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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specially at presen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hot spot in global language 

education. We should us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carrier to explore new modes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representative 

Chines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culture word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dopts a multi-angle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strategy to combine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Make the Chines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cultural words a new business card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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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汉语教育联系密切，尤其当前汉语教育已成为全球语言教

育的新热点，我们应以汉语教育为载体，探索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新模式。本文在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选

取广为传播且具有代表性的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为切入点，采用多角度、系统化的整合策略，将国际中文教

学与中医文化传播相结合，让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成为促进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名片。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路径 ，阴阳五行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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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医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打开中华文明

宝库的金钥匙。它既是致力于防病治病的医学科学，

又是充分体现中国传统人文哲学思想的文化瑰宝
[1]
。

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是中医药的两大特色,尤其是 

“治未病”等防病治病的理念更是受到国内外的广

泛关注。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中医药发挥的巨大作

用，让海内外对中医的认识打开了新的大门，中医传

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为中

医药走向世界带来了宝贵的契机，然而对于多数国家

而言中医药依然是遥远而神秘的，其国际传播任重道

远。 

汉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基因，是传承中华文化的

重要载体。中医知识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汉语来表达和

传播，因此中医、汉语和传统文化具有“同构关系”，

因为他们承载着天然的“自相似性”。若以汉语为媒

介，文化为铺垫，能够让世界更好地接受中国传统医

药，从而了解中国传统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的步伐。2010 年 6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

志在出席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

院授牌仪式时指出：“把传统和现代中医药科学同汉

语教学相融合，必将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一扇了解中

国文化的新窗口
[1]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如

果将中医药文化与汉语教育相结合，以汉语教育为载

体探索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新途径有着深厚的内

容基础和深远影响。 

2.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的基础与前景 

2.1.“中医+汉语”存在紧密的联系 

语言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各方面文化积累的结

果,汉语的语言文字中蕴含了许多源自中医药文化的

内容，如成语“肝胆相照”，在中医藏象和经络系统

中，肝和胆互为表里，两者功能互帮互助，密切相关，

在汉语词汇表达中用来表示人与人的交往真心相见，

互帮互助的关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传达了以

人为本,仁怀天下的医德思想,他所倡导的诚心济世、

普救苍生的人格理想对于医德精神的弘扬以及中医

文化的传播彰显了重要的人文关怀。其次，语言作为

一种传播载体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中

医药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会面临语言不通带来的

障碍，也面临缺乏良好载体导致传播效果不佳的问

题。而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源语文化的辅

助，使语言教学效果得到提升。而将中医药文化融入

汉语教学中，既可以提升学习者对于汉语的接受程

度，又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感受与理

解，二者相得益彰。 

 

2.2.“汉语热”促进中医文化传播 

近年来，汉语的发展呈现蓬勃之势，汉语教学在

海内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

和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对汉语学习和应用的需求不断

增长，加强汉语人才储备已成为各国语言能力建设的

新动向。有数据显示，在 2020 年底，全球有 1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与教学，其中更是有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外国正在学

习中文的人数超过 2000 万，这充分说明了汉语的不

断发展。在海外，以汉语国际教育为基础进行中国文

化推广已成为汉语教育新使命，孔子学院和华文学校

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机会；当前，

“中医汉语”作为职业汉语教学课程，发展潜力巨大。

今后，可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汉语教育的文化载体功

能，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2.3.中医药是联系海外华人、华侨与祖国的精
神纽带 

中医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作为

守护者，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对于生活

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而言，他们更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天然资源和重要力量，中医药是将其与祖国联系

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例如，活络油、清凉油及板蓝根

等中药，是海外华人家庭常备药品。新冠疫情下，中

医药在海外参与抗击疫情中获得积极反响。中医中的

辨证论治、治未病等治病理念更是中华名族独特的思

维与智慧。中医智慧在参与海外抗疫中得到应用，这

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医药，有助于中医文化

的对外传播，更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从而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民心沟通。因此，将中医药文化

寓于汉语教育中，不但能培养华裔后代对祖国的热

爱，也可在客观上推动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我

们更应该支持中医药更多走向世界、通过汉语这个载

体，更好地服务国际社会，这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和担

当的重要体现。 

3.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的重要意义 

3.1.构建文化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医药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宝库，他提出的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大医精诚”等中医

文化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中医作为

塑造中国传统文化名片有着广泛的内容基础，其博大

精深的思想与哲理内涵，丰富的医案和病例故事，以

预防为主的医学观点和健康理念在中国文化中都具

有很高的辨识度，这也为汉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内容

和丰富的素材。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

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
[2]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是体现综合国力的

重要标准。因此，充分重视传播中医药文化和国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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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育的双向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对

于丰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意义重大。 

3.2.用语言打造融通中外医药文化新表述 

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首部中医药发展白皮书《中国的中医药》同

时翻译成七种语言在 2016 年 12 月发布。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3]
”。各级

政府、中医药学术组织、全国中医药院校、各类药企

纷纷响应旗帜，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贡献了各自的力

量。中医语言文化教学就是从专业教学角度拓宽了中

医药文化传播的渠道，为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速度

和效率贡献了一份努力。通过运用语言的文化载体，

将这一传播优势借用各类传播渠道，把中医药文化与

语言教学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讲好中医文化故事，提

高中医药文化认同。只有尊重不同文化的发展，积极

去探索中医药文化与各国本土文化融合方式，从而增

进中医药文化的民心认同。 

3.3.培养专业传播主体开拓传播新路径 

中医词语体现了悠久的历史故事、深刻的哲学真

理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很多词语的含义具有多义

性，对外翻译时不能全面、准确地传达其字面背后的

医学科学知识和文化信息，如阴、阳、气、血等，这

在中医中都是常见的中医词汇，但是意义在不同的病

症中都有不同的差别。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兴起，每

年有超过 1.3 万名国际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孔子中

医学院在世界各地也是蓬勃发展。在国内中医院校学

习的海外留学生，外国中医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学习

汉语的学生，这些群体都是对中医文化具有浓厚的兴

趣与学习动机。努力培养一批专业的中医药文化传播

主体，拓宽中医文化的传播渠道，对外广泛的辐射传

播对象，从而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接受中医药文化，熟悉和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 

4.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的路径 

本文以中医药阴阳五行文化词语为立足点，从词

语元素选取、词语系统集合和词语教学传播模式三个

层级，探讨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的路径。 

4.1.中医药阴阳五行文化词语元素的选取 

中医词汇的特征是特殊性、连续性、复杂性和开

放性。中医基本词汇在中医词汇中是最稳定和最常见

的。它们大多来源于普通词语，具有全民性的特点，

使用频率高，能产性强。中医基本词汇系统体现了中

医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整体集合。中医基本词汇系统中

的每个单项词语都是中医词汇中的一个活跃的文化

元素。它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接触和学习中医文化

的重要工具，传统中医的词汇元素和中医基础知识的

理解，将为中医学习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更重要

的是能够有助于学生对中医词汇的理解，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中医文化的传播和教学。 

4.2.阴阳关系义场构建阴阳五行文化词语的
集合 

4.2.1.用“二元关系”和“类比取象”建立词
语的语义场系统 

词语的聚集可以汇成一个语义场。语义场是具有

共同相关特征的词汇集合。中医知识中的阴阳理论是

贯穿中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和阳互为对立，但

又以对方的存在互为前提。日和月互为阴阳，火和水

互为阴阳，脏和腑互为阴阳，气和血互为阴阳。阴阳

互相构成一种特殊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类阴阳文化词

语形成中医词汇语义场中的“二元关系义场”。如，

“外”为阳，“内”为阴，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阴阳转化也反映了传统中医药阴阳文化词汇的意义

特征。五行学说是中医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集

合。“金、木、水、火、土”这五个类别各自代表了五

行中的各类对象，从而构成中医词汇的“五行分类义

场”。如，与“火”的特征“炎上”相似的“火行”词

汇有“赤、夏、暑、日中”等，这都属于属于“火行

词汇”。根据传统中医藏象理论“心、面、舌、汗”等

词语，都与心脏的生理机能密切相关。这也属于“火

行词汇”。
[4]
 

4.2.2.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的语义场系统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灵活运

用中医文化词语的语义场之间的自然联系，指导学生

从思考、关联中得出推论，从而推进中医阴阳五行文

化词语的学习。例如，五行词“火”、五色词“赤”

和五脏词“心”都是从“舌”导入的，把这些中医五

行文化词语通过真实的医疗场景进行展示，有助于学

生理解中医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从而有助于五行文

化的传播与理解：舌尖侵蚀和红润可能是由于心脏大

火而引起的，所以必须清心火。古谚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传统的

工作、休息习惯和人体阳气的关系，将阴阳五行的文

化词汇作为文化的集合系统，有助于传统中医文化概

念的理解和学习，了解和共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5]
，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将中医基础词汇系统地进行

教学，让学生树立中医词汇的整体观，从而对中医有

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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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有序、选择、和谐的中医文化特性构建汉
语教学新模式 

4.3.1.用“顺序”指导教学内容编排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根据词语的顺序性和选择

性，进行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的教学。词语的教学

与编排，必须遵循“循序渐进，螺旋式提高，加强重

现”
 [6]

的原则。在编排词汇的时候，可以参考词汇大

纲。词汇大纲是根据词语的使用频率以及常用性进行

编排的，最终会在专家的介入下确定。这反映了由易

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求。上述的中医阴阳五行文

化词汇，我们将与语言合作中心发布的《国际中文教

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7]
相比较，决定指导教学重点

和教学顺序。通过和标准进行比较，可以决定词汇的

选择，可以更恰当地分配，从而更具有层次性、整体

性来教授阴阳五行文化词语。 

4.3.2.用“选择”指导词语教学方法 

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单音节形式占主体。在国

际中文教育中，必须使用单词形成规则，用语素意义

阐明单词意义，用单词意义概括语素意义。将语言和

文化进行交互传播，既可以帮助没有专门学习中医专

业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学习者学习词汇表中的单词，又

可以构筑能够长久发展的中医药词汇系统，从而内化

为中医药文化价值，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8]
。

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为非中医专业

学生学习中医文化提供一个学习的新的范式。 

4.3.3.用“和谐”指导中医文化传播 

阴阳与五行和谐相生，互为整体。中医阴阳五行

文化词语的教学与传播也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不可

分割。典型的中医五行文化词语，如中药五味中的 

“酸苦甘辛咸”分别对应人体五脏；五味又可划分为

阴阳两种属性，“辛甘淡”为阳，“酸苦咸”为阴。

教师可以通过五行文化词汇的学习指导学生掌握基

本的药理药性；以五味又可以引出五谷、五果，引导

学生了解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文化，从而相互补

充，相得益彰，达到教学的双重效果。 

5.结语 

在开展“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的时

代背景下，重视并加强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中医阴阳五

行文化词语教学对于中医药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传

播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

为切入点，以单项中医词汇为文化元素，用语义场的

集合系统将中医阴阳五行文化词语进行整合，通过词

汇的选择、确定与编排来组织教学传播模式，为培养

专业的传播主体，拓宽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渠道，创造出一条极为重要又切实可行的传播路径。

在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打造“中医药文化+汉语教

育”的复合型传播模式，将为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带来新的路径突破，这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

大中华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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