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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谈及“中西医结合”，普通
人想到的可能是中药和西药、中医诊
疗方法和西医诊疗方法的结合。作
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
您如何理解自己的主攻学科？

董 竞 成 ： 中 西 医 结 合 通 俗 来
讲，就是用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西医”的技术和方
法，去研究传统医学，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中医”里面的宝贝和
精华。

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中西医结
合的成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治疗帕金森病的黎豆，现代医
学发现其中的有效成分是多巴胺；
所有中医经典方都以麻黄作为治疗
哮喘的主要药物，现代医学发现里
面的有效成分是麻黄素。

事实上，中医里有很多与诺贝
尔奖擦肩而过的东西。我们研究中
西医结合，目的就是不断挖掘传统
医学中的宝贝，利用现代生命科学
技术发展中医，拓宽中医药的服务
范围，并提升其服务水平。

记者：有媒体报道称，部分院
校在中西医结合教学上缺乏主次，
培养出中西医皆可但中西医都不甚
精通的毕业生，让中西医结合变成
了“中西医凑合”。您如何评价中西
医结合学科的人才培养现状？上述
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董竞成：应该说，目前我们的
中西医结合学科教育，还没有达到
一个很成熟的水平。

首先是培养理念存在问题。刚
才我们讲了，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
现代医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去研究传
统医学的精华，促进两者的真正融
合与共同提升。但目前培养中西医
结合人才的部分院校并不是这个理
念，或者说这个理念在学校层面还
不是很明晰。由于理念不清，在培
养方法上，这些院校通常是先教两
年中医知识再教两年西医知识，认
为这样就是中西医结合，事实上学
生是中医也学了皮毛、西医也学了
皮毛，掌握的知识并不能有机融
合。另外这些院校使用的教材也不
成熟。

事实上，能把中西医结合真正
搞好的人，大部分都是现代医学专
业出身。比如屠呦呦，比如我的导
师沈自尹院士，因为他们的现代医
学功底扎实，对现代医学和传统医
学都了解得很透彻，所以知道什么
是能够高于这两者的。如果是学中
医出身的人，对现代医学的了解往
往限于皮毛，是很难做好中西医结
合的。

基于中西医结合学科特殊的人
才培养规律，复旦大学目前也在进
行培养方式改革。我们在临床医学

（5 年制） 专业设置中西医结合方
向，学生进校后先学习本科生需要
掌握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4 年后
择优开始学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知
识，毕业后获硕博士学位；另外，
目前我们也在尝试探索一项引领性
机制——中西医结合“5+3”或8年
制培养模式，为就读临床医学 （8
年制） 专业的学生开设中西医结合
方向，让他们在入学第五年时自主
选择，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这是
一个在全国具有引领性的机制。

作为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除
了在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上具有的明
显优势外，在传统医学人才培养上
也有深厚的底蕴优势。传统医学除
了技术层面还有文化层面，涉及历
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
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而复旦
大学在这些学科上有很好的基础和
氛围，有利于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
养。

目前，我每年招收研究生。我
要求我的学生，现代医学水平要争
取比同期学现代医学的学生高，中
医水平要比同期学中医的学生高。
这种境界看似很难达到，但实际上
中医的很多思想方法会帮助他们提
高现代医学水平。现代医学更关注
局部、关注点，而中医望闻问切中
仔细的观察，中药方剂多角度、多
靶点的调控，这种整体性、系统性
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医学所欠缺
的。同时，有了很好的现代医学基
础，再去看中医当中技术层面的部
分，会比他人看得更深刻。

中西医结合学科教育尚未成熟

记者：《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
究》 关注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
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领域？在研究少数
民族传统医学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新
发现？

董竞成：10 年前，我以援疆医
生的身份去到新疆喀什。在当地，我
发现老百姓生病后不是看“中医”，
而是看维医，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
援疆过程中，我一直注意了解和学习
维医，发现它与汉族传统医学，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医”有很多相
似之处。比如，“中医”以阴阳五行
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维医则讲
究气质论、物质论、体液论，本质上
它们与阴阳五行一样，都属于多元论
的哲学思想。

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进行少数民
族传统医学研究，将藏医、蒙医、维
医、傣医等作为研究对象，慢慢发现
它们与“中医”之间，相似性大于差
异性。

基于这种认识，从 2011 年起，
我连续组织召开了 8 届“传统医学与
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大会”，邀请
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教授、医生参
会，提供平台让大家相互交流、增进
了解。也是以这 8 次会议为契机，我
萌生和深化了“大中医”理念。

何谓“大中医”？就是生活在中
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包括汉族、藏

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壮族
等，他们的传统医学共同构成了中华
民族传统医学。过去我们往往把“中
医”的概念局限在汉民族传统医学的
范畴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
变化，“国家”本身的概念及其内
涵、疆域也在发生着变化，今天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56 个民族共同生
活，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传统医学。

2014 年，我在 《人民日报》 理
论版撰文陈述了“大中医”理念。
201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 颁布，总则中明确：“本法所称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
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
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
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
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记者：在世界范围内，中医并没
有被广泛接受。但我看到在《中国传
统医学比较研究》的扉页上，您说这
部书是“献给人类的医学事业”，如
何理解这句话？

董竞成：从医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来看，借鉴和融合是很重要的。

站在中华民族的层面来看，与汉
族传统医学相比，一些少数民族传统
医学的诊疗方式存在差异，但我们可
以在看到二者相似性的基础上，让它
们去相互借鉴和融合，从而提高各民
族传统医学的水平，更好地服务当地

百姓。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发展
也同样遵循这个思路。

站在世界的层面我们会发现，数
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都是
人类共同的科学，没有说门捷列夫首
创元素周期表，就出现“俄罗斯化
学”。医学也是一样，不同民族传统
医学在文化层面有自己的特点，但技
术理论是没有国界的，不仅中国 56
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应该相互借鉴和融
合，中医与国界之外的传统医学以及
现代医学也应该相互借鉴和融合。

我认为，发展未来医学应该遵循
“三个融合”的理念：第一，以汉民
族传统医学为引领，拆掉中国各民族
传统医学之间的围墙，使之相融合，
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
中 国 传 统 医 学 新 体 系 ， 即 “ 大 中
医”；第二，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相
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使
世界医学形成既有现代医学又有传统
医学的新格局；第三，传统医学与现
代医学相融合，利用现代科学特别是
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去挖
掘和解释传统医学的精华，提高传统
医学发展水平，丰富现代医学内涵。

我理解医学的本质，就是你用疗
效最好、副作用最小、最便宜的方法
看好人家的病，这个过程就叫作医
学。编写这部书，我们的站位并不仅
仅局限于中医的小圈子，而是要超越
中医和西医，站在人类共同医学的高
度。

融合是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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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强
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中医
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
模式。同时，《意见》指出，目前
我国“中西医并重方针仍需全面
落实，遵循中医药规律的治理体
系亟待健全，中医药发展基础和
人才建设还比较薄弱”。

作为我国特有的学科，中
西医结合学科自诞生之日起，
就承担着传承创新发展中医
药、为人民生命健康服务的责
任。在新时代，如何理解中西
医结合的内涵？中西医结合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现状如何？
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如何守正
创新？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
带头人董竞成。

记者：按照您的表述，中西医
结合学科是以中医为研究对象的。
但我们看到近年来，有关如何认识
中医的问题，常常在舆论中引发争
议。您认为争议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董竞成：作为中国传统医学，
中医延续了几千年，本身存在着有
待重新认识的部分，也就是糟粕。
比如一些药物，古人凭经验认为它
是无毒的，但现代研究表明这些中
药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一
些药物过去认为它是有效的，但实
际上无效或者效果很普通；有些中
药价格炒到近乎天价，实际上也只
是一种普通的中药；另外，有类似
作用的中药，实际上也应该强调优
效性。再比如，从治疗手段来看，
过去有把动物胚胎磨成粉末、贴在
穴位上用来治疗哮喘的方法，这种

粗糙的方法在人类蒙昧时代或许能
够起到一定的心理安抚作用，但在
现代就不能作为医疗手段了；有的
传统医学治疗疼痛的手段，虽然有
效果，但今天我们有了更好更稳定
的镇痛方法，就没必要再去强化
它。所以说，中医的东西并不一定
就全是好的，我们需要客观、理性
地看待它。

但是，目前人们对中医的看法
还存在一些误区。第一，把它神秘
化、拔高，把现代医学称为“西
医”，把传统医学称为“中医”，且
无形中让二者对立起来。这是因为
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原有的传统
医学相形见绌，于是有些人自觉不
自觉地把传统医学引上了神秘化道
路，以此来保护自己。这种神秘化
的、拔高的视角，里面包含着非理
性的、民族的、朴素的情绪。但越

是保护，越是认为传统的东西要一
成不变，就越制约了传统医学的发
展。现代医学教科书每隔 5 年都要
修订，传统医学数千年的东西却都
要 求 保 证 “ 原 汁 原 味 ”， 那 是 古
董，而不是技术和科学。第二，全
面否定中医，觉得与现代医学相
比，中医不科学、不可信，很显然
这也是不客观的，是虚无主义。

怎么去看待中医？这个问题过
去并没有一个理性的表述、一个系
统的说法。前不久，由我主编的

《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 正式出
版，还有两部书也正在编写。我们
希望 《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 中
提出的创新思想，能够对传统医学
进行理性、客观的描述，给传统医
学一个更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此助
推传统医学及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
展。

记者：《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
究》提出了哪些创新思想？

董竞成：《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

传统医学需要科学的认知体系2

记者：学科带头人、岐黄学者、
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中西医结合
科主任⋯⋯您的头衔非常多，每一个
头衔背后都是一种责任。您是如何与
中西医结合学科结缘的？未来您还希
望为学科发展做些什么？

董竞成：我本科就读于上海中医
学院，毕业后读了沈自尹院士的著作

《肾本质研究》，他用现代医学的方法
研究中医“肾”的概念，我觉得这个
很科学，就立志要考他的研究生，后
来花了两三年时间考上的，相当于从
中医院校毕业后跨考到现代医学院
校，成为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临床
方向的研究生。我到了现代医学院校
一看，发现原来中医院校学习的现代

医学知识太基础了，自己慢慢补充了
很多新知识。

现在回想起来，考研的时候更多
是凭借兴趣，想法并不成熟。但是，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对中西医结
合学科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在纯
粹的现代医学方面，目前我们的水平
还很难与国外相比，国外专家研究糖
的结构、蛋白的结构，什么巨噬细胞、
肥大细胞，人家已经研究了一百多年，
光这个细胞他们都能写厚厚的一本
书。但在中西医结合这个领域上，我
们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我坚信这个领
域一定能够研究出名堂来。

涉足了这个特殊的学科，又希望
能够出成果，那肯定就要比别人花更

多的功夫和精力。我到现在还是觉
得，自己的经验、技术、能力比较
弱，所以每周我还坚持出 5 个半天的
门诊，而且尽可能满足患者的加号需
求，一方面人家来看病不容易，另一
方面也希望通过为大量病人看诊积累
经验、提高水平。

另外，现在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
学科入围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我
是学科带头人，更有责任去提高这个
学科的水平，让它继续进步，所以只
能把日常生活的时间尽量压缩，把主
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

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人生的态
度也不一样，我属于追求完美的人，
也属于事业心比较强的人。我碰到了
特别好的时代、特别好的事业对象，
就要把事业当成首要任务做到极致，
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承担起来。

承担起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责任4

【人物简介】

董竞成，医学博士、教授、主任
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传承
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 （岐黄工
程） 岐黄学者，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
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
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中西
医结合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科技部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在董竞成的
带领下，2015 年，复旦大学中西医
结合学科入选上海市高峰学科，2017
年，该学科入围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
单。

（受访者供图）

究》 中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三分
法”“五要素”“两个层面”“三个融
合”。

所谓“三分法”，就是中国大地
上的任何传统医学，包括汉医、藏
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
等，甚至包括国外的传统医学，都可
以分为三个部分去认识：

一、已经和现代医学达成共识的
部分。有一些传统医学的认识已经被
现代医学认可，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
部分。例如，在中国古代，青蒿就被
用来治疗疟疾。而今天，屠呦呦因发
现青蒿素获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青蒿成为现代医学治疗疟疾药品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例子在
中医里面还有很多。

二、不自觉走在现代医学前面的
部分。传统医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之
上，积累了几千年，留下了很多宝
贝，有的宝贝以现代医学目前的水
平，还不能完全阐明它的作用机理和
物质基础。比如砒霜，老百姓都知道
它有剧毒，但古代也用它来治疗寒热
重症，现代研究则发现它可以被用来
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了解
砒霜中的成分让白血病细胞凋亡的相
关原理之前，它的作用应该是不自觉
走在现代医学前面的。

三、有待重新认识的部分，也就
是我们说的糟粕。如果说几千年来积

累的东西特别是古代的，都是超出现
代人认识的、都是对的，这本身就违
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也违背了
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传统医学
中的糟粕，我们要有清醒、理性的认
识。

那么何谓“五要素”？在对传统
医学进行解构后我发现，它主要包括
五个构成要素：

一、临床经验。传统医学本身是
以经验形式传承下来的，很多老中医
都拥有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
临床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的。

二、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现代
医学包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
医学就是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
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等，临床医学就
是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等。中医
也有基础医学，只不过比较粗糙，所
以称为“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比
如我们讲解剖学，“解剖”这两个字
就来源于 《黄帝内经》。《黄帝内经》
中有一段话：“若夫八尺之士，皮肉
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
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
⋯⋯皆有大数。”这就是说一个八尺
长的男士在你面前，他脏器的软硬程
度、腑的大小，是可以通过解剖知道
的。另外，中医所讲的心肝脾肺肾，
虽然和现代医学的概念不能完全等
同，但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只不过

过去的认识比较粗糙，不知道心是循
环系统的主要器官、肝脏是解毒的、
肾脏产生尿液，那种认识是朦朦胧胧
的。再比如中药把药材分为有毒的、
相对无毒的，这也属于药理学知识。

三、古典哲学理念。气、神、虚
等概念都是古代的哲学概念，那时候
并没有很发达的基础医学知识，要构
建中医的完整体系，使它能够教授和
传承，古人就借用了古典哲学的概
念，以弥补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的不
足。那个时代，不光医学，其他学科
也在借用哲学理念构建体系，比如天
文学、地理学、军事学中都有阴阳、
五行学说的内容。

四、区域性文化。不同地区的医
学一定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比如
汉文化对汉医的影响，藏文化对藏医
的影响，蒙文化对蒙医的影响，傣文
化对傣医的影响，等等。

五、若干群体的信仰。这主要是
指宗教方面，比如道教对汉医的影
响，藏传佛教对藏医的影响，南传上
座部佛教对傣医的影响，等等。

在“五要素”的基础上，我又提
出了“两个层面”的理念，把临床经
验、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归纳在“技
术层面”，把古典哲学理念、区域性
文化、若干群体的信仰归纳在“文化
层面”，这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对
传统医学进行区分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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