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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 1031~ 1095 年) , 字存中, 是北宋时期杰

出的科学家。他研究的科学领域十分广泛, 在天文

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农学、生物、医学

等学科中都有重大成就。 宋史 沈括传!称他∀博学
善文, 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

通,皆有所论著#。李约瑟评价沈括说: ∀可算是中国
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了# [ 1]。沈括虽非以医

为业,然其对于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晚年

更是致力于医药学的研究,在 梦溪笔谈 药议!和方
药专著 良方!中对药学方面的论述十分精辟, 多能

发前人之所未发, 很有独到见解, 自采药、用药和辨

药均有论述。不仅形成了独到的医学理论, 更重要

的是表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科学思想。

这就是李约瑟之所以称他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的真实意蕴。

1 沈括以前中医的传统认识方法

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 对科学

现象和科学活动的理性思考、认识、看法和基本观

点、观念, 是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

架和信念基础。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

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科学发展的方向与进

程,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

科学价值的评价。在中国古代, ∀元气∃阴阳 ∃五行
∃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

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

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

描述和整体的概括, 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所以,

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

忽视了对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 理论思维的实证分

析的趋向被抑制。中医认识问题的方法具体表现

为:取类比象和类比推衍。∀ 取类比象#是中医学主

要的思维方法之一。中医用∀阴阳#和∀五行#作为方
法论,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进行分类和整合, 同时,

引用阴阳五行学说, 通过取类比象等方法将人体结

构和现象一一配属, 借以说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也是中医取类比象

思维的产物, 并且直接指导中药功效的发掘。历代

医家无不重视这一思维方法。 本草便读!云: ∀凡藤

类之属, 皆可通经入络。#盖藤类缠绕蔓延, 犹如网

络,纵横交错,无所不至, 其形如络脉。根据取类比

象原则,对于久病不愈、邪气入络、络脉瘀阻者, 可加

以藤类药物以理气活血、散结通络, 常用的有鸡血

藤、大血藤、络石藤、海风藤、忍冬藤等。∀类比推衍#
是在获得有限整体的基础上,通过类推而超越有限,

最终获得更多共同属性事物的方式方法。它是通过

由类的推衍和比附去认识和把握对象,通过∀以人度
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的手段,获得对全体事物的

认识。类比推衍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方法。由于其

出发点是关于事物的个体或局部的整体认识,所以

最终获得的必然是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或宇宙整体

的认识。

2 沈括医学理论的近代科学思想

历史发展到宋代, 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达到了

新高峰,陈寅恪先生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不仅体现在具体技术
层面领先世界的成就, 更有科学思想的革新。理学

家程颢、程颐提出的∀格物致知#(通过对具体事物的
研究从而获取普遍性的知识)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

的思想, 科学家沈括的科学方法可概括为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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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验迹原理, 其含义是: 验(观察、调查、检验、验

证)、迹(事物的形迹和现象)、原(探索、辨析)、理(事

物发展的规律)。沈括在记载各类自然现象的同时,

要求阐明其理即事物发展规律。这种通过对经验资

料的整理而探索各种自然规律, 进而获取一般自然

规律的思想,乃是科学观念的一种萌芽意识、朦胧见

解。在讨论什么是科学时, 达尔文曾说: ∀科学创造
知识,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

论。#[ 2]正是这种科学思想的指导,才使得沈括对医

药的论述表现出了振聋发聩的卓见。沈括在著述的

良方!一书中, 记载了不少自己的临床诊病纪录。

该书 序言!即是一套比较全面的诊疗理论, 文中有

关∀治病五难#的论述, 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

沈括医学理论中的近代科学思想, 突出地表现

在他打破了以前的中医认识问题的传统方法, 代之

以分析问题的崭新思路。 梦溪笔谈!卷二十六 药

议!说: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 此殊未当。但

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 采掇者易辩识耳, 在药则

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 若有宿根, 须取无茎叶时

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

无苗时采, 则实而沉; 有苗时采,则虚而浮&&用叶
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

时, 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一亩之
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 是后种者晚实, 此人力

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 3]抛弃了世俗

的笼统说法,尊重事实, 尊重实践,以实事求是的分

析,提出应根据不同药物的药用部位和出产地域决

定采集的具体时间。在 良方 自序!中举∀橘过江而
为枳,麦得湿而为蛾;鸡逾岭而黑, 鹆逾岭而白;月亏

而蚌蛤消, 露下而蚊喙坼# [ 4]为例,说明药物的性质

会因时间、地域、气候以及处理方法等因素而发生改

变。

在论述∀服药之难#的过程中,深入分析了药物

的煎熬和服用的具体细节, 甚至连煎熬药物用水的

水质是否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都考虑在内。在分析

药物的复合使用时, 提出∀ 水银得硫黄而赤如丹, 得

矾石而白如雪#; ∀二酸相济, 宜其甚酸而反甘#; ∀以
巴豆之利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 则其利反折# [ 4]

等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化学反

应和化学分析的问题。他既提到了∀乳石之忌参术,

触者多死#的常理, 又指出了∀五石散, 则皆用参术#

的特例和玄妙。尤其是在最后一段, 他界定自己所

谓的∀良方#是∀必目睹其验#、∀闻不预也#的,尽管自

己选编良方如此审慎, 然而,他又进一步指出: ∀一睹
其验,即谓之良, 殆不异乎刻舟以求遗剑者#。这种
追根求源的思想方法正是沈括的科学精神。近代科

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沈括

的医学理论中无时不蕴含着这种方法和思路。

3 继承传统、创新发展

沈括在 梦溪笔谈 药议!和 良方!中以一个科
学家的诚挚和率真给世人展示了他独特的医学思

想,这种医学思想表现出了近代科学的思想和精神。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沈括对以往中医理论的否定,其

中的批评和否定只是对医生的草率和肤浅而发。就

良方 自序!这一沈括的医学思想宣言来看,沈括不

但始终没有背离中医学基本思想,相反,他在反复强

调和突出中医的基本特征: 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

∀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

偏,十二脉为之动#,表现了人体各部的密切关联,对

∀五运六气, 冬寒夏暑, 雨电雹#和∀甘苦寒温之节,

后先胜负之用#这些∀天理#(自然因素)的考虑, 尤其

是提出治病要∀先知阴阳运历之变故,山林川泽之窍

发#,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整体性。其中,还提

出治病要∀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
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 ∀因其情变,

或治以天,或治以人#; ∀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

同,察其所偏, 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 凡
此等等,这些对∀人事#问题的关注充分体现了因人
而异和辨证施治的精髓。沈括是在坚持中医理论的

基础上汲取了分析的方法,实现了中医与近代科学

思想的初步结合。沈括倡导的精神就是要求人们以

科学的精神对待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要求人们在诊

治疾病的每一个环节(辨疾、治疾、处方、别药、饮药)

都必须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沈括的思想方

法对于今天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

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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