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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隐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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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以概念隐喻为工具，立足于“疫病是徭役”
“疫病是战争”两个基本隐喻，分析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COVID-19）之中医病名、病机特点、发病过程和治法方药。通过分析发现，古人以徭役之涉及人群广
泛和服役者死伤众多两大特点认识疫病的致病特点；本病是由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侵犯人体，人体奋起反击
的保卫战役，肺卫之气的盛衰是这场战争成败的重要转折，祛邪外出是本次战争的基本战略。此外，本文认
为，结合现有实验室检查结果，新冠肺炎的中医治疗应考虑“痰”邪在病变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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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

目标域是陌生的、有待认识的事物，隐喻就是通过始

毒感染所致的肺部炎症，简称新冠肺炎。自疫情发生

源域认识目标域的认知活动。本文将梳理新冠肺炎

以来，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卫生管理部门陆续发布

的中医认识，应用概念隐喻的方法，分析新冠肺炎之

了多部防治诊疗方案。其中，中医药治疗防治新冠肺

中医病名、病机特点、发病过程和治法方药，探寻如何

炎成为此次肺炎诊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医药治疗

将中医理论更好的运用于新冠肺炎的辨治过程中。

疫病必以临床表现为基础，辨证治之。
对于医学界而言，新冠肺炎的爆发无疑是一项巨
大的挑战。在本病出现的早期，现代医学并无关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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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归属中医“疫病”病名的隐喻分析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

病的深入认识，多是针对症状进行治疗。而中医学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

以患者临床表现为依据，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提出

中，明确指出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早期医

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属于疫邪，病机

籍文献中并无关于“疫病”的明确说明。
《说文解字》解

特点有毒、湿、燥、寒、瘀、闭等，治法方药则依据相应

释“疫”为“民皆疾也”，即指疫病致病的广泛性，尚未

病机各有变化。在中医理论建构之时，古代医家无法

提及“疫”字的来源。吴又可《温疫论·正名》中指出，

看到疾病的微观表现，只能借助隐喻的方式认识疾

“疫”由“役”而来，其意为“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

病。因此，可以说隐喻于中医药语言中可谓无处不

役，众人均等之谓也。”刘奎在《松峰说疫》中指出“至

[1]

在，中医语言就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隐喻

于疫字，传以民皆疾解之，以其为病，延门阖户皆同，

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们借助某

如徭役然。去彳而加疒，不过取其与疾字相关耳。”由

[2]

一领域的经验去认识另一领域事物的认知活动 。隐

此可见，古代医家认为“疫”字本于“役”并以徭役认识

喻包括始源域和目标域，始源域是熟悉、已知的事物，

疫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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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家以徭役认识疫病，即在“疫病是徭役”这
一概念隐喻中，徭役是始源域，是古代医家所熟悉的

展的病机关键是气不摄津，即肺脾气虚，气不摄津，津
液外泄为湿为痰，壅滞气机，则湿热、痰热共同为患。

事物，疫病是目标域，是有待理解的事物。那么古代

此外，其他学者还指出本病夹燥、夹寒的病机特

医家通过“疫病是徭役”这一概念隐喻，认识到疫病的

点。范伏元等[6] 发现“湿”是本次疫毒的病理基础，结

哪些特征？

合当地病人的表现，指出疫毒还伴有明显的燥邪特

徭役指古代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

征。湿易伤脾，燥易伤肺，故本病病位主要涉及脾肺。

劳务活动，包括力役和兵役两部分。徭役制度的实行

总体病机特点为：湿、毒、燥；范逸品等[7]认为疫毒产生

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一则表现为所涉及的人群广

的根本原因在于伏燥在先，寒或湿寒居后，气候失时，

泛，即一旦开始征集徭役，则鳏寡柔弱者皆不能幸免，

燥热湿寒相互影响而成。主要病机为疫毒湿寒与伏

如《诗经》中工匠在徭役过程中所写的《鸿雁》所说，

燥搏结，壅塞肺胸，损伤正气，导致气机痹阻，升降失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

常，元气虚衰。郑榕等[8] 从“因时而辨”
“ 因地而辨”的

人，哀此鳏寡。”其大意为：一则工匠被迫远行服役，受

角度指出，本病属性寒湿，结合“因人而辨”分析，本病

尽辛苦，更为可悲的是，连鳏寡之人也未能幸免；二则

属“寒湿疫毒”为患。黄雄杰等[9] 认为本病为疫邪致

表现为死伤众多，即繁重的兵役，给服役者本人及家

病，但是疫邪致病多有兼夹，根据临床表现，将本次疫

庭皆带来沉重的打击，
《诗经》大量的“行役诗”即可体

邪的病性总结为类燥、类湿、类寒之性。

现战争的艰辛。结合上文中古代医家对于“疫”字的
解释可以推断，古代医家首先认识到徭役对于百姓的

2.2

病因病机的隐喻分析
众说周知，在中医理论中，疾病的病因病机是确

影响，继而通过观察疫病的发病特点，通过徭役与疫

立治法方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厘清疾病病因病机是

病对于人民影响的相似性，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而形

如何认识归纳的，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上文可知，关

成“疫病是徭役”
（见表 1）这一认识，一方面，以徭役涉

于新冠肺炎的中医病因病机的概括，虽然不同学者认

及人群的广泛性认识疫病致病的广泛，这也是疫病疾

识不同，但不外乎毒、湿、燥、寒、瘀、闭六者，其中以

病传染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以服兵役者死伤众多的

“毒”
“ 湿”两者惯穿疾病全程。那么在新冠肺炎中，

特点认识疫病疾病致病强烈，病情较重的特点。
表 1 “疫病是徭役”的隐喻分析
始源域（徭役）

目标域（疫病）

涉及人群广泛

致病人数众多

服兵役者死伤众多

致病强烈，病情较重

2
2.1

新冠肺炎的中医病因病机及隐喻分析

毒、湿分别指代本病的什么特点？在中医理论中，这
些病机特点又是如何总结而来的？
2.2.1 “毒”之病机隐喻
新冠肺炎病机中的“毒”字，是指此次瘟疫的致病
特点，应是沿用明清温病学派“毒”字的内涵。明清时
期，瘟疫流行，因其具有强烈的致病性和传染性，
《温
疫论》提出疠气致病说，即“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

病因病机回顾

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 此气之

从现有资料来看，学者关于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

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 异气”取“异”字强

认识不同。其中，大多学者以湿立论，阐释新冠肺炎

调此类疾病的病邪有别于普通六淫，后世医家将其表

[3]

的病因病机。王玉光等 通过临床症状分析指出，本

述为“疫毒”
“ 疫邪”
“ 疠气”。古代医家无法借助实验

病病因属性以“湿”为主，致病之因是“湿毒之邪”，病

室检查获知致病邪气的特点，只有借助以往总结的经

理核心为“湿毒”，病位在肺，病机特点伴见：瘀、闭。

验进行思考。那么在古代“毒”字具有什么特点？查

[4]

马家驹等 指出新冠肺炎病因明确，即为新型冠状病

阅文献可以得知，
“ 毒”字并非明清时期才应用于中医

毒，因此并非寒热燥湿气变化异常而致病的六淫之

理论，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使用，其中记载车前

邪。发病之时，武汉暖冬与躲雨互相影响，人体又多

子，
“ 味甘，寒，无毒。”此时，
“ 毒”字经常与药物连用，

为阴虚内热，内外相合故发为本病，因此本病病因以

用于描述药物对于人体的作用。

湿邪主，病位以上焦为主，全程贯穿湿毒淫肺、壅肺、
[5]

闭肺。姜良铎 认为病因以湿为主，病性偏热，本病发
2

此外，
“ 毒”字还常用于表述疾病的病因、病性。
查阅《黄帝内经》中含有“毒”字的条文可以发现，
“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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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用于描述致病因素的对于人体的剧烈影响，此类

家多以战争来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往的研究表明

致病因素包含六淫过盛所化之致病因素；二则描述药

在中医病因病机语言中普遍以战争来认识、理解和表

物的性质。不难理解，应用“毒”字表述药物的性质是

达 疾 病 过 程 ，这 就 构 成 了“ 疫 病 是 战 争 ”这 一 概 念

以人体自身经验为基础的，如当人体服用或接触某类

隐喻。

药 物 之 后 ，人 体 反 应 剧 烈 ，甚 至 危 及 生 命 。 而 应 用
“毒”字描述致病因素是因为这类似于某类物质对人

3.1

战争发生与疾病发病
战争隐喻是隐喻的一种类型，即以战争为始源域

体产生的剧烈影响，即取其对人体的剧烈影响。如人

认识目标域。本文将沿用古代医家认识疾病的方法，

体出现突然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症状程度剧烈，病

在“疫病就是战争”这一概念隐喻的指导下，分析中医

情严重，甚至危及生命，此时医者须寻找其发病的原

关于新冠肺炎的发病过程和治疗方案。战争发生的

因，由于这种突发现象与人体接触毒性物质的表现类

基本要素是敌方、我方和战场。在新冠肺炎这场战争

似，故借用形容药物性质的“毒”字来表述剧烈疾病的

中，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入侵人体，诱发一

致病因素。

系列发临床表现。因此，新冠肺炎是疫邪发起的侵略

2.2.2 “湿”之病机隐喻

战，对于人体而言，则是一场保卫战役。其中，敌方为

现代学者多以湿邪理论阐释新冠肺炎的病因病
机，其依据包括两点：一为发病的环境，即发病之时，
武汉多雨，气候潮湿；二为本病的临床表现，具体包

括：①本病潜伏期长，疾病痊愈时间较长;②首发症状
多见发热，但以身热不扬为特点，亦可以腹泻、大便不

爽等消化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③舌苔偏腻。根据中

医病因理论，新冠肺炎的表现属于湿邪的特点，体现
为湿性黏滞、重浊、趋下的特点。古代医家在传统文

新冠肺炎的疫邪，我方为感染者自身，初始战场为疫
邪与人体正气交争的地点。
3.2

战争发展与疾病传变
结合临床表现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首发症状主

要表现为四类：①发热、咳嗽和肌痛[10]；②腹泻、大便不

爽、口苦等消化系统症状[11]；③心慌、胸闷等心血管系
统症状[12]；④疾病初期，实验室检查可见蛋白尿，提示

肾功能损害[13]。经过分析，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途径

化“天人合一”的理念下，以自然界的现象认识人体现

可分两种：第一种，敌方疫邪从口鼻入侵，此时，我方

象，如人体出现大便黏滞不爽、舌苔粘腻、身有发热而

肺卫气之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卫气上阵迎战，与疫

热度不甚，疾病状态时间长，缠绵不愈等表现时，医家

邪交争，则见发热、肌痛，发热程度与敌我双方战争剧

自然联想到自然界的现象。当气候阴雨连绵，由于空

烈程度相关。肺气与敌方疫邪交争，则无暇维持宣发

气中水分多、湿度大，衣物、食物可因湿度过大而发霉

肃降功能，可见咳嗽表现；肺与大肠相表里，关系紧

变质，呈现秽浊不净的表现，对应人体即是湿性黏滞

密，肺卫感邪，多殃及大肠，疫邪入侵大肠，故可见腹

不爽的表现。湿度大的地方，空气流通欠佳，温暖相

泻、大便不爽等症状；此外，若患者正气素有不足，疫

对较高，对应于人体则体现为身热不扬的特点。湿性

邪从口鼻而入，首先侵袭肺卫，由于肺卫之气不敌，故

本质为水，有趋下的倾向，对应人体则体现为发病部

不见发热等表现，疫邪长驱而入，直犯心包，则出现心

位相对低下。古代医家通过自然界之湿认识疾病之

慌、胸闷等症状。第二种，敌方疫邪从足太阳膀胱经

湿，始源域为自然界，目标域为人体，黏滞、重浊、趋下

之腠理而入，寄于膀胱，膀胱与肾为表里，足太阳失

等表现为两者的相似点。

守，疫邪直击肾脏，故可见肾脏损害。

3

新冠肺炎是“战争”的隐喻分析

3.3

战势转折与痊愈死亡
战争的发展过程涉及敌我双方的较量，若敌方势

现代中医学者是在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思考

力弱于我方，则驱除敌方，战争胜利；若敌方势力胜于

新冠肺炎的病名、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在传统中医

我方，则敌方入侵成功，此时，我方在筹备军力抗争敌

理论中，古代医家在总结疾病病因病机后，如何看待

方入侵之外，更要守住关键要塞，一旦要塞失守，敌方

疾病的发病过程，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如何确立适宜

长驱直入，势必战况惨烈，损失严重。对于多数新冠

的治法方药？因此，借助古代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方

肺炎患者而言，疫邪入侵肺卫，敌方相争，可见发热、

法就显得尤为必要。查阅中医古籍，不难发现古代医

咳嗽等首发症状。若疫邪势力较胜，敌我双方以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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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场，持续厮杀，日久则我方正气耗损严重。若肺

疗水饮积聚的经典方剂，其中茯苓、猪苓、泽泻通利小

卫之气大伤，则肺主气、朝百脉、肺为水之上源等本职

便，给饮邪以出路，桂枝气化，使饮邪有从皮毛而去之

功能皆遭破坏，疾病进展迅速。此时，疫邪入侵心包，

机，白术健脾，即扶土以制水。饮邪停滞，可进一步影

则人体气、血、水失调，痰、饮、瘀互相影响，临床可见

响肺气功能，出现咳喘等症，射干麻黄汤即为此而设。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出血凝血障碍等重症

若疫邪与人体正气交争日久，难解难分，则应从半表

表现，肺部影像学表现初期以炎症为主。随着疾病进

半里之少阳入手，方中使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通利

展，可见肺实变加重，呈现“白肺”。由此可以看出，肺

三焦，使在里之邪或从表出，或从便解，又可防止在表

卫之气大伤是新冠肺炎病情进展的重要转折点。

之邪入里。从清肺排毒汤的组方来看，整首方剂体现

4
4.1

战略战术与治法方药的隐喻分析
抗击外敌与祛邪外出
《孙子兵法·始计篇》言：
“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兵”指兵法，此文即言兵
法对于战争胜败的重要性。在战争中，领导者要根据
敌方的特点、战场地形制定具体的战术。在新冠肺炎
这场战争中，首先要总结敌方疫邪的特点，抓住其入
侵的战术轨迹，进而制定应对策略。上文已讲述新冠
肺炎是疫邪发起的侵略战，对于人体而言，则是一场
保卫战役。保卫战役的目的不仅仅是以力量战胜对
方，更重要的驱除侵略者。因此，不同于以调和阴阳
为治疗原则的内伤杂病，新冠肺炎的治则强调祛邪外
出。本次疫邪入侵人体的基本途径是从口鼻、腠理，
侵入人体首先攻击肺卫之气，出现以发热咳嗽等症，
若肺卫之气不敌，则疫邪长驱直入，进而导致气、血、
水失调，继发痰、饮、瘀等病理产物，最终变证从生。
疫邪无形，作用人体之后，产生有形之痰饮瘀可继发
其他疾病。因此，本次治疗应在兼顾临床症状的同
时，给有形之邪留以出路，防止关门留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版）》在总结各地诊疗方案和名医治疗经验的基础上，
对于中医辨治新冠肺炎的具体内容有所调整。其中

散表、利小便、通利三焦的治法，重视恢复正常气机，
气机正常，一则祛邪有利；二则机体门户开合正常，则
邪有出路；三则，本病所出现的瘀证表现多为气病累
及血分，因此气机的恢复对于防止疾病传变而言，意
义重大。
4.2

备战与扶正
《孙子兵法·始计篇》言：
“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即
国家之间，不要侥幸指望敌人不来袭我,而要依靠自己
随时应付敌来的充分准备；不要侥幸指望敌人不来攻
我,而要依靠自己有着使敌人不敢攻我的强大实力。
这就是古代战争中的守备思想。在具体战争过程中，
守备思想一则体现在敌人未攻之时，我方须养兵备
马，以防敌人侵略；二则在保卫战役中，若某地已然失
守，决策者此时应意识到，敌人不可能就此作罢，因
此，应积极保护好其他地方免受侵害。
在新冠肺炎这场战役之中，守备思想可体现为扶
助正气。未发之时，一则人体应注意“避其毒气”，二
则须养生休息，维护正气，不给邪气可乘之机，即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一旦发病，治疗时不仅要祛邪外出，
更要兼顾保护人体正气，保护易受损伤的脏腑部位，
此即叶天士所言：
“ 先安未受邪之地”，现代医家姜春
华提出的“截断扭转”。

指出清肺排毒汤可作为临床治疗期的通用方剂。清
肺排毒汤组方包含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

表 2 “疫病是战争”的隐喻分析

橘枳姜汤、小柴胡汤，可以看作是《伤寒杂病论》经典

始源域（战争）

目标域（疫病）

方剂的融合创新。疫邪入侵肺卫，肺气奋起抗邪，无

战争发生：敌方

疾病发生：疫邪

暇宣肃，麻杏石甘汤即为此而设。麻黄开肺，助肺气

我方

人体正气

宣发，杏仁降肺，助肺气肃降，肺气宣肃正常则防止痰

战场

正邪相遇之地

战争发展：敌方胜则向内入侵

疾病发展：正不胜邪则疾病发展

我方胜则抗邪外出

邪不胜正则抗邪外出

战势转折：守住要塞

疾病转折：正气盛衰

势必继发水饮代谢失常。因此，治疗应疏导饮邪，防

战略战术：抗击外敌

治疗原则：祛邪外出

止水饮积聚加重疾病。五苓散是《伤寒杂病论》中治

积极备战

扶助正气

饮的生成，杏仁亦可化以生之痰，石膏为防止肺失宣
肃，郁积化热而设。若肺卫抗争疫邪之时，气机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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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中医辨证

提示肺部可见水肿、实变增多等现象，根据中医对于

上文是在古代医家认识疾病方法的基础之上，探
讨新冠肺炎的中医辨治思路。然而，相较于古代医家
所处的医疗环境，现今的医疗技术手段已有很大的提
高，其所带来的解剖结构、实验室指标都会对中医的
辨治思路产生影响。治病是动态的认知逻辑,随着收
集到信息的增多，认识会不断修正[14]。在新冠肺炎的
辨治过程中，中医学者应积极思考现代医学技术所带
来的信息，进而更好的指导本病的处方用药。
目前，有研究认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产生的原因
并非病毒本身，多由于病毒侵袭人体所引起的免疫过
度激化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15]。免疫过度激化所产

疾病的认识，此类现象当归属于湿、饮、痰等与水有关
的病理产物。上文提及最新解剖结果显示，肺部渗出
性反应较少，而粘液较多，粘稠度很高。那么在中医
理论中，对于粘稠度较高的液体当归属于痰的范畴。
现行关于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中多从湿邪角度进行
论治，现有的文献中，也多认为本病病机特点以湿、毒
为主，病性兼见夹燥、夹寒、夹瘀。这些认识都是基于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而来，若结合现有的实验室
检查及解剖结果，是否应考虑痰邪在本病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是否应在疾病早期，即是患者少痰的情
况下，注重化痰的治法？
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病因病机的隐喻认知分析，

生的各类炎性因子致使肺组织广泛水肿和肺泡表面

可以发现古代医家以“徭役”认识疫病疾病致病性强、

蛋白失活、肺毛细血管渗漏，引起急性肺损伤，失控的

传染性强、病情剧烈的特点；本病“毒”之病机特点是

细胞因子风暴会进一步弥散炎症和肺泡结构的破损

以古人对于毒性物质对人体的剧烈作用为认识基础，

造成机体肺血氧不足，最终发展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

进 一 步 指 代 本 病 致 病 性 强 、传 染 性 强 的 特 点 ；本 病

综合征，甚至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15-17]

。相应的影像学

“湿”之病机特点是以古人对于自然界湿之环境为基

改变可见双肺密度弥漫性、广泛性增多，最终发展为

础，进而指代本病的临床表现特点。沿用古代医家认

[18]

“白肺” 。近期关于新冠肺炎逝者的解剖结果也显示
肺部纤维化及实变没有 SARS 严重，而渗出性反应较
SARS 明显。新冠肺炎肺部小气道中黏液较多，粘稠
度很高，阻碍气道通畅，因而继发感染。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法则，而审症求

识疾病的方法，借助战争隐喻，探讨新冠肺炎发病过
程和治法方药，发现在新冠肺炎这场战争中，人体肺
卫之气的盛衰是病情进展的关键点，击退疫邪，祛邪
外出是本病的治疗大法。因此，新冠肺炎的治疗应以
祛邪外出为基本原则，同时在疾病初期就应顾护肺卫

因则是中医辨证的基础。在现代医学技术的背景下，

之气，以防疾病传变入里。此外，根据最新的实验室

审症求因之症不应局限于临床表现的症状，还应包含

检查结果，本文建议在新冠肺炎的辨治过程中，应积

实验室手段所呈现的结果。新冠肺炎的实验室检查

极考虑痰邪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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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ical Analysis of TCM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2019*
Wu Tong，Jia Chunhu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used as a tool. Based on the two basic metaphors of "epidemic disease

is servitude" and "epidemic disease is wa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ames, pathogenesis,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COVID-19. Through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cients recognized the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pidemic with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extensive involvement of the crowd and the deaths and injuries of the servants.
This disease is the battle th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 invades the human
body, and the human body fights back to def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ng qi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is war, eliminating evil spirits is the basic strategy of this war. In addi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sults of existing laboratory tes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COVID-19
should consider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phlegm" in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Keywords: COVID-19, metaphorical cognition, blight,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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