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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满族医学从早期与萨满教紧密结合到逐渐与其脱离，文章介绍了萨满在医疗当中的作用，分
析了满族医学与萨满教的关系；汇集了满族医学中治疗内科、妇科、儿科等疾病的常用单方、复方及药
膳，按照植物、动物分类汇总了满族常用药物，并从临床应用角度对木鸡汤的现代研究进行整理；还对
清代满文翻译的古医籍现状进行了概述。通过相关文献的综述，对满族医学的发展及探索其现代化进程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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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 Medicine
CHEN Xi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Manchu medicine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haman in the early
stages to gradually away from i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role of Shaman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medicine and Shaman. The commonly used odd prescriptions, compounds and
medicinal diets which treat diseases belonging to internal medicine, gynecology, pediatrics, and other diseases in
Manchu medicine were collected.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mmon medicine of Manchu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and then the modern research on Muji Decoction was arrang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ancient medical books
with the Manchu trans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 medicin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ts modernization through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Key words: Manchu medicine; Shaman; Muji Decoction
满族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早在 3000 多年前的

折的过程，不仅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状态，

商周时期就在我国北方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地区活

也体现出了满族医学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进步。

动。有人类就会有疾病的存在，无论多么原始的人

1 满族医学与萨满教的关系

类社会，都会有当时治疗疾病的方法。从满族产生

1.1 萨满在医疗当中的作用

开始，满族人民就逐渐总结出了各种具有本民族特

任何一种医疗体系都是由医疗信仰和医疗时间

色的医疗方法。从早期以萨满教宗教仪式为主体的

组成，萨满医疗就是原始医疗体系与原始宗教体系

巫术医疗，到后来萨满教的衰落，满族特色医药的

相融合的综合医疗体系。乌仁其其格 [1] 对萨满治疗

兴起，到现在对萨满教和满族医学都有了全面而客

仪式及行为进行了分析，从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

观的认识，满族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

学等学科的视角，对萨满治疗仪式的特征、治疗机
理以及在治疗仪式中反映出的萨满与其信仰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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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及行为模式、互动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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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认为萨满治疗疾病具有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

进行分科管理。清代还用满文整理翻译了大量中医

是一种文化治疗和民俗治疗，其治疗仪式客观上具

药学历代名著，满族也出现许多名医。到现代，散

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为了使医治更具疗效，萨满除

在于民间的满族医生们运用满族医技医法数十种，

了使用心理疗法之外，还需要掌握大量前人总结的

在医疗中使用脉诊、舌诊、指诊等诊断技术，治疗

医疗知识和实践经验，在萨满治疗仪式的过程当

骨伤、外伤、寒湿病痛等北方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中，将这些医疗知识融入其中，发挥实际的疗效。

简便易行，且有较好疗效[5]。

刘世珣 [2] 以《尼山萨满传》作为考察基础，从

王平鲁 [6] 认为，满族医学开始与萨满教逐渐分

跳神作法、过阴追魂、疾病构想与医患关系及清廷

离，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满医对疾病的认识开始

对萨满巫觋治病的取缔 4 个方面讨论，试图窥探萨

提高，开始注重野生药材的采集，并且萨满祷告和

满巫觋治病的过程、时人相信巫觋治病的原因、医

医事活动开始同时出现。他还认为，萨满医疗活动

者类型、医病关系、各种法器象征的意义、参与者

不局限于迷信的巫术，他们还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民

彼此之间的互动情形及朝廷限制萨满治病的缘由。

间医学知识，如萨满以“盐酒米袋烙风气病”“烧

[3]

富育光等 认为在跳神过程中，萨满通过诵唱
神歌、跳舞、象征性动作、巫术等表达逐魔除病的

柳汁熨咬伤”“剖活牲胸膛熨伤”“燃艾子灸伤
痛”等因地制宜的民间医术。

意义，实际是在向患者施授心理暗示，使他们认为

刘红彬等 [7] 在研究萨满教文化与佟氏药谱疗术

病魔已除，病将痊愈，从而解除精神负担，在心理

时认为，萨满不仅是靠精神抚慰、心理疗术等医疗

上产生安抚效应，有助于身体的恢复。约瑟夫•莫雷

方法，还不断地开拓并广泛使用土方草药，制作各

[4]

诺 也认为，萨满仪式中的音乐能够将医者和患者

种丸散膏丹，并配以喷、摩、灸、烤等技术。如佟

节奏性地连接在一起，强化患者对现行信仰的信念

氏家族在医治患者时，除了用一些药剂（包括内服

并积极影响患者向生理层次转变。音乐为萨满通向

外用）外，还常常用推拿疗术给患者医治疾病。

神灵世界的旅行提供支持，它能够增强萨满的能

2 满族医学中治疗疾病的常用方药

力，比如加强神灵与患者之间的联系等。

2.1 按治疗疾病分类
陈凤芝 [8] 对满族医药文化中治疗内科疾病的常

1.2 早期满族医学与萨满教的关系
满族先人在氏族部落时期便信奉萨满教，崇尚

用单方与复方进行了整理归纳，她发现满族人由于

巫祝，相信神灵可以驱除邪恶、消除疾病，形成了

多生活于北部寒冷地区，日常生活中主要以肉食为

多种多样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的是在疾

主，因此所患病证亦以风湿痹证、寒腿疼痛、痰喘

病发生之后进行驱邪，有的是在疾病发生之前进行

咳嗽、痈疮肿毒为多，并且按照治疗疾病将方药分

预防，有的针对出远门之人，有的针对妇女儿童，

为 6 种（见表 1）。

[5]

其方式以跳神和祭祖供物为权威 。满族氏族部落

陈凤芝 [9] 还对满族医药文化中治疗妇儿科等疾

后期，满族先人学会了造酒和利用动植物的药性和

病的常用单方与复方进行了整理归纳，常见妇科病

毒性。后来一部分萨满逐步掌握了医药知识，在祈

证多以月经失调、带下过多等为主，儿科疾病常以

福、祛病消灾中运用满族先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

惊风抽搐、小儿疳积或跌打损伤为要，并且按照治

累的原始药物和方法为族人治疗疾病。金代满族对

疗疾病将方药分为 9 类（月经病、妊娠病、产后

一些药物的产地、采集、加工、经济价值和医学知

并、带下病、儿科疾病、痈疮肿毒、跌打损伤、耳

识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和认识。明代萨满已经掌握

鼻喉科疾病、其他疾病）。其中对“耳鼻喉科疾

了药物的采集、加工、应用，疾病的预防，针灸按

病”的治疗只有单方，咽喉肿痛用马兜铃、北豆

[6]

摩等多种医技医法，用来治疗常见疾病 。

根，牙痛用天仙子、啄木鸟舌、水獭胆汁，眼疾用

1.3 逐渐与萨满教脱离的满族医学

锉草（木贼）、狍肝、熊胆汁；对“其他疾病”的

清代大量的汉族和蒙古族医生加入到满族医药

治疗只有复方，风疹瘙痒、女子阴痒、男子阴囊湿

队伍中，原始萨满教衰退，满族医学与萨满教逐渐

痒肿胀、虫咬及疯狗咬伤、狐臭这 5 种疾病，使用

分离。清代注重医政药事管理，建立了清代宫廷医

的复方分别为荆防苦参汤、野茴香白矾汤、鸡蛋清

政药事管理机构，实施医学教育和对医药有功人员

调野茴香面、醋（或酒）调雄黄末、黄白膏。其余

奖励政策。官吏的职责也更加明确，并对宫廷医学

疾病及方药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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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满族医药中常用治疗内科疾病的单方和复方
药效分类

单方

复方

祛风除湿，散寒止痛

山葡萄藤叶、玉竹、老苍子、冬青子、苍术、走马芹、刺枚根、榛蘑、红蚁

黄柏苍术汤、虎骨酒

养心安神

小根蒜、五味子、北黄芪、狗奶子、酸枣树根

桃核仁、松子、榛子

宣肺止咳化痰

木耳、红杜鹃、灵芝草、红姑娘、辣椒、暴马丁香、暴马子、狼油、雪兔 猪肺蘸白矾、蜈蚣雄黄蛋清膏、蜈蚣甘草粉
血、地龙、熊油

调理肠胃

大烟壳（罂粟壳）、蜂蜜、蜂王浆、猴头蘑、狗奶子、蛤蟆油、狍胃

北芪白条鸡、党参黄芪汤

益肾壮阳

野豆角、野茴香、羊霍叶、覆盆子、公蛾

托盘甜糕、托盘冰果、山黄五味汤、蚯蚓木耳汤、
林蛙卧鸡蛋、黄蘑炖老鸭、黄藤托盘饮、鞭帘

治疗中风

蟾蜍皮、麝香

川芎水蛭散

表 2 满族医药中常用治疗妇科、儿科、耳鼻喉科及其他科疾病的单方和复方
疾病种类

单方

复方

妇科疾病
月经病

万年青、拉拉藤根、拉拉藤枝叶、蒲黄、母鹿阴部、熊胆汁

白糖炖杨树叶、血见愁卧鸡蛋、益仙汤、鹿胎红糖
糕、陈醋炒海盐

妊娠病

野茴香、熊（或虎）尿、雄黄、麝香

黑黄杜仲饮

产后病

鲶鱼汤（或鲫鱼汤）、蘑菇

艾叶冲红糖、山楂益母汤、山楂红花酒、当归荆芥
饮

带下病

杏仁止带汤、鸡冠花酒

儿科疾病
小儿惊风

小黄米

薄荷叶煨蝎子

小儿疳积

马蛇煨鸡蛋

消灾祛病

槐枝艾叶

痈疮肿毒

白鲜皮、天南星、山胡萝卜、蒲公英、灰鼠皮、锉草、苦参、地丁、羽 蚂蚁菜（马齿苋）拌白糖、蛤蟆煨胡椒
叶千里光（斩龙草）枝叶、黄藤子、石猴子、麝香、刺猬皮、鹿角

跌打损伤

万年青、山丁果、山里红皮、马尿烧枝叶、车前草、狼舌、熊膝盖骨、 土三七卧鸡蛋、山丁根卧鸡蛋
獾油、白龙粉（芒硝）
[10]

根据满族人居住地的气候特点、地理

物类 3 种类别介绍了满族的常用药物，植物类药物

条件，从由气候寒冷引发的疾病和脾胃病两方面对

包含人参、土三七等 11 味，动物类药物包含虎骨、

满族人的常见疾病和对应方药做了简述，主要药物

蛤蟆等 9 种，矿物类药物包含琥珀、朱砂等 4 种，

备注别名，部分药物还备注了满语名，此外还介绍

分别介绍了每种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治疗疾病。

了妇科疾病常用的一些药膳疗法以及外科疾病常用

3 满族医学的现代研究

刘淑云

的外治法。

近年来满族医学的方药现代研究主要集中在满

2.2 按药物类型分类
[11]

族民间验方“木鸡汤”，由云芝（木鸡）、核桃楸

将满族常用药膳药物分为植物药和动

皮、山豆根及菟丝子 4 味药组成。其中核桃楸皮为

物药 2 种，分别介绍了人参、山楂、杏仁、山药、

首次入药的满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其中木鸡、

猕猴桃、松子及哈士蟆、鹿、猪胎等在满族人日常

菟丝子 2 味药具有养肝散结、健脾化湿之功效，即

于永敏

药膳当中发挥的作用。吴定华

[12]

列举了马齿苋、土

满医所说的“扶正”的作用；核桃楸皮、山豆根具

三七、黄芪、细辛、灵芝、五味子、酸枣树根、牛

有清热解毒散结之功效，即具有“祛邪”的作用。

蒡子以及黄柏几味满族常用植物药的使用方法及治

3.1 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则列举了蛤蟆、蜈蚣、蝎子、蚯

韩捷等[15]、孙家典[16]、荆萌等[17]均采用临床随

蚓、蚂蟥、林蛙以及斑蝥等满族常用动物药的使用

机分组对照试验，通过检测复方木鸡冲剂或颗粒对

疗疾病。梁茂庭

[13]

方法及治疗疾病。梁廷信

[14]

分植物类、动物类和矿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临床指标的影响，证实其具

有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的疗效。李日向等[18]、王
丽等

[19-20]

用复方木鸡颗粒或冲剂治疗慢性乙型病毒

性肝炎所引起的肝纤维化及肝硬化，通过各项指标

类学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8(3):45-51.
[2] 刘世珣.论《尼山萨满传》中的清代巫觋治病及其他[J].吉林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6-23.

的检测，发现复方木鸡颗粒能够降低各项指标，阻

[3] 富育光,郭淑云.萨满文化论[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2005.

止病程进展。

[4] 约瑟夫•莫雷诺,李世武.民族音乐治疗:一条跨学科研究音乐与治疗

3.2 治疗肝癌
韩雪华等

的路径[J].民族艺术,2014(2):85-93.

[21]

、段汝钦等

[22]

、吴海江等

[23]

应用复

[5] 王平鲁.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J].满族研究,2002(3):80-84.

方木鸡冲剂或合剂治疗原发性肝癌，通过对比临床

[6] 刘淑云.满族医药历史沿革[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1):4-7.

疗效，证实其能够改善肝癌患者的临床症状、弥补

[7] 刘红彬,韩东.萨满文化与佟氏药谱疗术[J].满族研究,2011(1):34-39.

肝癌介入治疗的不足。

[8] 陈凤芝.满族医药文化中治疗内科疾病的常用单方与复方[J].辽宁中

3.3 治疗慢性肝内胆汁郁积
刘永久等

[24]

应用复方木鸡颗粒合并思美泰对 60

例肝内胆汁郁积患者经过连续 3 个月的治疗后，对
各项生化指标进行测定分析，表明复方木鸡颗粒在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以及降低高胆红素血症和

医杂志,2011,38(4):636-637.
[9] 陈凤芝.满族医药文化中治疗妇儿科等疾病的常用单方与复方[J].吉
林中医药,2012,32(1):99-101.
[10] 刘淑云.满族民间医药治疗常见病简述[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11(4):1-3.

谷丙转氨酶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

[11] 于永敏.满族药膳与食疗经验[J].满族研究,1992(2):76-79.

4 满文古医籍的整理现状

[12] 吴定华.满族常用植物药[N].医药养生保健报,2009-08-24(006).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满族为了吸收兄弟民
族的先进文化，用满文翻译整理了大批古籍，医学
古籍也在其列。于永敏

[25]

汇总了中医古籍如《雷公

炮制论》《寿世保元》《王叔和脉诀》《医药集
览》《脉论》《诸病源候论》《药性赋》《用药歌
诀》《难经》《重订引痘新法》《痘症诊治通解》
《食疗法》《天花探源》《经穴部位图》《医疗通
书》《热症诊治》《妇科疗法》《孙思邈卫生歌》
《难经脉诀》《延寿格言》《律例馆校正洗冤
录》，西方医药书如《钦定骼体全录》《西洋药
书》，兽医古籍如《马经全书》《相马经》《马
经》，其他如《上药王源流》《答医方明》《奇
门》《长寿佛经》《沐浴经》等，并对其译者、成
书年代、版本形制、历史背景、现存状况、按语、
底本及学术内容等进行了详细考述。
5 小结
满族医学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舞台上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满族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存
在着很多用科学无法解释的实践活动，但满族医者
们确实掌握了一定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医药知
识，虽然未形成理论体系，但是极具特色。近年来，
满族医学的存在和发展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对于它的整理发掘和研究日渐增多。整理汇总其研
究进展，可以对未来的满族医学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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