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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学概念内涵与外延探究
李黎，周雍明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中医康复学同时具备中医学和现代康复学 2 个特征，两者之间相互包容，相互依托，不仅具
备建立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上康复医学的独有特征，而且具备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大中医学
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中医康复学的概念内涵主要包括中医的康复学和康复的中医学 2 个层面。中医康
复学概念外延主要体现在中医和康复互相结合发展层面，更深层外延则是传统中医理念与现代医学理念
融会贯通的结果。理解中医康复学概念内涵和外延，对于发掘和整理中医康复理论和康复疗法有积极作
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进行临床及实验研究，把中医康复疗法推进到更高水平，必将极大地丰富康
复医学内容，从而形成独具风格的中医康复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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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tion on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Science
LI li, ZHOU Yong-ming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rehabilitation science has features of both TCM and
modern rehabilitation science, which contain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It not only has the unique feature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 based on biological-psychological-social medical model, but also has the core ideology of
holism concept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f TCM rehabilitation
science mainly includes two aspects: rehabilitation science in TCM and TCM in rehabilitation science.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TCM rehabilit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aspect of comb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and rehabilitation. The deep layer in extension is the results of integration of TCM theories and modern
medical theories.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CM rehabilitation science would
have advantage in exploring and sorting out the TCM rehabilitation theory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can greatly promote TCM
rehabilitation therapy, enrich medical contents, and form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rehabilitation science with
unique styl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rehabilitation; concept
中医古籍中并无康复医学之名，康复医学相关
内容散见于中医文献中，对文献进行发掘、整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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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时代的需要 。为了更加完善中医康复学的概
念，现就中医康复学概念内涵与外延探究如下。

推广应用，必将丰富康复医学的内容 。同时，中

1 中医康复学内涵

医学若有效借鉴并利用现代康复学之精华，必将会

1.1 中医康复学的历史沿革

极大丰富中医学内容。中医康复学的概念已在 20 世

《黄帝内经》提出“久病而不康者，应养而和

纪 80 年代后被提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已经

之……待其来复”，正式从医学角度来讨论养生和
康复问题，提出了养生康复的通则，即调摄精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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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医疗体操，并注明了各自主治的疾病。三国时期

现代医学理念融会贯通的结果。

华佗详细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行动特点，

2.1 中医结合康复

创编“五禽戏”，堪称运动疗法的鼻祖，对防病健

中医康复医学指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调

身、功能康复均有积极作用。晋代皇甫谧、葛洪和

摄情志、娱乐、传统体育、沐浴、食疗、针灸推

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等对药物、针灸、按摩、气

拿、药物等多种方法，针对病残伤残诸证、老年病

功、饮食、精神等主要康复治疗手段进行了总结。

证、恶性肿瘤及热病瘥后诸证等病理特点，进行辨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述了运用导引、气

证康复的综合应用学科

[5-6]

。

功、按摩等方法治疗偏枯、麻木、风湿痹痛、眩

中医康复学虽然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但一直未

晕、消渴等疾病，并认识到康复治疗与普通临床治

能形成自身完整理论体系和成熟的康复流程，与现

疗的不同之处。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

代康复学相比，其最大的差距表现在对障碍的认

对药物、气功、按摩等康复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

识、评价及康复训练的方法等方面 。现代康复学

王焘的《外台秘要》强调了饮食治疗在疾病康复中

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理论基础上的一门医学分支，以

的作用。此外，宋代《圣济总录》，元代《脾胃论》

生理学、病理学、神经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

《寿亲养老新书》，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清

生物力学等为基础，康复方法的确立均是建立在上

代潘蔚《内功图说》中均有康复治疗的论述。

述理论认识的基础之上，在功能障碍的认识、评

[7]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现代康复学理论的

价、治疗及运用矫形学、假肢学及其他人工装置等

成熟和介入，中医康复学才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

功能补偿方面占有优势 。虽然中医康复学未能形

有关中医康复学的专著相继出版，如卓大宏主编的

成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规范的康复训练方法，但

《康复医学》中载有《中国传统的康复医学》专

它拥有现代康复学所不具备的独特的康复理论和康

篇，郭子光等主编的《中国康复学》，陈可冀主编

复方法，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要想使中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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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等 。这些著作对中医康

康复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首先要遵循中医

复学的概念进行阐述，对古代中医文献中有关中医

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注重发掘整理中医康复理论和

康复学的内容进行了发掘和整理，为建立中医康复

康复方法。同时还要借鉴和吸收现代康复学的相关

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促使中医康复学不断发展和完善，从

1.2 中医康复学的特征

而达到系统化、规范化。

中医康复学应具备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

2.2 康复结合中医

大特征，即不妨称作整体康复观和辨证康复观两大

从现代康复学角度思考，现代康复学是一个多

特征。整体康复观认为，人体各部分的康复相统

学科性、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医学、物理、教育、

一，人体康复与自然环境相统一，人体康复与社会

工程、心理、社会等方面。具有与其他医学体系不

环境相统一。强调人体康复的主要途径是指导和帮

同的学科特征。所以它的治疗目的不只是疾病的痊

助康复对象依据上述原理，以顺应自然，适应社

愈，而是最大限度地使患者从生理上、心理上、职

会，使整个机体协调统一从而达到整体康复。辨证

业上和社会生活上进行全面的、整体的康复，与中

康复观认为，与中医临床各科强调辨证论治一样，

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相一致。中医学在数千年的

中医康复学中亦贯穿着辨证康复思想。辨证是决定

发展历史中，已经积累了十分珍贵有效的经验知

康复的前提和依据，康复则是辨证的结果。在中医

识，值得现代康复工作者进行运用。

康复过程中，辨证包含有对内在生理功能障碍的辨

2.3 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

识，而生理功能障碍的改善与外在形体及行为障碍

中医康复学的发展和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地

的改善有因果关系。因此，通过辨证论治改善引起

理和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有其

各种功能障碍的内在原因，体现了中医学治病求本

局限性。现代康复学则是在现代的科技、文明和社

[4]

和整体康复的原则 。

会生活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也有其优势和特

2 中医康复学外延

点，当然也存在局限性。中医康复学和现代康复学

中医康复学概念外延主要体现在中医和康复互

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此，中医学

相结合发展层面，更深层外延则是传统中医理念与

和现代医学都应在当前康复医学领域占有一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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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并且融会贯通，成为康复诊疗手段。中医康复

立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上康复医学所独有

学以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

特征，而且具备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大中医学理

说、气血津液学说等为基础，以中医学整体观念和

论体系的核心理念。因此，形神并重、形气并重、

辨证论治为指导，在强调整体康复的同时，主张辨

五脏相关就成为中医康复学的基本特征，整体康

证康复，康复方法的选择应用均在上述理论指导下

复、辨证康复、功能康复、综合康复成为中医康复

进行，创造出中药、针灸、按摩、熏洗、气功、导

学的基本原则。在康复临床上，中医康复学坚持辨

引、食疗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医康复学在观念和

证论治，因人施治，致力于患者身心全面康复，这

方法上的特点，一方面来自中医药的优势，同时也

与“全面康复、回归社会”的康复医学目的相契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这些特点是中医康复学的优

合。中医康复学概念外延主要体现在中医和康复互

[9-10]

，值得在康复治疗中充分地利用和发挥，按照

相结合发展层面，更深层外延则是传统中医理念与

整体康复、辨证康复、功能康复、综合康复等 4 项

现代医学理念融会贯通的结果。理解中医康复学概

原则指导中医康复。作为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的

念内涵和外延，对于发掘和整理中医康复理论和康

中医康复，理应在自己国家推广运用。

复疗法有积极作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进行临

势

倘若现代康复学工作者懂得中医或正在尝试学

床及实验研究，把中医康复疗法推进到更高水平，

习借鉴中医诊疗知识去进行康复诊疗，那么他所注

必将极大地丰富康复医学内容，从而形成独具风格

重的康复学临床诊疗大概主要会出现：在现代康复

的中医康复学理论体系。

理论指导下进行具体的中医康复治疗或采用中医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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