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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医角度探究大学生情绪管理
李晓方，李亚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情绪管理在当代大学生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生诸多情绪问题都可以从中医学角
度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中医理论对情绪的认识、中医指导大学生情绪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情绪调节的具体
方法，阐述了中医学对大学生的情绪管理。可帮助大学生实现有效的情绪管理，为其解决情绪问题提供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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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Management from the Asp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Xiao-fang, LI Ya-jun*
(Shan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nnxi 712046,China)
Abstract: Emotion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life. Many
emotional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use of TCM to emo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in TCM theor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CM in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management and the specific methods for emotion adjustment. All of these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manage
emotion effect lively,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solving emotional problem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emotion;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management
大学生学习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导致不良

良的情绪状态与健康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医

情绪状态的人群激增。2015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

学理论中有关情绪的认识及大学生情绪管理的重要

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中提到，大学生的价值

性，对科学合理地调控大学生情绪提供现实指导。

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大学生又

1 中医理论对情绪的认识

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

情志是中医学对情绪的特有称谓，是人在接触

值观养成十分重要。所以大学生要真正实现“中国

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七情是情

梦”，须首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早在 2000 多年

志概念下的具体的七种情志，它代表着中医学对人

前，古人依靠已有的哲学理论探求出了“悲哀忧愁

的基本情绪认识。

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人生天地间，不

中医理论的七情包括怒、喜、忧、思、悲、
恐、惊 7 种正常的情志活动，其中怒、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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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1]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情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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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特点有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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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悲恐惊”“肝在

象，中医学重视精神的保养，《黄帝内经》指出具

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悲，

体方法有清静养神、四时调神、陶冶心情、节制感

肾在志为恐”。若五脏精气阴阳失调，则情志亦随

情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认为“喜怒不

之出现异常。《灵枢·本神》中记载“肝气虚则

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强调要“和喜怒”。

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张仲

五志为心所使，心主宰一切情志活动，于是“善养

景《伤寒杂病论》亦记载了情志对人体的影响，告

此心”，则志意和，精神定，侮怒不起，魂魄不

诫世人要重视生命，固其根本。如“举世昏迷”

散，五脏俱宁，邪亦安从奈我何哉。

“不惜人命”，仅仅是“竟逐荣势，企踵权豪”，

3 中医对情绪的调节

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由此可见，情志

3.1 七情相胜法

对于身体机能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充分了解大学

七情相胜法又叫以情制情法，是运用五行相胜

生情绪的现实情况，并从中医角度找到不良情绪产

的原则，根据五行制约关系以调节情志。《素

生的基础，医者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节，从而实现身

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指出：“怒伤肝，悲胜怒”

心健康的目的。

“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

2 中医指导大学生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五行学说认为

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情绪问题日益突出。由

心与喜有关，一般来说，喜本属正常的情绪状态，

于缺乏正确引导，当面对诸多问题时，大学生经常

若过度喜乐，就会“喜伤心”，临床可见精神不能

出现易躁易怒等情绪。目前西医治疗情志病大多口

集中，甚则神志失常、狂乱等。如《洄溪医案》里

服抗焦虑、抗抑郁药物，年轻人对此类药物依从性

记载，一人考上状元，回家探亲的路上却突然病

差，且未能解决导致情志病变的根本问题，停药后

倒，便请来一名医生诊治。医生看后告知他的病治

还会复发。中医依据“以恬愉为务”的原则，开辟

不好了，7 天内就要死，可 7 天后此人却安然无

多条途径使大学生情绪得到有效释放。

恙。医生正是用“恐胜喜”的方法治愈了喜乐之极

中医对情绪调节的认识古已有之，《素问·上

的患者。肺在志为悲，悲胜怒。张子和曰：“悲可

古天真论篇》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

以治怒，以怆恻苦处之言感之。”即“悲胜怒”。

守，病安从来”，从心灵与气的角度重视情绪管

在现代社会亦可运用此类疗法。如随着大学生知识

理。人类的情志活动是对内外界刺激的保护性反

的积累，对外界认识的不断提高，自我认识能力不

应，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七情太过或不及，亦可致

足，取得些许成绩，就沾沾自喜，甚至盛气凌人、

病。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千般疢

居高自傲，医者适当应用恐胜喜的方法，让其理解

难，不越三条”，情志致病为其中之一。《灵

若不能持之以恒，则必将止步不前。这对改善大学

枢·百病始生》记载，“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

生的不良情绪可起到积极作用。

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

3.2 暗示法

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素问·举

暗示疗法早在《内经》中就有记载，它是采用

痛论篇》曰：“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指出

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

正常的精神情志变化，可以维持脏腑器官的功能，

响 [2] 。或通过语言，剖析本质，使大学生无形中接

促进气血运行，保持健康。现代医学认为，健康不

受医生灌输的理念，从而达到由情志因素所引起情

仅指身体，还包括心理。好的情绪管理有利于大学

绪变化的一种心理疗法。《素问·调经论篇》曰：

生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帮助构建和谐美好的

“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

大学生活，有利于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若七情太

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

过，则会给情绪带来消极影响。如《素问·举痛论

乃相得。”意为医者针刺时，先在施针处按摩的时

篇》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

间久一些，拿出针后对患者说我会刺深一点，患者

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所以情绪失调严重

听闻后身心不由自主地会收摄精气，邪气自行散

者可引起郁症、癫狂等。同时，不良情绪会使大学

乱，从腠理发泄而出，气血得以畅和顺达。大学生

生缺乏应有的朝气与活力，看待问题固执偏激，与

年轻气盛，易冲动，不良情绪容易暴露。通过医生

别人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消极意愿。针对这一现

的暗示，可改变大学生的精神情绪，激发人体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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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能力，从而达到情绪稳定、心态平和的状态。

中，青色入肝，青包括绿、浅黄绿、青等颜色，有

3.3 其他疗法

清凉、镇静的作用，抑制冲动、防止烦躁易怒，舒
《临证指南医案》曰：“情志

缓精神疲劳；赤色入心，赤主要对应于红色，能使

之郁，由于隐情曲意不伸……郁症全在病者能移情

人兴奋、喜悦，调节忧愁抑郁的情绪；黄色入脾，

易性。”《脾胃论》指出“劳则阳气衰，宜乘车马

由于脾在志为思，故黄色能治愈思虑过度，可用于

游玩”。由此说明出游可以消除紧张情绪。当感到

惊恐、思想不能集中等，帮助其保持愉快心情；白色

烦恼、心情不快时可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陶冶情

入肺，能使心情平静，缓解悲忧的情绪；黑色入

操，转移注意力，尽情舒畅情怀，忘却忧愁。情绪

肾，中医认为肾属水，为阴中之阴，故黑色主要具

激动时，不妨习练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以

有抑制的作用，能够使激动的情绪冷静下来。

缓解紧张情绪。

4 小结

3.3.1

运动移情法

《素问·五脏生成篇》云：“五

中医学以其独特的理论阐释了情绪管理的方

脏相音，可以意识。”义为“音，谓五音也。夫肝

法，说明了情志调节对心身疾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替

音角，心音徵，脾音宫，肺音商，肾音羽，此其常

代的作用。当前，大学生学习及就业竞争压力使得

应也”。情志与五脏密切相关，用五音来治疗情志

情志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必须重视情志保健。随

异常而引起的情绪变化。如《吕氏春秋·精通》

着中医治疗情志疾病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大学

说：“钟字期夜闻击磬者而悲。”所以根据大学生

生情绪调节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重视

的自身特点，可以用适当的音乐来调节情绪。按照

中医理论整理和开发的同时，还应重视多学科交叉

七情相胜的原则，如考试失败或遇到挫折时可以听

研究，使中医情志理论在指导大学生情绪管理方面

愉快的音乐；遇到喜事、情绪高涨时可选择听舒缓

得到科学的发展。

3.3.2

音乐疗法

[3]

的音乐，使阴阳平衡，达到治疗情志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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