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文化
核心理念

国学影响下的中华生命科学文化

哲学向医学渗透是其文化特点



以学科思维优势取胜的祖国医药学

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在上古时代是独立发展

的，形成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立典型。直到十五世纪，中国文化始

终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

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

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而中国医药学是惟一的继续发

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东方科学。其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铸就。

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

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惟独中国医药学在理论和实

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大“器”支撑的民族自信



一方水养一方人

 生存在赤道附近的印度文化，地理条
件温度促使高生理代谢快，寿命相对短
是其客观，祈求长寿的愿望孕育出“超
生超死”的文化品质，佛教文化由此发
扬。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医学理论就有强
烈的宗教色彩



一方水养一方人

 生存在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沙漠
地带需要更多的生存物质，连接东西方文明由
是军事和通商要道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得交换
物质，流通文化成为必然，孕育出“交流”的
文化品质，伊斯兰教成为跨民族、跨地域、跨
语言、跨肤色的世界性宗教。受此影响的阿拉
伯医药从希腊、埃及、波斯和印度以及中国的
医学中吸收了丰富的养份，继而发展成门类齐
全、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传统医学体系。只
是由于近代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侵略政策，
才会使得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暗然失色。



震撼心灵的形式威慑与征服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



东方文明的发源地

辽阔宽广有回旋余地





一方水养一方人
生存在北寒带地

区的西方文化，向外找
寻生活资料才能保证本
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其
客观。在向外寻找生活
资料的过程必定需要征
服其它部落和民族，这
个过程孕育出“征服”、
“斗争”的文化品质。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医学
强调靶向明确的灭菌、
消毒、杀灭和切除、移
植治疗手段；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杂
志《国际社会科学》以“化生万物”
为名，在首页插图上刊登了被外国探
险家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盗走的，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伏羲
女娲交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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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先民为不息努力自强



老子 (道家） 庄子(道家） 孔子(儒家—仁） 孟子(儒家—义）

荀子(儒家—礼） 墨子（墨家—耳目为实） 韩非子（法家） 吕不韦（杂家）

中古先圣生存感悟与理论升华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

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

燃起火焰。”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

文化“轴心期”诸子峰起百家争鸣不只是民

族文化的大讨论，同时也是对生命文化的大讨

论，影响着生命学科的价值观与核心理念。



 管子（前723-前645）—天出其精、地出其形，乃化为人；

 老子（前571年-前471）—淡然无为、神气自满，将为不死之药；

 庄子（前369-前286）—庖丁解牛“因其固然”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 应之以乱则凶。

 韩非子（前280年-前233年）—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

 孔子（前551-前479） —知山乐水，仁者寿。

 孟子（前372-前289）—“威武不屈”、“富贵不移”

 墨子 （前468-前376）—反对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提倡“非命”说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吕氏春秋》

“万物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



中古先圣生存文化实践

《汉书·艺文志》称：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先秦不死的努力是后世“生生不息”的标杆



两汉一代不息思想表达



中医药学科文化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以中华人类“不息”愿望为学科目标——生生不息

解决“不息”的方式：
以中华人类生存方式为医学模式——天人合一

落实天人合一的途径：
以中华人类思维方式为学科模式保证——阴阳五行

解决“不息”的主体：
遵循天体自传、万物向生规律，定位人类——以人为本

解决“不息”的办法：
针对生命体——颐养天年、防患未然。

解决保证“不息”手段实施
行为规范行为规范——淳德全道



“天人合一”与“三才文化”

中华文化的开端就将人类生存与自

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天、地、

人三才观念不仅让人类在天地之间找

到定位，为中华文明烙下不可磨灭的

印记，中华民族繁衍就是在这个时空

中找到生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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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禁 城



天地人三才文化



先秦诸子构建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

思想体系，后经宋代的理学家张载，明确

了“天人合一“的表述，毫不走弯路，坚

定不移地表达出了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

西汉的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在《春秋繁

露》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并强调：“天人

之际，合而为一”确立了“天人合一”观念，并由此

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人合一”贡献人类

宇宙天体与人体之间存在固有的

规律。“天人合一”是其最简要明了

的文字表达，中华先圣只是发现、总

结、遵守而已。

这是人类的成果，各民族的规律

，中华民族应该贡献人类。



天人合一贡献人类

国学大师钱穆在晚年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

来可有的贡献》中“彻悟”天人合一观“实是整

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并“深信中国

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

此”，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

大的贡献”。



天 地 自 然 图

阴阳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地上地下，阴阳五行，三阳开泰。



完成天地大宇宙与人体小宇宙统一思维模式建立



文化内涵

 天人合一 —— 中华医药学医学模式

 阴阳五行 —— 中华医药学研究模型

 以人为本 —— 中华医药学研究对象

 淳德全道 —— 中华医药学行为规则

 颐养天年 —— 中华医药学生存手段

 防患未然 —— 中华医药学生存手段

 生生不息 —— 中华医药学医学目标



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

以人为本

颐养天年

防患未然

淳德全道

生生不息



 悬壶济世

 妙手回春

 医药专业

 简明表达



中医养生目的

1、养生延年

2、养生强体

3、养生驻颜



养生宝典

一个关健-----养肾

两个法宝------教育认同\治未病

三个要素------养德性\养规律\养习惯

四个基本方法----环境\饮食\情志\劳逸



四、养生宝典

【一个关键 】

肾气主宰人体生长壮老已

生命过程，肾主藏精

【三个要素】

养心态

养规律

养习惯

【两个法宝】

教育认同

治未病

【四个方法】

环境
饮食
情绪
劳逸



一个关健-----养肾

肾精（物质状态）——生命之精和生殖之精

肾气、元气、真气（雾化状态）——功能

肾气主宰人体生、长、壮、老、已生命全过程

体表标志：齿—发生、真牙长极、松动、脱落

发—发生、长极、花白、脱落

骨—站、立、行、跑、坐、卧、萎



元气

树老根先死，人老肾先衰。

肾主生长壮老已 肾主生殖繁衍



养生两个法宝

1、治未病

2、教育认同



中医养生三要素

1、修德养性—养生命机能

2、尊道合法—养生命规律

3、练习成惯—养生命技能



【四个方法】

环境：
趋利：采天地灵气；顺时调气；
避害：避邪、去污；
自强：扶正；

情志：
情绪如同大自然风雨雷电；
所有情绪影响气的机能活动；
调控情绪是与社会平衡能力体现；

饮食： 劳逸：
饮食有洁（卫生）； 体力劳逸
饮食有节（习惯）； 脑力劳逸
饮食偏嗜（结构）； 房室劳逸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A6%C1%B3&in=1577&cl=2&cm=1&sc=0&lm=-1&pn=4&rn=1&di=1850590845&ln=2000&fr=&ic=0&s=0&se=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A6%C1%B3&in=8929&cl=2&cm=1&sc=0&lm=-1&pn=7&rn=1&di=925848003&ln=2000&fr=&ic=0&s=0&se=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A6%C1%B3&in=24752&cl=2&cm=1&sc=0&lm=-1&pn=5&rn=1&di=5000017683&ln=2000&fr=&ic=0&s=0&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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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物质也是功能
气量的改变—有气无力、气息奄奄；

气贯长虹、气势磅礴、气壮山河、

气焰嚣张；

气机的改变—

怒则气上（怒发冲冠）、炅则气泄（热长）、

喜则气缓（心情舒畅）、寒则气收（冷缩）、

悲则气消（悲痛欲绝）、惊则气乱（忐忑不安）、

恐则气下（屁滚尿流）、劳则气耗（劳累耗气）、

思则气结（冥思苦想）



胃 脾主升清

肺水谷之精气

自然界之
清气

宗气

助心血运行
（心气）
助肺呼吸（肺
气）
合成元气（肾
气）通

调
水
道
，
下
输
膀
胱

肺
主
呼
‘
肾
主
纳

肾

（受纳、腐熟）

小肠
（分清别浊）

膀胱大肠
（传导糟粕）（排泄尿液）

疏畅气机

调节情志

疏泄胆汁

分配血量（藏精、纳
气、司二便
开合）

后天养先天

肝肾同
源

肝

五藏功能

饮食

精血互
换



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

 心理因素可波及皮肤。
 高兴时----------“喜形于色”；
 恐惧时----------“面如土色”；
 焦虑时----------“愁眉苦脸”；
 羞愧时----------“面红耳赤”；
 盛怒时----------“怒发冲冠”，
 平和时----------“和善安详”。

 这些都是心理状态在皮肤上的表现。





http://2010.qq.com/a/20100304/000178.htm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004/20100407/news_20100407_918443.shtml


欲不可绝

欲不可早；

欲不可纵；

欲不可强；

欲有所避；
欲有所忌；
欲有所德；
欲有所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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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

尼斯贝特实验
关于认知方式的有趣测试



尼斯贝特的实验

多数东方人 多数西方人



类似东方整体观 类似西方还原论



东方行事路径 西方行事路径

25000

× 222

5550000

从高位开始计算 从低位开始计算

东方注重宏观 西方注重微观



只有懂中文才有资本研究国学之医学

位于陕西省史官乡建于汉代的仓颉庙明
鉴可证。（仓颉庙，是国内唯一仅存的纪
念文字发明创造的庙宇。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民间传说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至黄
帝时代，有文字可考的庙史已有一千八百
余年。）相传是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的
本形，是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

庙内存有《仓圣鸟迹书碑》，是由
清乾隆知县梁善长将仓颉所造文字遗存摹
制在黑色石头上刻着由小的图形和画面组
成的28个古怪的符号，后称为“鸟迹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4095.htm


听大自然天籁之音，唱心中所想
《礼记·乐记》指出：

“乐者，天地之和也。”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
天地同节”

距今8000多年新石器时
期至今还能够吹奏出悠扬动
听的《小白菜》的河南省舞
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轰动考
古界的七音阶鹤骨笛，这是
世界上已出土的距今年代最
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乐器实
物。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
然》曾载文介绍了这一发现。



师大自然之造化，画心中所想。

文化是起源于自然的文化，医学史起源于
自然的医学。只有把中国文化，中国医学文化
放在世界里来认识才能领悟到中华文化和中医
文化的魅力。

穿越时间，穿越空间，不分对象都可永恒。

我是炎黄子孙而自豪



中西方医学模式

西方医学模式：

 神灵主义医学模式

 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机械论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中国医学模式：

 医巫共存医学模式

 天人合一医学模式



牌匾传授着中华养生愿望与文化信息

颐养天年，在于依乎天理，尽天之数、守天之道.

“人生大期，百年为限。节护之者，可至千岁，如膏之炷，小
与大耳。众人大言我小语，众人多烦我少记，众人悸怖我不怒。不
以人事累意，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为长生不死之药。”

“年寿得长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

“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 .”“养生以不伤为本”

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
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
必齐毒药攻其中，镵（chán）石针艾治其外也。

《用药如用兵论》 “是故兵之设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
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中国第86个“中国国医节”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通过了卫生机构的主管余云岫，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

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

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

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

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