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视角下的传统中国医学》 

 

女士们、先生们， 

 

几个月前我受邀在慕尼黑国际针刺疗法会议上展示了一篇论文，当时所展示的题

目是“传统中国医学可以国际化吗？” 

 

为何会有人问这种问题呢？这一问题有何意义？当我对其进行了深入思考后，我

明白了这一问题的意义并且确信它是具有极高价值的。 

 

在中国，针灸疗法已经有了约 2000 年的历史并且关于针灸的知识在欧洲的传播

也有了长达 500年的历史。 

 

因此，当那次会议的组织者要求我就“传统中国医学可以国际化吗？这一问题作

一个全面的演讲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它已经国际化了！ 

 

从 17世纪起，针灸疗法在欧洲就广受欢迎。由于太过受欢迎以至在 19世纪初期

一位德国医学作者曾谈到“针灸狂躁症”。 

 

但这股热潮并未持续太久。在 19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理论激发了现代医学的发展。 它是由麻醉和外科手术推

动，并得到了科学方法应用于常规有效药物开发的支持。它又与具有革命性并且

是即时成功的公共卫生机构相伴。 因此，西方医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

和积极形象。而这些，中医似乎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并且这种氛围并不仅限于欧洲。甚至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以前，一些中国医学作

者就已不满当时中国医学的现状。他们抱怨有太多的理论，并且对从事医药学同

行的道德标准持怀疑态度。你可以将 18 世纪的学者兼作家——徐大椿视为这段

历史的见证者。其他中国医学作家也都赞同他的观点。 

 

中国世界观中关系论的科学体现于阴阳五行学中，欧洲分析科学体现在化学、物

理，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中。直接的军事冲突和科技冲突，被证明对中国主权

及领土完整产生了危害以及对中国药物在西方以及中国自己心中的形象也造成

了危害。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创伤，从 1839 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侵华

战争以及其邻国日本发动的大屠杀，都需要对传统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各方面进行

重新评估。 

 

在 20 世纪早期，改革派和革命派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都就中国如何在世界上

重获自己的合法地位提出了建议。有一部分思想激进的人希望废除中医药学。今天的

中国青年不再知道由陈独秀、鲁迅、巴金等众多其他人发表的尖锐批判，陈独秀

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以及第一任秘密书记，鲁迅是最杰出的小说家。他们都一

致认同：中国要想再次强盛必须得采用西方现代科学、现代技术以及现代医学。 

 

在西方中国传统医学圈中，常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它拥有的数量丰富以及令人



印象深刻的医学观念和医学实践遗产的处理方法，即主要关注这大量遗产中的极

小部分并将其界定为“传统中国医学”。那些批判这种选择的人并未意识到中国

在 19世纪和 20世纪前半期遭受的严重创伤以及“传统中国医学”这一定义背后

的依据。 

 

在我《中国的沉浮》（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a）一书中，我关注了这些创伤

并且我对这种独特的选择作了解释，是的，中国是如何疗愈本身并再次成长为一

个备受尊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独特的一种路径。 

 

我写《中国的沉浮》（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a）以及《疗愈历史的创伤》

（Healing the Trauma of History）两本书想要证明，中国医学的传统是如何

帮助中国重兴并且获得如今的地位的，即因为中国重振了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

获得了国民的敬重以及邻国甚至遥远的高度工业化的民族的畏惧。 

 

中国的政治遵循了中医药所要求的同样理念。政治观念和医疗观念间的紧密联系

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2000 多年。这种紧密联系在“统治”和“治愈”这两个术语

的使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外国侵略者进入你的国家就仿佛进入你的身体一样，

同样的道理：永远不要责怪入侵者，要责怪你自己使得入侵者进入了你的领土或

你的身体。 

 

在政治层面上，这意味着：为什么他们能够偷走我们的领地并且侵犯我们的主权

呢？如果他们能对我们做出如此恐怖之事，并且我们还无法保护自己，那么他们

的知识和技术一定是比我们的优越。让我们也获取这些东西吧，一旦我们得到了，

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受伤害了。 

 

这就是隐藏在中国的重兴背后的秘密，也是我写《中国的沉浮》（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a）一书的原因。这本书想要揭示中医学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

一部分。如果未能理解这些亲密关系，那么将无法理解中国去过 100 年以及今天

的民众政治，也无法理解针对传统医学的中国政策。并且当我们回到“传统中医

学可以全球化吗？”这一问题时，理解上述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在重振自己的实力和名誉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差不多 100 年中，中国的领导者认为应当忽视中国自身文化遗产的许多特征，

包括它们的医学遗产。为了再次获得自己的实力和全球名誉，没有比采用与西方

科学和技术相伴的西方医学更有价值的其他选择了。 

 

看看今天 2019年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它都已反超了西方。它的数字化更具效率，

它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攻克了最艰难的挑战，中国的火车比欧洲的跑得更快，



并且在国际政治中，中国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 

 

因此，到了中国要仔细回望自己的传统并且唤醒那些值得骄傲的传统——中医学

就是其中一部分——的时刻了。陈独秀、鲁迅和其他人所发出的辛辣批判被人们

遗忘。一项名为《中医学》与西方医学相制衡的新法律在几年前颁布。 

 

在 20世纪 50年代，当第一个法国代表团前去中国并询问中医学在新近成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时，中国主办方很惊讶：为何欧洲人会对“命定传统”感兴

趣？直到 1954 年，毛泽东才被迫针对关于将中医学从官方医疗体系中清除的要

求做出回应。毛泽东对那些要求的明智回应后来被一次又一次的引用：中医学是

一个宝藏。其价值将被挖掘。 

 

至此，（对中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医在海外称为“传统中国医学”，被世界

各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大力提倡。 

 

在此，我将重复我被要求进行讨论的初始问题“传统中国医学可以全球化吗？” 

 

我的回答可能只是一个简短的答案，即：传统中国医学已经全球化了！ 

 

毕竟，在 2019 年，中医已经遍布全球。不仅是在城市和小城镇里可以找到的中

医医生。在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或通过越来越多的本国本地传播者获得中医和针

灸能力的土著本地从业者，也为中医在全球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有关传统中国医学的文献，在很多大国都有相应的语言版本。中医学的经典著作

已经被翻译为西方主流语言，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获取传统的纸质版或者电

子版。 

 

总之，考虑到所有这些，人们可能会说：传统中医学已经全球化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在我们决定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何为

“一项医学的全球化”，说它在全球范围内可用足够吗？ 

 

为了进行比较，让我们看一下一个医疗保健系统——生物医学，无论它是否全球

化我们可能都会同意。 

  

生物医学根源于欧洲。从 19 世纪起，它开始向全球扩展传播。欧洲人将其带到

各大洲，并且很快它相比当地传统（医学）的优势就为人们所承认。 非欧洲人

竭力在欧洲和美国以及任何欧洲人和美国人决定建立医学院的地方进行研究。 

非欧洲人后来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医学院，并用自己的语言撰写了文献。到现在

为止还挺好。 

 

实际上，这就是今天中医所处的位置。 一方面，有中国作为中医药的祖国。 它

有自己的中医历史，并且有自己的工作方向，即，以期使中药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此外，在欧洲，美国和其他非亚洲大陆，有无数的非中国人，非亚洲人，他们相



信他们已经对传统中国医学有了深刻的见解，他们已经对传统中国医学进行了研

究和试验，并且增加了新的中医方法和解释。 

 

当生物医学离开其在欧洲的文化背景，并开始接受来自非欧洲文化背景的治疗师，

医师和科学家的贡献时，它开始走向全球。生物医学不仅在几乎全球的每个角落

都得到实践。它还接受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的贡献并在其中受益。 

 

生物医学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以化学和物理以及它们所相对的生物化学和生物

物理学科学为基础的。它用于诊断和治疗的技术也基于化学和物理学。 就是说，

由于各国，不同文明，各种文化的贡献，生物医学受到应用于全球并且每一天，

每时每刻都在进一步发展的科学和技术的滋养。 

 

在此我们必须自问：传统中医有可能达到全球化的高度吗？或者更具体的说：负

责中医的人员，尤其是中国，是否对中医获得这样的全球化水平有兴趣？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名称。生物医学只有在中国才被称为“西医”，目的在于与“中

医”相对比。而在中国以外，“西医”这一词早已废用。虽然这一名称可能涉及

到生物医学的地理和文化起源，但并不能反映它的今天的现实。 

 

但“中医”这一名称却不同。它不仅表明了传统中医学的地理和文化起源，还表

明了一个含蓄的主张，即，中医是中国的且它应永远以此得到承认。中医已经传

播到韩国和日本，尽管其在韩国和日本的中医，其特征仍然与中国本源紧密相关，

但毫无疑问，几个世纪以来，韩国和日本的医师和作家为中医在他们各自国家的

进一步发展，改良和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传统医学英语术语标准化的审议中，建议用“东亚医学”或

者“东方医学”代替“中医”。中国的参会人员明确拒绝了这一涵盖范围更广的

命名，因为它遮蔽了中医的源头在中国文化中的这一事实。 

 

事实上，就如今的中国方面而言，传统中医在全球的传播是单向的。 中药是出

口商品。 

 

非中国的中医实践者和作家对传统中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逐渐被一些中国传统

中医提倡者所认同，但是他们并不被中医的祖国所承认，即不被一些自认为是在

守护中医民族性的中国权威者们所承认。 

 

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可以说是中药保护和传播的中心。 它有一个了不起的图

书馆。在其他地方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机构。然而，这个图书馆里的用外文撰写的中医

书并不是很多. 

 

 《本草纲目》可能是有关前现代中国药物疗法的书籍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百科

全书。中国专家，其中一些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成员，与欧美作家合著了三本字

典，第一册是《 <本草纲目>中中国历史疾病术语》。第二册是《本草纲目》中提

到的所有地名。 第三册是《本草纲目》中所有书名以及所引用的人的名字。 



 

 没有这些词典，就根本不可能在学术上或科学上使用《本草纲目》。但是这些词

典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因此，至今没有收藏它们。 

 

传统中医可以全球化吗？当前中国的单向输出态度可能已经使得传统中医在全

球范围内收到欢迎并且成功应用，但是并未实现真正的全球化。 

 

可能“传统中医可以全球化吗？”这一问题应该改述为“单向输出的传统中医在

全球市场上可以获得成功吗？”事实是，在全球市场上日益充斥着传统中医的竞

争版本。这是知识，这些方法和应用具有中医名称，但却独立于从中国获得的中

医刺激而不断发展。 

 

而且，在西方从业者的眼中更多的问题出现，中国中医方面的权威对中医的狭隘

界定是否妥善处理了前现代历史中医药广泛而又多样的遗产。 中医只是这一庞

大而多样的遗产中的一小部分。它是由 1950 年代和 1960年代的委员会开始组构

的。他们被要求选择那些被认为是适合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

要素，这是中国旨在重新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基础。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许多以中医为名在中国境外发展起来的东西，尤其是在

欧洲和美国，受到并且仍然受到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初，由第一批中医畅销书

的作者创作和传播的神话的影响。  

 

 过去曾有一些不懂中国语言、中医历史知识更无中医临床诊断经验的作者去到

中国。当他们去中国时，他们并没有遇到中医专家，因为几乎不可能找到能够用

欧洲语言和他们交流中医知识的专家。 

 

 西方人对中医的找寻是从官方选出的中国发言人那里得知的，而这些官方发言

人他们自己对中医历史的复杂性了解甚少。 

  

西方传播者在他们的书籍和媒体报道中引入的幻想和误解，使这一部分与中医的

历史渊源进一步脱节。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中医可以全球化吗？” 当代西方出版物

“传统中华”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基础？ 任何人把“五脏六腑”

说成是 ”five viscera and six bowels” or “five solid organs and six hollow organs” 就

是完全偏离了中国最初的理解。 继续将癰和疽这两个疾病术语翻译为 “welling 

and flat abscesses” 的人，那同样也背离了最初的理解。任何继续将中国“气”的

概念解释为 “energy” 的概念的人，都将导致西方中医与历史中医药的脱节。 

 

这不仅是西方人无法参透中国历史医学概念及其术语的真正含义的错误。让我们

看一看《本草纲目》，这是中国医药学和医疗保健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它在 16世

纪进行了编辑，引用了前两千年最好的医学和药物学文献资料。 二十年前，北

京外语出版社提供了英文版本，由罗希文翻译。 

 



由于很多原因，罗希文的英文版本有很多错误和问题。但是鉴于我们在这里所关

心的问题，其最明显的缺点是它无条件地试图将历史悠久的中国疾病观念推入现

代生物医学术语的束缚中。阅读英语版《本草纲目》无法走进历史中医和药物学

的领域。此外，它展现了一种既不是传统中医也不是现代西医的混合结构。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畅销书所带来的许多幻想和曲解，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尽管有足够多的相反信息。 它们出现并且逐步合理化，因为它们反映了西方工

业化国家公众的情感和愿望，这些国家在 1970 年代和 1980年代因能源危机以及

因化学和技术处理不当而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并没有解决。 对“气”即能

量的创造性解释以及针灸理论中其他核心术语的深远误译是此类特质的最明显

例子。 

 

就是说，从中国出口的中药与多种非中国的中药竞争。如今，它们的范围从试图

为中药治疗和针灸治疗提供现代生物医学合法性的尝试，到试图恢复两千年前的

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灵枢》、《 素问 》、《难经》，现在这些经典在语言学和

史学角度都已由西方学者翻译出可靠的英文译本。 

 

没有中立的权威机构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中药产品中选择适合于建造单一中医结

构的要素，以承认中药的历史渊源和非中国治疗师和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贡献。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图书馆肯定会因这项任务而负担沉重。毕竟，在那个图书馆中，

谁会精通外语，以从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的文献

中挑选出那些严肃而值得注意的贡献？ 

 

当日本在 1860 年代明治维新期间决定采用现代西医时，这意味着采用现代德国

医学。 日本人邀请了优秀的德国医学代表来教他们新式医学，并采用了该医学

的德国医学术语。 一百年来，直到它被英语取代之前，德国医学术语一直是日

本医科大学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医学科学家阅读了德国的出版物，并利用

德国发表了自己的贡献。 

 

有多少西方人相信中医价值的人已拥用了足够的中文语言能力来完全理解历史

中医术语？ 这些西方人中又有多少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中文能力，可以向中国

听众介绍他们对中医药进一步发展的贡献？ 

 

事实是，不太可能出现统一的全球性中医体系。从美国和欧洲到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西方人已经发展并在持续发展无数的中医变体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

思想。同样，中国的传播者也常常丢下中药的历史基础和独特特征，并改造其遗

产以适应现代的市场和生活方式。 中国成功的中医执业者每天有 100或多达 200

名患者，他们与全面，个人医疗保健的所有论点相距甚远，个人医疗保健使得在

1970和 1980年代，相比于生物医学的感知现实，中医对许多西方人具有更大吸

引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中医法向金融投资者开放中医设施的要求存在风险，

这可能会要求这些设施像商业化的西药中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同样的效率和以利

润为导向的思维。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没有现代科学，现代技术以及生物医学，就畅想



一个安全、成功的未来。 但是现代科学，现代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生物医学也

提出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反过来又证明了寻求替代品和

更好方法的合理性。 

 

在对中药及其前身中国历史医学的兴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一追求显而易见。 

中国以外的许多医生和非医学从业者因成功地运用中医和中国历史医学而深受

鼓舞，他们认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希望将来，在中国负责中医未来的人们与相信西方国家中相信医价值的人们之间

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流，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全球性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