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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也不断提出人类认知中最

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2021 年 4 月 8 日，上海交通大学联

合 Science（《科学》）期刊发布了最新的 125 个科学问题，

其中医学与健康领域的 11 个问题中就包括“中医的经络系

统有科学依据吗？”。

经络，是中医理论中最核心，却又最神秘的事物。中

国的传统医学实践，大多基于经络理论。但是在现代解剖

学的研究中，经络却一直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大部分科学

家不认可经络是客观存在的结构，甚至因此否定中医疗效

的客观性。然而，2020年 4月 13日的 Research Square（《研

究方阵》）上，在线刊登了我们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论文《茶

叶激发的人体红外影像显现经络系统》[1]，首次公布符合

人体经络传统描述的系统性影像，让我们“看见经络”。

一、经络理论的起源

最早描述经络的文本是《黄帝内经》，据说记录了

五千多年前轩辕黄帝与岐伯之间关于养生和医疗的各种问

题的讨论。很多人并不相信《黄帝内经》的历史有这么悠久，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但是在诸子百

家之前中国文化中并没有成熟的出版行为，而成书出版之

前的文本流传，东亚民族的习俗往往是专职背书人的口头

背诵。这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非常普遍，比如藏族背

诵的《格萨尔王传》。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无法排除

这种可能性：《黄帝内经》是自五千年前的历代医家背诵

到了春秋时期再落笔成书的。如果是这样，文本会不断受

到口语演变的影响，也会不断得到医学实践的补充或者修

正。因此，就像甲骨文经历了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商代已经

是成熟的文字，《黄帝内经》体现出极其严密的逻辑性和

圆融性，已经是一整套非常完善的医学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重点描述了人体内分布的六条正脉的位

置和功能，特别在《灵枢》的经脉和经别两章中详细描述

了正脉的概念。中医理论中，把人体内的经络分为贯穿脏

腑的正脉（十二正经）和不贯穿脏腑的奇脉（奇经八脉）。

正脉因为贯穿脏腑，所以其功能就更为明确，对其研究也

就更早。《黄帝内经》中把六条正脉分为三阴三阳。其中，

阳脉的主干走向是从手到头，再从头到足；阴脉的走向是

从足到胸，再从胸到手。整体上讲，如果把手举起来看，

阳脉的流向是下沉，阴脉的流向是上浮。阴脉和阳脉根据

《素问 • 三部九侯论》又各分为天人地三脉，阳脉分别称

为太阳脉、阳明脉、少阳脉，阴脉分别称为太阴脉、厥阴脉、

少阴脉。每一条正脉的两端又以连接手或足，划分为手经

和足经。这样经络就划分成了十二条，《内经》中除了心

主经没有明言阴阳，其余经络都明确了性质。心主经就是

厥阴的心包络，十二条经络整整齐齐地划分如下。

阴 阳

天
手·太阴·肺经 手·太阳·小肠经

足·太阴·脾经 足·太阳·膀胱经

人
手·厥阴·心包经 手·阳明·大肠经

足·厥阴·肝经 足·阳明·胃经

地
手·少阴·心经 手·少阳·三焦经

足·少阴·肾经 足·少阳·胆经

用茶叶实现经络可视化  
Visualizing Human Meridians with Tea Drinks

中国  上海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李 辉

【功效】红茶温  葡可甜  可利胆  可养颜【茶道·三字经】 



大学科普·特约专稿 Invited Manuscript

30

2021 年第 3期

这十二条经络，每一条都穿过一个至数个脏腑，从而

保障了脏腑的正常运行。根据天地阴阳冷暖的变化，经络

也相应地改变运行方式。维护经络的正常运行，就能保障

人体的整体健康。这就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基础。中医实践

发现十二条经络在一昼夜内依次活跃流动，每两小时轮换

一条经络，并将这一规律称为“子午流注”。有趣的是，

无论东西方，都把一昼夜的时间以 12 为基数来等分，这是

不是说明古人对人体自身的节律可能都是有感觉的，十二

经络的“子午流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二、不见经络不甘心

在中医数千年的实践中，经络理论是明显有效的。经

络的医疗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对经络穴位的针灸，以及

根据经络对应的属性配备药剂。用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

分析证实，这两方面的各种实践都有显著效果。对各种穴

位的针灸方案有显著治疗相关疾病的功效。而草本药物所

含化合物成分对应的经络归属，也完全符合特定的数学模

型，因此归经属性是可以通过化学分析来预测的。基于各

种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国内外一直有很多人相信经络的

存在。

但是，在过去的解剖学研究中，却从来没有发现符合

经络模型的结构。这说明经络如果有解剖结构，也肯定不

是血管或神经那样肉眼可见的管线状结构。于是国内外很

多团队试图通过各种物理和化学的方式找到经络存在的证

据。20世纪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团队通过解剖尸体，

发现穴位的位置上都有密集的神经分布，因此推测经络现

象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功能表现 [2]。此后也有很多学者提出

各种经络与神经系统对应的假说。但是神经系统的分布无

法与经络线路吻合，也无法解释经络按照节律开合的现象，

因此这一假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在尸体上寻找经络没有

结果，1970 年，法国军事医学院的 J.F.Borsarello 提出

应该用远红外线来观察活体的经络活动 [3]，但是在此后数

十年的各种实验都没取得可信的结果。

对于中国人来说，承认经络是祖先虚构的事物，中华

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完全子虚乌有，这是很难接受的。更何

况很多人对经络是有直观的感知的。19 世纪 80 年代的大

量实验研究也往往揭示经络穴位部位的各种性质与其他部

位不同，特别是电导性和热导性。因此，中国在“八五”“九五”

科技计划中设立了国家攀登计划来研究经络。复旦大学化

学系的费伦教授、力学系的丁光宏教授联合一大批相关专

家，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经络和穴位部位的组

织特异性。1998 年，费伦等教授在《科学通报》上公布了

课题组的三大成果 [4]：①经络穴位是有物质基础的，是结

缔组织中的胶原纤维。具体结构是由三条胶原纤维构成纤

维条，再由五条纤维条卷成一束，数量繁多的这种线束结

成片状。分子层面是由数种不同蛋白质分子构成的一种生

物液晶态的物质。胶原纤维连带其中的血管、神经丛和淋

巴管等交织成经络的复杂体系，称为结缔组织结构。②穴

位对应的深层结缔组织结构中，富集有钙、磷、钾、铁、锌、

锰、铬元素。特别是钙，较经络之外区域高 100～ 200倍。

③经络结构中的液晶态胶原纤维具有高效率传输红外光的

特征波段。实验证明此种胶原纤维对 9-20 微米的远红外线

在径向方面具有近 100% 的透光率，横向方面则几乎完全不

透光，具有光纤维的物理特性。2000 年，丁光宏等教授又

发表论文展示了人体穴位的红外辐射有稳定而特异的频谱

特性，并不仅仅是热量导致的 [5]。这一系列重大项目进展，

为经络的物质基础研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中医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了

各种经络结构的假说，除了最早提出的神经传导说以外，

还有体液循环说、生物电场说、甚至综合各种组织形成的

结缔组织间隙说 [6]。实际上，后面的三种假说并不是相互

排斥的观点。以胶原纤维束为基础，其间隙中会流动大量

的体液，带动大量的大分子物质和带电离子，必然会产生

生物电场，产生热辐射和特殊的红外辐射。所以经络活动

所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反应，是经络活动的结果，并不是经

络本身。经络本身可能就是费伦教授提出的胶原纤维束。

这种结构最早其实是1954年由匈牙利科学家Foldi等发现，

并发表在《匈牙利科学院医学学报》上，称为“细胞间质”，

是体液和大分子流动的通道 [7]。但是这一结构很少受到学

界关注，对其功能的认知也很少有进展，国外更不可能将

其与经络联系起来。2018年，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团队在《科

学报道》上发表显微核磁共振观察细胞间质的结果 [8]，发

现身体各个部位都存在这种结构，在胶原纤维束的外围还

包裹着特殊的细胞层，就像光纤外面的塑料皮层一样。这

些间质通道也并不是整体连通的，而是分段链接的。这一

成果公布以后，中国部分媒体立即报道说国外发现了经络

的解剖结构。实际上，到此为止还是不能完全证明细胞间

质通道就是经络。虽然人体内存在这些体液和大分子通道，

但是目前的研究都是看到局部的显微结构，无法确定这就

是经络。只有宏观地看到人体中这些通道的整体分布规律，

证明这些通道的分布规律与中医经络的线路完全吻合，才

可能确认这些是经络。因此，复旦大学的团队一直在努力

探索，不见经络不甘心。

三、让经络自己现形

在细胞间质通道的具体结构被公布以后，中国针灸研

究所的张维波团队立即跟进做了非常重要的实验。如何宏

观地看到经络？以往通过针灸的方法，因为经络中并没有

特殊的成分流动，是无法让经络显形的。于是，他们在鼠

和猪的身上做实验，在特定的穴位上注射进荧光素钠，再

【功效】黄茶热  楂与杞  心血活  肾盂洗【茶道·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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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荧光信号的分布，果然发现这些液体顺着细胞间质流

动了起来，看到了一段段平行的线条 [9,10]。这是向经络的

宏观可视化又迈进了一大步。可惜的是，这些线条在下一

个穴位的位置就停止了，只能显示一小段，距离显示整条

经络非常遥远，更不能证明经络穿过了相应的脏腑。而显

示整条经络以及贯穿脏腑，是证明经络系统结构的关键。

更完美的方法是把所有十二条经络都显影出来。

如何才能让整条经络活跃起来，让经络自己现形呢？

针灸或推拿只能促进施治部位的经络的流动，很难让整条

经络活跃起来。而经络的活动，根据中医原理有两种促因：

一是按照子午流注的自动开放，那种效应比较微弱；二是

服用归经的药食，效应有时候会很强。所以改变思路，通

过有效的药食归经来让经络自己现形，应该是可以尝试的

方案。我们的团队一直尝试从无数的本草中选择出最有效

最安全的归经药食来。很多草本药食，服用以后相应的经

络和脏腑部位会有明显的内源性发热或酥麻感，但是一般

这种感觉并不明显，也很难拍摄出影像。2012 年，在试验

了几百种药食以后，我们发现归经感受最强的，还是茶叶。

特别是各种好茶，喝了不同茶叶以后身体的不同部位会迅

速发热，甚至大量流汗，汗液的大量水分是流动的体液供

应的。看来这很可能就是茶叶成为饮料之王的奥秘。我爱

茶，是本科时候受到了谈家桢先生（中国的摩尔根）的影响。

为了证明这种归经感受是客观可重复的，我们不仅在初步

测试中个体双盲重复喝茶来报告感受，还召集了 24 位体感

通透的志愿者来参与试验。大家在不被告知茶种的情况下，

一同饮用同样的茶种，并各自记录下来自己发热的部位。

在饮用 68 种茶以后，我们做了一个结果统计，所有志愿者

报告的一致性达到了 96%。不同的茶叶对应的归经有着极

其明显的规律。中国的六大类茶叶，绿茶对应太阳脉，青

茶对应阳明脉，红茶对应少阳脉，白茶对应太阴脉，黑茶

对应厥阴脉，只有黄茶并不清晰，似乎对应少阴脉。这一

初步的实验，我总结成了后来很受欢迎的《茶道经》的初稿，

揭示茶叶与人体经络的奥秘。但是因为黄茶的实验效果太

不明确，整个经络体系的数据不完整，所以论文和专著都

不敢发表。直到 2016 年，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因为我国扶贫攻坚的大战略，浦东干部学院负责对口

扶贫贵州江口县，该县处于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的腹地，自

然环境极其好，但是经济资源也极其匮乏。全县最重要的

资源就是茶叶，却一直只能做低附加值的粗制绿茶，在市

场上没有竞争力，茶产业是入不敷出的。扶贫挂职领导找

到我求助，却正中我下怀。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而

武陵山脉特别是其尾端的君山是唐代黄茶的主产地，如果

能够在这里做出市场稀缺的高品质黄茶，扶贫的任务不就

解决了吗？我想把茶叶归经的最后一脉实践出来，这就是

一个绝好的机会。我研究了很多唐代黄茶的记录，包括关

于黄茶的唐诗，发现唐代黄茶的很多奥秘，与现在流传的

明法黄茶完全不一样。特别是齐己称颂黄茶的诗句：“还

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说

明黄茶的苦能通心，香能让面色红润，这是手少阴心经疏

通的效果。黄茶需要煮了喝，汤色像夕阳一样。很多线索

指向唐代黄茶富含黄酮类物质，这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方向。

而黄酮是需要通过茶叶里的黄酮醇类物质脱氢反应生成的，

这就需要用到梵净山全国最高浓度的负氧离子。一切都是

最好的选择！ 2017 年，我们找到了含有黄酮醇最高的茶树

种，确定了最好的生长周期和采摘方式，研发了一系列严

格的杀青、揉捻、闷黄的技术指标，甚至用了电磁技术来

传导负氧离子促进脱氢效率，终于做出了与唐诗描述一样

的黄茶。第一次试喝，大家都觉得心脏的下尖一股热气涨开，

图 1  十二种茶激发的红外辐射图像与十二经络模型基本吻合 图 2  黄茶激发的手少阴心经红外辐射影像与手少阴心经模式图

【功效】茶虽好  不混饮  气怕冲  人易病【茶道·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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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四白穴、小鱼际、胰腺，后背心直冒汗。少阴脉打

通了！随后我们对新制黄茶做了各种研究分析，居然发现

有高效的降糖作用，获得食品安全许可和伦理许可以后，

我们让数百名糖尿病的志愿者喝这款黄茶，居然对二型糖

尿病有彻底逆转的功效，甚至晚期患者下肢腐烂到骨骼的，

都治愈了。2018 年，我们又在杨浦区对口扶贫的贵州遵义

正安县研发出了肾经黄茶，我是第一个受益者，受了十年

肾结石的苦，常常腰痛难忍，喝了一个月肾经黄茶以后，

10 毫米的肾结石彻底融化了。这些都是后话，但是中医的

机理太神奇了！

因为这些基础，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顾建生副馆长特地

来访，提供了上海自然而然中医药发展基金，希望把经络

的影像拍出来，最后的攻坚开始了。相对于其他本草，茶

叶的内含物质清晰可控，各种茶的对比相对容易，但是要

找出合适的茶也不容易。作为预实验，我先在自己身上做

研究，每天喝各种各样的茶，观察红外辐射发生的时间和

方式。因为不能有衣物遮挡红外辐射，所以只能在家中检测，

我夫人来拍摄我的身体反应。我们两人研究了从中国南方

各省以及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收集

到的 512 种茶的反应。结果发现很多茶不但口感差，喝了

很不舒适，而且没有任何经络反应，而另一些茶喝了以后

又舒适又有强烈的经络流动感，仪器检测发现红外辐射会

使体表产生 5-8° C 的温差，核磁共振也看到细胞间质中

大量液体流动。这就是好茶和差茶的显著区别。总结出最

有效的茶叶激发的身体红外辐射影像，结果与我们 2012 年

测试的结果完全一样，绿茶激发太阳脉，青茶（大多是乌

龙茶）激发阳明脉……每一类茶又大致分成两种，分别激

发手经和足经。在分析中我们还发现，这种红外辐射在喝

茶以后的几秒钟内就会激发，但往往不会整条经络同时激

发，而是分段地显现。只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归经效应

特别强的茶种，才能让整条经络几乎同时发出红外辐射。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让经络自己现形了。

最欢迎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是全国各个制作名优茶种

的龙头企业。2018 年，受福建福鼎绿雪芽白茶庄园的邀请，

我们又组织了 42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太姥山上参与

重复试验。大家通过调节饮食排除其他食物对经络的干扰，

每天都只喝一种茶来激发特定经络以免相互干扰。结果多

样本重复试验完全证明了茶叶与经络激发的对应关系。喝

了心经黄茶，心脏和相连的心经会发出红外辐射；喝了肾

经黄茶，肾脏和肾经会红外辐射，在背上呈现一个十字形；

喝了绿茶龙井，背上的膀胱经会呈现像瀑布一样的热流，

而腹部则是凉凉的；喝了绿茶猴魁则相反，腹部十二指肠

是热的，背上却是凉的；喝了黑茶熟普，胸腺和心包经滚烫；

喝了红茶正山小种，甲状腺和三焦经又热了起来……我们

可能真的看到了经络，而且可能看到了中国哲学中真正的

奥秘。

有中医界的朋友提出，能否拍摄出子午流注的反应。

这实在太困难，因为日常饮食的干扰往往会屏蔽子午流注

的人体自动辐射信号。再长期饮用好茶使得经络非常通畅

以后，我尝试在辟谷期间拍摄子午流注的效应，每个时辰

扫描身体反应。在一周的时间内重复试验三次，果然发现

每个时辰的身体红外辐射基本符合子午流注规则，每进入

下一个时辰，身体的影像几乎会瞬间转变，误差不会超过

8分钟。

四、国学怎么与科学打通

如果仅仅停留在“看见经络”上，这个研究的意义还

是有限的。经络应该是人体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

统等九大系统之外的第十大系统，是人体表型组研究中不

可缺的一部分。我的导师金力院士发起了国际大科学计划

人类表型组计划，就把中医表型列为其中的重要部分。研

究清楚经络，可能就了解了占人体体重 70% 的液体主要是

如何更新，如何清洗脏腑和其中的细胞，以保持人体健康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茶叶的成分和功效，或许就可以从茶

叶中找到激发经络反应的“钥匙”，那一定是某几类特殊

的生物有机分子。再找到经络链接处细胞膜上的“锁”，

经络的奥秘或许就打开了，如何让药物精准地到达特定靶

向脏腑，很可能可以有一种新思路。当然这一切目前都只

是假说，需要大量的实验去推进。在本次发表的研究完成

之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种有效茶叶的成分质谱分析，

结果非常令人惊喜：有的成分在六大类茶叶之间差异显著，

与茶叶的主治功能有关；有的成分在各类茶叶之间的分布

则完全与归经的性质相关。这必然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

点。而观察各大茶类成分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与以往用

未经品质鉴选的茶叶做的分析不同，各大茶类的关键成分

非常有规律。绿茶主要含有各种简单酚类，青茶含有丰富

的有机酸，红茶的胺类成分尤其富集，白茶有各种大分子

的酯类，黑茶中有高浓度的茶皂苷，而黄茶中的黄酮丰富

度出乎意料的高。这些成分，正是对应经络所贯穿的脏腑

最需要的物质。

再研究茶叶的制造工艺，我们就发现六大类茶的显著

差异成分，是由完全不同的加工发酵工艺进行完全不同的

化学反应所生成的。而这些不同的加工工艺，去繁就简地

分析，有着非常明显的规律。加工工艺中很多步骤是各大

茶类之间类似的非特异性步骤，例如摊晾走水、揉捻破壁、

最后的烘干定型，基本没有化学变化，所以在分类上没有

差异性的规律。另外一些发生化学变化的步骤就特别关键。

其中有一步是所有茶都要经历的，那就是通过高温或者干

燥来杀灭茶叶细胞的生物活性，一般叫做杀青，红茶加工

中叫做过红锅。以杀青为界，纵向规律明显，差异性成分

【时辰】日出作  日落息  饮诸茶  时当切【茶道·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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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杀青之前生成，例如绿茶、青茶、红茶，有的在杀

青后生成，例如白茶、黑茶、黄茶。所以前三者是茶叶活

着的时候做的，生为阳，故可称阳茶；而后三者是茶叶死

了以后做的，死为阴，故可称阴茶。三阴三阳的差异性成

分生成的步骤，也有明显的横向规律。绿茶的酚类成分来

自生长中的光合作用，白茶的酯类成分来自日晒化合，能

量都来自“天”；青茶的有机酸来自人力摇青致使的细胞

破裂多酚氧化，黑茶的皂苷来自人力捣揉致使的碳水化合

物大分子断裂与多酚化合，能量都来自“人”；红茶的胺

类来自湿堆发酵时的氨基酸脱氢，黄茶的黄酮类来自湿堆

包闷时的黄酮醇脱氢，能量都来自“地”。这种阴阳乘以

三才的哲学规律，正是《易传 •系辞》中讲的“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

三才之道也。”其中道就是一阴一阳，阴阳的平衡。真正

落到科学实践上，国学哲理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科学性体现在“奥卡姆剃刀原理”——科学拒绝多余

的假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道至简”。能否用阴阳三

才的假设来贯通茶叶分类所产生的所有特性，不需要任何

多余的假设？一试便知。茶从加工以后分类，无非四方面

性质，1. 加工工艺，2. 储存方法，3. 烹调方法，4. 健康

功效。先说阴阳的纵向性质：加工上阳茶先转化再杀青是

活着做，阴茶是先杀青再转化是死了做；存储上，阳气外

泄阳茶越陈越淡会过期，阴气内收阴茶越陈越浓追求年份；

烹调上，阳性活跃易变阳茶一煮就产生毒素，阴性迟钝阴

茶越煮越甜；最重要的功效上，阳茶调动阳脉，按照《内经》

的描述整体是让体液下沉的，阴茶调动阴脉让体液上浮。

阴阳性质概括所有步骤。再说天人地三才的横向性质：天

性的绿茶白茶通过阳光转化，绿茶存储要天阴冰雪，白茶

存储要天阳日晒，烹调上绿茶要天阴雨滴法，白茶要天阳

暑闷法，功效上绿茶入太阳脉，入小肠经（脑肠轴）可醒

脑，入膀胱经可利尿，白茶入太阴脉，入肺经可润肺，入

脾经（淋巴系统）可免疫；人性的青茶黑茶通过人力转化，

青茶存储要人阴放在丹田水平以下，黑茶存储要人阳放在

鼻息水平以上，烹调上青茶要人阴压滤法，黑茶要人阳蒸

淋法，功效上青茶入阳明脉，入大肠经可清肠，入胃经可

舒胃，黑茶入厥阴脉，入心包经（胸腺 -松果体）可安神，

入肝经可去脂；地性的红茶黄茶通过堆积转化，红茶存储

最好用地阴泥陶罐密封，黄茶存储最好用地阳金属罐密封，

烹调上红茶要用地阴黑陶壶泡，黄茶要用地阳金属壶煮，

功效上红茶入少阳脉，入三焦经（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

实验新发现，作用区分别在胸中、胃中、膀胱口）可娱情，

入胆经可利胆，黄茶入少阴脉，入心经可清血，入肾经可

洗肾。这是一个严密周全的科学逻辑体系，又经得起科学

实验的反复验证。而里面的理论，则是中国最经典的《易

经》和《内经》的核心思想。不仅如此，茶叶与佐料的配合，

也需要符合《神农本草经》的阴阳配合原则才有利健康，

中国最古典的三经的原理是可以完全贯通并且科学实践的。

有些人研究科学，往往会“食洋不化”，研究国学，

又往往“食古不化”。在我的理想中，中华传统一定要现代化，

国学一定要科学化。这就要在认真研读国学的基础上不断

推进相关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总结知识建立科学假说，开展实

验检验科学假说。实验检验的结果，我们一步一步发表科

研论文在学术界探讨，而更综合更系统的假说和知识总结

则可写成科普专著来向大众传播。所以，我在《茶道经》

的基础上，加上了详细地解说注释，出版了《茶道经译》

注，讲述茶的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学、农学、地理学、

历史学、气候学等等知识，以茶为案例，全面解析中国最

传统的哲学与现代最前沿的科学是如何打通的。很多人在

这本书的指导下，通过严谨的科学饮茶，解决了自身的健

康问题，也通过实践认知到经络及其背后的真理。

在当前的国学研究包括中医研究中，存在很多“因果

倒置”和“体用分离”的误区，使得国学与科学出现错位。

就像经络的各种效应，只是经络的“果”，而不是经络结

构的“因”，所以不能把效应当作经络本身。中医说的脏

腑，其功能太复杂，例如肾主骨，以前无法科学解释肾脏

图 3  实验中选出的归经效应最强的六大类十二种茶叶

【时辰】辰时明  绿茶清  巳时繁  白茶安【茶道·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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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对骨骼健康起作用，现在发现维生素 D 转化促进骨钙

沉积的很多酶都是肾脏生产的，这就有了科学依据。所以

从前因为“体用”不合而说的“中医的肾不是解剖学的肾”

只能算是权宜之言。人体无数的奥秘，在不断地研究中不

断地解开，我们要用最包容最谦逊的心态去探索学习。我

听过少数“科普”人士说国学在中国从没有任何实际的科

学应用，而中医却用国学护佑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健康。

当代的中国科学家，应该做的是从国学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把国学与科学打通，转化出更好的科学技术，让中国的智慧

造福国人，造福全人类，我们应该有这个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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