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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当道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地域独特性、宗教文化性和人文关怀性，对现代养生具
有指导意义。武当道医文献和代表性人物鲜见于各类方志文献中，研究成果不多见。文章以文献为基
础，探讨了武当道医的特点、相关文献及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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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ning a long history, Wudang Taoist Medicine is profound and unique, with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uniqueness, religious culture and humanistic care,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health
preservation. Wudang Taoist medical literature and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re rare in all kinds of local records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also rar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features,
related literature, and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Wudang Taois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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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洞天福地，溢翠清幽，玉植灵秀，素有

医药” [2] 。武当山位于华中腹地，与世界著名原始

“十道九医”之说。历代均有注重内丹养炼、精通

森林神农架紧紧相连，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生长

祛疾义理者，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配制

活动的重要场所 [3] 。武当，旧名太和，谓非玄武不

秘方，在草木丹药、内丹术、疾病防治等方面做出

足以当之，故名曰武当。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

[1]

了卓越的贡献 。惜明后期官修志书多不立传，史

《荆州图记•附记》曰：“（武当山）山形特秀，异

册缺载，故名医高道多难以考辨。加之武当道医深

于众岳……药食延年者萃焉。”在明代李时珍《本

藏密林，成药秘方多未录示人，秘而不宣，亦难搜

草纲目》所记载的 1892 种药用植物里，武当山地区

寻，读者憾焉。今钩稽考证，兹就管见所及，略做

就占 417 种[4]3。武当地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

辑补，以供研读者参考。

达 2518 种之多，占全国中草药种类的 19.66%[5]。堪

1 武当道医独具特色

称为历代医药学专家从事药物研究的“宝库”。

1.1 地域独特性

1.2 宗教文化性

据《史记•补三皇本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

最具代表性的武当道医是唐朝有名的医药学家
孙思邈（581－682 年），世人称之为“药王”。唐

基金项目：2020 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孙思邈、宋陈希夷二仙，俱于此（武当山灵虚岩）

（20Q109）

修习。明代永乐十年（1412 年）敕建庙宇，以奉玄

第一作者：邵文涛，E-mail: Swt1100@163.com

帝、文昌帝君、祖天师、孙（思邈）陈（希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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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6] 。孙思邈编著有《千金方》《千金要方》《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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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方》等著作，此外，还编著有道书《太清丹经要

荐入朝，授道录司右玄仪，宣德三年（1428 年）任

诀》等，堪称“医”“道”之经典。武当道教一系

钦差太常寺寺丞，仍掌玉虚宫事，职专提督武当

列教规、戒律强调道众应以德为重，注重饮食健

山。任自垣修《道藏》时，已担任武当山玄天玉虚

康，这些教规、戒律虽为宗教法规，但从医学的观

宫提点 7 年之久，由武当道人主持《道藏》的纂

点来看，对道众的养生健身又有很大裨益。传统道

修，有关武当道医济人的事迹和药物丹方得以保存

教医学养生文化中“天人合一”“动静结合”“治

下来。

未病”等理念和方法是体医结合理念的很好诠释和

2.3 《本草纲目》

[7]

集中体现 。武当道众注重养生和健身，修炼过程

明代万历六年（1578 年），李时珍历经艰辛，

中观玄武相争而受启发，总结出了玄武拳和棍、龟

经过 27 年，终于写成了 52 卷的中药学巨著《本草

蛇功等，并流传于今。

纲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该书正式在南

1.3 人文关怀性

京甫将刊行，3 年后（1596 年）首刻正式问世，即

道教养生还格外地重视修行者在品行上的功德

现在所说的祖本“金陵本”[12]。“大明医圣”李时

修持，注重忠孝仁义等伦理规范在养生中的重要作

珍曾在武当山和神农架一带采药。据考证，《本草

[8]

用 。出于习医自救、济世利人之目的和宗教情

纲目》引用了大量的武当道教医药必藏的道教医药

怀，武当道教自创立之日起就重视医药方剂研究，

文献。《本草纲目》中收录了许多来源于道教服食

历来把通晓医术、救治百姓，当作道人们重要的修

的药物，还记载了许多服食的方法 [13] 。如引用的

道行善行为之一。历代道医中多有潜心研究医学理

《神仙服食经》《神仙芝草经》《修真指南》乃为武

论并通过行医和施药治病救人者。

当道医必藏之书。据统计，《本草纲目》记载的

2 武当道医相关文献

1892 种中草药中有 417 种出自武当山[14]。

2.1 《道德经》

2.4 《黄帝内经》

《道德经》一书在春秋末期已经以某种形式初
[9]

具规模，由老聃所著 。《道德经》曰：“深根固
[10]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的总集，其
中也有一部分内容是秦汉乃至汉代以后一些医家整

主张以养性统领养生。尹

理修订和补充的，但除“运气七篇”等篇章外，其

喜，春秋末著名道家人物，原系周康王朝的一位贤

主体部分应是汇编成书于西汉年间；而其祖述蓝本当

大夫，后请任函谷关令。见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

成编于战国后期，亦为今本《黄帝内经》之骨架[15]。

尹喜请其作《道德经》五千言，后经尹喜推广，

《黄帝内经》注重调整机体以预防疾病，同时倡导摄

《道德经》得以传之后世，可谓功德无量。作为第

生、延年。在《黄帝内经》中，“气”的含义多达

一位来武当山实践、传播《道德经》的历史人物，

25 种以上[16]。武当道医继承和弘扬了《黄帝内经》

被道教界尊称为“玉清上相”。武当道医遵循《道

“治未病”思想，尊重生命，以生身为道场，经过长

德经》“天人合一”等养生学说。

期的实践摸索，总结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养生方法。

2.2 《正统道藏》

2.5 《千金要方》

柢，长生久视之道。”

明朝两次纂校《道藏》，先后由 43 代天师张宇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是唐代

初、通妙真人邵以正负责。英宗正统十年（1445

医家孙思邈所撰的一部重要方书。该书集唐以前医

年），刊校事竣，共 5305 卷，480 函。仍以《千字

学之大成，保存了我国唐代以前许多珍贵的医学资

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系焚夹本装帧，名曰

料 [17] 。孙思邈是武当道医代表性人物。在他三十

《正统道藏》。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50

七、八岁以后的 40 余年间，出于对“王室多故”的

代天师张国祥刊续《道藏》，自杜字至缨字，凡

不满，和受“善谈庄老及百姓之说，兼好释典”的

180 卷，32 函，名曰《万历续道藏》。我们平时说

思想影响，曾长期隐居于太白山、终南山、武当山

。

一带，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祖国的医学事业[18]。孙

《正统道藏•洞神部》有着丰富的医药文献资料，是

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百行周备，虽

当今中医药开发与利用的重要宝库。被《正统道

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食玉液金丹，未

藏》列为开篇经书的《度人经》中说：“仙道贵

能延寿。” [19] 其遗留后世的医学论著堪称“医”

生，无量度人。”任自垣于永乐九年（1411 年）被

“道”之经典，成为医道相源的又一佐证。

的《正统道藏》，即包括《万历续道藏》在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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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集医书类聚成帙，名曰《卫生易简方》，上表进

2.6 《养性延命录》
《养性延命录》是我国早期养生专著中最具代

奏。其遗稿本镂板山中[24]101 。《卫生易简方》成书

表性、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是陶弘景系统总结归纳

于清微宫，使得道众香客更加崇信武当道医。

前人养生理论和方法而撰集的一部重要道教养生著

2.10

[20]

《中国武当中草药志》

。陶弘

《中国武当中草药志》于 2009 年 2 月由湖北科

景曾在武当山修道，所著《养性延命录》为我国现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存最早的一部养生集，保存了不少后来散佚的早期

太和医院武当中医药研究所陈吉炎教授，郧阳医学

养生资料。其内容丰富，含有运气、饮食、静思、

院院长涂汉军教授，郧阳医学院药检学院党总支书

咒语、养神及医药、医论等。例如，在《真诰》和

记涂自良教授，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中国武当山

《养性延命录》中非常肯定地说，叩齿能够警醒身

道教学院院长李光富共同主持编写。书中首次披露

作。堪称魏晋道教医学养生学集大成著作

神，如果长期实践叩齿咽津术还能够成仙

[21]

。

武当山地区蕴藏的中草药品种数量达 2518 种之多，
比李时珍《本草纲目》1892 种多 626 种，比《本草

2.7 《抱朴子内篇》
《抱朴子内篇》是晋代著名道教学者葛洪阐述

纲目》中记载武当山有 417 种多出 2100 多种，刷新

其神仙道教思想的著作。书中共出现一百余处“长

了武当山药用动植物数量新纪录[25]。该书填补了鄂

生”，“养生”仅出现 20 次，足见其对长生的重

西北八百里武当山地区缺乏武当中草药志之空白，

视。尽管在养生思想方面具有浓厚的神仙金丹道教

对于研究开发保护和运用武当医药具有重要作用。

色彩，但其所倡导的长生养生理念和方法，对于今

3 武当道医代表人物

人仍然有很多借鉴意义。《抱朴子内篇》系统地总

南朝刘宋人郭仲产《襄阳记》载“太和山方圆

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

三、四百里……很多修道者慕名前来，络绎不

房中术等。长生成仙是其核心思想，养生思想也是

绝”。修道者对医术深入研究，穷习药性，在草木

其关注的重点

[22]

。著者葛洪师从武当道人鲍玄，可

丹药、内丹术、疾病防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

知《抱朴子内篇》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武当道医思想

索。现据山志及其他文献，对武当道医代表人物生

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武当道医养生思想和疾病治

平事迹略作介绍。

疗的内涵。

3.1 尹轨
尹轨是武当山“太和真人”，楼观派一代宗

2.8 明代武当山志
目前已知明修武当山志就有 6 部，即宣德六年

师。《无上秘要》卷八四载：“尹轨，字公度，晋

（1431 年）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15 卷；

时人。善煮石。”生卒年月不详。《云笈七签•太和

嘉靖十五年（1536 年）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武当山提

真人传》载：“尹轨，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

调官方升纂《大岳志略》5 卷；嘉靖三十五年

先生之从弟。少学天文，兼通谶纬，来事先生……

（1556 年）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调官王佐修、均州

周历天下，救济有缘；或炼金银以赈贫穷；或行丹

学正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17 卷；隆庆六年

药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元刘道明

（1572 年）右佥都御史郧阳抚治凌云翼修、均州学

《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引《神仙传》说，尹轨是

正卢重华等纂《大岳太和山志》8 卷；万历三十八

文始先生（即尹喜）的弟子[26]。尹轨是楼观派著名

年（1610 年）钱塘卧游道人杨尔曾辑《太和山图

道士，曾作《楼观先师传》一卷。元朱象先《终南

说》1 卷；崇祯十五年（1642 年）荆门人龚黄辑

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末云：“楼观为天下道林

《玄岳登临志》1 卷

[23]

。据《大岳太和山志灵植检

张本之地。自文史上真之后，登真之士，不一而

第八篇卷之第十》记载，武当山有千年艾等神芝类

足。始以太和尹君别作《楼观先师传》于晋，次则

12 种、苍术等灵芝奇药 76 种

[24]107-108

。此外，明代

精思述之于后周。末则尹尊师文操续之于唐。合三

王佐等纂修的《大岳太和山志》记载有张三丰修道

十人，各一列传，为书三卷，垂世久矣。”[27]南北

武当、道医为人治病、施救动物的事迹。

朝时期道书《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载：“公度乃

2.9 《卫生易简方》

慨然，与同学者及弟子家中数十人，专索市此药，

明永乐二十年（1422 年），钦差礼部左侍郎胡

并煮石而食之，皆得仙道。晚共相将入南阳太和山

濙见太和山清微宫境界非凡，幽雅殊胜，故将平昔

中，多好石子故也。”[28]尹轨在武当山修道时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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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医药活动，他常年腰间佩带漆筒十数枚，内装

法以正一为主，“点墨片纸，可疗民疾”。《大岳

丹药施舍乡民，常常起居林麓，服食黄精，是一位

太和山志•集仙记》张守清小传中，称“其云莱、洞

[29]

富有传奇色彩的寿星

阳、云岩三师之道，尽得秘传”《武当道教史略》

。

称张守清“广收弟子，门徒多达四千人”。《元赐

3.2 陈抟
陈抟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 年），端

武当山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称张守清“养众万

拱二年（989 年）11 月 22 日在华山莲花峰下以左手

指” [34] 。明代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称其

支颐坐化。元代《仙鉴》云“享年一百一十八

“独冠武当”，门庭颇盛，弟子精通医道者甚多。

岁”。北宋时期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载：“陈

3.4 张三丰

抟，字图南，有经世之才。生唐末，厌五代之乱，

张三丰，名君实，字全一，生于南宋淳祐七年

入武当山，学神仙导养之术，能辟谷。”陈抟先后

（1247 年），卒年暂无确切文献可考。武当道派尊

在武当山的玉虚岩、凌虚岩、白云岩、南岩、五龙

其为祖师，也是太极拳的创始人。据明代任自垣

祠修道，诵经台诵经，服气辟谷二十余年。诵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载，明成祖仰慕张三丰

《易》于五龙观侧，梦感五龙观的五气龙君教给他

仙迹，久觅不得，曾题赠：“朕久仰真仙，渴思亲

睡功，而创“五雷蛰法”。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

承仪范。” [35] 成祖遂于永乐十年（1412 年）敕建

长编》云：“雍熙元年冬十月‘甲申赐抟号曰希夷

“遇真宫”，并令工匠塑造铜铸鎏金张三丰像，从

先生’。”《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太华希夷

北京运至武当山北麓凤凰山下的宫内奉安。张三丰

志序》载：“其高风峻节，信乎前宋一代之异人

是以养生武学名扬天下的道教宗师。历史上记载张

也，故作《太华希夷志》，以纪之。”相传陈抟长

三丰深得道教医学真传，精通医理，将道教医学与

习经史，至方药之书，莫不通究，最早绘制了太极

内丹养生较好地融合。目前传世的张三丰所著的医

图、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先天图，认为万物一

学著作共有 3 种，即《新刊三丰张真人神速万应方》

体，只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陈抟先天之

《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
《灵宝源流》[36]。英宗皇帝

学是在大道无中生体用，是为丹道炼养服务的[30]。

赐张三丰诰曰：“朕维仙风道骨……夺阴阳之正

其学说后经周敦颐、邵雍加以推演，成为宋代理学

气，顾长生久视之术。”《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

组成部分

[31]102

。还著有《阴真君还丹歌注》《指玄

载：“有七针先生者，常持七药针，治人疮疾多奇

篇》，讲解人体脏腑学说，对武当道医 内丹修 炼

效，人遂以七针呼之。先生亦以此自名……”其造

术、人体解剖学、“辟谷术”影响深远。

诣之深颇受皇室崇信，栖无定所，精通针灸与养生

3.3 张守清

术，主张“福自我求，命自我造”。此外，清代李

明宣德六年（1431 年），武当山提调官钦差太

西月重编的《张三丰全集》中有武当道医相关文

常寺丞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载：“张守

献，该全集中《金液还丹破迷歌》载：“性要炼，

清，讳洞渊，号月峡叟。峡州宜都人……后退隐于

命要接，休在人间虚岁月。” [37] 该全集中《大道

清微妙化岩，精修上道。素行蜕去。”[24]90 元代道

论》对“性”“命”的概念做了阐释，认为气脉与

人张守清（1253－1338 年）为武当山的建设做出了

神思静乃是真性真命，生命长存的根本在于修心养

重要的贡献。张守清率领道众，自力更生，“师躬

性，而舌静忘言是养气的方法。拳剑太极，始于三

[32]

史载张守清在

丰，现已衣被五洲，泽及百世，流派各显。此外，

武当期间，“垦田数百顷”。张守清和其弟子在南

譬如流传至今的“三丰骨康膏”，对骨折、骨折后

岩修建了“天一真庆宫”。在元延祐元年《上天眷

骨痂不生长及骨髓炎等骨病有很好的疗效。

命皇帝圣旨》中，仁宗皇帝称赞张守清“登万仞之

3.5 徐本善

执耕釁，垦山凿谷，种粟为食。”

[33]

。据程钜夫撰《元赐武当

徐本善，号伟樵，河南杞县人。及长，善医

山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碑文记载，至元二十一年

术，精拳法，入武当紫霄宫，嗣龙门派正宗[31]104。

秋九月张守清来到武当拜鲁大宥为师，“大宥欣然

生于清咸丰庚申年（1860 年），卒于民国二十一年

曰：‘吾待子久矣！’即授道要。”到第二年“春

（1932 年）。光绪二十年（1894 年）被委任为武当

正月，大宥仙去”，其间 4 个多月时间里，鲁大宥

山全山总道总，以匡复武当道业为己任，在管理教

将自己的道法要旨尽悉传给了张守清。鲁大宥的道

务、维修宫观、培训道众、支援革命事业等方面，

层巅，构千间之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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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他用武当秘制的“八宝紫金锭”为皇姑治愈了

。为了提高道人的素质，徐本善在全山共

疾病 [44] ；勤于修炼、精于医术、济世救民的黄清

开办道教学校 5 所，组织雕刻印制了《四圣经》
《高

一；居易处俭、道行高深、颇懂医术且纂有《妙囊

上玉皇本行集经》《三官经》《北斗经》《真武本传

心法》的杨来旺；学道专勤、精修医理、日以采药

经》《武当功课》《武当修真图》《武当内经图》《悟

济世为事的黄承元；为人慈善、甘淡澹泊、以针灸

真篇》《张三丰全集》等图书。据徐本善帮助襄阳道

药物为人治病的胡合贞；走乡穿户，为人治病不收

尹熊宾编修的《续修大岳太和山志》记载，民国十

分文，人称“扁鹊再世”的刘理山；俗尘不染，笃

年（1921 年）全山各宫观共有道衲、道徒 526 人，

于医药，所制“八宝紫金锭”药效显著的朱宇亮；

遍赞扬

[38]

Jun. 2021

[4]73

其中各宫道总 11 人，道衲 360 人，道徒 155 人

。

静修苦行、精通医术、颇得群众称颂的罗教佩；搜

1931 年 5 月，由贺龙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

摘群书、勤于研习、名扬武当上下的赵元亮；精通

军（以下简称“红三军”），从武当山经过，因部

武当八卦秘方、二毒致病理论及医药秘方，用草

队中伤员较多，急需医疗救助。贺龙就派曾在武当

药、针灸、点穴按摩为人治病的朱诚德；撰成《黄

[39]

，徐本善道长积

帝内经十二经脉揭秘•应用》著作，阐释“十二经

极支持，将紫霄宫西宫院辟为红三军后方医院，父

脉”原理，以医名世的祝华英，其十二经脉顺逆双

母殿西偏房为红三军司令部办公地点兼贺龙同志卧

向运动学说的提出，打破了传统中医学对十二经脉

室（今保留）。组织道人采挖药草，并亲手配制

运行的认知 [45]；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

“刀枪金疮散”等其他药方，以弥补后方医院医药

当山道教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泰科；对武当道

之不足，为伤病员内服外敷。贺龙同志带领红三军

医中的“二毒致病学”（指经络之毒和脏腑之毒，

撤离武当山时，将五百余名伤病员留在紫霄宫，徐

武当道医认为“万病皆由毒邪生”）、八卦秘方、

本善指派道人积极救治、悉心理疗，分批将痊愈的

“四个一疗法”（即一根针、一双手、一炉丹、一

伤病员护送到房县大木厂归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

把草）深有研究的尚儒彪等。

出了卓越贡献。贺龙亲手赠其联“伟人东来气尽

4 小结

山习武过的郭凡前去拜访徐本善

紫，樵歌西去云腾霄”。

医乃道之绪余。武当道医悟道养生，形成了颇

此外，还有受法于青灵裴真人、种云母等草药

具特色的道医流派。武当道医的研究尚是一隅生荒

的戴孟。陶弘景《真诰》记：“武当道士戴孟……

地，其中很多宝贵的遗产等着我们通过文献学的角

汉明帝末时人也。”

[40]

对武当道医外丹修炼贡献较

度进行研究。随着医药养生日益受人重视，伴随武

大的马明生；所创道药“左慈耳聋丸”沿用至今的

当道医文献的深入挖掘和整理，武当道医一定会大

鲍靓；著有《抱朴子》，对炼丹养生方术做了系统

放光彩，也必将更好地为人类的身心健康服务。

总结，人以“葛天师”称之的葛洪。葛洪，字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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