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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llow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 review of integrated medic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western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sharp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 from
the five aspects: the enlightenmen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western medicin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Chines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ealthcare and death. In addi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personal opinions on 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constructing 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摘

要】 本文继“中医辨治与整合医学初探”
“再论中国特色的整合医学”之后，从科技与西医学

发展给我们的启示、中医的继承与发展、中医与科学、中西医结合以及医疗与生死五个方面论述了
西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三个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尖锐问题，并
就解决这些问题及构建中国特色整合医学阐述了个人意见。
【关键词】 整合医学；中医学；西医学；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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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的整合医学概念[1-4]，是由樊代明院士首次明
确提出的。近10年来，整合医学的理论体系已

1 科技与西医学的发展成为双刃剑

基本成熟，推动着我国中西医医疗事业的发展，整

19世纪以前的科学及与之相伴随的西医学的发展

合医学观已逐步融入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

模式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科学家的思

[5-8]

。笔者十分推崇整合医学观，有感

想也很单纯，在求知欲的驱动下献身科学。与科学相

于长期的临床实践，曾发表“中医辨治与整合医学初

伴而生的西医学也处于认识人体、医治疾病的朴素阶

探”[9]，提出了中国特色整合医学的概念，其后又撰

段，二者对人类的正面贡献是肯定的。到了近现代

究及临床实践

[10]

文“再论中国特色的整合医学” ，论述了中国特色

200年，科学与西医学都失去了初心，走上了偏激的

的医疗目标。今再撰文，谈谈中西医结合的敏感话

发展模式，成为锐利的双刃剑。

题，希冀中西医结合医学与西医学、中医学共同成为

近200年的科技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这

构建中国特色整合医学的“三驾马车”，牵引中国特

种文明就是享受文明。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自私，

色的整合医学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暴力。物质享受的欲望、自私的品格、暴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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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医学·
式，使人类失去了与大自然互惠包容的理念，体现出

逐步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中医理论。这很重要，也很

极强的自私性，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得面目全

宝贵，但仍需后继之人对中医原著进行深入的研究与

非，这种自私性体现在人类自身的关系上就是暴力。

参悟，并使之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使中医理论更好

物质文明的破坏力与人类所具有的科技水平成正

的指导临床，否则就会将前人的理论模式化、机械

比。如果物质文明的自私性与暴力性在人类理智可控

化。僵化的理论是不能更好的指导临床，更不会实现

制的范围内存在，那么这种文明还是可以持续发展

中医的现代化。

的。可悲的是，人类的科技以某种加速度的方式发

中医需与时俱进，实现中医的现代化。但中医的

展，而人类自身的自控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甚

现代化不是中医与西医结合起来相需为用，而是与自

至因享受文明的诱惑而丢失了传统朴素的价值。精神

然科学结合起来自我发展。在不影响疗效和药性的前

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人类都在跟着科学跑。英国科

提下，可利用物理学、化学技术使中药的汤剂煎煮方

学家赫胥尼言：“人类随着科学发展将步入噩梦般的

便快捷，甚至转换剂型，也可用生物学技术保护中草

境地，更可怕的是失去理性的引导，使人类越来越像

药。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独立发展过程中的载体和形式

动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古巴比伦王国、古

的表现，与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有别[12-13]。

罗马帝国在当时的社会中都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文明，
但都因奢侈纵欲而亡。这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联想和启
示呢？

3 中医不是伪科学
科学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

西医学绑在科技的巨轮上突飞猛进，已不再是人

规律是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它创立了形式逻辑（形

类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而发展的医学，而是仅为了

而上学），成为科学创始人。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

发展而疲于奔命的医学。当抗生素诞生时，人类曾为之

发明了实验科学，为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

欢欣鼓舞，以前难以控制的感染得到了有效治疗。短短

础。中国古代既没有形式逻辑，也没有实验科学，当

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只能采用法律手段来限制抗生素

然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也没有。尽管中国古代科技比较

的滥用，以恢复人类自身免疫力[11]。发达国家打着人

发达，也没有催生出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那么这些

权自由的旗帜，放纵行为，不让身体受一点委屈，有

文明成果去哪里了？都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融入了

病找医生，这已是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先进医疗技术

社会科学。哥白尼在几百年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

的存在正在为人类自身功能的沦丧保驾护航。

也算出了地球自转与公转的时间，而中国却在几千年

西医学的发展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错误看待肉

前就划分了冬至、夏至、立春、立秋等二十四节气，

体，二是错误对待心灵。前者使西医的基础医学出现

并据此生产、生活、养生等。当然中医也是在阴阳五

快速的“否定-否定-再否定”的螺旋怪圈；后者使

行指导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它具有逻辑化、定量

人类狂躁不安的向动物属性回归。虽然上世纪初就出

化、实证化的科学方法，但不具备质疑、独立、惟一

现了身心医学，但随着大量精神药品问世，人类的肉

的科学精神。它存在几千年了，有本之初的继承，也

体与心灵脱离得越来越远。科学与西医学越发达，身

有三因制宜的发展，就是没有西医学那样把人体细化

心平衡点就越难建立，当发达的西医学与小团体的私

的无以复加的快速否定之否定的特点。中医所具有的

利（自私性）相结合时，势必产生反人类行为（暴

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并早已形成了成熟的理

力性）。

论体系。

2 中医学说是信息能学说

古老的中医存在至今，它蕴含的真理及对人类的
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为什么还有少数人认为

中医的诞生不是来源于实验室，而是来源于一种

中医不科学，要废除中医呢？笔者认为：其一是认知

信息能量，这种能量类似于具有特异功能发现信息一

问题。科学在起源后的2 000多年里，主要指的是自

样，具有超宏观、超微观、超光速、能穿透等特性。

然科学，也就是数理化方面的东西。到了近代，人类

笔者权且称之为中医信息能学说，具体是什么，不清

发现了自然科学的威力，就极力推崇科学，但自然科

楚，但它是一种客观系统的存在。

学是寻找真理的惟一途径的命题又不能成立，只能说

中医的继承很重要，尤其是中医基础理论，如阴

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之一，人类就把历史、哲学、艺

阳、五行、精气神、营卫、藏象、经络、气化、天人

术、经济等也归纳到科学的范畴，称之为社会科学，

合一乃至四诊八纲等整套理论体系，我们都要全面系

也是科学。现在就按照反中医的人士的逻辑推下去，

统的整理出来，并继承下去。

他们认为中医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权且

从民国初年开始，国内诞生了中医专科学校，并

这样讲），那么它也是科学，为什么要废除呢？这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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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教士到达美洲后把玛雅文化的书籍看成妖书而

者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三十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做

付之一炬又有什么区别呢？就这件事而论，科学界是

了大量的观察与思考。由于内容庞杂，这里只能就一

痛心疾首的，但悔之晚矣。其二是观念问题。一些反

个点或一个面来阐述一下。中医治疗肾病方面在国内

中医的人士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医理论不能被自然科学

学派林立，但大多喜用大剂量的生黄芪（笔者最多用

[14]

所证实 。笔者认为医学是独立的学科，中医理论指

至150 g/剂），且每多获效。但是肾病患者冲击治疗

导下的临床，是经得起循证医学检验的，不必要接受

期间不宜用此药，否则出现严重的蛋白尿（气虚证候

现代自然科学的求证和认可，否则就失去了中医自身

者例外），但选择他药仍能获效。一剂汤药有几味甚

的特色，蜕变为另一种西医学。更何况人类的视觉、

至十几味中药，为什么单单想到黄芪呢？因为黄芪益

听觉、嗅觉都十分有限。宇宙中存在无数人类看不见

气固表，生血排脓的功效与西医的免疫系统有关，而

也听不见的暗物质，这些暗物质占宇宙总量的85%，

西医的环磷酰胺或激素冲击治疗都是实现免疫抑制，

几乎主宰者宇宙的生命。现代自然科学只能证明某种

考虑二者的关系相对密切，故择药选方。当然，笔者

物质的存在，但不能够确定某种物质的不存在。所以

的这点认知是肤浅的、不全面的，不一定正确的，在

现代科学不能求证中医理论的存在，也就不能武断的

这里提出来的目的也只是彰显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独

否认其存在，更不能将其废除。其三是经济利益影

立的学科而存在必要性。中西医结合不是某个人的努

响。20世纪初美国财阀洛克菲勒曾言：“中药廉价安

力，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任务，而是我国遍地开花的具

全有效，所以我们要歼灭中医，否则西药就不能充分

有相对独立性的医疗系统。

占领拥有巨大人口的中国市场。”继洛氏之后，西方
又有经济学家建言，歼灭中医的最好方法是在中国人
内部塑造一个主流舆论——“中医是伪科学”，如果

医生（doctor）一词顾名思义是对患者进行治疗

中药没了，西药销量也就巨大了。2003年非典型性肺

并使之活下去。但医院内死人的事是经常有的，越是

炎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医中药所

高等医院危重的患者就越多，死亡率也越高。长生不

发挥的功绩为国人所称道。老子曾警示：“得与失孰

死一直是人类的妄求，几乎无法实现，但追求长寿还

病，身与货孰多。”我们是该警醒了！

是具有现实性的。西医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

4 中西医结合学科存在的独立性

干细胞研究及克隆技术，从理论上讲人类的某一脏腑
衰老或损毁后，就用自身的细胞克隆换上去，再活

解放后党和政府提出团结中西医，倡导中西医结

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五百年都是可能的。这里笔者提

合的方针。本世纪初期我国诸多中医院校也开设了

出两方面的疑问。其一，这些几百岁的“老怪物”还

“中西医结合专业”，相应的医师资格考试也增设了

叫人吗？他们的自身还能体味到人的幸福和生命的意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师资格。这一系列的举措好像把

义吗？其二，小小的地球村内人为的供养着成千上万

中医西医整合起来了，中国医疗更有特色的造福人

的“仙翁”是医生神圣的职责吗？他们的存在对子孙

类。其实不然，只要到省市县的中医院看一看，亦或

后代的生存与繁衍有无负面影响？西医学的发展带来

到各省级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稍做调研，就会发现这

了自私性的幻想，这种幻想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可允

样一种现象：患者来后会先做一系列的西医检查，将

许其实现（灾难性）。高度发达的西医学对人类素质

西医学方面的病因病理做一番分析后，再尽可能把西

的影响是负面性很强的双刃剑，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

医的病名确定下来，然后仍用西药及其他西医手段给

（心灵和肉体）一样，少数人不仅不能征服，还可能

予治疗；当西医治疗不佳或患者出现明显的负面症状

还将善意的吹哨者头上加上反科学的紧箍咒。在这种

时，才会把中药加上，作为辅助治疗。若疗效好，则

狂热的医学下，人类非但不能长寿，很多人还会因此

继续中西医结合治疗，否则就将中药停服，继续用西

英年早逝，未尽天年，失去了许多本应该享受的生命

医方案治疗；如果西医的各种方案都尝试了均不理

和幸福。“天年”一词出自于中医学。

想，又无望的回到中医方面来再试治一回。这种现象

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对人的寿命就作出了客观朴素

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西医的主导地位是公认的，中

的评判。《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人，其

医在临床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还不能作为独立的学

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

科存在；其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现象是经常存在

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终其天年，度百岁

的，但仍然停留在肤浅的中药加西药的层次上，而没

乃去。
”据考证这里所谓的“天年”是120岁，而这个

有以独立的医疗研究形式存在。

岁数的老寿星在现代社会是极少的，而且多属于文化

中西医结合独立存在，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笔
34

5 中国特色的整合医学注重有质量的“天年”

水平低、心境豁达、享受欲不强的人。在科技发达的

·整合医学·
今天很难做到这样。人类贪婪的攫取地下资源，把冬

响，诞生了两个边缘学科，即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

天改成春天（暖气），把夏天改成秋天（空调），把人

而且这两个学科与前三个学科一样独立存在。同理，

类经历数百万年已经适应的自然环境改变了，四季不

西医与中医结合产生了中西医结合学科，也可以说是

能循常道更替，人类每天为自己的利益而竞争，难以

中国特色整合医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学科。中西医结合

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现代人尽情的享受这一

产生后并不是中医、西医都不要了，而是西医不要干

大堆由化肥、农药及激素等共同参与而催生的高科技

涉中医，中医也不去主动影响西医，中西医结合也这

产品，饮食无节，美其名曰“物质文明”
。
《内经》倡

样做，三支力量地位同等，自然渗透，取长补短，成

导人类淡泊的享受生命而尽天年，并警告世人不要“以

为构建中国特色整合医学的“三驾马车”
。为中国乃

妄为常”，纵欲短命。纵观当下，患者为了长寿花巨

至于人类的生命科学贡献力量。

资用于医疗，医疗的研发者为高科技医疗产品，而“逆
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
《素问·上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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