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堪温生平》 
 

 

 

 

 

 

 

 

 

 

 

 

 

 

 

 

 

 

 

 

 

 

 

 

 马堪温先生是著名的中医史学研究权威。他从事医学史研究达六十多年之久，

在医学史的研究、教学和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这一世界公认的“中医药学”名称的英文翻译，正是由马先生所

确立。这个译法意在强调中医存于众多古籍中的丰富知识；指出中医药学是在中国

产生、自古一脉相承、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特点的医药学体系。他向西方广泛介绍了

中医的古老和博大，以及历代名医们的复杂和精妙的贡献。他对早期中国传统医学

思想与欧洲及伊斯兰医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有着独到的学术兴趣，并且成果累累。尽

管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混乱中遭受了迫害，多年无法从事学术研究，但他先后

出版、编辑和翻译了中英书籍共12部，发表中英学术论文160余篇 。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中国那场波澜壮阔的命运变迁的学者，很少能够造就两段而

不是一段杰出的学术研究生涯。但是马先生做到了：首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而后

又在英国维尔康研究所和伦敦大学 。一直到他生命的晚年，马先生在伦敦大学学院

(UCL)仍然为完成一项跨世纪范围的研究课题“十九、二十世纪期间在中国的西方传



教士，对中国中医和西医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而继续工作。 
 

 马堪温于1927年1月1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中医世家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北京一

所中学的校长。30年代，他还处于求学时期，日本入侵中国, 这对他的家庭造成了

严重的困难，对他的学习也是巨大的挑战。但1945年他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

大学国文系， 之后又考入了当时的精英大学----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燕京大学是二

十世纪初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大学，受到美国慈善基金资助，提倡

西式教育，是当时中国教学和校园环境优秀的大学之一。其校友包括作者韩素音 

(Han Suyin)；1952年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接收，并通过哈佛燕京学院等机制继续发

展与哈佛的联系。马先生在那里开始掌握英语，了解英美文化和基督教义。自八十

年代起，在他多次出席参加国际会议的期间，同行们惊讶地看到，马堪温不但能流

利地背诵英国诗歌，特别是雪莱的诗，也能演唱传统的英国、德国和美国歌曲。 苏

格兰民歌《罗梦湖》（Loch Lomond）是他喜欢唱的其中之一。后来在他的葬礼中，

播放了《罗梦湖》，《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和《草原之夜》等中外歌曲。由

于他英语娴熟，他参与了卫生部主持的《汉英医学大词典》中医药学名词术语的翻

译和审定，并得到卫生部颁发的奖状。 
 

 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大医学院接受了西医的培训，这使他能够跨越中西

医两种不同的医疗系统。他曾为直属卫生部的《中华新医学报》做编辑工作，并于

1952年在该通讯上发表了关于阿维森纳 Avicenna（Ibn Sina）的早期文章。这篇论文

展示了他的研究广泛性。他作为一名活跃在医史学界的开拓者和专家, 起先在中央

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的病史部工作；然后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在那

里开展研究和教学，是该院建院和医史研究所建所元老之一。整个五十年代，他潜

心研究，对中医药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完备知识。这可以从他所发表过的关于春

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 汉代外科医生华佗, 唐代药王孙思邈的论文中可以显示出来。

中医是一个古老的医学，它是经过长期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而形成的一个体系，

一些文字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它是一个持续不

断发展的系统，通过草药、针刺、艾灸、拔罐、手术等许多方式实施治疗。 
 

 1962年，马堪温接受了中医传统医学的培训 ，这进一步加强了他对中医医学史

的研究。 那时候中国的政策是提倡发展传统中医，发展现代医学，鼓励两种医学体

系在实践中结合。当年马堪温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期间，其主要工作之一是研究

和讲授过去的经典医术，运用当代科学知识来进行英汉术语翻译。他对中西医两种

医学体系的相辅相成的研究和比较，使得他的研究别具一格。不幸的是，他的研究

工作受到了十年文革（1966年-1976年）的干扰而中断。作为一个受过西式大学教育

并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他尤其容易受到政治批判，受到严重的冲击。他先被关进

“牛棚”，渡过了严酷的一年，继而又被送到农村，进“五七干校”，在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接受“改造”。得益于他坚韧和自强不屈的性格，他挺过了磨难，但遗憾

的是，却荒废了10年学术旺盛的光阴。 



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马堪温才回到中医研究院，重续研究。这一时期

他所发表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医概念如何传至欧洲，对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医

学产生影响。 他先后成为副教授、教授，并开始研究宋代著名儿科医术家钱乙。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向世界开放，马堪温的工作在国外逐渐广为人知。最

初的国际关注来自于日本。他先后两次在日本的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的公共卫生

和产科史。在Armin Prinz的极力推鉴下，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Abteilung 

Ethnomedizin（民族医学系）获得客座教授，并持续了20多年的交往。1986年，受

杰出的德国汉学家Paul Unschuld邀请，他在路德维希 - 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担任客座

教授，并在慕尼黑工作了数月 。马堪温也热切关注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和鲁桂

珍(Lu Gwei-Djen)关于“中国科学文明史”的杰出研究工作。他是中国常设委员会成

员，负责翻译和出版李约瑟的著作。在英国，他多次与李约瑟实际接触交往。李约

瑟支持了他的研究资助，给予他的评价是，称“堪温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堪温的家人来英国与他团聚。嗣后他获得了英国公民

身份。他成为伦敦大学（UCL）维尔康研究所医学史部（Wellcome Unit）一名誉高

级研究员，在这里他如鱼得水，醉心于医学史的研究 。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马堪温继续专注于他的主要研究目标，即展现传统中医

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医与其他国际医学体系的联系。他成为国际会议上的演讲常客 。

2000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针灸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的论文【1】，显示了他

对历史文献全面而透彻的了解。他提到威廉·奥斯勒爵士（William Osler）对针灸

治疗腰痛的功用的具体观察和记录；他还指出约翰·弗洛伊尔爵士 （John Floyer ）

（1649-1734）当年对中国脉诊有过浓厚的兴趣；由马先生的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得出

结论，一名医家，如果对其它医术思想，即便是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医术思想，保持

开明态度，会让自己显著受益。 
 

 他是英国中医药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几乎所有的涉及到中医药学、中医史学

领域的期刊杂志或学会组织，都热忱邀请他加盟。尽管面对如此繁多的工作，马先

生依然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无论是对理论阐述，还是对应用实践，他的要求都是

异常严谨。 他认真辅导对中医有兴趣的研究生和本科医学生；他为同事们提供热情

慷慨的专业咨询和帮助；他与世界各地的医学史学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和高度的互动。

82岁高龄时，他仍然应邀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讲座“中西医在中国的共存”

【2】，并就随后的文章“中医药与中国经验综合报告”向作者提出建议。他发表

的最后论文，全面综述了针灸引入英国的过去和现状【3】。他几乎工作直到最后

一刻，到他最后一场疾病时，他留下了一篇几乎接近完成的文章是关于医学传教士

本杰明·霍布森（Benjamin Hobson）（1816年至1873年）。  

 

 他相信并极大地展示了儒家的美德：慷慨，尊严和勤奋。他毕生热爱研究东西

方医学史的事业，为弥补失去了的时间，他加倍热情地工作。 他对待他的研究和他

的人生永远保持乐观，他用自己所喜欢的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诗句-- “冬

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激励自己。 



 
不幸的是马堪温先生永远的离开了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离开了他一生热

爱的事业。 这是医学界，中医史上的一大损失。  
 

谨以此文纪念，马堪温先生千古！ 

 

英国维尔康研究所和伦敦大学客座研究员，1927 年 1 月 1 日生，燕京大学本科毕业，

1962 年北京中医药学院中医师，2016 年 11 月 30 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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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著名的中医历史学家马堪温教授，李约瑟研究所建立了 

《马堪温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基金会》， 该基金会受益于马教授的朋友， 家人，

同事，温哥华天泉中医整体保健中心的于卫东博士的慷慨赞助，基金会将用于支持

在研究所举行年度的纪念马堪温学术讲座。 
 

马教授是中医史研究的先驱者 ，早在 1958 年他在北京就结识了李约瑟和鲁桂珍博

士。 
 

首届纪念马堪温讲座已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举行， 

讲演者：张树建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剑桥大学） 

“真正的传统在哪里？ 中国针灸的历史和比较观点“。 
 

第二届纪念马堪温讲座将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举行。 

 

 

 

 

 

 

 

 

 

 

 

 

 

 

                马堪温 （左）鲁桂珍（中） 李约瑟（右） 1991 年 8 月 8 日 

 



 
胡琳棣 （左） 马堪温 （中） 李约瑟 （右） 1988 年 7 月 20 日 

 

              
 

           李约瑟 （左三） 鲁桂珍 （前排右二） 马堪温 （前排右一） 

                         1958 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