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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科学的哲学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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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中医科学性认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包括：中医是哲学还是医学，中医是文化还
是科学，中医的思维逻辑严密吗，中医是另类科学吗，中医是多元复杂的一个混合形态吗，标本兼治唯有中医吗，
中医的知识运动规律科学吗，中医的文化基础整体见长、还原见短吗？文章认为，只有辩证地认识中医，才能发展
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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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Quest on the Sc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ng Songjun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85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scientific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 whe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longs to philosophy or medicine, culture or
science, whether it has strict logical thoughts, whether it is an alternative science, whether it is a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mixture,
whether it is the single treatment for both principal and secondary aspects of disease, whether its moving pattern of knowledge is
scientific and whether its cultural foundation is rich in holism but poor in reductionism. The author holds the idea that only by
recogn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lectically, can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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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哲学还是医学？

乎更符合中医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哲学与科学是有别的。治病离不开哲学，但哲学治不了病，
治病还得靠医学。
“我们问‘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并
且能给这些问题以明确的答案，那么某一学科的对象就明确，

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给人治病需要不需要哲学思想”，
而是“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医学哲学并不等于它就是医
学科学。这样，就将“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从医学领域推
到了医学哲学的层面。

它的研究领域随之也就划定。结果就是，这一学科也就逐渐地

在医学哲学这个层面上，辩论的问题成为“医学哲学是什

脱离了哲学，获得了独立性。这样一些能够获得明确答案的学

么？难道医学哲学就不是科学吗？”这就需要回答科学和哲学

科被人们称之为科学。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包括物理学、

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这一问题又升级成了科学哲学层次的问

逻辑学和伦理学，可以说在当时哲学几乎涵盖了知识的所有领

题。

域。但在往后的发展中，获得了确切答案的学科纷纷地独立于

在科学哲学层次，争论就变成了“谁说中医不是科学，那

哲学。科学在历史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哲学的地盘却在不断缩

是你在所谓的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科学定义有问题”，于

小。
”

[1]

这段话表明，哲学是科学产生的基础，没有哲学就没有科
学；同时也说明，科学是哲学领域里成熟的知识形式。科学脱
胎于哲学，成熟于哲学。以此推论，那么中医学是哲学还是科

是争论仍然没能解决，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到底什么才是科
学”，问题又升级为哲学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争论最终的
症结还是科学观的问题。
不少坚持“中医是科学”者会提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

学？如果说是哲学，那等于说它还是停留在哲学阶段的、还不

唯一标准”
（在哲学范畴，
“实践”与“认识”才是相对概念），

成熟的科学。既然是哲学，可以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

“中医治疗有实际效果，所以它就是科学的”
。那这就不是“秀

可以武装头脑，但并非一种实用工具。要将其发展至实用工具，

才”而是“兵”的论理方式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此“实

必须是科学，而不仅是哲学。用“形上科学”来解释中医学实

践”仅仅是自我主观感觉，而非真正的实践、实验、实证；二

际是将中医学哲学化、抽象化，是将中医学的起源思想化。事

是“疗效”，那没有严格对照的治疗、没有严格标准的方药、

实上，中医学是一门缘于实践而非缘于思想的经验之学，这似

没有严格指标的效果、没有严格监察的毒副作用，凭什么说疗
效？总还是有些让人难以信服。因此，应该透过中医的哲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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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揭示其医学内涵。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中医、发扬中医、
发展中医。
《黄帝内经》是一部哲学巨著。即使将其置于世界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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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人类哲学史上，也不失其华。与其说《黄帝内经》是一本

看一下中医文献，几乎俯拾皆是。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

医病之书，不如说是一本医人之书或医世之书更为恰当。但是，

方面是说明中医还在发展，并不僵化，有发展就有希望，这是

哲学思想伟大并不等于医学理论科学，方法正确，技术准确，

好的一面；另一方面说明中医自《黄帝内经》始，如此讹变、

实践有效，效果良好。医世之良策，未必是医病之良方。所针

嬗化，不仅使其取信于现代人存在困难，而且对中医教育与人

[2]

对的目标客体的质不同，尽管“道”相通，毕竟“理”不同 。
仝晓林教授认为，“《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经典，提供的

才培养带来了不利影响。相应地，来自中医外部的争议，其一
是质疑中医自身的讹变和嬗化，认为中医的理论是循环论证，

是一种中医的哲学思想方法；《伤寒论》作为中医经典，提供

存在逻辑悖论，虽自圆其说，但模棱两可。其二，也是最重要

的是一种基于长期、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治疗原则。”这

的差异，在于自然哲学思想方法上的截然不同。现代医学要求

种解释比某些视经典为教条，以至迷信经典的中医学者的论

以概念精准、表达精确为论述原理的基础，反对概念模糊、隐

述，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

晦、含蓄，即能够使人明白“然”
（状况）和“所以然”
（为什

2

么是这样）。虽然现代科学也存在如模糊数学、灰色系统、黑

中医是文化还是科学？
科学总是告别过去而面向未来，乃人类科学社会之普识。

试想，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而“中医的真正水平、制高点在
[3]

箱理论、复杂科学、混沌理论等科学研究领域，但是这些看似
无序的科学研究问题都有明确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表述，是一种

古代典籍” ，既然都已经是过去时，它还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看似无序的有序，是一种可让人明白和理解、既可以意会也可

竞争力，还会充满希望吗？

以言传而不失真的表述，只是其研究对象具有模糊性，而其学

现代医学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致离开临床 3 年就几乎难以

科领域、概念、原理等自身是清晰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再胜任；而中医即使搁置 300 年也不影响你再就业（因为经典

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要承认并坦然接受这种文化差异的历史性

还是经典）。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到底是为什么？科学是不

和现实性。中医的哲学思想不仅包涵自然哲学，而且包涵大量

可能具备这样的功能的，惟独文化才可能如此。

的社会哲学，这正是其难辨之处 。

如果将中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待，继续强调必须原汁原

[2]

4

中医是另类科学吗？

味地保持中医自身的中国乡土“特色”，走自我发展的道路，

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只可能造成认识世界途径的多样性，并

这样做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要坚定地坚持中医是科学并

非必然导致作为认识结果的科学的多元性。全世界只有一个物

以此治病救人，那现代社会就必然要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审视

理学，并没有东方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

它，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去规范它，又怎么可能允许中医走自我
[2]

任何一门学科必须有其特定的研究内涵，并与其它学科之

发展的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的自由主义僻径 ！

间有较明确的区别；必须有其自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中医学

3

应如何确立自身的研究方法体系，确实是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

中医的思维逻辑严密吗？
不论中医如何强调其自身的特殊性或哲学思想的正确性，

论的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毫无疑问，这是中医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医到底起源于思想，还是起源于实践经

必须研究解决并明确回答的重要基础性问题之一。能否构建起

验？不论起源于思想，还是起源于实践，谁能回答清楚，为什

中医学特定的研究方法，所构建的研究方法是否必须符合现代

么“五行”只总结归纳到“金、木、水、火、土”
，而没有“光”

自然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科学哲

和“气”？谁都知道，没有阳光和空气，什么东西也不生长。

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中医学是永远地自成体系，还是在科学

没有生，还谈什么“相生相克”。这同样也是常识，也是古人

哲学层面与现代医学融会的问题。

能识并已识的常识。谁又能回答清楚，为什么“六邪”是“风、

以现代实验科学的实证思想，来评价中医这一更近于抽象

寒、暑、湿、燥、火”，而不是“声”、“光”、“电”？如果是

思维科学和实践经验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有点像“秀才

完全归纳，为什么不包括它们？如果是不完全归纳，那又根据

遇到兵”，文题不对武道，找不到共同对话的基础。现代科学

什么舍去它们？既然说中医学是形上之学，那应该至少在形上

浩浩荡荡，已成主流。科学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理。科学

的哲学层次回答清楚其哲学的基本逻辑问题。

精神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唯真理是从。但通往科学和真理的道

《黄帝内经》中用了大量类比的思想和方法来说明问题。

路可能有多条，是谓殊途同归。不幸的是，科学哲学总是在更

比较之基础是同类同质。类比之基础是同类不同质，其结果是

多的时候站在中医的对面。“科学革命是一场革命，带来了一

或然。普遍联系并不等于必然联系。或然性也不等于必然性。

种崭新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在于

《黄帝内经》的叙述，始于“然”
，发论至“使然”
，未论

它离开经验越来越远，不再依靠经验来得到论证，甚至于最终

“所以然”
。先有“阴阳”
、
“气”、
“肾”、
“脉”、
“脏”等名（科

是否合乎经验也不再作为判定正误的标准” 。中医不甚符合

学哲学之“概念”
）
，但缺乏科学哲学之“将事实概念化”的过

以严格的实验实证和严密的数理逻辑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科学

程。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之后人对早期医古文的各自读解，才

哲学大趋势。

[4]

会有后世各种不同的理解、解释、意会，甚至曲解，乃至中医

虽然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实验科学家们在批判中医时采

内部的门派林立、学说纷争、莫衷一是，而均言必尊从和师源

取的态度和言辞过于激烈，但是，他们以现代自然科学哲学的

于《黄帝内经》
。如关于“经络”的实质，解释、说法、推论、

思想方法来看待中医，并无不妥。中医不应该、也完全没必要

猜测等五花八门。诸如此类的中医内部的歧见和相左，只要粗

以“道”不同为由，而拒绝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者和现代医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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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的质疑，给人以“见不得外人”之嫌！好像害怕中医被作

心的致病原因是“外感风寒”还是“外感暑热”，不关心是链

为“科学”或“真理”接受检验似的。现代生命科学家们也不

球菌还是冠状病毒；中医关心的病理变化是“虚证”还是“实

必因为抓住中医的一事一例的小把柄，就大呼小叫“迷信”、

证”
，是在“卫气”还是“营血”的“外邪侵袭”的深浅程度，

“伪科学”。因为这一事一例本身未必就代表真正的中医，所

不关心气管、支气管还是肺的炎症、水肿还是化脓。因而，中

谓现代医学或者生命科学同样未必就是终极真理。

医治病的重点是固本培元的思想，治本的意思是使人体重新恢

5

复阴阳平衡状态。

中医是多元复杂的一个混合形态吗？
谢松龄先生认为“无论用科学还是迷信、封建来评价中医

现代医学所谓的治标治本，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范畴下的

药都不恰当”
，
“中国文化并无精神、物质、科学、宗教的截然

标和本的概念。现代医学的“本”的概念更着重强调了疾病的

[5]

分野” ，较为公允。

根本原因。这个“本”在很大程度上以及在通常频度上，是指

中医之“中”，不仅是中国之“中”，也是中庸之“中”，
即“用中”
，即“平衡”
。

疾病的真正起动因素或者说致病因子。如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微
生物，内分泌疾病的激素分泌异常，肿瘤等增生性疾病的准确

中国古代人文与天文是统一的、难以完全分割的，因而，

定位定性等。现代医学所谓“治本”，就是解除导致疾病的最

也是模糊的。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的“天”，便是天

根本的原因，杀灭治病微生物、剔除致病基因、封闭疾病的始

文之“天”
；而“天理难容”之“天理”
，实非天之理，而是人

动机制等都是治本，从致病机制、原发病灶等根本上解决问题，

之情；“天诛地灭”，实非天诛之，而是人诛之；“替天行道”

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所行乃“人道”而非“天道”
；
“均天下”实则均人间；
“天平”

由此可见，中医之“本”与现代医学之“本”是两个并不

实则人平；“天知道”，实则无人知道；“无法无天”之天，实

相同的概念范畴，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哪一种治本方法好，哪一

则公众道德……如此等等。

种治本方法不好。但是，中医坚持者们并不能以此攻击现代医

中医之治疗，源于“道法自然”的思想。即，治疗之道乃

学“只见病不见人”，“不以人为本”。现代医学也同样是非常

效法于自然之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人法地，地法

强调以人为本的，否则，能量合剂、营养膳食、免疫增强、营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中国古代先贤创建的朴素哲学思想。

养支持疗法是什么？暗示疗法和安慰剂等精神疗法是什么？

即，人的生命形成、疾病发生发展等，生、老、病、死，都与

七分治疗三分护理、心理护理、人文关怀是什么？预防接种、

地球的运动和变化紧密相关；而地球的运动和变化（地文）则

改水改厕、食品安全、营养卫生、劳动卫生、环境卫生等现代

受天体运动和变化（天文）的影响；天体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存

预防医学又是什么？

在一定的规律（道）；而这个规律（道）就是自然而使然。这

因此，中医所谓的“本”实乃模糊的“本”，而现代医学
[2]

种对于人类生命起源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认识的思想方

所谓的“本”乃清晰的“本” 。

法，至今仍不失其科学精神和思想智慧。中医治疗的“平衡”

7

思想、
“调理”思想、
“养生”思想、
“治未病”思想、
“药食同
源”思想等，都是极具科学性的光辉思想。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
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诲言有迷信成分（知
[2]

中医的知识运动规律科学吗？
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往往是遵循基本相同的规

律，即从发现事实开始，然后依次将事实概念化、概念原理化、
原理科学化、科学系统化、系统理论化，最后成为一门科学、
系统、理论化的，可被科学共同体普遍理解和广泛接受的独立

而信是信，不知而信是迷） 。

学科。同时，伴随这一学科的诞生、发展、成熟，其思想、理

6

论、方法、技术、实践、结果、效益等体系也得以逐步建立、

标本兼治、唯有中医吗？
中医和现代医学在对“标”的认识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主要是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体征等，但是，两者对“本”
的理解并不一致。
“中医治病的思想方法，是以人为本的治病方法”。这种

补充、完善。
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也有与上述基本的知识运动规律反
向的情形发生。例如，科学假说往往是首先提出假说，然后再
寻求实践验证，去证实或者证伪假说。但是，科学假说强调“科

表述并无不妥，但不应该具有排他性，即并不能因此而认为，

学”性前提，而非任意性，即科学假说必须是基于已有科学事

只有中医才是以人为本的治病方法。

实、科学原理、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通过比较、类比、外推、

中医所谓的治标治本，是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下的标和本的
概念。标乃表象，本乃实质；本是固有的，标乃派生的；本是
相对稳定的，标是相对动态的。中医之“本”实质上是指人体
之所谓“真气”、“元气”，是指人体内“阴阳”的平衡状态，

归纳、演绎、综合等科学逻辑分析和推理；科学假说强调其必
须接受而不能拒绝科学实践的验证和检验。
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科学从蒙昧逐步走向清晰，不断进步、
不断成熟。科学不断告别过去。

或者说稳态、亚稳态。因此，中医所说的“中医治疗是以人为

学习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时候，基本都遵循由浅入深、由

本”不无道理。中医问病和诊治的焦点是“人”整体，是将人

简单到复杂的顺序，通常都是基本按照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脉

体作为一个灰色系统来进行诊察，所以才有“望闻问切”的探

络学习，也基本上是重温这一学科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史。从基

寻人体这个灰色整体的外显、可量度信息的诊病策略，这种策

本事实，到基本概念，再到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原理，如此逐

略不可否认是模糊的、粗略的。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例，中医关

步深入、系统。现代医学的学习过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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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学习过程则大不同。中医的学习不是从先事实、
再概念、再原理等起步，而是从意会式的概念、抽象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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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之前，就断然中医不是科学。
在“哲理”层面，中医的确有其独到的朴素自然哲理和社

圣 贤 们 的 经 典 等 起 步 。“ 阴 ”、“ 阳 ”、“ 肾 ”、“ 脘 ”、“ 三

会哲理；在“医理”层面，中医也有其朴素的模糊医理；在“数

焦”……都需要你有高度的抽象领悟力，即悟性；
“泥丸”
、
“百

理”层面，中医缺乏足以说服现代公众的严密的数理逻辑；在

会”、“风池”、“地仓”……都是怎么发现的？都是谁提出来

“生理”层面，中医更缺乏足以使现代公众明白的生理清晰。

的？为什么在这不在那？它们的实践基础和发现过程是什

但是，需要特别说明，中医在“医理”
、
“数理”和“生理”层

么？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学生开始学习中医时，发现思维方

面与现代医学相比模糊、粗疏或不严密、不清晰，但不能因此

式需要转变，不仅与绝大多数其他大学的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

而否定中医本体实质上可能蕴藏和蕴含的科学性成分。未能被

不同，而且也不同于他们在中学阶段学习物理学、化学、生物

证实，并不等于被证伪。

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这种反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

即使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的朴素自然哲理和

习和认识的“格物致知”进程。这是其与现代医学在知识运动

“人”性化的朴素医理，仍然是医学所必须和应该充分强调的。

方向和规律上的差异。正因为存在这种差异，所以中医的科学

中医的哲理和医理中的科学成分，对于过度倾向还原而疏于综

性、思想、理论、概念、教育方式是否需要进行现代化诠释等

合的现代医学的确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补充作用（但是必须说

许多问题的争论也就难免。

明，现代医学也并非完全缺乏综合，而是还要更加强调）
。

文学、艺术，鼓励创见，宽容评论和批评，期望通过批评

中国古代医药先贤们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向导繁荣；科学、技术，鼓励创新，倡导质疑和争鸣，期望通

经验，中医的模糊医理，很可能有其合理的内涵和科学的成分，

过批评而向导真理；宗教崇拜经典，敬仰圣贤，反对质疑，维

但是不能无理性分析地纯感性崇拜。一方面，其“整体性”特

护权威。

征和“模糊性”特征并非完全出于中国古代先贤对医学的主观

循自然科学发展过程特征的知识运动规律，显然与中医学
[2]

取向，更大程度的原因是受到当时认识水平的客观限制，不宜

的知识运动规律不甚符合 。

作为过度宣扬和夸耀的优势。就像仅有古代粗略的宇观的天文

8

观测，而缺乏量子物理学，不可能走向物质科学的统一一样。

中医的文化基础整体见长、还原见短吗？
在人文层面，我们从中华科学文明中所能寻找到的类似屈

另一方面，也不宜错位地用中医的“模糊性”去与现代医学的

原的《天问》之类的科学人文思想的杰作极为罕见，不用说与

还原性相比，而用中医的“整体性”去与现代医学的清晰性相

代表人类科学文明的哲学思想起源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

比。也就是说，当现代医学说其自身的清晰生理、生化、病原、

图、亚里士多德、泰勒斯等相比，所以整体性几乎无从谈起。

病理等机制时，中医往往不是以其病证、病机的模糊性来相较

在科学层面，以易（体）、道（用）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朴

量，而是强调中医自身的整体性，这在比较的逻辑上是错位的。

素自然哲学，的确极具整体性特征，但是，这种整体性长期以

同样，当现代医学强调其自身的基于还原论的局部认识的清晰

来一直是模糊的、粗约的，这种所谓整体性思维或者说整体性

化基础上的人体系统调控时，中医往往又以人体的结构与功能

“科学”
，与现代科学所谓的系统论或者系统科学也完全不同。

的复杂性不可穷究为由，而以模糊性来与之相较量，比较的逻

在技术层面，中华科学文明并不缺乏分科之“学”或“术”
，
如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以《天工开物》为代表的中
华农耕文明的若干技术方法、技术工具和技术应用。
在工程层面，中华科学文明就更不缺乏分科之“学”或“术”
的巨大工程成就，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万里长城军事防御工程、
秦始皇陵墓建筑工程、京杭大运河交通工程等。
因此，给中华科学文明硬性地判断其是“整体性见长，分

辑同样是错位的。
受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传统历史文化因
素的影响，中医的数理逻辑，无论是表意之象、还是表象之意，
都缺乏结构的可视、量度的精准、表述的清晰，因而大大地影
响了其被现代公众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中医确实是块“宝”
。
“宝”在其思想的智慧、深奥的哲理、
历久的医史、独特的文化、丰厚的实践、顽强的生命。“宝”

科之学、还原性科学见短”
，仍属主观意向性判断，没有根据，

是“宝”，但并非哪儿都好，问题还很不少。中医必须发展，

不足采信。

在发展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

杨学鹏先生认为，“收敛性思维是中医发展缓慢的深层次

目前中医中有些事实现象还难以解释，不少概念还缺乏精

原因。迫切需要提倡发散性思维。”我不知道我们的中医先贤

准和清晰，不少原理还非常附会和牵强，病机和治疗的科学性

们创建中医的过程是不是属于发散性思维，我想应该是的！因

还有待争鸣和认识。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证实”

为创建中医的过程并非模仿学习的过程。这恰恰反证了中国古

中医科学性的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证伪”

代先贤们并非习惯于收敛性思维。那么，我们国人从什么时候

中医科学性的方法。因此，现在就断言“中医不是科学”也同

[2]

起，丢失了发散性思维而变成收敛性思维了呢 ？

样过于武断，同样缺乏科学精神，不是科学的态度，也同样为

9

科学精神所不容。

辩证地认识中医，才能发展中医
在中医科学性问题的辩证上，既不要抱着强烈的中医情

科学是开放的，不惧怕检验，更需要争鸣。因此，在科学

结，在中医的科学性尚未得到实证之前，就断言中医是科学；

精神面前，“中医是不是科学”的结果本身远不如科学争鸣的

也不要带着武断的“西医”偏激，在中医的科学性尚未能被证

过程重要。能否持开放的态度、坦然地接受检验和争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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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的试金石。科学精神比标签一个客体是否是科学更重

医药的生存，当然也就影响其发展。但是，从文化层面上看，

要。

无论中医药的科学性争鸣结果如何，丝毫不影响中医药的文化
中医药的科学性争鸣，要坚持开放的、包容的、科学的态

价值。中医药作为一种文化，必须、也必将很好地保存下去。
[2]

度。持否定意见者，不应该、也没必要思想上强烈排斥，理论

这是所有中华民族子孙的历史责任 。

上全盘否定，言辞上水火不容，行动上赶尽杀绝，认识上彻底

中医的科学性，还没有定论。

绝望。持肯定意见者，不应该、也没必要用感情代替理性，用

中医的科学性论争，还需要时间。

文化解释科学，用玄论循环论证，用抽象自圆其说，视经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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