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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古代文献的防治眼病中医导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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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防治眼病的中医导引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的防治眼病的中医导
引，具体可分为散式导引、套路式导引、四时相关导引、按摩相关导引，部分导引体现了中医辨证论
治、天人相应的特点。可进一步整理挖掘还原经典的防治眼病的中医导引，满足广大群众对于防治眼病
的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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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CM Guiding Therapy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ye Diseases in Ancient Literature
XU Li-li, SUN Xiao-feng, SUN Hai-shu, WANG Ying-hui*, LI Zong-you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about TCM guiding therapy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ye
diseases, it was found that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about TCM guiding therapy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ye diseases was record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scattered guidance, routine
guidance, four-season related guidance, and massage related guidance. Part of the guidance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nature and man of TCM.
TCM guiding therapy can be further organized, excavated and restored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eye diseas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for the health care of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eye diseases.
Key words: TCM guiding therapy; eye diseases; review
中医导引，是一种引动身体的运动，常与按

效可与汤药并列。中医古籍中记载了大量的中医导

。中医导引通过调身、调

引功法。本文主要通过检索《中国中医古籍总目》[3]

息、调心的方式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灵枢•病

养生部分中养生通论、导引气功所列书籍，及在研

传》中记载：“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

究过程中发现的其他相关书籍，对明确提出可防治

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

眼病的中医导引进行整理分析，挖掘古籍里中医导

摩、行气等结合应用

[1]

[2]

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 ，表示导引的功

引防治眼病的精华，为防治眼病提供中医导引方面
的资料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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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防治眼病中医导引分类
对于文献中有明确的功法名称及整套功法内容

（ZC201804，ZY201803）

的列为套路导引；对于散在的，大多无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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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列为散式导引；对于导引时间提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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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与节气或一日之中的时辰相关的归属于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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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导引；主要以按摩为主的，列为按摩相关导

见于《道藏精华录》的《古仙导引按摩法》 [9]

引。其中按摩是指主动的自我按摩，若只单纯的意

有与南北朝时陶弘景所著《养性延命录》《太清导引

念行气则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养生经》内容一致的情况，明目方法与后两部书内

1.1 散式导引

容多一致，如其中的导引法内容与《养性延命录》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之

中的导引按摩篇第五内容一致。

时（亦称“三教论衡”），对医学的影响，具体体

明代罗洪先的《卫生真诀》记载了 49 个中医导

现在把儒、释、道诸家在医学上的成就汇总于一编，

引法，具有明确的主治范围，涉及病证 30 余种，其

如《诸病源候论》不载方药，而载养生方导引法，极

中 3 个功法和目病相关[10]。张果老抽添火诀，治疗

具特色 [4]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

三焦血热，上攻眼目昏暗。功法描述为正坐，用手

集隋以前的导引法于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战国到秦

摩热脐轮后按两膝，闭口静坐，候气定为度，运气

汉时期的中国导引法。该书记载常见眼病 38 门，其

九口。彭祖明目法，与《诸病源候论》功法描述一

中的目风泪出候、目暗不明候、目茫茫候专载相应

致，为伸左腿、屈右膝、压左腿上一势和鸡鸣时熨

的养生方导引法，多为调身配合调息。目风泪出候

目一势。曹仙姑观太极法，治疗火眼肿痛，为身体

中的 4 个散式导引具有祛散风邪的作用，与原文病

动作与行气相结合。

[5]153

相对

运睛保健，可以明目、改善视力。明代龚居中

应，体现了中医导引具有辨证论治的含义。除目诸

的《痰火点雪》提及，“双目轮转十二数，紧闭即

病中有导引外，其他头面风候、风头眩候、风虚劳

开，大睁逐气，每夜行五七次，翳瘴自散，光明倍

候、鼻息肉候、耳聋候记载的导引功法也有助于防

常” [11] 。清代马齐的《陆地仙经》 [12]66 和邵博强

治眼病。

《无药疗病法》[13]也提及运睛除眼翳明目功能。

因病机描述中的“风邪伤肝，肝气不足”

宋代蒲虔贯《保生要录》的调肢体门中列举了

清代徐文弼的《寿世传真》提及“两手相叉抱项

系列散式导引法，包括手足、两臂、头项、腰胯等

后，面仰视，使手与项争力”[14]3 有去目昏的作用。

部位的活动，具有“每日频行，必身轻、目明、血

1.2 套路式导引

[6]

脉调畅，饮食易消，无所壅滞”之功 。

1.2.1

自按摩法

晋代支遁的《太清道林摄生论》

《太清导引养生经》著者及成书时代不详。有

中的自按摩法十八势包括颈、肩、上肢、胸、背、腰、

学者认为，鉴于《隋书•经籍志》及《诸病源候论》

下肢等全身运动十八势。虽名为按摩法，实为导引法，

中皆未著录或称引过该书，而大约从唐后期开始道

有“延年续命，百病皆除，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

教内丹术渐兴，所以该经汇集成书于唐中前期的可

乏”之功 [15] 。唐代孙思邀《千金要方》把它称为

能性较大。并且认为《太清导引养生经》作为现存

“天竺国按摩”。唐代《摄生纂录》、明代高濂的

的道教导引专经，不仅在道教导引法中有冠压群芳

《遵生八笺》等也转载与此类似的套路功法[16]。

之势，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导引法发展史上的地位

1.2.2

[7]

六字诀

六字诀最早记载于《养性延命

亦举足轻重 。该书中多处条文涉及防治眼病的导

录》，书中提及“肝脏病者，头眼疼痛，愁忧不乐，

引，如宁先生导引养生法中 5 条，彭祖谷仙卧引法

呵气出之” [8]97 ；《诸病源候论》中提出为“肝脏病

1 条，王子乔八神导引法 2 条，其中大多数条文涉

者，愁忧不乐，悲思嗔怒，头旋眼痛，呵气出而

及的防治眼病的条文与《诸病源候论》中内容一

愈”[5]92。但唐代孙思邈的《卫生歌》中称：“春嘘

致。如手抓项边脉这一动作，在《太清导引养生

明目” [17] ；唐代胡愔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

经》中宁先生导引养生法中描述为“卧，引为三，以

图》中肝病的六气法也为“治肝脏用嘘，法以鼻渐

手掐项边脉三通，令人目明”

[8]4

，彭祖导引图中描

长引气，以口嘘之……自然去肝家虚热，亦除四肢

述为“……以手掩两耳，以指掐两脉边五通，令人

壮热、眼暗、一切烦热等”[18]；明代冷谦的《修龄

目明，发黑不白，治头风”[8]38，《诸病源候论》中

要旨》提及延年六字诀中的嘘肝气诀，“眼中赤色

描述为“卧，引为三，以手抓项边脉五通，令人目

兼多泪，嘘之立去病如神”[19]；
《寿世传真》“春嘘

明。卧正偃，头下却亢引三通，以两手指抓项边大

明目木扶肝” [14]15 。另外，清代《养生秘旨》提及

脉为五通。除目暗患。久行，令人眼夜能见色。为久

“又看何脏腑受病，如目病，即念嘘嘻二字”[12]119。

不已，通见十方，无有剂限”[5]154。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六字诀中的呵、嘘、嘻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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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按摩相关导引

有防治眼病的作用。
1.2.3

Oct. 2019

《养性延命录》还提及五禽戏，吴
[8]102

普行之，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

。

主要包括熨目、揩目、梳头、点按穴位等。早
在《庄子》中就提到“眥搣可以休老”。可见古人

《陆地仙经》附有一套专门治疗

很早就开始利用眼周按摩来预防眼部疾病。《养性

眼病的导引功法——治眼九法，包括梳、擂、勒、

延命录》的导引按摩篇提出手掌相摩熨目和指按目

1.2.4

治眼九法

[12]70

撮、攀、揉、运、转、闭法

四眦两法都令人目明。《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

。

《太清导引养生经》《摄生

《摄养枕中方》也提及摩手熨目有明目功能。宋代周

纂录》、南宋曾慥的《道枢》均载录了赤松子坐引

守中的《养生类纂》中指出以手背揉眼明目 [25] 。

法。《摄生纂录》中记载坐式六势，以跪式和平坐

《寿世传真》记载了大指背擦热揩目能保炼神光，

为基础体位，伴随手臂动作，最后记录此功法有令

永无目疾[14]4。《灵剑子》书后《附灵剑子导引子午

人耳目聪明、延年益寿之功[20]707 。吴志超认为这是

记一卷》，书中涉及防治眼病的有两势描述更为具

1.2.5

赤松子坐引法

[21]

一种套路式的健身法

体，分别为捏目四眦和摩手熨目，摩手熨目乃用两

。

清代《养生秘旨》记载了一整套

手掌侧立，摩掌如火，有硫黄气乃止，开目熨睛数

健脾胃功法，可治疗“不寐、多思、手心热、耳

次[20]670-671。本法在养生保健书籍中多有记载，被广

鸣、目眩诸火证”[12]127，主要包括两手按摩、调息

泛传播。《摄养枕中方》还提及按揉睛明穴有明目

等动作。

功能。

1.2.6

健脾胃法

栉发有祛风明目之功，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记

1.3 四时相关导引
《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指
导养生防病，其中四时五脏的内容可用来防病治
病。在导引方面，有具体要求在一年中的某节气或
者一日之中的某个时间点进行中医导引养生。

录，如元代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宋代刘词的
《混俗颐生录》、明代沈仕的《摄生要录》等。
除目四眦、睛明穴之外，《道藏》中的《枕中
记》、清代祝登元的《心医集》中引《太素丹经》

《养性延命录》中记载的防治眼病的导引有：

以及《寿世传真》中都提及用手按眉后之穴、用手

夜半至日中时正偃卧，瞑目握固，闭气不息，能闭

心及指摩目颧、手旋两耳、手逆乘额上从眉中复上

气数至二百五十，华盖明，华盖明则耳目聪明，举

也可使目清明。清代天休子的《修昆仑证验》提及

身无病

[8]96

。握固，即屈大拇指于四指下，有固精明

目的作用，此式需在一日中某一时辰操作，动作以调
宋代陈抟所著的《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
将 24 种导引功法，按一年 24 个节气，作了全面的
安排

此外，《混俗颐生录》记载“每晨睡觉暝目叩
齿三七下，咽津，以手掌相收，令热熨眼”[26]，也

身和调息为主。

[22]

按摩目四眦、眉心、山根，有退翳之功。

有祛风明目之功。
2 讨论

。功法为针对各脉“是动则病”及“所生

中医导引法是中医“治未病”的重要内容，在

病”，每 2 节气配用 1 条经脉，其所选用的功法即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 3 个环节，均可发

疏通或强化该经脉，以防治相应的时疾。其中雨

挥重要作用[27]。通过对古籍中防治眼病的文献进行

水、惊蛰、谷雨、小满、芒种、立秋、寒露、立冬、

梳理，可以发现，除了眼周保健按摩外，较多的中

大雪 9 个节气所治的疾病中均有眼病相关症状，主要

医导引法未得到较广泛的传承与应用。从保健功效

症状为目黄、目痛。雨水节气坐功为“每日子丑时，

分析，中医导引除具有明目功效外，还有祛风清热

叠手按髀，拗颈转身，左右偏引，各三五度，叩齿、

止痛等功能，可以防治多种眼病。不同的导引，功

[23]

吐纳、漱咽”

，有治疗目锐眦痛的作用。据研究考

效也不一样，有的功效较专一，如彭祖明目法、运

证，《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与《太清道林摄生

睛除眼翳等，其他一些套路导引主要是全身保健的

论•自按摩法》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灵剑子•

同时具有明目的功能。其中《诸病源候论》是中医

导引势》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22]

。《灵剑子•导引

散式导引的集大成者。已有学者根据《诸病源候

，其中记载春

论》编创“视疲劳防治五步功”[28]，是对古法今用

补肝脏三势，即两手摩面、两手相叉掩项后、两手

的尝试。通过梳理也发现，中医导引文献有反复传

相重按髀，皆有补肝明目功能。

抄的情况，因此，存在同一功法而多个版本流传的

势》据考证为宋代道家净明派所作

[24]

情况，需要进行细致梳理。

[13] 邵博强.固肾养生绝诀[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2.

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中医养生保健技
术与方法是发挥“中医药＋”优势的重要方面

[29]

。

希望借助中医药信息化技术，对古代中医导引文献
进行整理，对于经典的防治眼病中医导引进行还

[14] 徐文弼.寿世传真[M].吴林鹏,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15] 道藏第 34 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471-473.
[16] 魏燕利.对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学说的质疑[J].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5):102-106.

原，并利用融媒体技术进行推广和传播，以满足广

[17] 周履靖.唐宋卫生歌[M].北京:中华书局,1991:2.

大群众对于防治眼病的需求。

[18] 胡愔.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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