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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中西医
威尔逊·莎琳

［摘要］医学与文化之间有一种很密切的互动关系。人们的文化、知识、价值观、风
俗和信念都影响人们的病患观及健康观。人们如何感知病患、如何描述症状、如何了解
病因都取决于文化的基础。同样地，这些文化的因素亦涉及到人们选择的医疗方式。中
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异的，故在保健观的方面亦有各自的特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阐
述了中西医在发展进程中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着眼于文化差异，剖析了中西医的不同之
处，从而说明或许中西医合而为一是一件比较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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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Seen in Medicine
[Abstract] There is a very intimat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e and culture.
A nation’s culture，including their knowledge，values，customs and believes all influence
one’s concept of both sickness and health. How a nation perceives sickness，describes their
symptoms，and one’s understanding of what causes disease all stem from one’s underlying
cultural foundation. Likewise，cultural factors also determine a nation’s preferred treatment
metho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entirely different，therefore, the respective concept
of health in these two cultur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related to medicine，compares the
difference in sickness concepts and reﬂects on perhap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uni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become one entity.
[Key Words] Culture；Medicine；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estern Medicine；
Anthropology

0. 导言
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如何定义？就这两个话题而言，各家的看法不一，答案亦众
说纷纭。但起源于人类学的定义适用于医学，因此本文就采用这样的定义。文化是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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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递、能学会的体系，包括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所有知识、价值观、信念、风
俗习惯，并影响人们的世界观、想法和决策 [1][2]。
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不是个静态体系，而是个灵活的动态体系。随着时代的流
逝、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化亦在不断地进化 [3]。因此，思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知识变化亦都值得考虑。本文中我们将回顾一些历史中的关键变
化。另外上述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中学会的。因此，任何人在任何社会，将受
到其所有文化因素的影响 [1]。若住在一种多元文化的社会，就会经历不同文化，亦会发现
自己显示一种混合文化。然而描述每一种混合文化的情况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涵盖得了的，
因此我们的讨论限制在传统观念的范围内。
人们的文化有助于理解周围的世界，亦有助于病患的感知和理解。在生活中，人们
普遍都关心病患和健康，故每个社会都可见特有的病患和健康的观念。人们在某种社会
文化的背景中，将学习如何理解病患和健康，包括如何感知病患、如何描述症状、如何
了解病因。而且出于该文化的病患概念，人们会形成一些恢复健康的合适方法。这些恢
复方法亦本源于文化，故与其他文化的方法不同 [4]。随便拿一种恢复方法搬到其他文化
的情景中去不一定会被人们接受，亦不一定与新文化的情景契合，尤其是那些基于信念
的恢复方式。
Seraﬁn (2010) 的文章描述了一种与信念有关的秘鲁传统诊病方式。这种诊病方式使用
豚鼠来判断病人患的疾病。病人从一组豚鼠中选择一只。治病者就会用那只豚鼠来擦病
人的整个身体。祈祷之后，治病者会割开豚鼠的喉咙，收集血液，然后剖开豚鼠的身体。
根据人们的信念，豚鼠的身体状况反映病人的疾病 [5]。这样的诊断方式在该文化的情景
中很普遍，但从别的文化的概念来看，人们可能会觉得确实稀奇古怪，亦无法理解。Kao
等（2004）阐述拉美文化的一种信念：拉美人相信患病者被恶鬼煎熬，因此会找人来拯
救那位病人，但不会找医生来治病 [2]。
考虑文化与医学的关系，病患和疾病的区分相当重要。疾病一般被认为是一个病理
概念，而病患则被认为是一个文化概念 [6]。Kleinman（1978）将病患解释为经历降低生存
和社会功能的价值，而疾病解释为身体器官和系统中变异的结构和功能 [7]。此外，Fabrega
（1997）强调病患与康复的社会构想，他将这两种现象称为医学的社会和文化实现 [8]。
病患与文化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再进一步说，病患与医疗构成一个整体，很难分开。
由此可见，医学，包括医疗理论和恢复方法都在文化中发展。从而，医学会反映该文化
情景的特色，并且所使用的医疗理论和方法会与该文化的病患观和病因理论相配合。
Unschuld（1995）解释医学为试图努力识别病因、理解病患并寻找预防和治疗病患的
有效策略 [9]。他继续解释：医学这个观念，从公元前 5 世纪在古希腊才开始使用，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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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2 世纪在中国就已开始被使用。虽然这两种文明更早期都有保持健康的方法，但尚
没有形成独立的医学知识 [9]。

1. 西医历史与文化
在考虑西医历史与文化时，完全把医学和文化分开很难，因为二者相互依存。例如
文化的一个层面——知识，受到不同的影响将发生变化。科学研究亦是如此。若科学研
究发现新的事实或者更具体地了解事实，将使人们的知识以及世界观发生改变。实际上
在历史中，许多医生自身搞过研究，因此人们的世界观变化亦始于医生的知识发展。
1.1 希波克拉底与希腊罗马时代
提到西医的历史时，最好从希波克拉底说起。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被誉为西
医药之父。尽管目前医生不再采用希波克拉底原始的誓言原文，但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
基础的誓言还保留在现代西医学中。
古代，病患被归因于巫术、恶魔、迷信或者天神的意志。故避免病患不但涉及人本
身，而且包括魔力的预防措施，以便避开邪恶势力。后来，这些信念基本上被科学理论
改变了，但世界上还有保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希波克拉底相信病患由自然的因素造成，
并非由于迷信或者天神的意志。他认为病患是由环境因素、饮食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因
此他把医学从宗教的范畴中分离出来 [10]。这种非宗教的观点还保留在现代社会和西医的
世界观中。
希氏学派认为“疾病乃体内四液失调之结果，倘若为体格强健者，则四液之量均等。
当四液（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及黏液）之量失调时，人即生病，直至恢复平衡，方告
痊愈。希氏疗法以此为宗。[11] ”希氏学派亦很重视临床的检查、观察和触诊，即完整地
记录病人的症状，甚至观察病人的家族病历以及家庭环境 [10]。希波克拉底将“疾病归类
为急性、慢性、风土、传染四种，并使用转剧、复发、消散、危象、发作、峰、康复诸
名词来形容病患之不同时期。[11] ”这些名词至今仍使用。希氏学派关于骨折、关节错位、
溃疡、痔疮的外科手术书在阐述的方面仍然被认为很优秀 [12]。尽管希氏的许多理论到目
前还被认可，例如临床检查和观察的重要性，顺势疗法仍以四体液学说为基础 [13]，但目
前主流西医的医疗实践标准与希氏疗法并无相似之处。
希腊罗马时代的学者使用一种基于实际观察的合理方式以理解病患。因此，许多人
开始了解病患不是一种迷信的现象，而是一种能理智对待的现象。然而希腊罗马医学与
基于民间传说和迷信的疗法一直共存 [14]。在盖仑的影响下，原来处于边缘的四体液学说
开始确立了其几乎 1500 年的支配地位 [12]。此外，当时的研究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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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的观念。研究者使用尸体和死亡动物的解剖来了解身体的系统和结构。因此，早
期人们的价值观就开始关注身体的特点和结构。
盖仑，一位优秀的外科医师，对解剖学和生理学感兴趣，于是他使用动物的解剖和
活体解剖来详细了解身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 [12]。他描述了脑子和神经系统，包括显示感
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差异 [15]。盖仑通过观察纠正更早期的动脉理论，那就是动脉里
有血液，并非是空气 [16]。此外，盖仑强调在观察的时候给患者诊脉的重要性。他写了几
篇详细地描述脉象特点的论文，其中 18 篇留传至今 [17]。在希氏学派时，医学实质上仍然
是一种艺术；但通过盖仑的研究，医学变成一种科学 [12]。
1.2 中世纪与伊斯兰文明
中世纪除了从希腊罗马文明继承了优秀的医学文献以外，还继承了医学作为一种合
理艺术的概念，故医生能用科学道理来寻找病患的病因。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毁灭，人
们如何了解病患、病因和恢复健康回归一种混合医学的环境：包括民间医药、巫术、宗
教、迷信等等。例如当时天主教徒认为病患出于罪过的信念，因此生病就是上帝正在处
罚他们。罗马帝国的衰落亦在西欧导致医学发展的暂时衰落。到了中世纪末期，大学开
始发展医学的教育以整顿那段发展停滞的时期 [18]。当时与现代西方社会一样，医生、外
科医师和药剂师之间已经有一种明显的分工。
虽然西欧医学的发展暂时停滞了，可是伊斯兰文明的医学坚持发展。在阿拉伯医学
家之中，阿维森纳（阿拉伯语名伊本·西拿）
，是波斯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最有影响的
著作为《医典》，一共五本。前四本内容以盖仑、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和其他阿拉伯医生的
理论为基础，亦记载他自己的经验；第五本尤其关注药典 [19]。当时伊斯兰文明的范围比
希腊和罗马文明更辽阔，故他的书吸收了中国、印度、波斯等国医药学的成就。
《医典》对东西方医学同样有影响，直到 17 世纪在西方国家还被视为医学经典。其
丰富的内容包括解释在诊断疾病时，综合征概念（一群征候与症状）的作用、提出评价
新治疗方式的规则 [20]、阐述病因的感染性和疾病通过接触传染的传播方式，详细的描述
显示他分类的专长，例如 15 种疼痛的分类以及从中国学来的脉搏正常和反常的特征等 [19]。
从阿维森纳研究的成就看出，人们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受到了影响。原来希波克拉
底觉得有的病以瘴气为病因。盖仑假设有一种致人“发烧的根源”，以解释为何一群人之
中，在同样的情况下，只会有几个人有发烧的症状 [21]。阿维森纳认为空气、土地和水都
含有能造成病的感染性生物体。故病患本原的假设不但有四体液不平衡的原因，还有感
染性的生物体的原因。此外，出于黑鼠疫的经验，人们开始了解病患能从动物或者一名
病人传播到别的人身上。当时的医学家，从来未曾看过他们假设的“疾病的根源”、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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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者空气中的剧毒，亦无法知道 19 世纪将有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他们理论的最巨
大的影响是使人们的世界观改变 [21]。
1.3 文艺复兴
Worboys（2002）建议，世界上若某人进行一项 1000 年中关于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综
合调查，就会发现世界上有三种最伟大的医学系统——中国的、印度的以及地中海的
（早期西方的医学）。他亦认为当时在目标和疗效方面这三种系统大体上相当 [22]。然而在
文艺复兴时代，西医开始逐渐从其他的医学系统中脱离。文艺复兴之后，西医的科学成
就使其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体概念，并终于放弃了古代四体液的学说。
文艺复兴时代，人们与社会开始更多注意公共保健规定和卫生措施。人们新建了医
院以便隔离有传染性的病人。慈善机构亦建了医院以便给贫穷者看病的机会。其他公共
保健的措施不断出现，包括医生的许可证制度和医疗效果的标准 [23]。
对四体液学说提出有力挑战的包括比利时医生及解剖学家维萨里、瑞士医学家及化
学家巴拉赛尔苏斯。维萨里被认为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他最著名的著作《人体
的构造》详细地阐述人体的解剖学。他对盖仑的批评在于他解剖的指导基础上。维萨里
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盖仑采用动物的身体来假设人体的解剖使他提出不合理的推论 [24]。一
位化学家，巴拉赛尔苏斯的研究多针对身体中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和金属的分配。因此
他关于病患的观点与古代的理论不同。他认为每种疾病都是整个实体，像寄生虫一样在
人体不同的位置根据一种具体的生活周期的计划行进 [24]。他认为病患不是由液体不平衡
造成的，而是起源于局部化学不平衡，并且若使用化学药就能回归健康 [25]。当时人们不
认同他的观念，但后来很多科学家开始根据他的观点搞研究。
文艺复兴时代，医学家终于理解了血液的流通。虽然早期的医学家已经描述血液的
一些部分，但他们的理论不是完整的，亦还存在错误。威廉·哈维因准确地阐明体内的血
液循环而受到赞扬 [12]。他援引形态学的证明、数学和实验的事实来证实他的假设 [26]。他
的理论只留下一个未解决的部分——血液怎么从动脉循环转到静脉去。后来，通过显微
镜马尔皮基发现了毛细血管，从而完成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的理论研究 [12]。
1.4 细胞学说与病菌学说
从哈维阐述血液循环到巴斯德创立病菌学说，西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学理论
和实践的发展假设事实在于身体的化学和材料机构，故研究特别关注这个方向 [27]。然而，
人们的观点中还保留传统的想法。有的人还靠治病术士或者民间丹方，有的寻找牧师的
安慰和忠告，还有一些靠过去放血和清洗的方法。当时，介绍新的方法和新的药比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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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道理改变人们的看法逐渐变得更容易 [27]。
在结束体液学说的观念中，两位学者——莫尔加尼和菲尔绍的研究成就起了决定性作
用。莫尔加尼通过尸体解剖调查，提出症状基于身体结构的深层病理的观点 [27]。施万和
施莱登提出细胞学说之后，菲尔绍假设成为一种新的理论 [28]。
菲尔绍在研究时，发现整个物体不会得病，仅仅在某些细胞或者细胞组织里找出生病
的现象 [29]。因此，他认为所有的细胞病理能定义为细胞里发生什么变化，疾病的定位就要
在细胞里寻找，而疾病的征候是由于细胞里病理的反应造成的 [27]。这个思想意味着疾病不
但有特殊的症状，而且还有独特细胞病理的变化。有意思的是菲尔绍编写的关于在上西里
西亚的斑疹伤寒暴发的报告提出：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健康的权利，而保障这种权利的责任
属于国家 [30]。当时，人们可能认为他的结论很创新，但在现代西方国家这已经变成人们最
基本的权利之一。
病菌学说被认为是医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过去学者描述的“发烧的根源”、“疾病
的根源”、“致病毒物”和“看不见的微粒”等，通过显微镜终于被发现。虽然巴斯德和
科赫被认为是病菌学说的创立者，但有的人认为有学者比他们更早提出这个假设 [31]。他
们的成果亦促使他们研究避免感染疾病的方法，从而发展出免疫的概念，并产生了疫苗。
1.5 科学发展与现代医学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科学的发展涉及生理学、病理学、外科手术、治疗学、医学和
公共保健。同时先进的仪器亦开始替代过去手工的操作。医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同时医
生越来越依赖实验的检查方式和结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感觉他们就是研究对象，觉
得医学失去个性化。Kligler 医生认为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家庭医学的开展比较成功 [32]。他
解释家庭医学不只是关于病人的生物学或者他们患着的疾病，而且是关于他们的整体，
包括家庭环境、神经、精神、信仰、社会环境、地位等方面。
1967 年，美国社会医疗服务国家委员会的报告 [33] 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名私人医
生，该医生应该是病人能得到综合以及连续治疗服务的中心。该医生将强调预防性医学
的实践……他将知道病人和他家人的健康有哪些社会、精神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他的
关注将涉及到病人的整体，而他与病人的关系应该是连续的”[33]。那个国家委员会之后，
美国开始组织家庭医学的实践。在英国同样的医生被称为全科医师。
20 世纪 60 年代，公认是公共信任转向专业人员，而医生亦然。对医学的信赖衰落，
关涉到医疗效果的负面宣传渐多，某些医生被直接地埋怨 [34]。在那种环境中，人们与时
俱进的态度引起他们更多关注医学的知识，亦不想跟过去一样无知地吃药、无知地接受
手术。若病人对医生作出的诊断有疑惑，就会再咨询一下其他的医生。从而提前发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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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知情后同意的法律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之，西医通过 2000 多年的历史，达到现代的医学模型。身体的解剖学早期对人们
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有的学者出于信仰相信若能了解人体才能更多了解身体的造物主；
有的学者并非是出于信仰，他们认为若想治疗疾病，最好先了解身体正常的样子和动作，
这样才能了解疾病的形成和变化，从而寻找具体的治疗方式。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
病因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病因归纳为几种：外界环境因素对人体的损害，包括病原
体和致癌物质；人体缺乏必要的营养物质；人体之内的异常，例如遗传紊乱、内分泌紊
乱、代谢紊乱和免疫紊乱 [35]。
现代主流西医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为主，但社会中人们还保留着一些民间医学的传
说。而有信仰的人若遇到医学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这时，他们还有一丝希望；没有信
仰的人就会试图寻找非西医的治疗方式。

2. 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发展
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时，《黄帝内经》相当重要。Unschuld（1995）认为，医学这个
观念，从公元前 2 世纪在古代中华文明才开始被使用。据他的理解《黄帝内经》大约在
公元前 2 世纪编成 [36]。可见，他认为医学的观念始于《黄帝内经》。但跟许多国家一样，
中华文明更早期的历史记载了治病救人的方式，亦记录了基于巫术和巫文化的治病方法，
被称为巫医。可是跟别的国家不同的是一些中医的学说可以直接追溯到巫文化的表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逐渐与巫术分离开来 [37]。巫术和医疗分离之后，中国的医疗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2.1 道家文化与医学
道家思想以老庄思想为基础，他们用宇宙天道观来认识人类。曲黎敏（2009）解释
“在文化控制上，道家重自化，是以自然为特征的‘朴’文化；在文化理想上，道家追求
事理；在文化取向上，道家重个体”[38]。
道家的核心为“道”，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他在《道德经》的第四十二
章记载：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孙玉龙
（1997）阐释老子的观点：一代表（精）气、二代表阴阳、三代表三阴三阳，并进一步说
明宇宙生成和变化以气为基础。气的运动变化体现于阴阳、阴阳的运动产生三阴三阳、
而阴阳分属变化为万物（五行）[39]。《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记载“天地之气，合而为一，
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可见，万物本源于气，天、地、人亦然，并由此产生
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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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四大哲学理论——精气学说、阴阳理论、五行理论以及整体理论都能追溯到道家
的思想。上面已经介绍了精气、阴阳以及五行的自然生成。而《黄帝内经》进一步阐述
阴阳学说：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数术。
”
中医学的整体理论，亦是在道家养生思想的“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中体现出来的。
文昌昌（2009）认为道家养生思想的出发点在于《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0]”说明人与自然遵循着共同的客观规律，因而人们应该按照
自然的规律去办事。中医学，无论是诊断、治疗还是养生、预防，都考察人在自然环境
的背景中才能取得一种良好的效果 [41]。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记录养生内修方面的
三个重要因素，亦称为“三宝”：一者为精、二者为神、三者为气。这三者互相为治 [38]。
道家及后来的道教对中医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上述的观点
亦决定了人们的文化基础——那就是人本源于气，气为人体的根本、人与自然的统一，
故天、地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2.2 儒家文化与医学
儒家思想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是关于仁、义、礼的道德观。曲黎敏（2009）解释
“在文化控制上，儒家重教化，是以雕琢为特征的‘礼’文化；在文化理想上，儒家追求
伦理；在文化取向上，儒家重群体”[38]。
孔子思想的核心为“仁”，“仁”亦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孟子更具体地解说：
“君
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42] ”儒家的“仁爱”思想就奠定了医
学道德理论的基础 [43]。经典中医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仁术”，亦起源于儒家思想，中
医学在历史上亦被称为“仁术”。王宜静等（2003）继续阐述“仁”不仅是医家理论生活
和职业的轴心观念，而且是他的价值境界 [42]。可见，中医很重视“仁术”
，而“仁”的最
基本目标是“仁爱救人”。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础”[44]。这个观点亦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中体现出来。段莉敏等（2006）阐释修身则是
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以及根本 [45]。琴地树（2001）提出修身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齐家、
治国、平天下，亦认为这些与个人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 [44]。如此强调中国人传统文化
的整体观。孔子“中庸之道”的思想除了教如何修身，亦对中医的治疗思想有大的影响。
《论语》记载：
“中庸之为德也，甚矣至乎。[46] ”彭坚（2000）认为中庸与中和相当重要，
因为“中医的最终目的是将阴阳气血调和到平衡的状态”[46]。
此外，孔子养生之道亦对传统健康观有巨大的影响。孔子曰：
“人有三死，非其命也，
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46] ”他在此说明得病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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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与睡眠、饮食、运动等方面相关。他提倡有规律的作息对身体有益、强调饮食不要过
量、支持体育休闲，认为这些都应该跟随自然的规律 [47]。
儒家除了奠定道德的标准，还进一步形成传统文化的整体、和谐、平衡等观念。
2.3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早期中国文明的文化是农业耕作。农业耕作靠天吃饭、靠天生产。因此人民很关注
自然的环境，包括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地理方位等，亦想顺应天地四时的变化。这种
文化环境的特色奠定了中国人敬天畏天思想的基础 [48]。儒道两家的思想亦共同构成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概念：
“外用儒术，内用黄老。[38] ”因此中国人的传统健康观不但出于耕作
文化，而且亦涉及到儒道两家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人体本源于天地之气。“人之生，是由天给与其精气，地
养成其形体，天地之气相交迫而成人。[38] ”
《黄帝内经》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38] ”道家亦说明“天人合一”，认为人类与宇宙与万物血脉相通。
中国人的整体观基于“天人合一”，换句话就是天、地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
人们相信若能够与其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就能保持健康 [49]。王
阶等（2010）概括中医学的整体观要求为两种：一者，要“合天时”，二者，要“合人
事”。故中国人在保持身体健康的状况时，特别注意时间的变化、季节气候以及昼夜晨
昏，亦关注个人与社会环境的适应。中医学亦了解与四时有关的病患，还有顺应天地四
时变化的保持健康方式。例如常存库（1988）提到在《周礼》中记载春秋时多发的痢疾[48]；
王阶等（2010）描述中医学与季节有关的调身理念 [49]。
另外，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有和谐观和平衡观。《道德经》记载“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39]。郑佳（2007）提出“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亦说明《素问》记
录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以及“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50]。这些思想都代表了传统的基本的文化和医学理论。
人们相信如果能够与自然环境达到和谐的关系，就对人体有益处。这个观念在日常
生活中涉及早睡早起的习惯、饮食、衣服、运动等方面。按照太阳的自然规律作息、根
据不同季节的物产饮食、跟随气候的变化穿衣服，如此的生活习惯都反映与自然和谐的
观念。郑佳（2007）提出：
“人们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
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50]。
所谓平衡指的是保持人体阴阳气血的正常运动，亦是养生和维护健康状态的关键。
一般阴阳平衡时，人体将保持健康的状态；阴阳失调，人体就会发病。因此中医的诊断
和治疗方法都关注阴阳的状态。若发生失调，医生将通过阴阳五行学说的道理来治疗，

10

传统文化

以达到身体内部各器官功能的平衡。此外，中国人很了解饮食的阴阳属性，故亦自己调
整轻微的失衡。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人体失去平衡是发病的最重要原因，但中医的历史中亦
记载内分泌障碍、营养不良、感染等病因。
2.4 纵观中医的历史
中国 3000 多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有“巫”和“气”字，因而证明早期巫文
化的存在。巫师在远古时代作为人神交流的沟通者，亦通过向病患者祖先祭祀来祈求治疗
疾病 [37]。当时的病因有三种：鬼神致病、食物致病和情欲迷惑致病 [38]。
《山海经》记载关
于十个巫师到灵山去“采访百药”，因此人民亦依靠巫师的医药知识 [37]。曲黎敏（2009）
阐释巫文化的表征与五行学说和阴阳观念的关系：
“龟占蕴涵着五行学说的发端；蓍草占
蕴涵天地人观念和中庸思想；枚占体现了原始的阴阳观念；风行于汉代的风占则涉及对
‘气’的认识的深化。[38] ”
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师是秦越人，亦被称为“扁鹊”。他是中医四诊（望、
闻、问、切）的创造者，亦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 [51]。当时他应用的治
疗疾病方法已经包括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 [52]。
在汉代，儒家与道教对社会的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亦涉及到人们的病患和健康概念。
（参考上述 2.1，2.2）中医专著《黄帝内经》大约在西汉成书，是中国早期的医学理论典
籍。《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丰富的内容汇集了汉代之前以及
当时的医学文献 [51]。具体的内容包括关于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人体的解剖和生理，治疗
与预防等方面。西汉时，人民已经开始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生理 [53]。
中国最早的药物专著亦成书于汉代。《神农本草经》阐释了 350 多种药物的阴阳属性
和主治功能 [54]。汉代的名医张仲景编写了《伤寒杂病论》。他通过医疗实践以及《黄帝内
经》的医学理论奠定了中医学临床的基础 [51]。张仲景阐明的药方至今仍是中医临床常用
的 [51]。《伤寒杂病论》阐明了三种病因：一者，经络受邪；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
塞不通；三者，金刃、虫兽所伤 [38]。
三国时名医华佗因其优秀的外科技巧和麻醉药而闻名 [54]。他亦发明一些生理疗法或
者健身体操的方法，称为五禽戏 [53]。五禽戏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鹤五种动物的动
作以便防病、治病和延年益寿。
晋代有名的医学家有王叔和与皇甫谧。王叔和的专著《脉经》详细地描述了脉象的
特征，亦总结了晋代以前的脉诊经验 [51]。同时代的皇甫谧编写了《针灸甲乙经》。这部专
著总结当时针灸学的实践，把它与医学理论结合起来 [54]。南朝陶弘景研究中药学，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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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以及经验编成了《神农本草经集注》。
唐代的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55]。他所编写的书亦都反映了他高尚的医
德情操。孙思邈总结了以前的理论和经验，编撰了《备急千金要方》。这是中国最早成书
的临床实用百科全书 [51]。
宋代时，医学还继续发展。政府设立一所公共保健机构——翰林医学院，医学院亦开
始由一个医学中心部门管理 [54]。当时的优秀医学著作包括一些医学的专科，例如钱乙所
撰的《小儿药证直诀》以及陈自明所撰的《妇人良方大全》。当时中医的知识亦传播到斯
瑟兰文明去 [54]。
明清时中医最大的成就是关于传染病的知识，创立了温病学说 [51]。此外，明人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本草学”的早期知识及新的发展。这部专著的内容包括矿物
属性、植物属性、动物属性、金属属性等药品 [54]。
自晚清开始，西医学大量涌入中国，中医学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2.5 西医对中医的影响
近代西学东渐使中国文化结构和社会思想发生变化，因此中医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
了变化 [56]。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亦关系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新运动 [57]。例如洋务运动、
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科学化运动。叶李夏（2004）阐释这些运动“主体内容是学习和引进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57]。
在这些运动中，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而儒家学说遭
到了猛烈的批判 [57]。中国科学化运动以科学的方法、知识以及精神来整理文化、充实社
会并光大未来。在这种环境中，中医遭遇不少抱着批判反对态度的人。医学界在很大程
度上否定中医，甚至出现建议废止中医的思潮 [56]。支持“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认为：阴
阳五行是伪说；寸口诊断是伪法；十二经脉、五脏六腑是伪学 [57]。但中医的实用价值以
及临床有效性，甚至那些支持“废止中医”者亦认同 [56]。
1965 年中国实施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实践，为了连接中医的优秀传统与西医的优秀科
学和技术。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草药运动，除了了解人民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
以及看病的难题，还包括科研小分队的研究。这些小分队的目的是研究农村长期应用的
有效的药物以及方剂以便确定药物的疗效。研究者不但运用中医药理论，还采用现代科
学方法来分析药物的药理、毒理以及化学结构 [58]。
中医至今还没有被废止，反而取得新的进展，亦发生了变化。杨文劼等（2009）阐
述中医学校教育的变化，包括将中西医学知识融汇贯通以及引入西医课程，例如生理
学和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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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学的知识的话，能提高取穴的速度及准确性 [60]。另外，中医的研究开始更多追求循证
医学的临床试验模式来证明方剂是否有效。
总之，中医已有 2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若算上《黄帝内经》之前的巫医、道医、儒
医历史就更悠久。中华文明的奇特哲学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亦涉及到人
们的病患观、健康观以及中医的治疗方法。但在中国近代，中医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亦面临着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由此在挑战中中医面临废止，可是人们还是
承认中医的实用价值。

3. 中西医在文化上的差异
3.1 病患观的差异
有些中国人认为：
“西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位西方人反应说：
“若病患只涉及到
一棵树，为何要医治整个森林呢。”这两句话不但表明东西方的认知方法不同（整体论的
认知与分析性的认知），并且还包含很深刻的东西方文化的观念。中国人的说法包含着整
体观念的思维，而西方人的说法包含着西方人的病患观念。曲黎敏（2009）亦提到这种
差异，她说中医把病人视为一个与宇宙相关的整体，而西医则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相分
离 [38]。这是中西方文化与医学的最大冲突，但还不是唯一的差异。
人体的观念
在考虑病患与健康时，核心就是人体。但人体的观念，东西方亦有很大差异。西方
人关注身体肉体的解剖学与生理学，人体器官亦指肉体的实体。但中医描述人体时，指
的不是肉体的形式。中国人多重视人体的机能，故关注整体的功能 [61]。中医应用阴阳五
行、脏腑经络、血气精神等非形态结构来强调气在身体之内的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例
如《黄帝内经》记载“左肝右肺”之说。肝的解剖位置在身体的右边，而“左肝”强调
其功能性属性，五脏之气的运动属性 [38]。许娜（2009）阐释说：
“西医研究的是构成人的
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研究的对象居于器官、组织、细胞、分子
水平上，介于人与自然、社会之间。[62] ”可见，西医的人体观念针对实体的脏器，而中
医指非实体脏器，指脏腑之气的运动属性，亦指人体的机能。
症状的描述
东西方在描述症状时，使用基于他们观念的词汇。西方人会多强调解剖学的位置，
疼痛的属性、程度和力量。中国人在描述症状时，将用基于阴阳血气观念的词汇。Lam
（1999）解释在香港他经常听到病人在提到“热气”、“寒凉”、缺乏血气等症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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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与病因的观念
东西方文化中同样都有出于感染性的生物体、营养不良、内分泌障碍等病因。尽管
西医历史上，人们有病患出于人体不平衡的理论，但现在已经成为中西医病因观念的
最大不同之处。
就西方文化而言，病患则是身体不健康、不舒服，亦不一定达到疾病的程度。例如
酒喝得太多、工作压力太大，在类似的情况下人体将显示相关的症状。这样的情况下人
体不一定会产生一种疾病，但人很可能感觉不适、头疼、恶心、疲惫不堪。这些症状不
会让人去看病，只会使他们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一般若症状持续三四天西方
人将去找医生治疗。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疾病比病患更厉害。西方文化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相分离。疾
病亦包括那些医学治不了的疾病：癌症、内分泌障碍等。疾病的病因人们则无法控制。
病因归纳为：外界环境因素对人体的损害，包括病原体和致癌物质；人体缺乏必要的营
养物质；人体之内的异常，例如遗传紊乱、内分泌紊乱、代谢紊乱和免疫紊乱 [35]。
就中国文化而言，中医则把病人视为一个与宇宙相关的整体。患病则是本源于阴阳
血气不平衡，或是因为外来的影响，或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源于儒道两家，中国人的传
统文化早就重视养生以及维护健康。为了避免患病，人们追求顺应自然，亦尽量采用维
持平衡的生活习惯，例如早睡早起，亦注意饮食的阴阳属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对于病患的认识有着奇特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的规律。曲黎
敏（2009）解释“辨证论治则不是凭现象，而是要追求本质”[38]。病患则按照人体生理状
况所表现出的症状而分为症候群。然后医生将判断适合的疗法。另外，中医的独特之处
还有“异病同治，同病异治”[64]。这个现象与症候群的特征相关。李平等（2009）阐述
症候群的特征为四种：一是，整体性，基于人与宇宙的关系；二是，时间与空间的动态，
症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三是，不断的转变，症状并非稳定；四是，个体变
异 [65]。因此中医的疗法并不是固定的，中医的疗法针对症状，并非针对病患。
从理论上讲，中西医学有的截然不同。西医的理论基于简化理论的哲学，那就是用
相对简单的原理来解释结构的整体，而中医的理论出于整体的视角。西方的生物医学把
注意力集中于疾病，亦追求治疗；中医的重点在于健康，追求的是康复 [66]。许娜（2009）
说：
“西医针对的是‘病’，突出的是‘治’；中医立足于‘健’，突出的是‘调’。[62] ”而
且西医的观念中疾病与患者的生命互相独立，认为疾病与文化、时间、地方等因素无关。
但中医的辨证论治很重视病人的自然环境。因此产生西医“同病同治”与中医“异病同
治，同病异治”的差异。
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亦出于上述的观念 [61]。疾病的生命被认为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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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任何疗法会针对疾病在身体的定位以便得到最佳的效果。但中医的辨证论治寻找病
患的本质，因此李丹（2009）记录中医是一种治人的医学。许娜（2009）亦指出“西医
治标，中医治本”的不同之处 [62]。
从科学上讲，学者都承认西医的科学基础。但就中医而言，学者的看法则有差异。
有的认为几千年积累的实用经验算是科学，有的认为跟西医比中医是不科学的。佟彤
在《中国学术论衡》中解释：
“在中国，乃由人文发展出科学；在西方，则由科学演出为
人文 [67]。”
总之，东西方人体观、病因以及病患观都有巨大的差异。张明雪（2007）认为若就
理论而言，中西两种医学是不可能统一的医学体系 [68]。若加上文化的因素统一就变得更
难了。
3.2 西方向中医的趋向
尽管古代时希波克拉底建议人们应该“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而不要让药物成为你
的食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忽视了这种意见。至 20 世纪前几十年，西方人开
始回归关注食物对身体的影响，亦走近中医的观念一步。近代，西方人首先开始了解营
养不良对身体的影响，后来亦发现营养过度的现象 [69]。此外，最近几十年西医科学的研
究亦越来越多地关注食物对身体的利弊。人们开始认识到饮食与心脏病、糖尿病、癌症、
中风、注意缺陷障碍等病的关系。因此，有的人亦开始尽量避免那些与疾病有关的食物。
例如有的西方人避免吃有高动物脂肪含量、高盐含量、高糖含量等的食品以减少心脏病
的危险。注意缺陷障碍患者也开始注意加工食品所含的某些防腐剂。
在研究过程中，西方学者亦开始对非西医的疗法产生兴趣。研究的对象亦包括非
西医的药品，以便了解其包含的有效成分；以及非西医的疗法以便了解治疗的有效机
制。对于药品的研究使人们更多了解人参、苦瓜、黄连等中医草药的有效成分以及对
身体的有效机制 [70][71]。而对于针灸的研究发现穴位与疼痛的出发点和骨骼肌运动点的定
位有一种密切的关系 [72][73]。电针刺已观察到将增加内啡肽、脑磷脂、血清素等 [74]。这种
研究的成果亦让人们更多了解到针灸疗法的生物反应和神经生理机制 [75] [76]。
此外，学者亦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了解正常人群使用非西医疗法的趋势和原因，亦为
了了解医生对非西医的态度。调查研究报告，西方国家的人使用非西医的方法治疗病患
的原因多包括：背部的疼痛、肩膀的疼痛、脖子的疼痛、头痛或者偏头痛、消化系统的
障碍、关节炎、焦虑或者沮丧、失眠等问题 [77] [78] [79] [80]。来自加拿大的报告亦提供了患
者选用非西医疗法的原因 [79]。选择中医疗法的原因包括：别人的推荐（32%）
、出于绝望
（30%）、相信非西医（23%）、有益的经历（12%）、医生的推荐（2%）
。来自美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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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若西医没有一种治疗办法，44.2% 的美国回答者将愿意尝试针灸疗法 [80]。但在同一
篇报告中，只有 4.0% 的回答者已经做过针灸，而 55.3% 的回答者选择为健康祈祷 [80]。可
见，在追求健康时，美国人多依靠祈祷而不依靠针灸。来自澳大利亚的报告显示，9.2%
的回答者至少做过一次针灸 [77]。若提到自然的药品，来自美国的统计报告列出了回答者
用过的药品：人参（24.1%）、银杏（21.2%）、大蒜补充剂（19.9%）
、鱼油（11.7%）
、姜
补充剂（10.5%）、大豆补充剂（9.4%）、蜂王浆或者蜂蜜（7.4%）[80]。
西医对非西医的态度跟病患者的态度一样。Fries（2008）在加拿大的调查研究发现：
医生相信针灸与生物医学一道使用对慢性病有效，但他们不认同中医草药的有效性 [81]。
Astin 等 (1998) 审查几篇来自不同国家关于非西医调查研究的报告，他们汇报平均 43%
的医生认同针灸疗法。新西兰的平均认同率最高（66%），其次是加拿大（55%）、英国
（37%）、美国（29%）。但他们亦报告医生平均只建议 4% 的人使用草药。医生推荐病人
使用针灸疗法的原因包括：西医对病人的症状无疗效、病人自己的要求或者选择、相信
针灸疗法的有效性等。在调查研究报告之中，平均 51% 的医生相信针灸疗法是有效的 [82]。
Easthope（1999）提出有的家庭医生除了推荐给病人以外，自己亦使用非西医的疗法 [83]。
使用非西医疗法的医生在新西兰高于 30%，而在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只有 16% 的西
医医生使用过非西医的疗法。
总的来说，近代西方人逐渐开始了解食物对身体的利弊，亦走近中医一步。许多西
方人亦对非西医的疗法比较开放。有的是因为对西医不满意，有的是因为他们包含一种
整体的世界观，故对自然的疗法有兴趣，还有些人仅仅是出于好奇。就中医而言，许多
人不反对中医，就是不理解。在西方国家好像针灸的疗法比草药更流行，但这样的事实
亦可能是因为针灸在西方国家比草药更发达。尽管对中医有兴趣，但许多人还是保留原
来的文化观念想了解中医的有效成分和有效机制。
3.3 中医向西医的趋向
近代西医东渐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医。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中医从主
流的社会定位逐渐被边缘化。但新的科学技术亦促使中医不断发展。研究中医者现在在
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科学技术。上面已经描述了西医对中医的巨大影响，尤其在教育、科
学、技术等方面。除此之外，中医亦受到了西医重视循证医学证明的影响。最近十多年
来，西医实践基本都以循证医学为最有效的医疗保健方式。而保健系统的医疗保健政策
和拨款都按照科学标定的证据来确定医疗保健的最佳实践。这种追求证明的模式不应该
轻视中医在历史中的实用经验，但能让中医的草药和疗法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而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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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医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人们如何使用一种医学能透露出他们对那种医学的感知。例如上述西方人的行为，
就能判断他们知道针灸对慢性的疼痛有益处。Shih 等 (2009) 报告在台湾已婚者比未婚者
多采用中医的治疗 [84]。他亦指出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在台湾许多女人在分娩后的初月中
采用中医草药以便促进健康。Liu 等 (2010) 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台湾病人看中医的最主要原
因有五种 [85]：呼吸道疾病（9.74%）、损害或者下毒（9.69%）
、矫正外科与结缔组织的疾
病（8.17%）、未具体指明的病患（7.04%）、消化系统疾病（5.31%）
。由此可见，西方国
家的人与东方国家的人使用中医的原因不同，亦反映东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医的不同之处。
Lam（2001）阐释在香港许多人同时用中医与西医 [86]。他们认为中医对不严重的病
患比西医好一些，因为中医能驱散病患的本质，而西医能得到更快的康复。因此有的香
港人先看西医为了快的康复，后看中医为了驱散病患的本质。文章里提到中医的短处有：
不方便，因为先需要泡草药，还有苦的味道、缓慢的效果。但中医却没有西医一样严重
的副作用。尽管人们觉得西医对急性疾病比中医好一些，但有的人还是采用驱散病患本
质的方法。这个调查研究亦显示若一种医学对一种疾病没有治疗的办法，人就会寻找其
他医学的疗法 [86]。
根据人们的经验，中医对慢性疾病比西医更好，对改善健康的状况和驱散疾病的本
质有益处。但中药不方便、很苦，亦需要耐心等待效果，因此有的人还是使用西医的疗
法，或者取长补短，利用每种医学的长处治病。

4. 结论
中西两种医学都基于各自的理论，各自的观念，各自的文化。一种医学重视森林的
整体，另一种医学观察具体的树木。两种都有悠久的历史，奇特的发展历程，亦各有长
处和短处。医学是在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以便治疗人们的病患。因此医学与文化
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亦需要发展。随着医学知识的进步，社
会文化亦将受到影响。但众所周知，若把两种不同的文化放在一起，则将发生冲突，基
于两种文化的医学亦然。
若想把东西方文化合而为一，很难。两种文化根据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理应互相
交流、取长补短 [87]。中西医两种医学有各自的长处，各自的短处。若有中医有西医，两
种医学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处，对人们的健康更有益处。至于得了
严重的疾病，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若自己选择的医学疗法无效，都愿意尝试其他
的治疗方式，因为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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