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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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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明确中医语言性质。方法:应用隐喻认知语言学方位隐喻 、实体隐喻 、结构隐

喻等相关概念对中医语言进行分析。结果:隐喻于中医药语言中可谓无处不在。结论:研究评判中医学的前提是

必须清楚中医学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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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谁想研究 、评判中医学 ,那么他必须清楚中医学的

语言;在明白中医学使用的是何种语言的基础上 ,才能明白

中医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有必要先行表明的观点

是: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逻辑是一种

旨在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 。具体论述之前 ,笔者认为介

绍一些隐喻认知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

度看 ,隐喻结构一般有两域:一是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 ,

另一个是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隐喻即将始源域的图式

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通过始源域的结构理解目标域 。

认知语言学一般根据始源域的不同 ,将概念隐喻分为 3 大

类:方位隐喻 、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隐喻于中医药语言中

可谓无处不在 ,病因学上“六淫”“七情” ;发病学上讲“正邪

胜负” ;病机上所言之“上热下寒” 、“表寒里热” ;脏象学说中

的“心者 ,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 ;中药学药物的“四气五

味” ;方剂学制方原则讲求的“君 、臣 、佐 、使” ;治疗原则中的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无一不是基于隐喻的。

1　中医语言的隐喻类型

1.1　方位隐喻

指参照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 。空间方位

来源于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 ,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

本的概念。上 —下 、前 —后 、深 —浅等方位概念是人们较早

产生的 、可以直接理解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人们将其它抽象

的概念 ,如情绪 、身体状况 、数量 、社会地位等投射于这些具

体的方位概念上 ,形成了用表示方位的词语表达抽象概念

的语言:中医学“表证”“里证”正是此方位隐喻的产物。

1.2　实体隐喻

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是物质的 ,人类对物体的经验为

我们使用抽象的概念表达 、理解为“实体”提供了物质基础 ,

由此而派生出实体隐喻。此类隐喻概念中 ,人们将抽象的

和模糊的思想 、感情 、心理活动 、事件 、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

作是具体的 、有形的实体 ,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谈论 、量化 ,识

别其特征及原因等。《灵枢 ·五变》“黄帝曰:一时遇风 ,同

时得病 ,其病各异 ,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能问 ! 请论以

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 ,斫材木。木之阴阳 ,尚有坚

脆 ,坚者不入 ,脆者皮弛 ,至其交节 ,而缺斤斧焉 。夫一木之

中 ,坚脆不同 ,坚者则刚 ,脆者易伤 ,况其材木之不同 ,皮之

厚薄 ,汁之多少 ,而各异耶 。……各有所伤 ,况于人乎 。”此

正是以树木之差异来说明人体体质之不同 ,并通过工人伐

木者一相对具体的 、有形可睹的事件来隐喻阐述同一条件

下不同的人可以罹患不同疾病的相对抽象的事件。

1.3　结构隐喻

所谓结构隐喻是通过一个结构清晰 、界定分明的概念

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 、界定含混 、或完全缺乏内部结构的

概念 。最为典型者莫过于“五行学说”与方剂学讲求“君 、

臣 、佐 、使”的制方原则。现今通行的观点是:“五行” ,并不

是指五种物质的实体 ,而是指五种象征性意象或形象化符

号。但“五行学说”是脱胎于“五材”的 ,而“五材”就是指水 、

火 、木 、金 、土五种物质。要认识到“五脏 、六腑 、五声 、五色 、

五时”之间的关系 ,其方法之一就是将“五脏六腑”与“五行”

进行类比 ,从而形成“结构隐喻” 。在此有人会提出将“五脏

六腑”与“五行”进行类比 ,是将万事万物归类到五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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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以便安排宇宙结构的观点 。持此说法的认识是从“结

果”上来看的 ,而笔者所持之“结构隐喻”观点是从目的上来

看的 ,也就是说将“五脏六腑”归类至“五行”的目的是为了

认识或说明“五脏六腑”的关系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就

是“隐喻认知”中的“结构隐喻” 。

2　中医语言的隐喻逻辑

隐喻是两种概念域投射 、互动的产物 ,作为一种以相似

联想为心理机制的认知过程 ,隐喻必然会跨越逻辑分类框

架和范畴鸿沟 ,将两种概念作超常联系。隐喻的逻辑前提

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存在相似关系 ,相似关系的确认是一个

创造性过程 。隐喻本质蕴涵着深层次的认知内容 ,并生动

地展现出相应的逻辑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形态表达着隐

含的分类逻辑真理 ,体现出分类逻辑本质性的动力学特征 。

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类比” ,而“类比”是为中医学

所强调的。《素问·示从容论》“夫圣人之治病 ,循法守度 ,

援物比类 ,化之冥冥 ,循上及下 ,何必守经。”《素问 ·疏五过

论》“善为脉者 ,必以比类奇恒 ,从容知之 ,为工而不知道 ,此

诊之不足贵。”我们以疾病发生为例来具体分析之 ,《灵枢 ·

百病始生》“风雨寒热 ,不得虚 ,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

暴雨而不病者 ,盖无虚 ,故邪不能独伤人 ,此必因虚邪之风 ,

与其身形 ,两虚相得 ,乃客其形 ,两实相逢 ,众人肉坚 。其中

于虚邪也 ,因于天时 ,与其身形 ,参以虚实 ,大病乃成 。”中医

学认为:人体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正邪相争的结果 ,正胜邪却

则不发病;正虚邪胜则发病。此“正邪相争”的结构显然与

“战争”的结构相同 ,如果从战争的胜负的立场来认识发病

与否 ,那就是战败则发病 ,战胜则不发病。中医学对疾病发

生的认识 ,就是将其比作战争的“结构隐喻” 。“发病与健

康” 、“战争的胜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是隐喻将这

两个概念作了跨域的联系 ,这种联系摧毁了固有的逻辑分

类秩序 ,造成了概念类型层级的重组。此时的“风雨寒热”

已不只是对自然气候变化的描述 ,它或它们已经被引申为

一种或一类致病因素;此时的“战争的胜负”也已不是事实

上的战争的胜败 ,它实指的是人体抗病能力对致病因素抵

御的结果 ,它对实在客体进行了新的内涵描述与逻辑定位 。

在此我们也不能以经典逻辑来分析判定人体发病与健康是

不是一场“战争胜负”的真值 ,我们只能说在某些方面发病

与否就像一场战争的胜负 ,从可能世界的理论来判定它是

可能的。故有学者认为:“从真值逻辑的特征上来看 ,隐喻

体现出模糊逻辑的优越性和更为广泛的说明力 ,对传统二

值逻辑进行了有意义的拓展”[ 1] 。

3　中医语言的隐喻诠释

从哲学角度看隐喻不仅具有表达情感的修辞作用 ,同

时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价值。隐喻唯有在陈述中才有意

义 ,陈述是表达内容 ,指称是陈述表达相关对象 。隐喻通过

对常规语言范畴的突破 ,其将认知对象看成另外一番样子

的结果是带来语义的更新。但对此“隐喻的真”就必须进行

诠释 ,进一步说 ,中医语言的隐喻的研究首先要进行的是

“中医隐喻语言的诠释” 。隐喻在认知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

于发现跨范畴的“相似性” 。相似性是隐喻的一种“纽带” ,

在隐喻中起核心作用 ,使在常识看来不相干的东西之间建

立起“亲缘关系” ,形成了“范畴错置” 。正是这种有意识的

错置 ,原来的分类秩序被打破 ,新的联系形成 ,新的意义也

随之创造出来 。对隐喻的实质的解释有“替代论” 、“比较

论” 、“互动论” 、“创新论”等多种探讨。隐喻的基本形式结

构是“A 是 B” :A 是被描写的对象 ,即目标;B 是用来描写

对象的项 ,即喻源。概念隐喻是将喻源域的结构框架投射

到目标域上 ,投射实现的依据是意象图式 。概念隐喻源自

康德的图式理论 ,这是将概念表达联系到感知和经验基础

的统一框架 。现在我们以“肝者 ,将军之官 ,谋虑出焉”来讨

论之 。我们分别将“肝” 、“将军”代入“A 是 B”中则成为“肝

是将军” ,对“肝是将军”的解释是有序的 ,决不能说成“将军

是肝” ;“肝是将军”只是部分的相似或相同 ,如肝藏血 ,血舍

魂 ,与将军作战谋略有相同之处 ,因而也可以说对“肝是将

军”的解释是有限制的 。对隐喻的“真”的解释我们可以求

助于可能世界理论 ,隐喻因可能世界诸部分之间的类推而

具有真实性 。

亚里士多德说:“隐喻是天才的象征 ,它不是能够学会

的 ,因为好的隐喻意味着从相异的事物中觉察到其相似性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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