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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作为学科概念的发展变迁及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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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is a discipline concept that continuously changes, deepens, and
enrich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from the simple original concept of “medicine/yao” to the orthodox concept of “herbal/bencao” in
ancient China,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from only the pharmacy of the Han
nationality to including Tibetan medicine, Mongolian medicine, Uyghur medicine, Dai medicine, etc. and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from traditional to a new type that integrate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that
attaches to medicine/yi, foreign pharmacy “returning to the Chines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at looking for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combin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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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是一个随着中国传统医药学史的演进和用药实践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学

科概念。本文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中药”从“藥/药”的朴素原初概念到中国古代“本草”
正统概念的变迁过程，分析了“中药”从仅为汉民族药学的概念到包括藏药、蒙药、维药、傣药等
各民族传统药学在内的学科变迁过程，分析了“中药”从传统中药学到主动融汇现代科技的新型中
药学的变迁过程，并对中药的“医”从性问题、外来药物的“归中”问题以及中药的现代化问题等
进行了探讨，认为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中国传统药学是大势所
趋。同时，挖掘传统中药精华，融合传统与现代，加速中药的现代化，应成为未来中药研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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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中

药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此同时，先秦文献还记载了药物知识及用药经验，其

反映中国自然资源特点，在中医思维和理论指

中多处与“药”相关。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凡

导下以药物药性、炮制、遣方、作用机制等为主要内

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

容的传统医药学科，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以药来防病

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对“药”

治病、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从历史演进角度看，中

的性味功效及相作用的身体部位进行了介绍[1]。《尚

药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随着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

书· 商 书 》：“ 若 药 弗 暝 眩， 厥 疾 弗 瘳[5]。” 既 指 出

而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

了猛药去疴的必要性，也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而

药”的内涵既有沿袭之同，又有演进之异。

诸如《周易·无妄卦》“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之药，不可试也”[6]、《礼记·曲礼下》“医不三

1 “中药”本无名

世，不服其药”[7]等，说明时人已经积累了对症用

今之“中药”的概念内涵，顾名思义乃是中国传

药、谨慎用药的有关知识。

统药物的简称，但是这个概念及其内涵，是近代以后

经上述分析，“藥/药”的原初义应是一种以本草

才有的概念和内涵，古代“药”的概念，最早并无中

为主，兼及花、鸟、虫、鱼、金、石的混合物。在这

药、西药之分，也并无“中”字作为前缀予以限定。

些药的众多称谓中，因为药物的偏性、反应等，“毒

从早期的医药实践看，古代先民对“药”的认

药”的名称似乎更为突出，在关于“中药”早期的表

识，应该至少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无意识状态。这

述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特点在《黄帝内

一阶段的特点是遍尝百草到药食同源。类似于神农氏

经》中也有体现，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其病

“遍尝百草”，凡有明显毒性的植物，比如食后可致

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的被弃用，那些无毒或低

《素问·汤液醪醴论》中“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

毒的可食植物被留用。第二，有意识状态。这一阶段

艾治其外也”等[8]，都使用了“毒药”的称谓。究其

的特点是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药物与病痛对应的关系，

本质，“毒药”等同于“药”，不同的称谓可能只是

比如发现那些可致呕吐、身体恍惚等不适症状的植

一种表述的习惯或方式而已，并无质的差别。最初的

物，虽不可食但往往有利于某些疼痛或疾病的缓解。

“中药”概念的内涵及其所指，从先秦的各类典籍中

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被古代先民有意识主动地用于防

关于“药”的记载，“药”及其附属的“百药”“五

病治病的药用动植物，才能称之为最早的“藥/药”

药”“毒药”等使用广泛，虽然本草属于当时“五药”

的实体。当然，众所周知，受限于年代的久远和遗存

的一种，但是“本草”的概念极少使用，“本草”相

史料的匮乏，一般而言对于药物起源的基本认识，往

较而言是一个后起的概念。最开始“药”本无名，只

往倚重人云亦云的传说以及常识性的推理，诸如大家

是草、木、虫、石、谷等的混合体。

熟知的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等。神农尝百草的真
实性无法考证，但其遍尝百草的行为，无疑代表了中

2 中药天然是本草
众所周知，后来“中药”越来越和“本草”建立

国医药早期的探索和实践。
那么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中药”的东西，在古

[9]
形成对等关系。
“藥”字《说文解字》释为
“治病草”
。

代叫什么？我们发现，在先秦的各类史籍中，最早的

从其演变过程看，字形虽有变化，结构均是“艹”
（古

“藥/药”本无名，“本草”之名也是后来才有的，单

代草字头

纯称呼“药”或者“百药”“五药”“毒药”等在《周

“药”字，古音为yue，和“音乐之乐”相近，有研

礼》《尚书》
《山海经》等先秦史籍以及《黄帝内经》

究认为古体的“藥”
“樂”“瘵”
（疗字的繁体）三字

中使用频率较高。比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医

具有同源关系，可见古体的“藥”字可能暗合了古老

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以五味、五谷、

的中医药与生俱来的身心合一的智慧[11]。中药天然是

五药养其病。”汉郑玄注“五药”为草、木、虫、石、

本草，“藥”字从“艸”
（草字头的繁体）得其本义，

[1]

谷五种药材 。《逸固书·大聚解》：“乡立巫医，具百
[2]

[3]

药以备疾灾 。”《世本·作篇》：神农“和药济人” 。
[4]

《山海经·大荒西经》：“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
[4]

《山海经·海内西经》：“皆操不死药以拒之 。”与

）和“乐”
（繁体字为 ）的组合[10]。且

其实质为本草或草本，且是一种治病的本草，这从
“藥”的构字溯源上说明古代的“药”与“本草”具
有某种天然的关系。
从目前的史料看，“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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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艺文志·方技略》，该书记载了对当时医学的分

以应地。”可见，“中药”一词，虽然在《神农本草

类，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类，可知

经》中明确的出现，但是其涵义明确，是作为“药”

当时以医经为代表的“中医”和以经方为代表的“中

之上、中、下三品中的中间等级，非今之“中药”内

药”就已经开始分属。在其对“经方”概念的解释

涵。很明显，
“中药”概念的内涵及其所承载的实质，

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草”一词，其曰：“经方者，

在古代并没有引起重视及流行，倒是“本草”的概念

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

在《神农本草经》之后逐渐得以流行，成为古代医药

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

学科中独具特色的本草学科。这说明，在历史和学科

[12]

平 。”其中“本草”依然作为“药”的一个类属，

自身的发展中以本草为中药代言似乎水到渠成。本草

与“石”并列，用本草与矿石的寒温属性以解释“经

天然不是中药，但中药天然是本草。

方”的概念。
古代中国“中药”即“本草”，
“本草”即“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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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药的“医”从性

的关系，真正肇始于首部中医药专著《神农本草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民

该书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第一次大总结，标志

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中创造了具

着中药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

有一定地域特点以及用药和治疗特色的医药理论体

阶段，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的中

系，比如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瑶医、苗

药学皆在此基础上不断纵深发展。由于《神农本草

医、回医等，当然，在所有的传统医学中，中（汉）

经》在“中药”学科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确定的“本

医无疑是起源最早、分布最广、惠及人群最多、影响

草”概念后来居上，成为之后“中药/中国传统药物”

最大的民族传统医学，所以一直以来近乎约定俗成形

的统称，并为历朝历代所沿袭。

成了中医和汉医这一“对等”的概念[13]。也正因为我

魏晋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是对《神农本草

国传统医学众多分支的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在某一

经》的整理研究，同时又增补了魏晋以来药物的品种

特色的民族医学理论指导下的用药或“药学”，就有

及用药经验。唐代的《新修本草》
（又名《唐本草》），

了各种称谓及不同的含义，比如中（汉）医理论指导

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下的用药就是中（汉）药，藏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就

药典。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对其进行增补和辨

是藏药，蒙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就是蒙药，维医理论

误、注释的代表著作有《本草拾遗》《蜀本草》。宋代

指导下的用药就是维药等。虽然同一药物在不同的医

药学在统治阶层的重视下迎来高峰，宋先后修订了

学理论指导下用药部位、用药剂量、用药配伍等整体

《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嘉佑补注神农

上大同小异，但是有时也确实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因

本草》三部官修药书，此外尚有《嘉佑本草》、苏颂

为“医”之不同，也表现为相应的“药”的不同，并

《本草图经》、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唐

体现为“药”对“医”的依从性。

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等，

中药的“医”从性，还表现为中药学科从“本

其中以《证类本草》影响最大。明清时期，李时珍倾

草”到“中药”的过渡。这一过程，无疑与近代中国

尽毕生心血写成《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明以前药

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变密切相关。

性理论内容，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采用了当时世界

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当时发展渐成气候的西

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产生了一定的世界影响。时至清

方医药开始涌入中国，主营西医药的医院、诊所开始

代，本草学在《本草纲目》的影响下，研究本草之风

在中国遍布，带来了对中国固有医学的巨大冲击，中

继续盛行，代表作有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总

医药经历了新的嬗变。医的方面，经历了从中医一枝

结可知，上述各朝各代的代表性药学之作，无一例外

独秀到中西医对抗、到中西医汇通、再到中西医结合

地都是以“本草”作为当时“药”学或“中药”学的

的变迁过程[14-15]。与之相适应和相从属，药的方面，

代称。

也经历了从中药惟一到中药西药并存的发展格局。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并非无“中药”一词，

药物的实践领域，以现代医学理论为指导的新式的合

“中药”首现于《神农本草经》：“上药一百二十种，

成药物、注射类药物及其在治疗一些疾病中立竿见影

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

的药效，形成了与传统的中国本土药物的明显差别。

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

基于这种新质的医药学的出现，人们为了辨识区分和

·专家论坛·
使用便利，“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等概念应运

洋金花（曼陀罗花）等外来药物。清代赵学敏《本草

而生。近代之前一直使用的本草概念也逐渐被中药的

纲目拾遗》是对《本草纲目》的补编，增加了金鸡

概念所取代。

纳、香草、臭草等10余种外来药[17]。可见，这些突出

4 中药“归中”的问题

原产地的外来药物，特别是其中疗效卓著者无疑已被
“中药”吸收，其实质已具有辨证用药等中医理法方

中国传统医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医学，如

药的特色，已经“归中”成为中药学的一个组成部

果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句话准确地总结

分。而且当时的外来药物，只是“中药”范畴中的小

了我国民族的构成特点，那么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总

众，从性质上讲还只是传统药物，其本质的相似性

体特点也应是统一的多民族传统医学。这既肯定各民

大于差异性，故而很快被中药“收编”，成为外来的

族传统医学的特色，更强调中国传统医学的统一性和

“中药”。

整体性。中国传统医学是多元的，但中国传统医学又

二是在西医西药出现后，鸦片战争后，传统的中

是一体的，中国传统医学是多元一体的统一体。这个

医或中药，不似鸦片战争之前，可以将本质同为传统

“一体”
“统一”就是我们探讨的“归中”问题的内

药物的外来药，成功改造转型成为中医思维及中医用

涵与核心。

药理论指导下的“中药”。面对从西面迅猛而至的这

从中国传统医学学科历时发展的角度看，中药
“归中”的问题，可分三个历史阶段分析。

种异质或新质的医药学，中医药不再具有将其同化、
改造的能力，反而自身还一度有被改造和遭遇废除的

一是在西医西药出现之前，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在

危险。后来我们众所周知的中西对抗走向了中西汇

内，其医学形态实际皆为传统医学。随着古代中国政

通、中西结合。但自此，西医成为与中医对应的医学

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凿通带来的交通

体系，西药也具有了与中药对应的概念内涵。

和对外交流的便利，外来药物也不断增多。外来药物

三是在当今《中医法》的背景下，“中药”学科

最早主要指中国古代王朝政权所辖地以外或者少数

应该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一体化建设，是基

民族地区及边远地区的药物，后来则主要指中国境

于中国传统医药学一体化融合。一直以来，特别是在

外的药物。在汉文字的表述体系中，一般认为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壮大相对弱小甚至濒临消失

次明确的外来药物输入，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

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

域（广义的西域包括我国新疆及中亚等地）的药物

策，这是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后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

开始不断地输入内地，这些外来药物名称上多冠以

原因。也因此，一直以来人们约定俗称的观念认为中

“胡”“番”“海”“洋”等为前缀，以示与内地本土

医就是汉民族医学，汉民族医学就是中医，中医或汉

药材的区别，如番红花、番茄、番薯、番木鳖、番木

民族医学以外的是民族医学或少数民族医学。目前这

瓜、番石榴、胡桃、胡麻、胡桐泪、延胡索、胡椒、

种观念和思想正在得到纠正和更为准确、科学的定

胡荽、海椒、海桐皮、海红豆、海蚕、海梧子、海

义。从中国传统医学的演进轨迹看，千百年来，中华

松子、洋金花、洋桃、洋虫等，以及丁香、沉香、乳

民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生产生活，既诞

香、降真香、槟榔、龙脑香、安息香等外来香药。此

生了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主的汉医，也孕育了藏医、

外，还出现了《胡本草》
（此书佚亡不传）、《海药本

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瑶医、回医等其他

草》等专门介绍外来药物的专著，比如《海药本草》

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且各民族传统医学相似性大于差

中广纳“海药”128 种，其中明确表示出自于外国产

异性，这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传统医学均为临床经验、

[16]

地的药物就达 96 种 。针对这些外来药物，中国古

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若干群体信仰、原初的基础

代的本草学始终注重吸收和发展，使它们转型融入

医学知识等的混合体[18]，而且体现在长期的交流融合

“中药”的洪流。比如唐官修的《新修本草》中就已

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思想、唯象思维上的理

收集了为民间所习用的安息香、龙脑香、血竭、诃黎

论构建、阴阳论病与辨证论治的诊治原则、“四诊”

勒、胡椒等外来药，宋金元时期的本草学代表《证类

与“八纲”的察病手段、道法自然与顺应天时的养生

本草》充分引证了包括《海药本草》在内的宋代以前

理念等共性的特征中。在中药学（中国传统药学）领

的本草作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同样把原产

域，还体现在各民族传统医学相似的用药思维、药性

地外来的药物进行了梳理，吸收了番木鳖、番红花、

理论、炮制方法等方方面面。应该说，各民族传统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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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虽然形式上具有多元性，但这并不妨碍整个中

统医药的精髓所在，但它是多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

国传统药学的一体性。笔者团队自2014年起积极倡导

寻找能（近似）替代产生传统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且

“大中医”理念，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

结构清楚的化学成分或化学成分的组合，对传统医

[19]

国传统医学 。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的开发与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以人类抗疟药

药法》“总则”中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

物为例，从金鸡纳树皮到金鸡纳霜（奎宁）、氯喹类

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

药物，从传统的“青蒿截疟”到屠呦呦等用现代技术

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

方法提炼的全新抗疟药青蒿素，就是一个典型的从传

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中医药

统本草到现代药学的过程。此外，从洋金花到抗胆碱

发展的实际为立法提供了依据，而法律的实施也必将

能药物、从黄连到小檗碱、洋地黄到地高辛、从古柯

为中医药的科学实践提供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叶到普鲁卡因、从山羊豆到二甲双胍、从狗爪豆到左

意识、致力于中国传统医药一体化建设的“归中”，

旋多巴、从八角茴香到达菲、从柳树到阿司匹林，等

既符合中国传统医药学科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华民

等，这些都是从传统药物中汲取灵感和智慧，进而更

族的整体利益。

新换代成为人类抗击疾病的有力武器。总体来看，传

5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

统药物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一个传统向现代、本草向
科学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向传统、科学向

目前从受众和传播的视角看，大众对“中药”的

经验回归和学习的过程。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和精华，

概念依然是模糊或存在偏差的，比如中药就是中国产

将传统和现代融合创新，不失为中药现代化的可取路

的，西药就是进口的；中医医生开的就是中药，西医

径。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

医生开的就是西药；中药就是草药，西药就是胶囊片

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21]，古老

剂。还有就是顾名思义，诸如青蒿素片、天麻素片、

的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合能产生原创性成果，更好地

川芎素片等带有中药名称的就认为是中药。这些从名

造福人类[22]。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和创新，能够更好地

称、剂型、产地等断章取义来判断中药与西药的认识

展现出人类医学文明的综合优势。

并不科学，区分的关键在于制药所依据的医学理论，
即按照现代医药理论与技术方法创制的药物就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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