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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法释义 （（4411））

【释义】
本条是关于中医药重点研究领域的

规定。
本条规定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 加强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

证论治方法的科学研究。 中医药理论是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

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

的， 对人与自然、 人体生命活动、 健康
与疾病规律性认识的医学知识体系， 是
中医养生保健、 防病治病和产业研发的
指导思想和实践指南， 是中医药学的基
础与核心。 加强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研
究， 对于促进中医药理论实践应用， 发

挥中医药原创优势， 提高我国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 保障中医药学术和事业健康
发展，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促进健康
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要传承创新中
医药理论内涵， 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
体系， 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和防病治病
能力， 有效指导临床和产业实践。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基本

理论。 辨证是根据中医理论对 “四诊”
（望、 闻、 问、 切） 所得的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 明确病变本质并确立为何种证
的思维和实践过程。 由于证是疾病过程
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 只
能反映疾病某一阶段和某一类型的病变

本质， 故中医学在辨证时， 要求同时辨
明疾病的病因、 病位、 病性及其发展变
化趋向， 即辨明疾病从发生到转归的总
体病机。 论治又称施治， 是根据辨证的
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 、 方法及方
药， 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和措施来处理
疾病的思维和实践过程。

中医药科研要立足发展中医药理

论， 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药理论研究必
须要与临床研究相结合， 而辨证论治是
中医临床的精髓， 是中医临床治疗的重
要方法。 2006 年， 国务院发布的 《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对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发展提出了 “重点开展中医基础理论创
新研究” 的要求。 2016 年 《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20 年）》 提

出：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
研究方法， 深化中医基础理论、 辨证论
治方法研究， 建立概念明确、 结构合理
的理论框架体系。 并提出加强防病治病
技术研究， 加强对重大疑难疾病、 重大
传染病防治的联合攻关和对常见病、 多
发病、 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形成
一批防治重大疾病和治未病的重大产品

和技术成果。” 2016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
的若干意见》， 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
整理研究、 加强中医理论传承研究、 加
强中医理论实践创新、 加强中医理论内
涵诠释、 加强中医理论重点领域研究以
及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方法探索等方

面， 提出了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重点任
务。

第二， 加强对常见病、 多发病、 慢
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 重大传染病的中
医药防治研究。 疗效是中医药的生命，
中医药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 至今仍
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最根本的原因就
在于它具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临床疗

效， 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防治疾病， 提
供医疗保健服务。

多年来， 在对常见病、 多发病、 慢
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 重大传染病的防
治上， 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取得了显著
的疗效， 中医药在预防与治疗常见病、
多发病和疑难病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

和鲜明的特点。 中医药治疗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 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
中医药治疗甲型 H1N1 流感 ， 拥有确
切的疗效证据 ， 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
注。 同时， 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 传染
性肝炎 、 手足口病 、 人感染 H7N9 禽
流感等重大传染病和新突发传染病防治

中， 科研和临床同步， 不仅促进了中医
药的参与和协同， 而且提供了安全有效
的循证证据。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甘
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

救治中， 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2009 年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明确提
出： “加强重大疾病的联合攻关和常见
病 、 多发病 、 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
究。” 2016 年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 （2016—2030 年）》 明确规定： “加
强对重大疑难疾病、 重大传染病防治的
联合攻关和对常见病、 多发病、 慢性病
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形成一批防治重大
疾病和治未病的重大产品和技术成果。
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开发一批基于
中医理论的诊疗仪器与设备。 探索适合
中药特点的新药开发新模式， 推动重大
新药创制。 鼓励基于经典名方、 医疗机
构中药制剂等的中药新药研发。 针对疾
病新的药物靶标， 在中药资源中寻找新
的候选药物。”

此外， 其他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发
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 也是中医药
科学研究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

第四十一条 国家采取措施，
加强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证论

治方法， 常见病、 多发病、 慢性
病和重大疑难疾病、 重大传染病
的中医药防治， 以及其他对中医
药理论和实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

用的项目的科学研究。

王履（1332—139l），字安道，
号畸叟，元末明初昆山籍医学家、
画家、诗人，是入编《中国大百科
全书》与《辞海》的昆山唯一名中
医，可见其医学水平出类拔萃。

王履的伤寒论独树一帜，影
响深远。 他认为伤寒与温暑虽病
因同出一源，均为受寒而致，但属
于不同类型的疾病， 不能混为一

谈，应区别治
疗。王履对于
中风病亦提

出了自己的

独特看法，认
为中风病中

有外感风邪

者的 “真中
风”， 还有因
火、 因气、因
痰而致的“类
中风”， 使中
风的理论更

趋完整，他的
创新理论受

到后辈医家

的推崇。曾著
有《医经溯洄
集 》《百病钩
玄》《医韵统》

等多部医著， 现唯有 《医经溯洄
集》留世。

《古今医统 》称王安道 “学究
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
奥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称
其 “实能贯彻源流 ，非漫为大言
以夸世者”。 充分说明了王氏之
医学理论具有颇深造诣，至今对
临床实践还有指导作用。

王履除了医道精通之外，还
精于书画。他留给后世的《华山图
册》，成为山水画中的经典。明代
著名文学家王鏊看到《华山图册》
后曾发出赞叹：“知其能诗， 不知
其又工于文与画也。今观此册，三
者皆绝人远甚。”

《华山图册 》创作于王履年
近半百的时候 。他后来为何会
分出一部分精力北上华山作

画呢 ？可从明代大书画家董其
昌在 《画旨 》中一句 “闻秦中有
国医 ”找到答案 。原来陕西那
里名医云集 ， 他要访师求道 ，
从而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 ，于
是背井离乡 ，外出求教 。

在三年的寻医求教生涯中，
王履收获颇丰。 在一次外出华阴
县出诊的偶然机会中， 发现眼前
就是人称五岳之首的华山， 远眺
山势， 峰峦叠嶂， 好不气派。 经
过数天游览， 华山上的莲花峰，
落雁峰、 朝阳峰、 玉女峰尽收眼
底 。 他饱览了华山的雄奇壮伟
后， 心中已有挥笔泼墨的冲动。

华山归来， 随即开始了 《华
山图册 》 的创作 ， 由于构思精
巧 ， 画技出众 ， 而成为传世杰
作 。 后择优选 40 幅图页印行 ，

另有自作记、跋、诗叙、图叙共 66
幅，合成一册。现故宫藏图页 29
幅 ， 余藏上海博物馆 。 每幅一
景 ，每景均有精妙的诗词描绘 。
用笔挺拔峭劲 ， 表现出华山坚
实的石质 ， 树木则以简洁笔墨
显示出挺秀之姿 。 全册图像或
险峻 ，或幽深 ，或苍茫 ，或清旷 ，
将华山万秀千奇的佳景胜迹表

现得淋漓尽致 。笔力刚劲挺拔 、
浑厚沉着 、墨气明润 ，浓淡虚实
相生。

与王履绘画艺术同样具有高

超水平的， 是他在 《华山图册》
中所作记、 序、 诗、 跋等文字里
所表达的艺术思想。 他强调生活
是艺术之源泉 ， 作画应师法自
然， 还提倡应宗法古人的传统，
但不墨守成规， 贵在创新， 王履
的这些艺术观， 对当时与后世的
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说， 王履不仅是个具有
独特见解的医学家， 而且还是一
个博采众长的美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