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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Aesthetics are unified to a life learning on 
“liv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Aesthetics both 
pay their attention to a whole “body-mind” Human. TCM is not a science on “Body” or “Utensil” 
while Chinese Aesthetics is not a science on “Heard” or “Dao” either. They unifies “Dao” and “Qi” 
on a living human. Thus, only in the life univer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Aesthetics can restore their real life images and highlight the lif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Se Mai h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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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医与中国美学统一于中国文化“人活着”的生命学问。身心合一的完整的生命

“人”是中医与中国美学的共同落脚点。中医不是“身”学、“器”学，中国美学也非“心”

学、“道”学，而是在身心合一的“人”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之“形”中体会生命不离“器”

之“道”，同时实践于不离“道”之“器”。因此，只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大宇宙中，中医

与中国美学的“色脉合参”才能还原出彼此的生命真象，彰显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 

1.引言 

古希腊人爱智慧，纵然感叹“美是难的”，依然走上了一条探究美的真理的艰辛道路，

而有了西方美学分条析理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人以“生”为“天地之大德”，营构了一张艺

术文化的大网，丝线连接着居中之“人”活生生的 “心”，而美学的光辉则闪现在一丝一线

不经意的生命触动中。如此，西方美学与哲学天然地紧密相连，而中国美学则当从生命的学

问中去捕捉灵光。被称为“艺术的别方”的中医，是中国古人生命学问的大成，恰恰扣中

了中国文化这张艺术大网的生命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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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活着”的学问 

美是难的，生命也是难的。因为美与生命的问题都指向了“人”这个难题。“人”是什

么？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西方人。而中国古人却智慧地回避了这个难题。中国文化的核心是

“人”，整部中国文化都是谈论生命的学问，但是对生命本体论却关注的很少。子曰：“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比起生命本体问题而言，中国

古人把更多兴趣放在生命的安在与经营，在生命的善与美中触摸生命的真谛。这既是中国文

化的某种缺憾，但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人在生命问题上的大智慧。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人”

的“生命”在“‘一个人生’的背景”，而“人”的“本体即在现象中，并由此现象而建立。

没有超越的上帝或先验的理性，有的只是这个‘人类总体’，它是现象，又是本体。”在

中国文化中，没有理性的人、感性的人、生物性的人、精神性的人、自然人、经济人等分裂

的概念人，只有“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是完全的生命个体，又是生命实践着的真

实的实体。因而，中国古人并不关心“人”是什么，转而关心“人活着”的问题。生命的学

问即是“人活着”的学问。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医与中国美学的生命共鸣。当西方人将人的灵魂交给上帝，医生

长期成为修补肉体躯壳的修理工，医学因此被归为形而下的学问。而西方美学则自“美学”

一词诞生之日起即被归入“知、情、意”三分的“情”——“人”的感性的学问。建立在分

裂的“人”基础上的医学与美学，被分割在科学与哲学的两大阵营。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

虽然也有交叉、互渗，却囿于“人”的分裂认识而无法合成统一、完整的“人”学。现代西

方医学越来越意识到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故而发展出类似精神医学、灵魂医学予以弥补对人

类心灵关注的空白，而当代西方美学也以身体美学、生态美学、日常生活审美等弥合形而上

美学中“人”的身心分离。然而，这些贴补丁的形式本身基于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对立思

维，未能意识到身体与灵魂的叠加并不能勾勒出浑圆一体的生命“人”，非但不能弥合“人”

的分裂，反而越来越使“人”的形象碎片化。而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国美学却统一于“人活着”

的生命学问。“人活着”不是丧失心灵的行尸走肉，也不是摆脱了血肉形体的绝对精神。徐

复观在其《心的文化》中以“形而中者谓之心”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生命“人”是居于“形

而中”的。而“人”的生命状态、生命境遇、生命境界、生命感围绕活生生的“人”的生命

形象，以生命运化的大“道”自然、圆融地呈现。身心合一的完整的生命“人”是中医与中

国美学的共同落脚点。而在生命“人”中，生命之“道”统摄于生命之“器”，生命之“器”

践行着生命之“道”，这一动态的生命过程以生命之“形”呈现出姿态万千的生命之“象”。

中医从万千生命之“象”中把握统摄生命之“道”而实践“朴散则为器”的医术，而中国美

学则欲从弥散于芸芸众生、千姿百态的形形色色中觉出生命之“道”而以艺术之“器”呈现

生命之“道”。故而，中医不是“身”学、“器”学，中国美学也非“心”学、“道”学，

而是在身心合一的“人”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之“形”中体会生命不离“器”之“道”，同时

实践于不离“道”之“器”的“道器合一”的生命动态。 

3.人身小宇宙观 

中医对生命之“形”的把握即是人身一小宇宙的认识。中医名家彭子益曰：“中医学，

乃人身一小宇宙之学。斯言也，人皆闻而笑之。谓其空泛无当也。其实非乏，而且非常之实

在。本来是人身一小宇宙之学，只因无法得知宇宙，遂无法得知中医。”因而似欲得知中

医的生命之“形”，需先了解中国古代宇宙观。 
中国古人也是从“人活着”来考察宇宙世界的。“活着”与“being”不同，中国人用“过

日子”形容“活着”，直观体现了时间流逝中展开的生命。时令与气候对于农业发达的中国

先民们来说是 重要的，日月阴晴、风雪雨雾、寒热凉暖，草木荣枯，都与生命息息相关，

又因生命而相互关联。因而，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的认识必然是浑然一体、流动变化的，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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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居中，而天气变化，日夜交替，四季往复。这是一个“人”居于“天地”之“中”，“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地人“和”的生命世界。老子通过哲学思考，概括

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圆运动式的气化宇宙观。 
基于这一“人”为圆心的圆运动式的宇宙、生命基本观念，中国古人衍生出丰富的生命

学问。道家有混元于一的“全人”理想；儒家则以人的在世生命时间为考量，从两性繁衍的

生命力中觉悟到“血脉”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永生意义；而阴阳家则将兴趣放在生命时间的

运转机理上，将“气”进一步数术化，而有阴阳五行的推演。而周易，则“近取诸身，远取

诸物”，“观物取象”以测“生生”之神，表现出古人对生命境遇的体会即由此产生的把握

人生时势的努力。及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的兴起，则人身一小宇宙之生命观

初见雏形。 
而中医人身小宇宙观并不等同于董仲舒“天人合一”论中将“天”与“人”有些牵强附

会式的机械对应。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形成本是基于生命的实用理性认识。例如节气，即是出

于农业生产实用目的而对时间的生命节奏认识。中医人身小宇宙观看似是以人身法象宇宙，

而实质是先从“人”的生命感形成对宇宙的生命认识，而有宇宙大人身在先，而后又以人身

法象宇宙。这个过程中，中医的生命观念又是对中国古人生命观念的再次“实用理性”化。

如对时间的生命认识，它的实用指向更为迫近人的生命本身，即是“人”的长寿、长生。中

医即以人的“生而能生”的生命理想状态体现出“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大道。因此，中医

建立人身小宇宙的重大意义在于在真实的生命人的形体及其生命活动中“实用理性”地认识

生命之“道”，即从“人”之“形”中通过“天地人”关系研究“活着”的机理。 
因此，对于人身小宇宙的理解应从“人身”与“天地人”的应象入手。近现代的一些中

医学者受“天人合一”观念的误导，虽从天、地、人关系来谈，却将宇宙等同人所处的天地，

而将小宇宙等同于小“天地”，无意中忽略了生命圆运动的宇宙之中心“人”。《黄帝内经·素

问》于《三部九侯论篇》中提及：“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

天以候肺……人以候心。”可见，中医的人身小宇宙是模拟人居天地间的大宇宙建立的。中

医对于生命“形”的把握在于将“天地人和”的生命宇宙内化到“人”的形体上，而生命大

宇宙的中心“人”对应着人身小宇宙的中心——“心”。此“心”则为“形而中”之“心”。

《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即有将

“人”喻为天地之“心”的认识，反应到人身小宇宙上，则以“心”应“人”是很自然的事。

《黄帝内经·素问》之《灵台秘典论篇》中借用统治机构的职能描述人体各器官的功用关系：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即是以“人事”来应象的。因为“人”是认识难题，故而“心”

的学问也一向是难题。明清医界的“心脑之争”、儒家“心学”的分歧都源于“心”的认识

分歧。意图将“心”从形而上、形而下的分离来认知，则意味着“人”的身心分离，结果是

可想而知的。中医对于“心”的说法比较含糊，既有血肉之形，又为神明之主。而《黄帝内

经》以人事喻心，又以“心”与人身小宇宙的实际生命特性来迎合“人”与“天地人”大宇

宙的生命大道，才符合“道器合一”的“形而中”的智慧。因而，真正的“心”学应当属于

美学。《文心雕龙·原道》曰：“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

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故而，

由中医的“人身”小宇宙可以推及中国美学的“文心”小宇宙，而从“人”到“心”到“文”

的生命大宇宙、“人身”小宇宙、“文心”小宇宙皆统一于生命之“道”。诚如明初医学家、

诗画家王履《华山图序》中精辟一语：“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便是通晓医理、艺

术达彻自然生命之道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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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心”小宇宙的建构 

如此，正如中国古代医学从宇宙奥妙中探查“人”的生命，中国古代美学家们从生命小

宇宙“人身”来研摩“文心”就成为自然而然之事。首先，就是从人身小宇宙取象建构中国

美学的“文心”小宇宙。美国女学者费侠莉以“黄帝的身体”5来指称中医人身小宇宙之“形”，

既是宇宙论中的“人身”，“同时用以解释根据时间和环境历经健康和疾病的自然的人的身

体。”6《黄帝内经·素问》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因此，中国美

学从人身小宇宙中取象，并不等同于易经中的“近取诸身”，而是为中国美学支撑起生命的

“象”境。对于中医所述的气、血、精、神、五脏、五体、九窍、五华、经络等不应是支离

破碎的分别解读，而应统一于生命宇宙来谈。如苏东坡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

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东坡题跋》卷四《论书》）翁方纲也说过：“筋、骨、血、

肉、精、神、气、脉八者全具，而后可为人，书亦犹是。”（《竹云题跋》卷三《欧阳率更

醴泉铭》）概是以人的形神兼备喻论书画的整体生命美。同时，书论、画论中对人身小宇宙

的取象不仅仅是“象”其成器（艺术作品）中体现出生命之形神，更是对艺术活动即艺术家

体悟生命感、把握生命之道、运用笔墨呈现生命之象的生命全过程的展现。如书画论中的“骨”。

早出现于人物画的品评：顾恺之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谢赫“六法”中的“骨

法用笔”。而后成为书论、画论中的重要范畴。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字有果敢之

力，骨也。”又有“筋骨”、“骨力”、“骨气”、“风骨”等等衍生范畴。从中医人身小

宇宙中的“骨”来看。《黄帝内经·灵枢》之《经脉篇》：“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

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骨为形，是人身的主干，毛发皮肉附着于骨，故

而人的形态由骨干支撑。而骨内藏精髓，精髓为先天之本，禀人先天之气性。通于肾，肾藏

精志，主人志气。因而，美学中的“骨”象，是将“骨”呈现的书画的形、神与写书作画中

人的气力及体现出艺术家的天生的气质、品格统一而论的。而“骨”又与神、气、筋、血、

肉构成生命的整体，是藏精髓的骨，养精气的骨，附着肉的骨，有筋节的骨，力行中的骨，

即生命的“骨”。故如《玉燕楼书法·骨法》云：“夫骨，非棱角峭厉之谓也。必也贯其力

于画中，敛其锋于字里。” 而人身小宇宙之“骨”又取象天地人的大宇宙：“骨”象地之山

石。元代刘洗说：“石者，天地阴阳之核，故蕴神毓异，无所不见。”因而，中国古代山水

画常借山石表现宇宙自然的生命力。而“山石”的入画也当是在宇宙生命的浑然如一中呈现。

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论：“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

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

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则于自然生命之境中凸显“骨”象。而

刘勰于《文心雕龙》以“风骨”论文，则更为侧重“人身”的生命机理。“骨”象形体精实，

又蓄精气，静收深沉，动则刚健。而“风”动人心之情志，是人志气的外发。将“风”“骨”

并列凸显人的形神志气。而精髓能滋养神志，故曰：“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心雕

龙·风骨》）而“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

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耳目聪明，气立如故。”（《黄帝内经·素问》之《生气

通天论》）说明“骨峻气清”是阴阳互补的健康人的形态， 能体现生命力。“骨”象地之

山石，故谓其“峻”；“风”象苍天之气，故谓其“清”。“骨”为阴，故“精”；“风”

为阳，故“显”。配伍四方五行八风，则有“冬”、“北方”、“大刚风”、“寒”；五音

为“羽”；九针应“风”刺“深邪远痹”等旁通联想。则可知“慷概悲凉” 合“风骨”。

而“刚”“健”“实”“正”“通”“峻”“端”“力”“劲”又是对健康人身之“骨”象

的形容，触类旁通而有种种衍生。中国美学的生命呈象渐渐明晰起来。 
其后，就是“文心”如何取象“人心”的问题。“人身”小宇宙与“文心”小宇宙的中

心都是“心”，“文心”能够知美、审美、言美，在于“人心”可以“通神明”。对于“诗”

的创作发生，无论“诗言志”还是“诗缘情”皆从“情动于中”始，而以“神人以和”为终。

《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因此，“情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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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源于“物”的感动。因此，“文心”的开启即美感的产生就是在身心小宇宙与天地人

大宇宙的交流、同化中实现的生命自觉。中医认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

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黄帝内经·素问》之《阴阳应象大论

篇》）而“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黄帝内经·灵枢》之《口问篇》）

因此，认为“风”是百病之长，说明“风”的兴动是引起人心感动的源头。而“风”是如何

兴动人心的？中医演绎了天-地-人-心的风化过程：五气生五色、五味、五音，入人的口、鼻、

耳、目、舌，归五脏生五气，以生五志，传化为七情。其中，五色、五味生于“草木”，归

地之“形”。因此，“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

音声相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黄帝内经·素问》之《六节藏象论篇》）而另一条线索则为：“诸脉者皆属于目”，目

能视五色，“而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黄帝内经·素问》之《五脏生成篇》），则色、

目、脉、心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脏配窍时，《金匮真言论篇》认为心窍为耳，肾窍为

二阴；《阴阳应象大论篇》则认为心窍在舌，肾窍为耳。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心生血，心又

藏神，故有心的血肉之窍，又有心的神明之窍；肾藏先天之精，故能生髓，髓生精，精又滋

养神志。二阴指肾藏先天之精。“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矣”（《黄帝内经·灵枢》

之《五阅五使》）而“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能知五味，故舌乃心之主。”“十二经脉，三百

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灵

枢。邪气脏腑病形》）可知耳、目通于心需要经络的气血传化。另外，“风”动人的形体则

从皮毛、脉、肉、筋、骨五体侵入，则风伤筋，热伤气，湿伤肉，燥伤皮毛，寒伤骨。因“肝

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肾合骨也”，通于五脏。“夫邪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

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

肠胃。”（《黄帝内经·素问》之《缪刺论》）“风”通过腧穴进入经脉，而风、寒、燥、

热、湿则作用于五体而有寒、热、痛、痹、温等病感。因此，“文心”可观、可听、可味、

可体。气、色、音、味是“风”因阴阳化为气、味进入人体，经过气、味、形、精、化的转

化由经络通于“心”而感动生“神”。由此，可以理解中国美学不重视目视、耳闻，而认为

是心观、心听，而心观、心听的实质是通过经脉中气血的波动与宇宙自然的时气感应。正如

《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的，风物动人系“四时动物”，而“贵在时见”。而“味”则因

舌为心窍而地位独高，成为中国美学一个重要范畴。“体”则或由一触而动感全身，与四时

八风相通。而体表联系人与宇宙的重要通道就是腧穴。《灵枢·九针十二原》说：“所言节

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联想庄子“天籁”“地籁”，则与音乐另有关

联，值得深味。不难想象，中医针刺腧穴，是象风刺入穴窍以调节体气的运行以中时节；而

调配中药则以五味之和安和五脏。故而，气味中和展示了“人心”在生命宇宙感动应和中升

华为“文心”的全过程。 
而中医“色脉相合”的诊疗方式与中国美学生命式审美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庄子·内

篇·养生主》中描述了“庖丁解牛”之神技，谓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而中医的“色脉相合”，其神尤高于庖丁。医者不假于外物，仅以双目、三指即能把握生命

的神机，是以生命把握生命，以“心”印“心”的艺术。《黄帝内经·素问》之《移精变气

论》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

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色之变化，以

应四时之脉。”说明“色脉”乃是对宇宙生命变化玄机的观察中得到的把握生命的要领。“色

脉”与阴阳、五行、四时、八风的变化相合，即“通神明”。色脉合诊中，医者观察病人的

面色，而以指腹切按病人手腕的寸口。而“心者，……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故而，这

一过程乃是心观心之“华”，心听心之“气”。其要领在于“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

（《黄帝内经·素问》之《移精变气论》）“色脉”于面色中分别五运六气的变化，以脉象

迎合四时的节气运转。医者运用通感和联觉，手中、眼中既是即时的感受，又需唤起心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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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节感受的回忆，将体验与经验打通。而四时之脉则是以脉象呈现的：“弦、钩、毛、石

者，四时之脉也。”而脉象实是以自然时节的风物在心中呈现出生命同感的情境。如“春脉

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枝叶，故其脉之来，濡弱而长，故曰弦。”（《难经》）

比起宋代韩拙《山水画全集》提出“木有四时，春英夏荫，秋毛冬骨”更有生命的直感。而

对于“色脉”的把握则全在医者的用心，在于其能否“通神明”。艺术也是这般。如郭熙所

说的，怀“林泉之心”则能“身即山川而取之”。有“林泉之心”的画家诚如艺术高明的中

医，于色、脉相合中把握生命的状态，是以怀大宇宙之心，体悟宇宙生命大道的神工。故而，

艺术的高下、审美的品位则全在生命境界。中国美学的精修则全在“心”学。 

5. 结语 

总之，中医与中国美学皆是生命的学问。它们共同关照着身心合一的中国“人”，践行

着道器合一的中国“路”，滋养于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生硬的中西比较、中西结合都曾扭

曲它们的本真面目。科学太“务实”，哲学太“玄虚”，都承载不下它们那血肉灵动的生命

之“心”。只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大宇宙中，中医与中国美学的“色脉合参”才能还原出彼

此的生命真象，彰显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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