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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複雜性：現代醫學與現代生物學在走向整體綜合路上必須跨越的障礙 
沿着美國「全民健康項目」的路線，不久的將來，精准醫學將基於包括基因、蛋白質、代謝物等在內的生

物標誌物和針對這些標誌物發展的標靶藥物體系，構建起一個個性化的狀態描述及調控體系。在這個過程中，
無疑將伴隨着醫學檢測、診斷以及一些迄今現代醫學尚無有效應對方法的疾病治療上的重大進步。然而，實現
了這一步，在走向未來的道路上，醫學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峻的問題。 

今天，精准醫學在研究精准藥物方面，正在取得迅猛的進步，針對生物標誌物的標靶藥物體系在迅猛地擴
展着。然而，人類基因組的研究發現，現實人群中基因變異種類數以億計[17]。今天的科學家也清楚地知道，人
類疾病的發生、發展遠不是由基因完全決定，蛋白質、代謝物以及人的日常行為等在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
同樣發揮着巨大的作用。而相對於數以億計的基因變異，蛋白質的異常將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更龐大的體系。
今天有誰能回答，人類大約需要多少種標靶藥物，才能應對有臨床意義的生物標誌物的異常所關聯的所有疾病？ 

今天，精准醫學研究的進展表明，在許多疾病過程中，個性化並不是以單個的基因變異來標示的，很多情
況下，某種疾病的某個類型，會關聯到1個以上基因，或與基因變異的組合相關聯[18]。由此，基於基因變異的標
靶藥物研究，不僅需要針對單個的基因變異，有時也需要針對基因變異的組合。而由於人體內各部分相互關聯
的複雜性，不同的基因變異組合，有時會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標靶藥物。顯然，隨着現代醫學體系的個性化醫學
的發展，我們將會面對一個比現代針對疾病的藥物體系更加龐大的標靶藥物體系。 

然而，應用這樣一個龐大的標靶藥物體系，我們是否可以得心應手地應付人類所面臨的疾病困擾呢？今天
的醫學研究，無論是針對疾病、疾病過程中異常的生物標誌物，還是針對生物標誌物的標靶藥物，均是分門別
類地進行的。但現實中，人類疾病的發生常常會伴隨着多個組織、器官結構和功能的異常，表現為眾多的生物
標誌物的異常改變。應臨床治療疾病之需，醫生常常不得不考慮到同時對這些異常生物標誌物綜合用藥。2016
年9月，兩篇分別發表在《自然》雜誌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兩篇文章總結
了 近發表的一些腫瘤個體化治療的臨床結果，不過都給出很悲觀的評論[19]。且不說這些針對生物標誌物的藥
物效果是否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理想。即使人們找到了針對每個單一的生物標誌物相當有效的藥物，如果面對
多個生物標誌物異常的病人，我們能設想，將針對多個生物標誌物異常的標靶藥物同時使用會有甚麼後果嗎？
由於人體內各部分相互關聯的複雜性，疾病的各個部分、各個環節通常是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而藥物
作用於人體，通常也不是只對作為標靶的部位或環節發生作用，不同的標靶藥物同時服用，不僅可能出現藥物
之間的化學反應引起的藥物結構及效能的變化，不同藥物作用於人體，也會視藥物組合、組合的比例不同，可
能產生不同的協同或拮抗作用。 

顯然，人們今天充滿期待的精准醫學、在精准醫學旗幟下將逐漸發展起來的個性化醫學體系，仍然無法解
決人體的複雜性、疾病和治療過程的複雜性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而由於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是精准醫學
追求的「精准」，還是「整合醫學」倡導的「整合」，對醫學發展的實際意義都將是非常有限的。今天，如何



應對生物體的複雜性，不僅是現代醫學面臨的問題，也是困擾作為現代醫學基礎的現代生物學發展的重要問題。
作為現代生物學 前沿的學科—系統生物學是近幾十年伴隨着系統科學的發展而逐漸成形的研究複雜生物系
統的新興學科。「生命體是完整的複雜系統」是今天的系統生物學家普遍持有的觀念[20]。然而，對這樣一個有
機整體的研究，系統生物學普遍採用的卻是系統科學早期的方法。 

維基百科中對系統生物學的定義：系統生物學（Systems biology），是一個試圖整合不同層次信息以理解
生物系統如何行使功能的學術領域。通過研究某生物系統各不同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例如，與細
胞信號傳送、代謝通路、細胞器、細胞、生理系統與生物等相關的基因和蛋白網絡），系統生物學期望 終能
夠建立整個系統的可理解模型。系統生物學大量使用數學的和計算技術的模型[21]。由上可見，雖然在具體的研
究過程中，系統生物學家採用了動力學建模方法來定量描述系統的動態演化行為，但其基本的理念，仍然沒有
跳出「分析基礎上重構」系統的局限，因而，從本質上講，仍然是還原論的方法。只是，傳統的生物學是以還
原分析為主的，系統生物學則是在還原論理念的指導下，開始了分析基礎上的重構而已[22]。這種方法對簡單巨
系統是適用的, 但是在運用到複雜適應性系統時就會表現出很多的局限性,以至於目前系統生物學家普遍持有這
樣一種觀點：生物體系統的複雜程度超乎想像，現有的科學技術水平，還遠不足以把整個生物體作為對象進行
研究，只能權且研究生物體的某個部分或某個環節[10]。 

顯然，無論是作為醫學前沿的以個性化為特徵的精准醫學，還是作為現代生物學前沿的系統生物學，在發
展的道路上面臨着同樣的障礙、同樣的危機。而克服這一障礙，走出這一危機，將引發醫學領域的又一次革命，
而這場革命所及，將不局限於醫學，會拓展到生物學及生命科學的更廣泛的領域。 

 

5 走向整體：兩種不同層面的個性化狀態描述體系 
醫學科學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中探索前行，實際上冥冥中一直有一個燈塔在指引着未來的方向，那就是中

國傳統醫學。今天，由系統科學、控制論、信息論對現實系統的研究，已經跨過了簡單系統、簡單巨系統的階
段，開始直面複雜性。而這些科學以及其後發展起來的耗散結構理論、突變理論、協同學等，也逐漸彙聚起來，
形成了今天的複雜性科學。面對生命體的複雜性，隨着複雜系統「湧現」現象及規律被揭示，複雜性科學不僅
摒棄了傳統的還原論方法，也從根本上否定了「在分析基礎上整合」的「分析-重構」方法。在複雜性研究中，
科學家們推出的 重要的概念就是「湧現」。新性質的湧現是複雜系統的 大特點：各個要素組合在一起形成
一個有機的系統，必然會湧現出其中單個要素所不具有的新性質。把對部分的認識累加起來的方法，本質上不
適宜描述整體湧現性。越是複雜的系統，這種方法對於把握整體性越加無效。複雜系統的湧現性表現為「從簡
單中生成複雜」的新穎性。複雜系統的湧現具有不可預見性，研究者不能從微觀層次的組成及其行為規則來演
繹推導出系統的宏觀結構或性質。這種不可推導或不可預測的新穎性是複雜系統的典型特徵[23]。而醫學研究對
象—人體，恰恰是這樣的複雜系統。現代科學表明，許多宇宙奧秘來源於整體的湧現性。還原論無法揭示這
類奧秘，是因為整體湧現性在整體被分解為部分時已不復存在。複雜系統湧現的特性和規律的揭示，從另一個
角度證明，現代醫學試圖通過「分析-重構」的整合， 終從整體上把握人體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既然複雜系統
採用分解和分析的方法以及分析基礎上整合的方法，都不可能達到整體上的把握，那就只能把它作為一個整體，
按照它的本來面目進行研究。由此，就有了通過隱喻和類比，建立複雜系統模型的整體研究方法。實際上，具
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傳統醫學，在研究人體的結構及功能，研究疾病中人體狀態的演變過程和控制規律，採
用的正是這種方法。隱喻和類比，在中國傳統醫學中被稱為比類取象。中國傳統醫學的藏象理論，正是我們的
祖先，在對人體生理病理活動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採用比類取象的方法構建的人體模型。而中醫的辨證論治體
系，則是在這一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構建的狀態描述及狀態調控體系[24]。顯然，與現代醫學前沿的精准醫學以及
處於現代生物學前沿的系統生物學相比，中國傳統醫學中蘊含着更為深刻的方法論。 

精准醫學構建個性化狀態描述系統，如果按照複雜性科學在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建立狀態描述的方法，基於
對狀態變量（生物標誌物）的相關性分析，逐漸去除生物標誌物之間因線性相關帶來的冗餘，以確保狀態變量



間的相對獨立，同時使狀態變量的數量大大簡化。而不斷拓展病例收集的病種範圍，增加參與統計的病例數量，
使狀態描述系統在完備性（完整地描述所有不同的個性化狀態）上得到不斷提升。在可能想見的將來，是有望
實現對人體整體的狀態描述的。這一狀態描述系統，和中國傳統醫學基於中醫理論模型構建的證候體系均是個
性化的醫學體系。它們的差異在哪裏？在對人體疾病把控方面的優勢與不足如何體現呢？ 

建立在中醫人體理論模型基礎上的證候系統，僅涉及從整體層面對人體基本生理病理活動的觀察和從症
狀、體征層面對人體疾病過程中機體狀態的描述。目前，中醫臨床診療通常應用的證候數量大約有100多種，如
果計算患者每次出現不超過5個證候的情況，組合數量是百億級的規模，也就是說其能夠區分的個性化狀態的總
數是在100-200億之間。精准醫學建立狀態描述的許多狀態變量是從微觀層面引進的，如前所述，目前已發現的
基因變異種類數以億計，而要達到對人體狀態描述的完備性，僅僅基因是遠不夠的，無疑會向數量更龐大的蛋
白質、代謝物方面擴展，涉及的狀態變量總數或許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在對基因變異、蛋白質異常等生物標誌
物與人類疾病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的過程中，科學家無疑只會篩選其中有臨床意義的部分，並會對這部分狀態變
量依據它們的臨床意義進行相關性分析。在此基礎上，用檢測方便、臨床意義較大（相關性較好）的生物標誌
物優化狀態描述系統，同時去除生物標誌物因線性相關產生的冗餘。這樣，經過逐步優化的狀態描述系統的規
模會小得多。我們無法預測這樣建立的滿足完備性的狀態描述系統所需要的基本狀態變量的數量級，但即使縮
減到只有百萬級的規模，也會比中國傳統醫學的證候體系大一萬倍。顯然，在個性化狀態的辨析上，精准醫學
正在建立的個性化狀態描述系統遠比中醫的證候系統要精細得多。在中國傳統醫學的臨床實踐中，若多個證候
同時並現，如氣虛、血虛、陰虛、氣滯、血瘀同時成立的情形，中醫師可以將針對這些證候的中藥方劑一併使
用。由於常用中藥的副作用通常比較小，而且可以通過配伍，對副作用進行有效的制約，幾千年來中醫師對處
方的臨證處置，通常是不需要預先進行聯合用藥的試驗的。通常的情況是，依據不同證候的輕重緩急，確定處
方中各方面作用的選擇性及劑量比例，並對處方中由於藥物偏性可能導致的副作用進行有效的制約，以期使處
方的作用達到 優，副作用 小。無疑，精准醫學發展的針對生物標誌物的標靶藥物，也會存在多個生物標誌
物出現異常時的綜合用藥問題。面對針對有臨床意義的生物標誌物以及它們的有臨床意義的組合開發的標靶藥
物，在不遠的將來，將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目前標靶藥物的研究顯示，每個藥物並不是只對所選擇的生物標誌
物有作用，其作用常常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有不少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給人體結構和功能造成不利影響的副作
用。由此，當多個這種標靶藥物根據病情需要聯合使用時，其整體的效果常常會變得不那麼確定。而為避免聯
合用藥的意外反應，如果不同藥物的聯合使用需要預先經過試驗，其工作量將是我們的科學和人類難以承載的。
面對比中國傳統醫學要精細得多的個性化狀態描述體系，如果要對每個病人按照美國「百萬志願者」計劃的思
路，進行全面檢測的話，所發現的有異常的生物標誌物數量在很多情況下，也會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果需要
對其中幾十個或幾百個生物標誌物進行治療，投入有各自不同副作用的標靶藥物，我們能設想病人會出現甚麼
樣的結果嗎？ 

近幾十年，在中國開展的針對中醫證候的現代分析研究，雖然並沒有真正搞清楚證候的實質，但其中揭示
的一些現象，卻為今天醫學發展之路的抉擇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在採用現代分析方法對氣虛證的研究中，科學
家們注意到，氣虛會伴隨糖代謝、脂質代謝、蛋白質、DNA、RNA的合成、血液中白蛋白及γ-球蛋白含量、外
周白細胞數量、網狀內皮系統的吞噬功能以及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等多個方面的一系列的異常變化。而對
補氣藥的現代藥理分析研究表明，補氣在微觀層面通常顯示為如下作用：調節糖代謝和脂質代謝；促進蛋白質、
DNA、RNA的合成，增高白蛋白及γ-球蛋白含量；升高外周白細胞，增加網狀內皮系統的吞噬功能；增強細胞
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等等。那麼如果我們把分別具有調節糖代謝和脂質代謝，促進蛋白質、DNA、RNA的生物
合成，增加網狀內皮系統的吞噬功能，增強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的多種藥物一起服用，能組合出中醫補氣
藥的功效嗎？對這個問題，無論是基於藥理學家的分析研究還是醫學家的臨床實踐，答案都是否定的[16]。 

顯然，從對複雜系統進行調控的角度來看，狀態描述系統並不是越細越好。過細的狀態描述，不僅增加了
狀態辨識的工作量，也增加了調控的複雜性，並使調控的結果變得更加不確定，弱化了醫學對人體整體狀態的



把控能力。實際上，在複雜性科學中，從整體層面建立複雜系統的模型所遵循的原則，遠不是越精細越好，而
是正相反： 簡可適用。也就是說，在滿足控制所需要的精度前提下，越簡單越好，也就是能粗則粗，不能粗
再細[25]。精准醫學正在建立的狀態描述系統，對人體狀態描述的精准度可能會遠超中國傳統醫學，也無疑會有
一些只有瞭解了微觀層面的問題所在才能找到有效應對措施的疾病情形。這時對疾病靶點的精准定位及精准治療
或許會帶來醫學上的重大突破。但過於細緻複雜的狀態描述系統，無疑會大大增加調控的複雜性，弱化醫學對人體
整體狀態的調控能力。整合醫學提出的整合理念無疑是有用的，但無論是基於現代醫學發展的治療方法，還是精准
醫學發展的個性化的標靶藥物，整合均無法使醫學對疾病的調控走向整體層面。現代醫學回歸中國傳統醫學的進
程，將面臨着又一波涉及方法論的更深層次的革命。 

 

6 整體醫學：融貫中西醫，直面複雜性的個性化醫學體系  
今天的現代醫學在漫漫長夜中摸索前行。然而在彼岸，中國傳統醫學的光芒照亮了醫學走向未來的道路。

而現代科學技術自近代醫學誕生伊始，就一直是醫學「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利器。早期的科學是在世界的
簡單性和自然規律的簡單性的信念下發展起來的。還原論的分析、分解方法，只適於研究那些相對簡單的系統，
或者雖然複雜但可以分解為多個相對簡單系統的問題；對於不能分解的對象和問題，則是通過簡化，忽略掉人
們認為不太重要的因素和聯繫，把它們歸結為簡單系統的問題加以解決。隨着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深化，科學
家們逐漸認識到，存在於我們周圍的自然系統：植物、動物個體，人體系統，人腦系統，地理系統，生態系統，
星系系統以及社會系統，無一不是組成要素種類和數量繁多、內部結構及相互關聯複雜而又難於分解的系統。
削足適履，把這樣的複雜系統硬塞進簡單性科學的框架內，用傳統的分析和分解的方法，是不可能從整體上全
面把握系統的行為和內在規律的。面對複雜系統的汪洋大海，科學如果不想放棄人類賦予它的揭示和利用自然
規律的本能理念，就應當逢山開道，遇河架橋，引進新的更適合於研究和認識它們的方法和工具，拓展自己的
疆域。由此，複雜性科學應運而生[26]。作為「21世紀的科學」，複雜性科學的興起引發了科學觀念和思維方式
的變革，它使科學從線性的、確定的、有序的傳統領域擴展到非線性、不確定和無序的領域。原來認為不是科
學或者科學難以企及的領域逐漸被納入了科學的範圍，科學的目標也從原來的追求簡單性走向了現在的認識複
雜性。科學家們在研究現實的複雜系統時，採用了一些以往不被認為是科學的方法，如隱喻類比和哲學思辨。
由此，也帶來了對以觀察加思辨為特徵的古代整體論科學（包括中國傳統醫學）的重新審視。 

近幾百年來，醫學的進步與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幾乎同步的，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的每一步進展，都會把醫
學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然而，新的科學理念的引進與技術層面的方法、手段的引進不同，它常常
會伴隨着按照新的理念對這一學科固有知識的重建。應用領域的科學家在接受了一種新科學理念，對所在的應
用領域的知識體系進行重建的過程中，也就將這種科學理念逐漸固化成為這個領域的新的思維定式。技術層面
的方法和手段的引進可以隨時隨地，多多益善。而作為方法論層面的科學理念的更新，則需要相對的穩定性。
按照一種新的理念重構一門學科或領域是需要時間的，應用領域的科學家不可能今天按照一種理念對知識體系
重構一遍，明天再按照另一理念，將知識體系推翻再度重建。今天現代醫學的知識體系基本是按照20世紀60年
代前，在自然科學占主導地位的還原論的理念指導下構建的。作為現代生物學前沿的系統生物學，則是20世紀
80年代引入系統科學的理念對傳統生物學的重建。2017年中國醫學界對「整合醫學」的宣示，作為一個里程碑，
標誌着中國醫學界開始接受20世紀80年代系統科學在研究比較簡單的系統時建立的「分析-重構」的科學理念。
而走在醫學前面的系統生物學，經過30多年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人類對生物體動態特性的認識。然而，複雜性
帶來的對生物體進行整體性研究的巨大困難、適應性對實驗的可重複性的致命影響卻令科學家們一籌莫展。今
天，系統生物學家們似乎已經看到了這門學科的盡頭：現代生物學或許到了不得不引進新的科學理念，進行再
次重建的時候了。複雜性科學發展到今天，應對複雜系統已經摒棄了早期「分析-重構」方法，開始直面複雜性，
基於對系統輸入輸出的考察，通過「隱喻」和「類比」，從整體層面直接構建系統的性態模型[23]。從方法論角
度說，這是向古代整體論科學的回歸。不同之處，今天的隱喻和類比，已不局限於人的思維層面，而是可以基



於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借助計算機仿真來實現。基於模型的狀態描述，也不會停留在經驗的直觀，可以建
立在嚴格的統計分析的實證基礎上。今天，複雜性科學在研究諸如生態系統、地質系統、社會系統等複雜系統
的過程中，通常都是採用這樣的方法建立仿真模型的。科學在引領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回歸整體論，起源於古代
的中國傳統醫學恰恰是基於古代整體論的理念和方法建立的。今天，生命科學和醫學採用複雜性科學應對複雜
系統的方法建立人體模型和狀態描述，無疑就是對中國傳統醫學的回歸。不同之處，除了引進計算機仿真技術
和實證科學的理念，將人體模型和狀態描述系統奠定在嚴謹的實證基礎上之外，精准醫學研究發現的有臨床意
義的個性化指標和基於這些指標發展的標靶藥物，為整體模型走向縱深和細劃，奠定了堅實的臨床應用基礎。
本着「能粗則粗、不能粗再細」的「 簡可適用原則」，綜合中國傳統醫學的辨證論治與精准醫學發展的狀態
描述及標靶調控體系，將會形成一個既體現了整體綜合，又可深入到微觀層面的人體模型及狀態描述體系。從
而實現對人體個性化狀態的精准描述和 優調控。以這個基於整體方法建立的人體模型和狀態描述為核心，這
樣一個醫學體系，將 大限度地融貫中國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的知識、經驗和技術。它已經超越了東西方醫學
這樣狹窄的地域和文化的概念，將導致醫學領域一場前所未有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革命。在今天複雜性科學的
理念逐漸成為主流科學理念的時代，我們將這一全新的醫學體系稱之為整體醫學[26]。 

整體醫學（Holistic Medicine）這個名詞不論是在希臘、印度還是中國，均古已有之。我們今天提出的整體
醫學，則在21世紀的科學環境下，被賦予了新的涵義：它是基於複雜性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將中國傳統醫學的
整體觀念與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有機結合的全新的狀態醫學體系。整體醫學依然會沿用中國傳統醫學和複雜性
科學的方法，採用隱喻和類比的方式建立反映人生理病理活動的性態模型，但會借助現代科學結構分析的理念
和方法，將模型具有嚴謹的邏輯結構，並借助今天的大數據分析技術和機器學習，將模型通過實證支持下的計
算機仿真來實現。它依然會沿用中國傳統醫學的辨證論治，但會通過引進現代科學建立狀態描述通行的理念和
方法，在狀態變量的完備性和獨立性方面進行科學化的完善。它在對人體狀態的把握和調控是整體性的、綜合
的，但通過基於「 簡可適用」的原則，引進精准醫學發展的生物標誌物指標體系，將狀態描述細化，並把現
代醫學迄今為止發展的有效的治療方法納入其中，從而實現中西醫學在應用層面的融合。整體醫學的建立意味
着，從還原分析走向整體綜合的現代醫學與克服經驗的直觀，使理論更加科學化、規範化的中醫學，在未來發
展的道路上將殊途同歸。換句話說就是，「現代醫學的整體化」、「傳統中醫的現代化」、「建立中西醫統一
的理論體系」這三個近百年來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將在整體醫學的架構下實現完美的統一[26]。 

 

結語 
近代以來，在引領自然科學的理論物理學領域，日本物理學家的傑出成就，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廣泛關注。

對此，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W.海森堡所說：「日本科學研究對於理論物理的巨大貢獻可能是一種跡象，它表
明在東方傳統中的哲學思想與量子力學的哲學本質之間有着某種確定的聯繫」。美國「原子彈之父」J.R.奧本
海默進一步說：「在原子物理學的發現中所表現出來的關於人類認識的一般概念，……就其本質而言並非我們
根本不熟悉、前所未聞或者完全是新的。即使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它們也有一定的歷史，而在佛教和印度教的
思想中更居有中心的地位。我們所要做的發現只是古代智慧的一個例證、一種促進和精細化。」熟諳東方古代
哲學的日本理論物理學家，將古代東方關於世界本原的理念採用當代現代科學的方法和技術加以驗證、闡釋及
精細化，就成就了當代理論物理學前沿的偉大貢獻[27]。當今，在複雜性科學的引領下，現代醫學開始直面複雜
性、走向個性化，啟動了向中國傳統醫學回歸的進程。這一進程似乎是理論物理學在20世紀初就已開始的向東
方理念回歸進程的重演，面臨的工作也將是「古代智慧的一個例證、一種促進和精細化」。熟諳中國傳統醫學
的理念和方法的現代醫學領域的科學家，應當像熟諳東方哲學的日本科學家在理論物理學進步中發揮的作用一
樣，在引領現代醫學回歸中國傳統醫學的進程中，發揮領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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