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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华夏民族医学的进程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中间没有断代，
并且自发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基

础和诊疗策略，
构建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医学体系。文章按照华夏医学体系的形成、发展、滞涨
和交融分别进行论述，
提出了其自身固有特点，
并揭示了其发展历程留给我们的智慧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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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圆苑园园 年左右袁华夏民族在黄河中下游平

略袁构建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医学体系遥 总体来

西周王朝的疆域范围由最初的黄河尧淮河及其支流

的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曰 公元 猿园园耀员猿园园 年的医学体

原的土地上初见雏形遥 公元前 圆园园园 年以后袁夏尧商尧

说袁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院公 元 猿园园 年 以前

之间袁继而发展至淮河尧泗水尧长江尧汉水的广大地

系发展时期曰公元 员猿园园耀员远园园 年的医学体系滞涨时

区袁华尧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开始出现遥 华夷贵
贱尊卑的观念在春秋时期渐趋强烈袁秦尧楚与齐尧燕尧
韩尧赵尧魏同称诸夏袁华夏从而成为稳定的族体袁分布

期曰公元 员远园园 年以后的医学体系交融时期 咱员暂遥

一尧医学体系形成时期

区域远及东北辽河中下游袁西北洮河流域袁西南巴蜀

渊一冤经验医学脱胎于亦医亦巫状态

黔中袁东南湖湘吴越等地区遥

华夏先民在日常采集和渔猎的过程中袁 逐渐发

在华夏民族与大自然斗争抗衡的过程中袁生产

现和摸索出部分动物尧植物尧矿物的特性和作用袁如

力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如畜力尧铁器尧机械的出现一

动物肝脏可以补肝明目不夜盲袁 动物受伤后会找某

直在提升袁而粮食与人口之间却不断出现着此消彼

种植物来止血袁某种泉水或淤泥可以祛除皮肤病袁某

长的变化遥 究其原因袁气候和疫疠在其中扮演了重

种植物可以让人进入癫狂状态袁 以及哪些物质会使

要角色遥 虽然华夏民族人口在汉代已然接近 员 亿袁

人中毒尧 死亡或免于死亡等等遥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

但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袁人口几次反复始终未能超过袁

中袁 掌握这些医药知识的人往往被赋予神灵般的敬

直到宋代以后人口才逐步走高袁即便中间也曾降至

畏和尊重袁通过舞蹈尧吟唱和服饰尧画彩等暗示袁以及

员 亿以下袁但至清末仍达到 源 亿遥 这与那段时期内气

揉按尧砭刺尧烧灼尧放血等手段对伤患进行治疗遥这点

温常年偏低 员耀圆益有关袁华北粮食主产区连年歉收袁

可以从医巫两字同源得到印证袁 古体两字上部均为

漠北牧区不断南移袁战争和瘟疫也如影随形遥 不过袁

医尧殳袁下部分别为巫尧酉袁取用巫或酒治疗之意袁而

疫疠的流行对民族医学的促进也是显而易见的袁宋

且在某些典籍中两字是完全混用的遥

代以后华夏民族医学发展进入瓶颈期袁最终被迫与

渊二冤医学体系发端于朴素哲学和实践积累

西方医学进行大规模地融合袁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遥

华夏民族先民通过对大自然日月星辰尧 山川湖

通常袁我们 把人类防治疾病尧保 障健康的社会

海尧飞禽走兽的观察袁推演出阴阳尧五行尧藏象尧四气

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后形成的医学架构称之为医学

等观念袁并将之与人体脏腑尧表里尧经络对应袁取类比

体系遥 华夏民族医学的进程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袁中

象尧从象测脏袁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有医学体

间没有断代袁自发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基础和诊疗策

系遥 所用药物已经涉及多种本草尧动物及矿物袁并且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怨原圆源
作者简介院宋黎明渊员怨苑圆原 冤袁男袁河南叶县人袁馆员袁研究方向为科技文献的计量分析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圆猿园窑

第 猿 期 总第 远愿 期
20员缘 年 远 月

随着与三苗尧西域尧阿拉伯等民族的贸易袁引入了曼

刻意追求袁医者也日益与其他职业相互独立袁以此为

陀罗等药物加以充实遥 期间诞生出扁鹊尧华佗尧张机

业者更是比比皆是遥
渊二冤开放和包容对华夏医学的作用大于疫疠和

等杰出医家袁并留下了野扁鹊再世冶尧野元化重生冶的溢
美之词遥 东汉张仲景编纂的叶伤寒杂病论曳是华夏民

战乱

族医学史上第一部理尧法尧方尧药均备的经典袁开辨证

随着铁器农具和牲畜的广泛使用袁 生产力得到

论治之先河袁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民族医学思想体系袁

了有效提升袁 但由于汉末至隋唐时期的气候较之前

深为后辈推崇袁元明之后更被奉为野医圣冶遥 同时期

常年出现 员耀圆益偏低袁 粮食和人口仍出现了长期此

的华佗则以曼陀罗为主药配制麻沸散进行无痛手

消彼长的变化袁 华北农作物的歉收和北方牧区的南

术袁成为外科手术之鼻祖曰还模仿动物姿势独创五禽

移对人口的增长有着持续的遏制作用遥南北朝尧隋唐

戏袁以促进患者病后康复遥

和五代十国期间袁华北尧华中地区战乱频仍袁虽然人

渊三冤华夏民族的医学体系形成得益于百家争鸣

口在唐代初期曾短暂升高袁 但直到北宋人口才真正

同时期的欧洲诸国还停留在简单的经验治疗和

达到 员 亿以上袁 这些因素对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仍

放血疗法上袁更遑论医学体系的肇始遥 究其原因袁虽
然全球医学均起源于亦巫亦医的原始状态袁但唯华

然十分强大 咱圆原猿暂遥 此外袁由于豪门官宦在战乱中流离

失所袁门第制度的旧有地位逐步削弱袁至宋代已濒绝

夏民族较早将哲学与医学予以结合袁归纳出虚实尧寒

迹袁 广大平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上层或从事医学

热尧表里尧阴阳等病机证候袁将机体的脏腑与经络和

活动袁 太医院和翰林院的成立使得医学教育不仅局

腧穴进行功能上的联络袁并对病情进行由浅及深的

限于师徒传代袁系统性的医学教育已开始初具雏形遥

划分区别应对袁辨证施治遥 春秋战国时期诸雄争霸袁

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得书刊典籍的印行更为便捷袁流

人口和人才都备受重视袁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华夏民

传更为广阔遥民族融合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顶峰袁鲜

族从思想到技术都呈现了跨越式发展袁连年征战和

卑尧羌胡尧吴越尧荆楚及南诏等民族的汉化加快袁华夏

瘟疫流行对医学的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袁

民族医学对其已有医学的兼收并蓄尧引进同化尧去粗

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巫术的桎梏遥 但由于书写材料不

存精袁都促使华夏医学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遥京畿地

易保存袁导致很多典籍佚失袁直至纸的出现袁诸如叶黄

区大体维持在西安尧洛阳尧开封一带袁对医学科技的

帝内经曳尧叶伤寒杂病论曳及叶神农本草经曳才得以传

进步和医学人才的交流学习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促

抄遥 叶黄帝内经曳所提出的阴阳平衡和整体观念迄今

进作用袁其他大都会如扬州尧广州尧成都尧杭州尧泉州

仍被奉为圭臬曰叶伤寒论曳所提出的四诊八纲之法也

的繁荣也加快了医学知识的传播袁 而唐代阿拉伯医

为当代医学所日常采用曰叶神农本草经曳所提出的药

药的大规模传入无疑也是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事件

性归经原则使得药物的君臣佐使应用更加应手遥 只

之一遥

是由于门第观念的限制袁医学的社会地位仍较低袁太

渊三冤华夏民族的医学体系发展得益于开放包容

守坐堂行医的行为仍不被舆论接受袁而且医者也都

同时期的欧洲诸国不仅医学发展停滞袁 而且行

是出自官宦国戚袁普通平民主要从事耕战袁无法接触

医逐渐沦为工匠一类人群的活动袁地位日益下降袁这

相关典籍袁自然也无法从事类似活动遥 但民间偏方

与中世纪神学的蒙昧统治不无关系遥虽然野科技是第

和验方的积累和实践仍在进行当中遥

一生产力冶来自于后人的总结袁但造纸术尧印刷术尧炼

二尧医学体系发展时期

丹术等的发明对于华夏民族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作
用是不可估量的遥道教的发展及其与医学的结合袁虽

渊一冤华夏医学开始形成独立医学体系

然主旨是为了长生不老袁羽化成仙袁但其也使得医药

从三国两晋时期后的一千年间袁华夏民族医学

化学成为了一门玄妙的学问遥 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深

在继续总结前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袁深入挖掘民间

受葛洪道教的熏陶袁加上医学世家的背景袁在整理总

偏方验方袁进行了更多的引进尧吸收尧创新和完善袁使

结古代叶神农本草经曳的基础上袁增收魏晋间名医所

之成为包罗万象尧渐趋完整的医学体系遥 医学社会

用新药辑成叶本草经集注曳袁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

地位的提高袁门第观念的逐步破除袁系统教育的相继

分类方法袁以玉石尧草木尧虫尧兽尧果尧菜尧米实分类遥作

出现袁造纸印刷的推广袁不仅吸引大批学子从事相关

为张仲景的弟子之一袁王熙将数十年前老师所著叶伤

活动袁更孕育出野不为良相袁当为良医冶的代代医者遥

寒杂病论曳残本重新发掘整理袁传抄刻印留世袁并结

这期间既有晋尧唐尧宋的开放心态所带来的文化交

合自己在脉诊上的独到经验完成了现存最早的脉学

融袁又不乏唯才是举尧因才而用袁以及对技术进步的

专著叶脉经曳袁对于华夏民族医学的传承功莫大焉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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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播高丽尧日本和东南亚遥 隋唐以降袁门第制度的没

于较常见的恶性传染病已能在较短时间内予以 扑

落和科举取士的兴起为广大平民提升社会地位或从

灭袁其中陶土滤液灌服治疗霍乱收到了神奇效果袁陈

事医学活动开启了方便之门袁野药王冶孙思邈就是其

年芥卤对高热尧败血症尧肺及皮肤脓疡也具有很好的

中的佼佼者之一遥 他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袁在

作用袁究其原因不外乎对霉菌毒素的合理应用遥天花

妇科与儿科尧腧穴针灸尧代谢病治疗等方面开创了华

患者痂粉鼻苗法对小儿天花的预防极大地降低了致

夏民族医药学的先河袁除对故籍医典进行深刻研读

死率袁成为人类免疫治疗的发端之举遥

和领悟外袁他还广泛搜集民间验方袁并与弟子共同编

渊四冤华夏民族的医学体系滞涨受累于思想主体

纂完成了集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之大成的鸿篇巨著

随着医学地位的稳固袁 华夏民族医学体系日臻

叶千金方曳遥 他所提出的野大医精诚冶的医德思想尧野防

完善袁医者的专科分工日益精细袁流派也各有千秋袁

重于治冶的养生观念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辉遥 华

但其固步自封尧画地为牢尧相互攻讦的趋势则有所抬

夏民族医学也被赋予了野歧黄之术冶尧野杏林春满袁橘

头遥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尧张从正尧李杲尧朱震亨虽有

井泉香冶的美誉遥

先后传承关系袁但又强调流派之别袁分别着重于清热

三尧医学体系滞涨时期

通利尧汗吐攻下尧补土升脾尧滋阴养肾袁通过局方加减
来因地制宜地进行施治遥 明代中医世家出身的李时

渊一冤华夏医学启动了西方医学的发展

珍对医典的错讹之处详加勘误补遗袁 在大量实物佐

历史进入到公元 员猿园园 年后袁元帝国的征服脚步

证的前提下袁编纂出中国最系统尧最完整尧最科学的

大大超出了曾经的华夏民族版图袁并将先进的医药

医药学集大成著作叶本草纲目曳袁对各种药物包括校

科技散播到广袤的中东尧北非和近东地区袁客观上促

正尧释名尧集解尧正误尧修治尧气味尧主治尧发明尧附录尧

进了两者的交融遥 文艺复兴的春风就此吹散了中世

附方等项予以系统而详尽地论述袁 体现了他对植物

纪神学的阴霾袁以维萨里为代表的医学家们以解剖

分类的独到见解以及生物进化发展思想袁 但在当时

学为突破口袁迅速掀起了一场场蓬勃的医学探索运

并不为重视遥 思想主体的难以突破不仅使经验良方

动袁代谢学等一系列新学科应运而生袁显微镜等一系

不能迅速推广袁机理与过程的实证研究备受羁绊袁流

列新仪器被应用于医学研究遥 在短短三尧四百年后袁

派众多中泥沙俱下的局面也会持续下去袁 这些对华

一向忽视机理过程实证研究的华夏民族医学就感受

夏民族医学的发展造成了无以估量的损失遥

到了它所带来的冲击遥

四尧医学体系交融时期

渊二冤华夏医学由思想勃发袁也由思想禁锢
此时的华夏民族在蒙古民族统治下沦为劣等民
族袁虽经百余年后大明复兴袁但南宋遗留下的程朱理

渊一冤西方医学所带来的危机日益显现
公元 员远园园 年以后袁 随着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袁

学对广大平民进行医学探索的束缚已在政府官员的

气候对农业收成的影响也有所减弱袁 湖广的丰饶物

推动下日益显现出来遥 野身体发肤袁受之父母袁不敢

产更是促使华夏人口节节攀升袁 尤以乾嘉时代的迅

学尧法医学尧妇产学在此后数百年间无法破局遥 儒家

以及战乱和灾荒的数量减少对医学发展的推动力也

毁伤袁孝之始也冶尧野男女授受不亲冶等戒律使得解剖

速翻番为甚 咱猿暂遥 恶性传染病的大范围蔓延明显减少袁

思想的日益强化使得科学技术被轻视袁医学被斥为

较前有所减弱遥恰在此时袁欧洲医学的发展却达到全

野小术冶尧野方技冶袁从业者往往来自仕途受挫者袁不仅

面爆发的境地袁新的学科渊如微生物学尧卫生消毒学冤

留名袁耻于救贫袁以此养家糊口的庸医开始泛滥遥 华

民运动向亚洲尧美洲尧非洲迅速扩展遥不可否认袁西方

面临人才断代袁革新顿扼的状况袁而且导致良医羞于

和新的仪器渊如 载 线机冤不断涌现袁并且随着拓荒殖

夏民族医学的发展由此进入了瓶颈期袁官方的不作

医学的传入对于降低国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有不

为同时也阻碍着医学进展袁同时袁相关设备工艺的技

小贡献的遥西方医学首先借助教会的势力袁相互裹挟

术突破和支持也乏善可陈遥

进入中国的城镇乡村袁催生出现代医院和医疗尧护理

渊三冤华夏医学的民间积累已达顶峰

制度的雏形袁 这一点从人痘向牛痘接种的转变和种

虽因战乱和疫疠袁人口曾出现短暂下行袁但年均

痘局的开设可见一斑遥 这不仅体现着西方医学的人

气温的回升袁华北农作物收成的好转仍使华夏民族

本观念袁也渗透着两种思维的交锋和磨合袁渐渐地华

人口逐步升至 圆 亿左右袁农业生产力也得到进一步

夏医学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被日益淡化了遥

民族的高峰遥 除了民间验方尧偏方的继续积累外袁对

进行的

的释放袁生产资料的科技水平达到了机械化前华夏

渊二冤华夏民族的医学体系融合是潜移默化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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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华夏民族医学 体系已进入空前完善阶

多样而在预防尧调养尧康复上大显身手袁极大地降低

段袁不仅典籍众多袁而且流派纷呈袁但在面对外来医

了国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袁 使更多国人能够提高生

学的冲击时却出现了一概排斥尧拒绝合作袁视其为

活质量尧颐养天年遥这应该归功于社会思想主体的开

野奇技淫巧冶的风气遥 这一方面归因于上层官僚和儒

放袁官方政策方针的支持袁以及民众对文化交融和技

家思想对医学科技和人才的排斥和贬抑袁另一方面

术革新的渴望和追求袁历史上诸时期莫不如此遥

也源自传统医学在急性大面积创伤尧多脏器功能障

从华夏民族医学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袁 一个

碍等危重疾病面前的束手无策遥 这些冲击无疑是非

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资金支持袁 一个持久的思想碰撞

常有力度的袁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袁不仅带动了一

和学科交融袁 都会极大地促进医学科技的进步和发

批有志青年远赴求学袁如伍连德尧黄家驷尧张孝骞尧林

展遥华夏民族医学对哲学尧整体观和疾病预防的重视

巧稚尧诸福棠尧赵以成等袁他们在归国后迅速创建起

使得其医学体系能够更早地发展成熟起来袁 百家争

了适应华夏民情的诊查检验尧输血与止血尧麻醉下手

鸣尧人才解放和外来冲击更促使其在春秋尧唐宋及近

术尧护理与心理干预尧载 线摄片等学科和初步的公共

代出现了跨越式发展遥 医学作为起源很早的 野软学

卫生防疫体系袁甚而掀起了废除国医袁迫使传统华夏

科冶袁其在发展进程中对设备工艺进步和社会氛围导

医学进行变革的浪潮袁其间中华医学会和叶中华医学

向的依赖颇为严重袁 这一点在华夏民族医学的发展

杂志曳的创立袁中央国医馆的设立都是华夏民族医学

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遥 华夏医学与国外医学的优势

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遥

与劣势是互为依托尧相辅相成的袁华夏传统草本药物

渊三冤华夏民族医学的革故鼎新与思想开放同步

已经为国外医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袁 如耐药

王清任强调活血化瘀来改善野通则不痛袁痛则不

疟疾的治疗中青蒿素成分尧 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中砒

通冶的症候袁并通过实地解剖获取的资料完成了叶医

霜有效成分的神奇效果曰 而国外医学则通过电子仪

林改错曳一书袁却遭到医界同仁野越改越错冶的指摘遥

器和化学检验来解释并证实了经络和气血的运行袁

御医黄元御所著叶四圣悬枢曳尧叶四圣心源曳等著作结

为内分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遥

合了自身行医实践袁集中诠释了当时尊经派的主体

华夏民族医学还将自身的整体观融入到未知疾

思想袁对传统华夏医学进行了最为完整的总结和继

病机制的探索和未知药物疗效的实践中袁 不同程度

承袁从而被尊为野一代宗师冶遥 施今墨作为近代学贯

上帮助厘清了现代医学深入到微观世界后所遇到的

中西的少数医家之一袁面对强调机理过程研究的西

混沌和迷茫遥 因此袁随着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袁与国

医所带来的竞争袁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采取洋为中用尧

外医学紧密交融的华夏民族医学必将成为世界医学

救危图存的策略袁率先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袁为挽

遗产和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而盲目崇外和自我标

救和变革传统华夏医学的运动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袁

榜都是不可取的遥将来袁我们应该需要一个融合东西

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民族医学的革故鼎新和进一步发

方医学优势的现代医学体系袁 这种医学体系是富有

展 遥 通过伍连德尧施今墨这一代人的根植和培育袁

包容性的袁既不固步自封袁又兼收并蓄曰既立足于历

华夏民族医学藉此走上了崭新的引进模仿尧吸收融

史袁又着眼于未来曰既高于传统的华夏医学袁也高于

合尧人才培养之路袁使国人体验到了国外医学科技的

目前的西方医学遥

咱源暂

成就袁合格医学人才的培养和现代医学理念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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