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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新安医家养生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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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安医学在地方医学中独有魅力，随着众多医家及学术思想被不断发掘，其养生思想也逐渐走入大众的视线，

其对于研究治未病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该文通过搜集与五位新安医家养生思想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总结性

的研究与整理，通过纵横对比将结果分为养生思想汇总、相同之处、各自特色三个方面来阐述，以方便读者进行深入

地了解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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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名家众多，思想百家争鸣，其中养生思想最

具特色，其深受道教影响，讲究丹药、导引、修心，同时

又结合中医特色的经络、命门、病药宜忌进行创新；不

仅研究老人的养生也涉及小儿，不仅讲究内外兼养的

方法更强调日用之功的效果。因此不论从继承还是

创新的角度，亦或是从理论价值还是实用价值，新安

医家的养生思想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的。

五位医家

发源于古徽州的新安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其始于宋元，盛于明清，流传至今，以名

家众多著称于世。其区域优势明显，流派色彩浓厚，

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五位善于养生的医家

均是新安医学中的名家。

徐春甫，新安祁门东皋人，其养生思想主要体现

在《老老余编·养生余录》。孙一奎，安徽休宁人，又名

文垣，崇尚道教，自取别号生生子，精研养生、长生之

道。吴正伦号春岩，安徽歙县人，其养生思想尽在《养

生类要》一书。汪启贤，信仰道教，毕生致力于炼丹等

养生之术，由此成为清代康熙年间歙县的著名道教医

家与养生家。方开，清代康雍时期著名新安医家，生

于安徽歙县，精于养生，尤擅长导引术，其功法为祖上

世代相传而来。

养生思想汇总

从五位医家的养生方法与养生观念，再结合其著

作的相关内容，可将养生思想做出总结性的概括，大

体可分为八个方面的养护，即物养、护养、色养、性养、

食养、神养、动养、居养。在这八个方面中又以神养和

食养为核心，受到了五位医家的共同关注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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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养即以养生之人的喜爱之物来奉养，徐春甫提

出“以其平生偏嗜之物，时为寻求，择其精绝者布于左

右，使其喜爱玩悦不已”；《孙文垣医案·三吴治验》中“其

为人也，量窄而紧于财，因记此以戒世之重时轻生者”。

可见对于心胸狭隘之人调畅情志显得尤为重要。老年

人因无所事事而思虑变多，再加之年老脏气本就虚弱，

肝气最易抑郁，极易导致老年郁证 [1]，故以物怡情是个

好方法。护养指要注重人身安全的保护、生理需求的

满足与节制，譬如《老老余编》中提倡要如同护持小儿

般以助老人的衰养，故老人要坐有护栏的座椅；孙文垣

坚持无为淫色所困而自保爱；徐氏言“凡人觉得大小便

即行，勿忍之”，生理需求有忍亦有不忍。色养是承顺

父母的颜色，若父母的错误言语无关紧要，听之任之即

可，若害事亦不可人前对质，宜后言之 [2]，这也是一种孝

道。性养乃老人自己要修身养性，“非其书勿读，非其

声勿听，非其务勿行”，孙一奎治病用药后喜嘱患者正心

内观 [2]，静定而妄念不生。食养为饮食洁净且有节制，

在此方面徐春甫主张每餐的食物种类不宜过多；孙一

奎认为久病不宜一直食素，酌加鱼肉搭配为好；汪启贤

尤其注重丹药与草木之药在养生中发挥的作用；吴正

伦有夏勿食冷、食后宜徐行、过晚勿食的观点。神养谓

心静神安，汪启贤着重从任督二脉来调神，两者与神密

切相关 [3]；孙氏则认为神乃心之宝，而心为五脏六腑之

大主，欲全其形必先理其神，“故神心和而形全；神躁则

心荡，心荡则形伤”。动养说的是以缓动、按摩、导引等

的活动形式，例如方开独创的特色养生保健疗法——

摩腹运气功法，将按摩与导引相结合，同时又兼顾了经

络理论与藏象理论。其操作简单且疗效众多，具有顾

护脾胃，补气益精，调和营卫、疏通经络、宣畅气机等养

生保健作用 [4]，吴氏更注重微小动作的养生之用，如常

在子午前咽玉泉，使金津玉液再入腹中；齿常叩与面常

摩，叩齿以三十六通为佳，摩面分为熨两眼、擦额面、揩

鼻茎、�摩耳轮 [5]，认为熨眼有补益肾气之用；汪启贤在

《养生须知》中提到了调息、打坐、存思、四时服气吐纳、

三车搬运等 [6] 方法。居养旨在追求生活环境燥湿与冷

热适宜，还包括了众多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在此方面

徐春甫独有见解，他认为择地而居乃养生之至要，提出

“洼下之地不可处，慎其湿也；疏漏之地不可处，慎其风

也”的主张，还有欲得长寿则夜卧时勿覆头、“闭口而睡

为佳”，耳口身心四者应无妄听言动念等 [7] 建议。

各自的特色

1　徐春甫——经络养生 

徐氏幼年时饱读经书，因其天资聪颖，年少而通

儒。后因体弱多病乃从邑里名医汪宦学医，悉心钻研

经典，勤于临床，曾寓京师，授太医院官，是“以儒通

医”的典型代表 [8]。

其在深入研究《内经》的基础上，提出“经络养生”

观，按摩经络并配合穴位针刺与艾灸，发挥针灸特色

疗效[9]。他曾说：“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

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其遵《素

问·刺法论》“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

非治疾也，故要修养和神也”。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

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提出日常摩擦涌泉穴、

艾灸足三里、拍打足厥阴肝经等常用养生法。但其经

络养生又不仅仅局限于局部的穴位与经络，更注重发

挥整条经络的作用，提倡从头到脚按摩全身的经络，

认为此可以行血脉，宣壅滞，泄邪气，通过对应的经络

与穴位来调理脏腑的功能，从而使失衡的经络系统恢

复正常。此外，他还重视针灸治疗的时机，他认为“与

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

2　孙一奎——倡命门动气说，固本培元以养生  

孙氏为汪机的再传弟子，尽承汪机之学，又推崇

薛己治病必求真阴真阳之本之说 [10]，将疾病的原因

大多责于下元不足，真元在命门。善用参芪，同时借

鉴薛己温补下元法，喜将温阳药与益气药同用，注重

先后天并治，强调温阳在肾，益气在脾，补充并发展了

“固本培元”理论，使其得以完善地传于后世。其养生

思想是以命门学说和固本培元为理论基础，善用温补

之药来治病养，这一点在《赤水玄珠》、《孙文垣医案》

中的体现颇多。

温补学派是新安医学中特色鲜明的一个流派，首

先倡导者首推汪机，其后孙一奎承其说并将其与命

门、三焦相结合，孙氏否定命门的阳气为相火，认为此

阳气即元气，乃两肾之间内含的一点真气，为生生不

息之机，故反对滋阴降火法。其重视元气的思想在养

生方面也有体现，对于因命门元气不足而导致虚火上

炎的病人，其深受其师认为参芪为补脾胃之要药的影

响，亦善用大剂量参芪来温补培元，喜用桂附来助命

门元气。例如在治疗鼓胀时，他认为病因在中气不足，

提出补下元以运中气，则胀满自消 [11]，由此可见其对

元气有着深入的研究，故成为了固本培元派的核心人

物之一。

3　吴正伦——饮食与病药宜忌、六字气诀

吴氏少时敬敏善学，致力于举子业，因中道生病

而弃笔从医，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养生类要》、《活人

心鉴》等。其中《养生类要》一书分前后两卷，涉及按

摩、引导、服食诸多方面，其中“饮食论”“食物所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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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解饮食诸毒”等篇章对现代营养学以及保健均

有重要参考价值 [12]。

吴氏在《食物所忌所宜》中对谷食、果蔬、鱼禽鸟

蛋等都有涉及，讲其味、释其损益，再述与它物的忌

宜，总共罗列了近 130�种食物，解释详细，条理清晰。

此外还精当地论述了病药忌宜，如“肝病宜食小豆、犬

肉、李、韭；�心疾宜食小麦、羊肉、杏、薤；脾病宜食粳

米、葵、枣；肺病宜食黄黍米、鸡肉、桃、葱；�肾病宜食大

豆、猪肉、栗藿、胡桃”。对病人服药期间的食物从性

质上来归类忌口之物，如生冷腥臊、酸臭陈腐、粘滑肥

腻之物均不宜 [13]；对日常饮食主张清淡，追求有温度，

反对过饮过食。六字气诀即呵呼呬嘘嘻吹，最早出自

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吴正伦在《邹朴庵玉轴六

字气诀》中曰：“故太上悯之，以六字气诀治五脏六腑

之病。”六字气诀分主五脏六腑，即呵治心气、呼治脾

气、呬治肺气、嘘治肝气、嘻治胆气、吹治肾气。六字

之中又以呼字为主，有排毒之效，练习时应与四季相

应，四时之中又应各有侧重。

4　汪启贤——内丹炼养术

其精通各种养生术法，尤擅长内丹、服食之术，注

重从治未病来延年益寿，留有丛书《济世全书》，是他

与其弟启圣（字希贤）等参与辑注而成，书内所涉及的

炼丹、筑基的养生法代表了其主要的养生思想。可能

由于其学术涉及传承较为隐秘的龙虎丹法，现代学界

对其关注甚少 [6]。

内丹炼养术是一种综合性的养生之道，追求的是

性命双修，其法难，其传也秘，因其以口授心传为其秘

要，且需要大半生的时间来参悟，故非一般之人与一般

之力可及。汪氏自云“参悟十年，始知一窍”，但其意

念专诚，因而得有高人异授真传，故能进是道而将其流

传于后世。此术有补益元精、元神、却病与治未病等神

效，凸显了中医养生的特色，故特别受汪氏的推崇，并

且为此撰注著述，并对内丹筑基功夫进行了明确详细

的阐释。龙虎丹法流传后世得益于汪氏对此的研究与

摘录，这对内丹养生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5　方开——摩腹运气导引术

方开曾抄录整理著成《摩腹运气图考》，后有他人

绘图列说并作序付梓，因而更名为《延年九转法》，其

书收入《颐生集》。他认为导引可化生阴阳，使人的立

身之本源源不尽；同时因导引讲究从阴引阳，故也可

启动生发之机，人体之上下方能得到交通，内外皆可

调理，有疗病之功。还可以充盈胸中的宗气，临床报

道调补宗气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指导思想 [14]。

方氏年过百岁，童颜鹤发，健步如飞均得益于摩

腹运气功法 [15]，此功法分为九个招式，看似柔和无力，

但却有补益脾胃、调和营卫、延年益寿的重大功效，此

中的每个动作都与经络走行和气血运行的方向有关，

以缓动来微调阴阳之平衡，同时还追求呼吸的平稳、

气息的调达，最重要的是意念的配合，以意引动来达

到气沉丹田之效。但此功法的文献记载与现代研究

较少，故有待更进一步的发掘。

相同之处

1　深受道教寻求长生思想的影响 

古代不仅仅儒医不分家，道佛也与医密不可分，五

位医家均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孙一奎号

生生子，寓有寻生生之道、培生生之气、达生生之境的

美好追求，他还是“太极 - 命门”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汪

启贤号悟真子，表达了对道教全真派的信仰。五位医

家的养生中均涉及到了道教的炼丹术与服食丹药，例

如《女娲氏炼石补天》等书辑录了很多道门内炼筑基用

方，这些成方可以说是对伍守阳筑基补亏用药的重大

发展，后者仅用“老奴苍龙丸”一方 [16]。在道家顺应自

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了养神修心、衣食应四

时；还有吐纳、按摩、导引等道教功法也被他们所推崇

为日用养生法。汪启贤尤其地看重内丹炼养在养生中

的作用，将其与草木之药紧密结合。吴氏在《养生类要》

卷首中摘录并加以详细解述了一些道教养生专著。

2　注重内外形神统一的修养方式 

神会则身健，身健则少病，对于养生修神的观念

早在《内经》中就有四气调神、恬淡虚无的提出，且认

为神常先身而生，还有五脏神的观点。徐氏认为�“精

者神之本，气者神之主，形者气之宅”，故其养生之大

要的十点中将啬神放在首位，此“啬”指的是节约即节

制之意，倡导心中不论有爱还是有憎都不必太深入。

孙一奎在此方面推崇孟子所谓的“有事勿正、勿忘、勿

助长、是其工夫节度也”，倡导调节情志、修心内观，此

外还主张节制欲望，勿纵情恣欲。汪启贤喜用调息、

打坐来修心来补益真元，“四门外闭，两目内观，心如

止水，身似空壶，调息绵绵，握固内守，注意玄关，顷刻

而真元内还”。徐氏尊崇《内经》中心神内守，思想凝

静，真气从之，脏腑和调，百病不生的观点，认为喜乐、

忿怒、悲哀、思虑、忧愁等均应适中有度 [17]，唯有谨和

五志才能骨正筋柔、气血以流，最终得上古之人皆度

百岁的天命。此外，不论是导引或摩腹运气法等都强

调注意力的集中，神不妄动才有养生之效。

3　药物和饮食是养生的重要工具 

民以食为天，食物乃立身之本，药物可治病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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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健康，因此五位医家都注重药物和饮食在养生中

的地位。鉴于人年五十之后，肝气始衰，脾胃虚薄，徐春

甫提出不得日限三餐的主张，告诉养生者应察其情而

渐加之；汪启贤不仅注重平常之物的食用，还别出新意

地倡导以脏补脏，例如《女娲氏炼石补天·培补后天丹

丸》中的“还元地仙丹”使用了“鹿肾、羊肾、犬肾”，还

独具特色地将“羯羊肾、建猪腰、黄犬肾、黑驴肾”加入

“金贵肾气丸”中 [6]。“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与吴

正伦饭后宜徐行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还认为脾好声音，

夜晚万物俱寂，脾磨食之功大大减弱，故晚饭不宜太

晚，此外在饮食忌宜与病药忌宜方面亦有着与众不同

的见解。方开则注重食物果腹之后的消化与吸收，运

用摩腹运气法以助脾胃运化，升降之枢被启动，中焦和

一身之气机均得条达。吴正伦还有春季抑肝补脾、夏

季勿贪凉饮冷、秋季宜培土生金与兹水涵木、冬季治宜

温中散寒，不宜攻下利泄的“四时分论，服食所宜”的药

食养生观点。但中药种类繁多，易致诸多不良反应，过

素兰临床研究发现中药师开展药学服务可减少这种弊�

端 [18]，因此提倡现代中药养生时咨询专业的人员。�

4　强调日用之功为养生至要 

不论是摩擦涌泉、食饮有节、慎风寒等养生法，都

强调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年郁

证，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人老之后五脏皆衰，以肝脾肾

亏虚为多见，加之肝气易郁会使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随

之出现，其预防的最好方法就是每日的关怀与疏导。临

床实验基于 TSH、FT3、FT4 三个指标研究发现益肾逍遥

汤对肝郁脾虚肾虚型甲减患者有显著疗效 [19]，但也需

药物的日用之功。汪启贤在《养生须知》的开篇就提到

了“养生日用功夫”以突出每日的遵从与长久的坚持是

至要，如“凡每日上床时，两足赤肉更番用一手握指，一

手摩搓��久久行之，补肾固静，百病不生”。孙一奎

也强调元气不可骤补 [20]，固本延命之事不可一蹴而就。

五位医家都深刻认识到养生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所可

求得的，同时养生之道也不是一人一书可总结概括的，

每一位医家的思想精华都值得研究与学习。

小　　结

修身、齐家、治病、保身命，是新安养生家代代所

求；药物、谷食、起居、导引术，是新安养生家代代所

通。五位医家均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追求养生之道，共

同特点为药物饮食，固本培正；重视先后天、调畅情

志，修心以养性、顺应四时，不伐天和、起居得当，勿为

酒困、节制私欲，日用之功、贵在坚持。其中又以徐春

甫为代表，他总结、梳理诸位医家养生之精华，又结合

个人观点进行了补充，将新安医学的养生思想与方法

系统性地展示在其著作《古今医统大全》之中，同时还

独具特色地提出了经络养生，因此对他的研究颇多。

但方开的摩腹运气功法，汪启贤的内丹炼养术，吴正

伦的饮食忌宜与六子气诀，孙一奎的倡命门动气说，

固本培元以养生，这些都是新安医学养生思想的特色

所在，更值得我们具体研讨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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