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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争鸣的哲学忧思
王松俊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究所，北京 100850
摘要：本文对目前中医科学性争鸣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并对争鸣中的非科学现象表示
忧虑，提出中医理论的存亡是否真的关系到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如何看待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存在的合理性是否等同于内涵的科学性，
“科学人”应该不说套话、大话，中医是否科学不是由谁说了算的，
批评中医与爱国主义是否对立等问题。文章认为，中医科学性争鸣的过程重于结果，科学争鸣既需要批判精
神，也需要包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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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ending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orted som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relevant problems in rec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ntending as well as some worries on the non-scientific phenomena among contending.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hether the survival of TCM theory is related to that of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whether TCM is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culture; whether the rationality of existence is equivalent
to scientific aspect of connotation; whether “scientific human beings” can just tell the truth rather than formulae or
boast; who decides whether TCM is science or not; whether criticism to TCM contradicts with patriotis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contending lies in the course instead of outcomes and the scientific
contending requires both critical and tolerant spiri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ilosophy; contending
中医存废之争的历史和现状中“饭碗”
、
“政治问
题”
、
“非学术因素”甚至“互相谩骂”等百味百态，
使得辩证中医者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接受这些不该发
生、却又会实际发生的事情。

1

中医理论的存亡是否真的关系到中国文化根本精

神的存亡
有哲学家说：
“所以中医理论的存亡，实际上也
涉及到了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如果能够把中医

历史学者看中医，当然会用历史的时间概念去

的理论重新确立起来，让大家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合理

度量；文化人看中医，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的

性——虽然它不一定符合现在所谓的科学概念，但它

评价尺度；而民族主义者看中医，则难免会带有更

本身是科学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也

多的民族感情色彩；科学主义者看中医，当然会带
[1]

有科学的理性特征 。中医并不需要同情，科学也
不相信眼泪。口号没有用；名人所言也不足为凭；
文化学者的感性褒扬并非是科学论证；“指示”更
不能视为科学鉴定。中医科学性的争鸣需要的是科
学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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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恢复、确立起来。因此，复兴中医，也是复兴中
[2]

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这已经将中医上
升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的高度，谁还敢辩论？
难道想怀疑“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不成？对中医并
未作任何科学探讨，就斩钉截铁地宣布“它本身是科
学的”，那还用得着辩论吗？这种既缺乏严密逻辑、
又没有严格论证的武断，不是哲学家的思辨逻辑，更
不是科学家的论证方式。其在哲学层面存在至少两个
方面的错误。一是将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泛化并取代了

战略，科研管理，医学科技情报。E-mail: wangsjamms@

自然科学哲学。客观地说，现代医学模式已经决定了

sohu.com

医学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之间，既不是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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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科学，更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但是，并不能

主流，不仅养育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而且至今仍然

因此说，社会科学的哲学思想方法适用于指导，甚至

奉献于中华子孙。

评价医学的一切问题。医学在生理层面的绝大多数问

“否定中医就是否定中华文明”的论断，难免有

题，都是自然科学问题；在生理-心理层面，部分是

感情用事之嫌，不是理性的言辩，过于无限上纲上线，

自然科学问题，部分是社会科学问题；在心理-社会

不足以服众，更不足取。

层面，则是社会科学问题。二是视东西方自然科学哲

3

学为对立，而不是统一。动辄以“你们不懂黄老哲学”
、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等拒人

存在的合理性是否等同于内涵的科学性
社会学者所谓的“存在就是合理”只能说明事物

存在有其社会需求或者生存土壤。但是，事物存在的

于千里之外。其实，中医本身就是强调对立统一的，

合理性并不等于其自身内涵的科学性。对中医怀有纯

为什么在这方面就不能有大一统的胸怀和勇气呢？

洁而崇高感情的老中医们，以及中医传统世家的传人

辩证中医，需要理性地讨论，不需要武断地定论。

们，他们对中医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热情甚至生命，誓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几千年医学历史的源

死捍卫中医，这种保护传统文化的精神可歌可泣，令

远流长，而且有经史子集、农工商兵、天文地理的博

人敬仰，值得尊重。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精神是可

大精深，更有诗词歌赋、衣食住行、世俗民风的丰富

嘉的，动机是纯洁的，愿望是善良的，意志是坚定的，

多彩。从天文、历算、兵法、宗教，到戏曲、书法、

行动是自觉的。但是，中医的科学论战需要以“论”

茶文化、酒历史、词牌名、民歌谣，真可谓样样特色、

为战，重要的是科学根据和理性，用科学理论和科学

件件精彩、行行辉煌。

事实说话，以科学论证为手段，以走向真理为目标，

中医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由中医看中国

而不是以某卫生官员被免职为指标，也不是以领袖人

传统文化是“由器入道”、
“以艺显道”
。即使说阴阳

物的指示为标准。中医论战的焦点是中医的科学性，

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一，中国的文化学者们也已经证

需要参照其背景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但是，不要

明了并非中医造就阴阳，而是以阴阳来统摄中医。因

与文化性混为一谈，也不要与社会性混为一谈，更不

此，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是“道”
，中医是“器”

能与政治混为一谈。

或“艺”
；中国传统文化是“源”
，中医是“流”
。

4

“科学人”不说套话、大话

“否定中医，就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

科学人说话，最好用严谨的科学理论、严格的科

言重了。
“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就是否定中国传统文

学事实、严密的科学逻辑来说话，而不是说一些凭空

化”的话语，上纲了。

的套话。虽然有些“套话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套”，

2 如何看待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但是“大家都这么说”并不能因此就证明其正确。科
[3]

有中医坚持者说“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
这样的话，即使是爱国的同胞们，恐怕也都难以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训诂——“过犹不及”啊！

学人应该跟真理而不是跟风。
有主管科学研究的官员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
家相比人口众多，所以中医药的贡献便自然而然地功

任何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都有不可忽略的贡献。传

不可没。”那么，请问，中国农村人口远比城市人口

统文化对文明的最基本、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的贡

多，是不是可以佐证中国农村的中医药就比城市发

献是文字。文字是文明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承载体。

达、更加功不可没呢？其实不是，哪一所中医院也不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最基本、最主要承载体，是中

在村子里，至少在县城，大城市更多。印度人口紧随

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中华文明为人类

中国之后，而且人口还在快速增加，是不是足以证明

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是人类文明中一朵奇葩，

印度的传统医药贡献更为巨大呢？该官员还说到，

而且至今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这些都已经成为人
类社会的共识，不容置疑。
中医只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中

“中国人均医药费支出不多，但平均寿命却已大大延
长，这便是中医药的贡献。”那么，请问，世界上包
括中国在内都有不少长寿村庄，既没有医药费支出，

华文明是“源”
，那么，中医就是“流”
，而且仅仅是

也没有中医药，是不是也足以佐证中医药功不可没

“流”，还算不上是“主流”
。中华传统文化中，尤其

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这种推断、臆测，既缺乏

是对于农耕文明的天文、气象的深刻认识和经验累
积，以及天工开物般的技术发明等，才是中华文明之

科学根据，也缺乏严密逻辑。
有若干位“科学家”在文章中称中医学“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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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数千年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亦大有

验本身并非科学。有效性不等于科学性。

“模糊”
“主观”
“粗略”
“定性”
，而非“清晰”
“客观”
“精确”
“定量”的“通用”套话之嫌。
“中医药学历

神话与历史事实是有严格的区别的。民间故事与
历史是没有对应关系和必然联系的。

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其存在的科学价值”
，这种套
话既缺乏必然逻辑，也并无科学根据。
当然，对于任何一位身居要职或者身份显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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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
严重不足。中药组方的“君、臣、佐、使”，虽然其
实质是借以表示组方用药的主次关系，但是此类比附

发表与中医药相关的言论时难免谨小慎微；说几句客套

仍然带有浓重的“天地君”
、
“君神权授”等封建统治

话不仅是“传统套路”
，何况还有“前车之鉴”
。可以感

的政治思想。其所谓“君主”“神明”之类，显然有

情上理解，行动上默认，但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仿效。

悖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因此，中医遭到“落后文

空话、假话、套话，有时候说的人多了，也便成
了“像真话”
。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套话也害人啊！害

化”的攻击也就不足为怪。但是，因其“落后文化”
之形而否定其朴素哲学之实，也同样不足取。

你因说真话被孤立，害你因说真话犯众怒，害你因说

研究中医，不仅需要有历史发展的观念，还应将

真话遭攻击，害你因说真话而使你供职的单位被牵连，

这种历史观念放到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史轴

害你因说真话缺乏资助，害你被免职……科学人说真

上来考察。缺乏全球的视野，拒绝现代自然科学哲学，

话，这不仅是个人勇气问题，更是科学精神的需要。

无视现代科学洪流，缺乏融会贯通的勇气，就不知道

同样，在中医药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大话泛滥。

中医在历史上、在科学技术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处

中医药的重大科学基础问题研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

于什么样的地位，也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就容易夜

事情，即使是中医药现代化也许就需要几代人若干年

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就不可能发展中医。

的努力，还未必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因此，我们绝不

跳出中医看中医，可能比中医门内看中医更加理

能苛求一项重大项目研究就能够解决中医药的重大

性、更加清醒，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超然的心态、

基础科学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

更历史的眼光、更普适的标准，来看待中医、认识中

国家有太多的课题或项目申请，总是爱将目标说得无

医、评价中医。

比高大，意义说得极其重要，预期结果说得很有把握，

6

期待时间说得不会太久。
“创立新的医药学理论和新
体系”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预期目标已经司空见惯。
5

中医是否科学不是谁说了就算的

批评中医与爱国主义是否对立
将批评中医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完全是人为

的、可笑的、荒唐的。
[4]

葛剑雄等 提出：有些人往往会将这种纯粹的学

梁启超先生说“中医药是阴阳五行说的产物，应

术问题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所谓的爱国主义联系

予以否定和清除”，这种说法是对中医的全盘否定，

起来，或者为了迎合某些现实的需要，故意突出某些

过于武断，同样有悖于科学精神。

观点……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学术道德和历史学的基

毛泽东主席 1958 年针对又一轮取消中医的浪

本原则，而且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根本利益只会带来不

潮，断然裁定“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

必要的损害……还有一些人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名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毛主席并没有给出任何证

义，把《周易》及阴阳学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明中医是科学的根据，因此，他的裁定带有浓重的政

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

治色彩、民族情结、文化性质、科学猜测和行政命令。

的源泉。其实稍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看出，先

中医也并不因为该裁定而成为科学。因为，科学原本

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

就不可能是由谁人钦定的。

的科学技术水平。即便有现代科学家学习和运用《周

兼听则明、兼收并蓄，只会影响文化的纯粹，而
不会妨碍科学的发展。

易》或阴阳学说取得了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
的科学价值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尽管莱布尼茨从中国

中医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一些所谓

的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

的中医“学者”
，断章取义，或穿凿附会，或望文生

被指出并非事实，而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解，事实

义地解读中医典籍的“微言大意”
，不仅无助于中医

不过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之后，从在中国传教的法

的发展，反而强暴了中医典籍的原旨。自圆其说并不

国传教士处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图，发现可以

等于科学论证。有人文价值并不等于有科学实质。经

用他的二进制数学来解释，但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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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即便真有其事，那

种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宏观的、联系的、发展的、动态

么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

的、开放的、辩证的思想方法。中医药里很可能还蕴

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

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大智慧，尚未被深刻

并进而研制出计算机呢？

认识。
“言有易，言无难”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学原则，

近年来，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已经到

同样适用于中医科学性争鸣。

了以糟粕为精华、视腐朽为神奇的地步。照这些人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是否“唯一”还可以

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尽善尽美，中华民族只要

从哲学理论角度继续探讨）的精神实质也就是毛泽东

守着传统文化就可以进入现代化了。照这样说来，那

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对待中医

改革开放岂不成了多此一举？

药，同样需要倡导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体现

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百余年来的曲折迂回，

在四个尊重。一是尊重科学。要坚持科学精神，本着

这种“天朝大国”
、
“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难辞其咎。

科学的态度，开展科学的研究，探讨科学的问题，倡

对今天中国在世界地位和影响的过高估计，对中国传

导科学的争鸣，走向科学的真理。反对不分科学和文

统文化可能发挥的作用的片面夸大，对 21 世纪和未

化，混乱搅局、谩骂攻击。二是尊重现实。尊重中医、

来的过高期望，时下依然颇有市场，实际上不过是“天

西医并存的现实，尊重西医代表现代医学发展趋势的

朝大国无所不有”式的虚幻自慰而已。我们不能正确

现实，尊重中医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并独具其哲学思

认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常常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

想体系的现实，尊重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体系是科学主

量，但又往往丧失了自信；陶醉于昔日的光荣，却不

流的现实。三是尊重历史。尊重中医的悠久的发展历

能正视今天的落后。

史中的丰富实践，尊重中医典籍的原旨、严肃性和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被无数次惨痛教训重复验证而

实性，尊重伴随历史而必然伴生的感情，尊重新文化

没有得到根治的老毛病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其实，

运动不因否定中医而黯然的重要历史贡献。四是尊重

我们在科学、民主、经济、法律、教育等若干方面，

对手。要以“相生相克”的思想看待中、西医，要相

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仅以经济为例，在

互尊重才能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才能相互争鸣，相互

科学技术可转化为生产力的今天，拥有世界人口五分

争鸣才能相互理解。

之一的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只有 5%，这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的雄辩事实才能逐步消除

还是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才取得的

争议。挽救中医的根本就是证明自身的“科学性”。

结果。而占全球人口八分之一的北美和欧洲（约 7 亿

历史悠久也好，实践丰富也罢，感情需要、文化传承、

人口）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却超过了 50%。既然中医

行政干预等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医。发展才能

药是我中华特有的早已领先于世界的医学科学，为什

走向繁荣，发展才能走近真理。

么不仅没有能够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医学科学的发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中医”、
“西医”
，之所以还

展，反而被 20 世纪初才在中国兴起的外来现代医学

有争论的前提和必要，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目

所排挤？难道真的是因为“制度陷阱”吗？不是！难

标——治病救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人民服务。

道真是国人的“无知与偏见”吗？也不是！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定会走到一起来的。

7 科学既需要批判精神，也需要包容精神
在中医科学性问题的辩证上，要承认其植根于中国

慈爱是感性的小爱。严爱是理性的大爱。
厚德载物是对现实的宽容。自强不息才是发展的

传统文化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也要充分考虑到医学

根本。

的人文需求。但是，不要因为医学的文化特征和人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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