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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世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意象世界，中医学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下，对环境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黄帝内经》中提出的“天人相应”观点，是生态医
学思想与智慧的高度凝练，阐明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与人体活动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医药对预防和
治疗与生态环境变化相关的健康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弘扬中医理论和养生方法对正确处理人与
生态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引起人类的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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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an imagery world full of hop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nd disea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oint of view "Unification of Heaven and Man" in the
Huang Di Nei Jing is the highly condensed thought and wisdom of ecological medicine. It illustrates the close
ties of change rules in nature and changes in human activities. TCM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ealth problems related to change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promoting TCM theory
and methods of health maintenance is important to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deserves common concern of humankind.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ealth mainten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生态环境指“由生态关系构成的环境”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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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也对工业文明

1 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
人类的健康状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生活的
环境，人们曾对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有

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激发了生态哲学的理论研究，
逐渐形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过激烈的讨论，但真正引起人类重视的是在生态破

中国的主要哲学学派包含了儒家、道家、墨家

坏威胁到了人类健康，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生存的时

等，均有从生态的角度认识世界，寻求人与自然协

候。生态与环境俨然已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调相处的生态理想社会。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儒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尤其是环境污染加重，造成空

家都是主张以礼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孔子提

气、水源的污染，直接造成人类生活条件变差，人

倡“乐山乐水”的生态协调理念（《论语·雍也篇第

类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导致了产生许多新旧疾病的

六》）；孟子明确提出“仁民而爱物”的观点（《孟

结果，如“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

子·尽心上》），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

肿”“地方性氟病”等，均与生态状况紧密相关，

树立了儒家生态和谐观；荀子主张用“圣人之制”

地区的地质结构、地质组成、环境条件等变化都成

的措施来维护生态和谐，对破坏农田水利、乱砍乱

为了致病因素。

伐的人采取惩罚（《荀子·天论》）；程颢认为，天

连年来，中国大部地域出现雾霾天气，这种环

地间的万物是血脉贯通的，而这个贯通的基础是

境的变化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状况。一项对北京

“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寰宇世界是一个充满了

市当地居民的空气污染与每日居民死亡关系的调查

希望的意象世界，是生机昂然、理想飞扬的“统一

研究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居民致残死亡的增加有

场”，以宏伟的气魄、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寰宇[5]。

显著影响，并且对患有呼吸和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的
[2]

死亡危害性更大 。

总之，东方哲学并非完美无缺，西方哲学亦非一
无是处，西方哲学中的优秀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具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人畜、人禽

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领会和借鉴。只有集人类

共患的传染病就是生态环境变化引发人类疾病谱发

文明成果之大成，才能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

生变化的例证，这些新发疾病使人类的健康面临着

3 环境污染与现代医学的改变

一些前所未有的潜在危害。如 2003 年的严重急性呼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迎接 21 世纪的挑

吸综合征（SARS）和 2004 年的禽流感，以及 2015

战》报告中提到，“21 世纪的医学，不应该再将疾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在韩国持续蔓延，都引起了广大

病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而应该将人类的健康作为

群众的关注，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可见对医学目的的追求发

爱德华·特纳曾经指出，真正的健康来源于环
[3]

生了改变。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医学正在逐步回归的

境与经济、教育的文明、和谐发展之后 。20 世纪

信息，即从之前的技术医学向整体医学回归，西方

90 年代，美国环保局（USEPA）大力推行一项新的

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归到传统医学。正如

环境保护策略——保护生态系统健康与维护人体健

Roy Porter 指出“在过去 20 年，西方已有越来越多

康同样重要，而且研发了生态风险评价程序和对应

的声音要求回到西方医学传统的起源，同时也开始

的技术支撑系统，将人类健康和环境健康在同一个

寻求另一种医学的智慧”[6]。

风险评价框架下进行衔接 [4] 。这一实施措施引起了

随着现代西医对人体认识的深入，近代科学的

全世界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相关关系的重视。

静态观察和单因素分析方法与对人体的调节控制所

2 东西方生态哲学研究

要求的整体性愈来愈不相适应，自然疗法、天然药

中西方文化在认识自然的哲学观上存在差异，

物重新又引起人们的兴趣，中医学作为疾病医学向健

在看待自然的态度上也有不同的立场和主张。西方

康医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到

的主流观念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以统治者自

关注。从现代医学模式改变的趋势来看，中医传统

居，因此崇尚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及科技至

理论越来越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趋势相接近。

上。而中国主流观念则是提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4 中医学与生态医学

关爱自然，善待自然，遵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固

中医学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环境

然，西方文化中也蕴涵着丰硕的科学精神成分，诸

与人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认识。远在 2000 多年前的

如契约精神、法治精神、民族精神、生态精神等。

《黄帝内经》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谓之“人与天地

2016 年 10 月第 40 卷第 5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3 •

相应也”，即人与自然环境保持平衡。在自然界

态医学是贯穿《黄帝内经》的主线[13]，通过观察和

中，天地人三者相应，人类要维护健康，就要营造

了解自然界的生态现象、结构和规律，有助于中医

健康的生活环境。《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到

学认识人体的结构、功能、疾病及其防治规律，此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人类的一

即《黄帝内经》中提出的“法则天地”。

切活动都发生在自然地理环境中。《素问·六节藏象

中医学是以寻求人类健康为目的的健康智慧医

论》提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

学，中医理论中包含有丰富的生态医学思想。在

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明确地将人体的机能活

“天人相应”总体思想的引导下，通过对生态系统

动节律变化置诸天地时空中进行考察研究。人与环

的结构、功能与异常变化的理性认识，深入剖析人

境作为统一整体，相互影响、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

体结构、功能、疾病及其诊治规律，并最终指导医

[7]

论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

疗实践。换言之，就是要按“天人相应”的思想建

4.1 文献记载

立一种重视人类健康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医学体系。

中医学对环境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

因此，中医学是从生态学角度、以古代生态系统思

识，向来十分重视环境与人的密切关系。大气污

想与原理来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及其生态均衡原

染、土壤污染、水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在古文献

理，研究人体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机理及其诊治

中有大量记载。如对大气污染的描述有瘴气、毒

规律的生态医学体系。因此说中医学是优质的生态

[8]

烟、冷烟气、毒雾、白气、宝气等别称 。中医古

医学[14]。

籍中固然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但从“秽浊之气”

4.3 病证辨治

“山岚瘴气”“岭南毒雾”“浊气”等的记载，可

中医认为，大气污染造成的“邪气”感染途径

以看出中医学已经认识到大气因素可作为致病因

多由皮毛口鼻而入，由表及里或表里同病，既可侵

[9]

素，对生物性大气污染也有一定的认识 。东汉时

害人体脏腑、经络、筋骨、肌肤，又可伤及人体阴

期，由于战争饥荒等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腐败的

阳、气血、津液；既有外感病证，又有内伤病证，

尸臭散发于空气中，成为当时大气的主要污染源，

关系到内、外、儿、妇等各科及多个系统。因此，

[10]

，并探其原因认为是

在治疗时需运用中医理论对不同的致病因素引起的

雾之伤人，多伤于人体皮腠，尤其是人体上部，可

病证进行相应的辨证论治[15]。《伤寒杂病论》中提

谓是中医学对雾霾等环境污染的初阶段认识。此

出，“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

外，中医对环境污染也有所了解，将病因基本概括

取之……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同理，中医

为六淫、疫疠、毒等 3 种。例如，《诸病源候论·瘿

养生也强调要取法于四时、人体才能健康的重要道

候》认为“诸山水黑土中，出泉流者，不可久居，

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到“清阳上天，浊

常食令人作瘿病，动气增患”。从中可以看出，古

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

人已经将情志内伤及水土等认为是瘿病的主要病

生长收藏，终而复始”，人类应当效法天地，才能

因。随着中医的现代研究，提出了新病因学说——

够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

“环境毒”，包括水毒、声毒、食毒、气毒、土毒

5 中医学与微生态学

张仲景总结为“雾伤于上”

等

[11]

人类生存的自然界不仅是由空气、阳光、土

。

壤、水等组成的大环境，同时尚有一个由细菌、病

4.2 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态医学体系
“天人相应”是《黄帝内经》生态医学思想与

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等构成的微环境。与大

智慧的高度凝练，它阐明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与人

环境相比较，微环境与人类健康也有紧密联系。因

体活动变化之间的某种联系，并以此引导人类认识

为环境污染、居民膳食结构的变化、抗生素在食物

疾病的发生发展。“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包括 2

链中的沉积以及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增长，人们对

个方面。第一，人体“小天地”与自然界“大天

健康的理解也已经由表及里，关注到人类健康的本

地”具有可以类比的结构和功能，因此可以参照自

源——体内微生态环境。当体内微生态环境的平衡

然界的变化来认识和研究人类的疾病规律；第二，

受到影响时，会严重影响到人体的健康[16]。如肠道

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人类受到自然规律的支

菌群失调引起的功能性腹泻，阴道菌群失调引起的

配，并适应着四时变化进行生命活动

[12]

。因此，生

妇科疾病，呼吸道菌群失调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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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由德国 Volker Rush 最早提出的微生态学

便、验、廉”的特点，开展中医药对环境污染所致

（microecology），是生态学从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

亚健康及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的干预研究，提出适用

[17]

。

于当代人们的干预措施，大力推广中医药的保健养

随着微生态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微生态环境对人

生方法[21]。充分表明中医药对预防和治疗与生态环

类健康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中医学理论

境变化相关的健康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弘扬

与微生态学的某些基本理论观念极为相似，具有同

中医理论和养生方法对正确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

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相互关系的生命科学

[18]

系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引起人类的共同关注。

中医把脾胃称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包括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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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拓展与创新
李明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图书馆，山东 菏泽 274611
摘要：网络新媒体环境对高校图书馆的开架服务、信息流通和服务方式等都产生了影响，高校图书
馆需要从技术、人才、管理等角度细化流通服务的构建要素，从推广电子图书、实现线上沟通互动、全
面使用媒体功能等方面拓展流通服务方式，通过主动数据分析完善服务缺失、多重端口架设拓宽信息渠
道、网络功能创新转变服务模式等对流通服务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新媒体；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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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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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irculation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der the
Network New Media Environment
LI Ming
(Library of Heze Medical College, Heze Shandong 274611, China)
Abstract: Network new media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effects on the open-shelf service, information flow
and service modes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hould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factors of circulation servic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ques, personnel and management, and then
extend circulation service modes from the aspects of e-book promotion, realization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full use of media functions. Circulation services are innovated through active data analysis to perfect services,
setting up multiple ports to broaden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network function innovation to transform service
modes.
Key words: network new media;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circulation services
网络新媒体改变了高校图书馆的流通服务模

要大量库存的支撑，而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电子图书

式，彻底摒弃了时间、空间的制约限制。新媒体环

及期刊将大大降低库存的压力，提高读物的传播效

境为用户创建了更为直接的服务渠道，实现了高校

率，降低高校图书馆的维护成本。在数据库体系的

[1]

图书馆流通服务功能的全面提升 。我国高校图书

支撑下，流通服务逐渐转变为数据服务，而未来的

馆的发展凭借着计算机网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

发展方向也是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融合的发展模

升，尽管各类图书、期刊文献、报纸杂志等流通服

式，实现了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约型高效发展[2]。

务的传统模式并没有改变，但是信息的传播和使用

1 网络新媒体环境对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影响

效率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往的流通服务需

网络新媒体环境为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带来了全
面优化，实现了良好的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了开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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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程，提升了信息流通效率，转变了流通服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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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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