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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armonious View in the “The Book 
of Changes” on TCM theories. It suggests that both of them emphasiz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requires that all things have to keep in balance and stability, and advocates to obeying the law of 
the nature.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ious View in the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run throughout 
the theories of TCM and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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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中和观的角度探讨了《周易》哲学对传统中医理论的影响，认为易理和医理都同样强调阴阳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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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正之道，要求阴阳当位、守正而用中，以保持事物的平衡和稳定，主张顺从天地之道，与自然界和

谐共处，贵生广爱，追求“提挈天地，把握阴阳”的至善境界。《周易》哲学的中和理念实际上贯穿了

整个传统中医的理论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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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周易》的中和观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易理和医理都同样强调要把握阴

阳和谐的中正之道，传统中医理论中明显带有《周易》哲学中和理念的深刻烙印。 
《周易》崇尚中和、强调阴阳和谐，以阴爻、阳爻是否当位、守中来推断人事的吉凶。所谓“中和”

是指事物处于一个最佳的阴阳调和的理想状态，“中”指的是无过无不及，“和”指的是和谐、协调。

中正与和谐是紧密联系着的。事物的各部份、各方面都能够适度，即是中的状态，事物总体就达到了和

谐。阴阳既对立又统一，阴阳的中正、和谐是万物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 
《易传·彖传》和《易传·象传》对《易经》的卦象、卦辞和爻辞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其中多处强

调了中和、中正的重要性。六爻卦中的二位、五位为中位，处于此二爻位即是“得中”，象征亨通。阳

爻得阳位称为“刚中”，阴爻得阴位称为“柔中”；如果“刚中”与“柔中”相应，则称为“中和”，

表示事物处于最佳状态。如果阳爻居于五位，阴爻居于二位，则称为“中正”、“大和”，意为尽善尽

美，是最理想的中和状态。 
“得中”、“中和”等概念是《易传》分析卦象、断定吉凶的基本准则，但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君子

言行要谨守中道，无偏无倚。《易传·彖传·乾》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1]。“大和”，即最高的和谐。为了达到和谐，必须阴阳当位，守正而用中，以保持事物的平衡和稳定。

阴阳始终处于此盛彼衰、此增彼减、此进彼退的运动变化之中。阴阳之间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

是经常维持着“阳消阴长”或“阴消阳长”的动态平衡，因此是否达到中和便成为《周易》推断人事吉

凶的主要依据。《周易》哲学的尚中致和思想既是对世界万物本质和发展的根本性认识，也是处世做人

的指导原则。 

2. 气血阴阳的调和思想 

在《周易》“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观念的影响下，传统中医认为人体的阴阳也是处于动态平衡的

状态之中。传统中医学理论把人体的生理状态概括为“阴平阳秘”，把病理状态概括为“阴阳失和”，

而“调和阴阳”则成为中医临床施治的总体原则。 
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是生命的基本规律，而人体阴阳气血中和状态的失衡则是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2]。《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阴

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

争，九窍不通。”[2]，p. 12。 
疾病的发生是阴阳失去平衡的结果，关系到正气和邪气两个方面。正气中的精血津液属阴，气属阳；

六淫邪气中的寒湿属阴，风暑燥火属阳。凡阳邪易于耗伤人体的阴液，阴邪易于损伤人体的阳气。正气

虚则形成虚证，邪气盛则形成实证。阴阳的偏盛和偏衰是疾病产生的内在依据。 
以疾病表现而言，机能亢进属阳，机能低下属阴。阳邪盛所致病证的性质是实热证，阴邪盛所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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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性质是实寒证。阳虚不能制阴则阴盛而出现寒象，是为虚寒证；阴虚不能制阳则阳盛而出现热象，

是为虚热证。当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阴证可以转化为阳证，阳证可以转化为阴证。阳虚可以导致阴虚，

阴虚可以导致阳虚。而疾病发展的最后结果则是阴阳离决，亦即阴阳失去相互的依存和消长关系，标志

着生命的终结。 
气血阴阳的失中、失和是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因此，传统中医治病以“中”、“和”为度，强调

调和气血、调和阴阳、调和人体与大自然的关系。阴阳之间的彼此平衡是人体维持健康的必要条件﹐也

是疾病治疗的最终目的。对于阴阳偏盛，则泻其有余。阴盛实寒，治疗原则为寒者热之；阳盛实热，治

疗原则为热者寒之。对于阴阳偏衰，则补其不足。阴虚不能制阳而致阳亢的虚热证，治疗原则为补阴；

阳虚不能制阴而致阴盛的虚寒证，治疗原则为补阳。 
阴阳的失衡都与阴或阳的偏盛或偏衰有关，但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阴阳既相互依存和相互资生，

又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彼此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一直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当中，所以阴阳的平

衡只能是相对的。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性质决定了阴或阳任何一方的偏盛或偏衰既可以是自身变动的结

果，亦可以是由于受到另外一方的影响而造成。因此调和这种偏盛偏衰，使之重新达到和谐的相对平衡，

不仅要针对变动异常的一方，还必须同时考虑相对立的另一方。而阴阳概念本身特有的抽象内涵，使得

这种平衡状态带有模糊和不确定的特点。 
为了达到这种模糊和不确定的相对平衡状态，《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调”、“和”的概念。“调”

是指使之和谐或协调，“和”是指使之和合或和谐，因此“调阴阳”或“和阴阳”的含义都是指使阴阳

之间达到和谐而协调的相对平衡状态。彼此不偏不倚，既无太过，亦无不及。这样，“调和阴阳”，使

阴阳之间达到正常而和谐的平衡关系，便成为传统中医治疗人体阴阳失衡的最佳表述。 
“和”是指不同事物不同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调剂，以达到总体上的和谐。“中”与“和谐”是

紧密联系着的。事物的各部份、各方面都能够适度，即是中的状态，无太过，无不及，事物总体就达到

了和谐。“和”、“中”的概念彼此密切相关。为了达到“和”，就必须“中”。“中”是要求适度。

这个度，只有在事物的两个不同和对立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把握，整体的和谐对于不同的方面有着不

同的要求，离开总体和谐的需要便无法把握局部因素的度，所以执两而用中，无太过无不及就成为达到

“和”的关键。 
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调和阴阳”是易学“中和”概念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临床应用时，“调

和阴阳”同样采取了执两而用中的思维方式。天地阴阳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人体中的阴阳也

是如此，在不同的季节，天地阴阳有着消长变化的过程，人体的阴阳也因此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如春夏

阳气偏盛，秋冬阳气收敛，认识了人体阴阳动态平衡的本质，就能更准确地把握机体的病理现象。“调

和阴阳”中的协调阴阳以达到阴阳和谐，最终维持阴阳相对平衡的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易学“中和”等

思想的影响。 

3. 祛邪理念中的和谐观 

除了调和机体气血阴阳的概念外，传统中医祛邪的治病理论也明显受到了易学贵和思想的影响。 
传统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产生有两个必要因素，一是正虚，一是邪盛。正虚，指的是阴、阳、精、

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虚；邪盛，指的是六淫、疠气等病邪的偏盛。正虚邪盛、阴阳失调、气血津液

运行失常是机体产生病理变化的主要机制。由于机体正气的虚弱，加上种种致病因素的侵袭，结果导致

了疾病的产生。 
在《周易》和谐思想的影响下，当邪气侵犯机体之时，传统中医并不赞成以攻击杀戮的方法来对抗

邪气。皆因正气与邪气均是天地间的自然之物，两气相搏，必然违反自然之道，亦会损伤自身，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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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的祛邪理论就是在《周易》崇尚和谐的思维模式指导下不断完善和最终确立的。 
《周易》“贵和”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邪气虽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但仍属天地之间的

自然之物，杀戮和破坏会违背了天地和谐之道，最后也必将危害人体自身。因此，当邪气侵犯人体，最

好的方法就是与之和谐共处，为邪气预留出路，适当的时候引导邪气离开人体，使正、邪两气各守其位，

互不侵犯，疾病自然痊愈。 
祛邪的理念还体现了传统中医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可损伤正气。《素问遗篇·刺法论》

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2]，p. 581。《素问·评热病论》中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2]，
p. 197。治病的目的是为了调和平衡人体的气血阴阳，然而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若强行以武力歼灭邪气，

必然损伤正气，最终得不偿失，惟有保存正气，才能真正的保身安康。清代医家尤在泾《医学读书记》

中说：“治六淫之病，如逐外寇，攻其客，毋伤其主，主弱则客不退矣。”[3]。上工治病，要在善存正

气，切忌强行克伐邪气，否则只能会引发邪气的激烈反抗，加重伤害正气。因此，与其使邪气作困兽之

斗，损耗正气，不如助其另谋出路，采用各种因势利导的方法，引导邪气离开人体。“开鬼门，洁净腑”、

“去宛陈莝”(《素问·汤液醪醴论》)的祛邪理念便是在易学“贵和”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对照现代西医在治疗癌症过程中以杀灭癌细胞为主要目的的霸道思路，传统中医的“贵和”理念无

疑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4. 小结 

《周易》哲学中和的思想始终指导着传统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强调阴阳有位，必须守正而用中，以

保持事物的平衡和稳定，并且要顺从天地之道，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贵生广爱，从而追求“提挈天地，

把握阴阳”的至善境界。传统中医的中和之道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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