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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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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象和中医同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医学的思维层面和指导实践的理、法、方、药上都带有深刻
的“意象”烙印。中医药信息学继承了中医学的思维特点和理论基础，并创新性地运用数据和信息研究中医
意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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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oth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CM thinking level, principles, treatment, prescriptions and medicine to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all have been
imprinted by "Imagery" mark profoundly. TCM Informatics inherits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CM, and innovatively uses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research the world of TCM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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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而哲学的土壤孕育了
中医学。意象就如同人体中的血液，伴随着中医一起

归纳、演绎、推理、判断和总结，最终形成一个完整
的认识。
“象”是所有物体表现于外的征象。

生长、成熟和完善。
1

“意象”起源于哲学，昌盛于美学。魏晋时期刘

意象

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意象”与审美熔铸在一起，

“意象”一词，
《辞海》是这样解释的：①表象的

开创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象理论。后来演绎和发展出来

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象

的中国传统美学一直以“意象”为标准看待世界，认

性表象。②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指主观情意和外在

为我们的世界不仅是物理的世界，而且是有生命的世

物象相融合的心象。
“意象”在中国由来已久，
《周易》

界，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人与自然界融合的世

的卦象就是一种表意的工具，这个“意”是天意，也

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清代叶燮在《原诗》中对意

即人的主观意图。天意为什么要用卦象来表述呢？《周

象做了更深一步的探讨，他认为“必有不可言之理，

易•系辞上》中是这样解释的：
“子曰：书不尽言，言

不可述之事，遇之于墨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

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

然于前者也。”
“诗之至处……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

以尽意。
”所谓天意幽深精微，用取类比像的手法才能

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

加以深刻领会和传达。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

维。”即逻辑思维不贯穿于意象中，而意象介于可说

象明意”
，偏重“意象”的思路。
“立象尽意”也就成

和不可说之间，带有鲜明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另外意

为意象说的导源。在哲学概念里，
“意”即为一个经人

象是知觉、体验式的艺术至境 。西方的意象说则是

脑思考加工的过程，它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进行整理、

在 20 世纪初才伴随着诗歌运动的产生得到了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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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对中医学的影响和意义
中医学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母体，因此无论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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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上都带有深刻的“意象”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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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医思维中的意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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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思维是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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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观察，以感悟的方式，辨证地掌握事物及其与周

点，正是这一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在生理上，以五

围环境的内在联系和运动方式，以求整体与部分达到

脏之气血概括五脏功能，如肺主呼吸之气，是强调肺

有机的融合和互动，形成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

有主司呼吸运动的生理作用；脾主血，是指脾负责运

律的抽象性结论。纵观中国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可

送血液灌溉滋养周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病理上，

以看出有几个意象性特色：

中医注重运用医者的直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首先，中医的意象性思维主要表现在注重从整体

和经验（历代医家理论）来体悟认知对象，获得研究

上认知研究对象并感悟其本质和内在联系，强调从现

对象的定性信息而非准确量化信息，比如描述症状，

象世界的动态变化过程总结出动态的辩证的客观规

“翕翕发热”、
“蒸蒸发热”、
“淅淅恶风”
、
“啬啬恶寒”

律，进而指导诊疗实践。中医的诊疗过程，实际上是

等均有发热、恶风、恶寒的意思，非准确量化信息。

主体采集客体的本体论信息后，加入主体的经验和理

第四，中医从认识上是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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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而形成认识论信息 ，基于这些认识论信息进行

以时间统摄空间。时间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之始

的诊疗过程。构建中医药知识体系的信息基本上是在

终之顺序性，因此中医无论是在养生保健还是疾病治

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认识论信息。它忽略了对

疗上，偏重于将人体的生理、病理视作依时间发展的

事物细节、部分的观察，而是基于医者的体悟，采集

自然流程。而西医是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以空间

表现于患者体外的全方位信息，结合患者所处的时

统摄时间。空间以定位为主，因此西医偏重于将人体

间、空间，即季节、环境、生活习惯等，全面地、整

分割为局部实体研究。

体地把握人体生命运行规律及所患疾病的病因、病

空间显示为“体”，时间显示为“象”。“体”指

位、病性、病势和病态。这同西医重视精密观察、严

形体、形质。“象”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动态表现。因

格逻辑推理的理性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西医倚重于

此中医为“象”科学，西医为“体”科学。中医以“象”

外部仪器检查结果，对研究对象进行从整体到部分、

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

到更微小部分的还原研究，这也就是中医同西医最大

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

的不同之处。

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

其次，中医的思维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态和辩证的

定局部，在主客互动中寻找事物的规律。意象思维不

特色。它认为天地万物分为阴、阳，任何事物都有阴

排斥对形体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

阳两部分，所谓“万物应太极”
，而阳中又包含有阴，

对“体”的认识。西医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

阴中又包含有阳。各个事物、各个太极又组成为一个

注重对形体的把握，偏重空间和相对静止，主要依靠

新层次的太极，层层推演，以至于无穷，形成自下而

分析方法、抽象方法，将对象分为现象和本质、个别

上、自上而下的立体体系，犹如宏观、中观、微观的

和一般，将事物整体归结为局部构成以分析，把复杂

宇宙到粒子的体系一般。它具有生命的物理的运动观

性还原为简单性 。因此就人体而言，西医的人就是

和意象性思维方式，通常采取比类取象和体悟的方

指本身的整体，是“形而下”的整体；而中医的人是

法，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把握。如中医用五行取类比象

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生存着的整体的人，是

代表五脏，五行之间为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即金
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同时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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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的整体，其整体意义更为广泛。
2.2 中医理论中的意象性

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循序相

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意象不是

成，相克制约，构成一个完整而紧密的生命环形。同

外界物理对象的机械复制，而是对其总体结构特征的

时阴阳圆融变动，互相包容，效法宇宙体系的运动不

主动把握” 。中医的藏象理论就具有明显的意象特

息，层层演化，达到一种运动中的平衡。因此中医是

色。
“藏”为人体内脏，
“象”即为五个生理病理系统

将世界看作一个“天人合一”的有机的运动整体。

的外在现象和比象，如“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

第三，中医的思维具有明显的直观特点。直观指
人的感受器官在与事物的直接接触中产生的感觉、知
觉和表象等的反映形式。它不经过中间环节，是对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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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
（
《素问•注释汇粹》）
。
藏象学说虽以人体组织形态解剖为基础，但重用

观事物直接的、生动的反映” 。中医学对采集的生

不重体，重意不重形，即重点不在这些组织器官的形

命和疾病的信息直接生动有余、准确深刻不足的特

态结构上，而是在其功能作用上。中医学的脏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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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人体结构位置并不吻合，如“肝生于左，肺藏

律。人体在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就会有春生、夏

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

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等相应的适应性变化。如春

（《素问•刺禁》），但正如《素问•五藏生成》中所说：

夏阳气发泄，气血容易趋向于体表，表现为皮肤松弛、

“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

腠理开汗多；而秋冬季阳气收藏，气血容易趋向于里，

微诊，可以目察。”中医正是通过对五脏之“象”的

表现为皮肤致密、少汗多尿。其次脉象也有春弦、夏

目察、类推和意识，将人体脏腑形体官窍等构成一个

洪、秋浮、冬沉的不同。另外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

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再用脏腑藏精、精化

和变化也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如春季常见温病，夏

为气、气分阴阳、阴阳二气动静协调的理论，建立起

季多发中暑，秋季常见燥症，冬季多有伤寒。

一个以脏腑机能为主的广泛联系的生命系统。
中医的整体观尤其重视脏腑之间功能的联系。如

人体的生命运动还与昼夜晨昏的变化相适应。白
昼为阳，夜晚为阴，人体也是早晨阳气初生，中午阳

脾肺之间并无经络连属，但“饮入于胃，游溢精气，

气隆盛，到了夜晚则阳气内敛，便于人体休息，恢复

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
（《素问•经脉别论》）
，

精力。许多疾病的发病时间及死亡时间也是有一定规

脾将饮食精微物质运化上输至肺，从功能上实现了土

律的。研究表明，五脏衰竭所致死亡的高峰时间在下

生金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脏腑之间通过气血津液的

半夜至黎明前；春夏季节急性心肌梗塞多发生在子时

运行以及经络的传输，联系成一个功能上相互为用、

至巳时，而秋冬季，该病的发作多在午时至亥时。此

代谢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的有机运动整体。

外，根据观察，人的脉搏、体温、耗氧量、二氧化碳

而中医学借助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意象思维和原理，将

释放量、激素分泌等，都具有 24 小时的节律变化。

其在医疗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和通过观察而获得

根据中医运气学说，气候有十二年和六十年的周

的大量感性资料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形成了中医学

期性变化，因而人体的发病也受其影响。近年来，科

理论体系。

学家们发现这种十二年或六十年的变化规律与太阳

2.3 中医药信息学与中医意象世界

黑子活动周期（11 年或 12 年）有关。太阳黑子的活

中医药信息学作为中医学的二级学科，继承了中
医学的思维特色和理论特点，并创新性地运用数据和

动会使太阳光辐射产生周期性变化，并强烈干扰地
磁，改变气候，从而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影响。

信息等研究构建一个统一意识的中医意象世界。所谓

地域的差异使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也有

意象世界，是通过人的认识将客观世界折射出来的意

很大不同。如江南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疏松；北方多

识形态世界。它以人的主观意念、想象、经验和认识

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因此每个地区有其特有的地

为准绳。每个人的认识不同，其领悟出的意象世界就

方病，甚至不同地区人们的平均寿命也有很大的差

有可能不同。而中医意象世界则是基于中医药信息，

别。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医家就对此有所认识，

借助计算机技术，运用数据、信息、知识等在 IT 空

在《素问》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如《素

间研究建立出一个可全方位直观的、有逻辑性的中医

问•五常政大论》说：
“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

整体“认识”的展现。

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

2.3.1

中医药信息是意象世界的基本要素

中医信

天道地理。”

息，是在中医实践过程中，主体感知在开放环境中对

同样，中药信息也是认识论信息。在认识中药药

客体变化过程中内外关系整合生成的综合状态后，用

性的过程中，在观察中药表面特征的同时，医者用“尝

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其变化及变化方式进行认识，获

百草”的方式体验中药的物理特性，用药物的具体形

得包含经验在内的认识论信息。这种认识论信息不如

态、生长趋势、生长环境和时间，以及在医疗实践中

本体论信息量大，但优势在于全面，能够整体考虑患

体验到的中药疗效等方面，认识中药的性味归经以及

者自身的各种因素，包括心理因素（七情）、生活习

主治功效，最终形成中药的知识体系。如《本草纲目》

惯（饮食起居）
、体质因素（痰湿、瘀血等体质）等，

云：“丝瓜老者，经络贯串，房革连属，故能同人脉

以及患者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如气候因素（寒热燥湿）、

络脏腑，而祛风解毒，消肿化痰，祛痛杀虫及治诸血

地理因素等。

病也。”是根据药物的形状来推求其临床功效。又如

人体的生命活动与季节气候相适应，春温、夏热、 《汤液本草•用药法象》云：“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长夏湿、秋燥、冬寒表示了一年中气候变化的一般规

皆象于天。”古代医家认为寒、热、温、凉四气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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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四气，而中药禀受于天之春、夏、秋、冬四时之气，

有余，补其不足”，即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

取象不同，则药性有别。

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医学对于疾病

中医药信息是构成中医意象世界的基础，也是中

的治疗，在于纠正失“中和”的无序状态，使其达到

医意象世界的唯一存在的主体。这种以体验信息为要

“中和”有序。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阴阳五行学

素，将中医药理论知识体系如脏腑体系、经络体系，

说、辨证论治思想、生命观、发病观、对病和“证”

以及天地人的三位一体整体还原出来的意识世界，就

的治疗等，无一不是以达到中和平衡为准。

是中医意象世界。在意象世界中，中医学通过体验信

中医与西医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大相径庭。西医

息发现失衡与不和谐（证候），通过调节（药物或非

是以各种物理检查指标达到正常标准认为是人体恢复

药物治疗）创造平衡与和谐（疗效）；而这种在意象

健康状态；而在中医学看来，无论生理状态还是病理

世界中发生和变化的事物仅仅是体验信息；同样在意

状态，人体自身能够达到平衡或相对平衡就是最好的

象世界中，中药学通过观察、品尝和感悟（体验）发

状态，比如“带瘤生存”
。同时人与自然界不是分裂而

现中药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通过人体状态的改变，

是和谐的，这种平衡与和谐就是中医学所追求的境界，

发现药物相互作用（配伍）形成的方剂所具有的增效

是人的本然状态。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医学之中，真就

减毒整体功效，这些发现都是体验信息在意象世界中

是自然，这个自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自然界，而是

呈现的真实。

存在的本来面貌。这个自然，这个存在的本来面貌在

中医意象世界游离于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类
似于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区别于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

中医学中就是人体的平衡及其与所处环境的和谐。
中医意象世界是对“物”的实体性的超越，也是

观念世界。中医药信息学正努力建设和完善这个统一的

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的超越，同时它又是复归，

意象世界，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也可以避免以往个人领

通过体验信息，回复自然（真实）
，正是在这个意象世

悟的意象世界的个体性、片面性和单维度模式。

界中，中医学构建了一个充满人体平衡及其与自然和

2.3.2

谐的状态，使人体的心身达到了最佳的健康状态。

中医临床疗效也属于意象世界

中医药信息

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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