋代出现有野儒医冶之称遥明代医药学大家李时珍

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有院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袁惟士

为能遥 若民袁则无恒产袁因无恒心遥 冶咱远暂孟子将士与民
相对举袁指出两者的区别即在于野恒心冶遥 儒家教化

人民的方式是野先富后教冶袁故孟子对民的评价是野无
恒产则无恒心冶遥 但是袁士阶层袁也就是知识阶层是

三次乡试不中袁后专治习医遥清代医家叶桂昼则从师
习儒袁夜则从父学医遥可见袁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袁医
者通儒袁儒者渊文士冤通医的情况十分普遍遥
渊二冤形成了德术并重的医学人文传统和经验论
的方法论

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袁因此它始能坚守其野思想上的

早有学者指出袁中医学的方法是哲学的尧个性顿

信念冶袁即所谓野志于道冶是也遥 中国士阶层的兴起与

悟的尧类比的尧生活与临床经验的袁其核心是以人为

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

中心袁从个体的经验开始袁以经验为判别和理解一切

性袁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咱苑暂遥

事物真伪尧价值的标准遥中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

作为区分野士冶与野民冶的标准袁这条儒家与医学联接

中找到原因遥 孔子仁学思想建立的这种现实的伦

从孔子将野恒冶的精神赋予医者袁到孟子将野恒冶

的结合体 咱怨暂遥 这一论述几乎都能在孔子的仁学结构

的内在脉络在先秦即已贯通遥 儒家理论中袁野恒冶与

理要心理模式袁一种包涵博爱精神的原始人道主义遥

医学的关系更为直接遥正是在野士者恒心冶的基础上袁

在建立过程中袁 与外在人道主义相对应的内在个体

讨论孔子学说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影响才拥有更加坚

人格的塑造遥 这些赋予传统医学浓厚的人文精神烙

实的哲学理论依据遥

印袁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袁始终没有走向唯技术论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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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遥 孔子思想中实践理性的特征袁对待问题不作纯

性发展趋势和带来的弊端遥 必须建立起法律规范与思

粹的思辨和理论上的探求袁而重视如何在现实中妥

想教育并重的途径袁法律规范是最低标准袁道德教化

遥 这与中国传统医学以生活和临床

则主要在于培养在群体与社会中具有示范作用的个

善地处置它

咱愿暂员缘原员远

经验为方法袁凭借经验为判断依据的方式何其相似遥

体遥

这一特点则成为西医批判中医的主要诟病遥

中国传统医学当以全新姿 态迎接整合医 学时

渊三冤形成了重视心理与医学交互联系的传统

代的到来遥 在整合医学平台下袁西医尧中医尧营养医

员怨苑苑 年袁耘灶早藻 提出野生物要心理要社会要环境冶

学尧自然医学抑或是音乐治疗互补长短袁在患者最

的医学模式袁使人类对疾病和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遥

大的行为干预尧健康利益上袁理性地使用一个或数

在此观点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医学袁不得不说袁很多

个疗效最佳尧 不良反应最小的方式进行最完整深

观点闪耀着前人智慧的光芒遥 如野治未病冶的预防观

入的治疗 咱员员暂遥 应该说袁这与孔孟学说重视人尧社会的

念袁关注四时更替渊环境冤对身体的影响遥 其中袁孔孟

整体袁注重实践作用具有共通性遥这是弘扬传播中国

学说主要影响的是对野心理要医学冶的关注遥 孔子为

传统医学尧传统文化的契机遥当以整合医学的眼光审

周礼找寻了野伦理要心理冶模式袁直接将其引入一条

视尧整理传统医学袁而并非一味地剥离传统医学的哲

由外向内的内趋式路径遥 孟子将超感性的先验本体

学尧人文传统遥 从医学尧哲学尧伦理学尧宗教学尧文学尧

混同于感性心理之中遥他说院野仁义礼智根于心遥其生

历史等多方面进行梳理袁进行跨学科尧跨领域的协同

色也袁睟然见于面袁盎于背袁施于四体袁四体不言而

合作袁充分挖掘其中科学与人文的双重价值遥

喻遥冶渊叶孟子窑尽心上曳冤从而又构建起一条野心理要生

理冶的由内而外的路径遥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认为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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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国影响的全面尧客观认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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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精神匮乏的现实环境遥 三是对孔孟学说及
不容置疑袁即使是在今天袁孔孟学说在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尧 促进医学人文发展上仍具有积极作用遥
孔孟学说历千年正有其原因遥 由个人为中心进而推
己及人的模式在传播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遥 性善论
在中国普罗大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遥孔孟学说在传
播中具有语言习惯和文化基因的优势袁并且其内在蕴
含着医与士尧儒与医尧德与术相通的思想遥 当然袁也应
该意识到孔孟学说重教化尧依赖自我内心修炼的内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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