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 2019

Vol. 43

No. 6

【引文格式】李绍林,胡勇,何伟,等.论中医思维下的中医基础理论教学方法[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9,43(6):66-68.

论中医思维下的中医基础理论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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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思维的培养是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医综合理论知识素养和能力水平提
升的必要基础。坚持在学思践悟中把握中医思维规律，在教学中秉持“主导-主体”教学原则，以教师
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做到善诱、劝学，学生做到躬行、渐悟，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构建中医思维
模式，形成中医思维习惯。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中，传统哲学思维始终贯穿于学生中医思
维培养的具体实践，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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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Methods of TCM Basic Theories under TCM Thinking
LI Shao-lin, HU Yong, HE Wei, LI Cui-juan*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46,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CM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TCM basic theories , and
is also a necessary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literacy and ability level of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TCM. Teach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law of TCM thinking in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thinking, practicing and understanding, and uphold the teaching principle of “ dominant-subject” in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be the dominant role and students should be the subjects, which means teachers should be
skilled at guiding and persuading students to learn, and students are able to practice and understand gradually,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students to build TCM thinking patterns and form TCM thinking.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of TCM basic theories,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CM thinking and promot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TCM thinking; TCM basic theories; teaching reform; personnel training
中医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内容具有鲜明

应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形成自身的思考与领悟。

的中国特色，其思维模式独具一格。因此，中医基

进行中医思维的培养，教师首先要明确中医思维的

础理论知识的教学，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

核心内容与具体模式，并掌握中医思维的培养路径

能力，引导学生及时转换原有的思维模式，逐渐适

与锻炼方式。
1 传统哲学是中医思维培养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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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云：“哲，知也。”所谓哲学，

设项目（SZDYJS-2）；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理论研究创

即智慧之学。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其影

新团队建设项目（2019-YL01）；陕西中医药大学课程综合改

响下，中华文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类知识体系，

革项目（2017jg17，2018KG-39）；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教改

其中包括历史悠久的中医学。中医学的许多理念、

课题（XGH17128）

观点、思维方法以及在诊疗中倡导和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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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都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智慧 [1]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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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培养中医思维的核心，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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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引导学生了解传统哲学、深入传统哲学、应

动态的、相对的思维方式 [2] 。中医学引入辩证思维

用传统哲学，从而具备独特的中医思维模式。

模式，并在《黄帝内经》中得以全面体现。《黄帝

1.1 取象思维

内经》十分注重运用辩证思想对待生命活动，体现

《易传•系辞》言“见乃谓之象”，《老子》言

了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领域的继承

“执大象，天下往”。受限于所处的时代与条件，

和发展。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阴平阳秘，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最初只能通过观察，而无

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就言简意赅地

法进行实验、分析等现代科学研究。然而中国古人

阐明了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规律，充分展现了“人

之“取象”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更擅长在纷繁复杂

生有形，不离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的表象下捕捉体现事物本质的大“象”。取象之

1.4 中和思维

后，还需要“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天下之能

中和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大司乐》，其言“喜

事毕矣”（《易传•系辞》），从而形成完整的取象比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类思维模式。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理念经

中医学继承了这一思维模式。如《黄帝内经》

《中庸》进一步丰富发展，逐渐被中国古人尤其是

所言“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

儒家学者广泛接受与推崇。中医学深受这一思想的

明也”，就是指取象比类思维模式。中医基础理论

影响，在理论与实践中都积极贯彻着中和思维模

中的藏象学说之“藏象”二字，从字面上就反映出

式，从而成为促使中医理论不断进步发展的动力之

中医学的取象思维，并由此形成了阴阳之象、五行

一。中医理论认为，阴平阳秘是人体保持正常生理

之象、脏腑之象、经络之象、面象、舌象、脉象等

状态、防治疾病的前提，这是中和思维在中医学中

一系列衍生概念。取象思维不仅存在于理论阐述，

的深刻体现。事实上，中医的整体观念、辩证思想

同样存在于医疗实践中。中医诊疗的过程就是一个

等理论内容，都融入了中和思维模式，心肾相交、

[2]

以象推脏、以象揣脏、以象定脏的过程 。在认识

滋阴降火等医理，无不是围绕不偏不倚的中和思维

药物方面，桑螵蛸因产卵多而治疗不孕不育症，虫

来展开。中医治疗疾病也以中和为最佳境界，最终

类善爬行多用于活血化瘀，植物类药“皮以治皮，

使人体达到形神统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

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蔓藤舒筋脉，枝

1.5 实证思维

条达四肢”等，也是取象思维模式的体现。
1.2 整体思维

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人的实证思维模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易传•咸彖》），中国

式。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非常重视实证思维

古人善于宏观把握事物，以思辩的方法认识自然，

的重要性，如《荀子•儒效》言：“不闻不若闻之，

认识宇宙，从而形成了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哲

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理论。中医学将此三种学说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中医学同样继承了这一思维模式。中医易学难精，

广泛用于阐释人体的生命活动、病理变化、疾病的

学习中医、研究中医，最终体现在理、法、方、

防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例如，精气

药、量、效六大元素的有机统一。中医经典著作，

学说，帮助中医学构建了同源性思维和类比性思维

还有各类辅助书籍如《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

方法，构建了整体观念、精气血津液神理论乃至藏

《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从繁至简，构筑起中医

象理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

学广大圆满的理论宝库。但是，医学生如果仅仅停

象大论》），阴阳学说旨在说明一切生命现象都包含

留在背诵阶段是远远不够的。能将学到的中医基础

着阴阳两个方面的矛盾，阴阳的对立统一、协调平

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序贯联结，举一反三，融会贯

衡维持着人体的生命进程。五行学说以系统结构观

通，临证活用，才是历代强调的中医学实证思维模

点，阐述了人体脏腑经络等各系统之间以及人与外

式的最终要求。

界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及统一性。

2 知行合一是中医思维培养的基本路径

1.3 辩证思维
在整体观的基础上，中国古人采用辩证思维模
式来认识构成整体的部分。辩证思维，即整体的、

在教学中要秉持“主导-主体”教学原则，以教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做到善诱、劝
学，学生要做到躬行、渐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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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现身说法及名老中医自学成才事例讲解，勉励

2.1 善诱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师说》有云：“师者，所

学生重视医学实践活动，虚心向社会学习、向名老

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句话明确指出了教师应该

中医学习，多接触患者，多开展诊疗，有效培养学

具备循循善诱的能力。中医思维模式培养，就是要

生临证病例资料收集能力，培养学生针对病历进行

注重教学策略的针对性、灵活性、整体性和实效

分析和思考的能力，增强学生对临床诊疗工作的感

性。例如，讲解取象思维，教师应在掌握大量感性

性认识，加深对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内容的理解。

材料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具象、意象、形象等

2.4 渐悟

思维方式，把 2 个或 2 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加以联

悟，即思辨、体悟，在思的基础上整合、融通

系比较，司外揣内，以表知里，并结合抽象思维等

已有知识，并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新

方式，让学生从取象的角度去领悟、认识脏腑经络

的收获。而渐悟，强调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

等基本理论，逐步掌握以象测脏或以象揣脏的中医

序渐进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升华过程。对于中医

诊疗方法。又如，讲解整体思维，教师应从脏腑、

思维模式的培养，应特别强调学生的悟。医学生学

经络、形体、官窍的整体协作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

习内容贯通专业基础、四大经典及临床课程，在基

整体观，学会着眼于整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调

础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反复实践锻炼及不同阶

治疾病。再如，对于中和思维，教师应始终把平衡

段的学习总结，不断培养和提升自身的领悟能力。

和谐的思想贯穿始终，使学生懂得人体必须保持其

教师应鼓励学生，促使其力求深刻理解领会中医诊

内外环境的平衡和谐，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治理论、临床实践的本质，并内化为自己的临证思

2.2 劝学

维能力。例如，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进行讨

《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教师除

论分析，更深层次理解经典原文和临床病案。通过

了传道受业解惑之外，还应对学生不断加以引导，

诊察病情、采集病史、书写病历、陈述四诊要点等

劝诫其勤学博学，起到监督、鞭策的作用。纵向要

模拟仿真演练，实现方药理法知识与辨证论治能力

深入地学习中医知识，例如，某院校中医摇篮班

[3]

循序开设中医经典课程，从《黄帝内经》到《伤寒

的融合贯通，让学生真正领会辨证论治的真谛。
3 小结

论》《金匮要略》等，不断深化经典理论学习，拓宽

掌握中医独特的思维模式，是学习中医学各门

知识面，让学生反复学习领悟、掌握其精髓和要

课程的桥梁纽带，而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则是

旨。定期开设如名老中医成才之路、中医讲堂等系

培养中医思维模式的起点，不仅贯穿整个大学教育

列专题讲座，激发学生热爱中医、欲成大医的强烈

始终，而且直接延伸到医学生今后的临床实践 [4] 。

意愿。横向则广泛地学习传统文化，适当增开《中

因此，中医基础理论教师必须加强学生中医思维的

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国古代哲学》等传统文化课

培养，引导其活学活用中医理论精髓，为其之后的

程，深入学习掌握先秦哲学思想中关于整体观、阴

深入学习及临床实践打下良好基础。

阳、五行、精气神等的概念及其论述，如老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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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己主动进行临证思辨。此外，可以通过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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