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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太极健康”国际传播中的价值与策略
李洁
1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2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The Value and Strategy of "Taiji Health"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Jie
1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2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太极，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太极思想与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根源和
独特标识，太极思维指导下的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承担独特使命，在“健康
丝绸之路”进程中可以发挥新的作用，重塑健康理念，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
年龄段人群的福祉，为世界健康事业做出新贡献。

一、中华太极思想与中医药文化
太极，上承远古，原为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说明世界本原的概念，是指天地未开、
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后引申为世界万物产生、发展以及变化的状态与规律。太
极思想与精神肇始于中华上古先民，开显于先秦的道家和儒家，后世成为中华文化的
正统与根源。太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标志，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研
究世界本源以及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易经、研究防病治病与康复的传统中医以及养生
健身益智延年的太极拳等都是太极学说与精神的外在体现。
传统中医药文化在中华太极思维基础上孕育而成。中医药是关注生命全周期、
健康全过程的健康医学。在疾病预防方面，倡导“治未病”；在疾病治疗方面，通过
对“望闻问切”，提出个性化治疗方案；在健康促进方面，强调顺应自然、形神共
养，达到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在技术方法上有太极、
导引、气功、按蹻、针砭、药石、食疗、情志调摄等手段。其核心即是阴阳学说，传
统中医基础理论认为阴平阳秘乃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阴阳失和则造成人体的病理
变化。故传统中医无论养生保健，还是预防治疗，调和阴阳为最要。《素问˙生气通

–1–

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至真要大论》
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都是阐述以期达到阴阳和谐的最佳健康生
命状态。中国传统生命健康观注重整体观、追求天人合一。中医的整体观更是强调了
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先天太极和后天阴阳的
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观。

二、中华太极思想在本国和全球健康事业中的贡献
2016年8月，中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让卫生与健康明确成为国家政
府的优先事项。中医药发展也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11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演讲中指出，在减少健康威胁
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在参与国际卫生发展方面拥有特殊地位。
同时，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促进着国际合作。在卫生方面，从目前关注的卫生安全扩展
到更为广泛的合作领域，尤其是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易受贸易和经济政策影响的
疾病领域，会有巨大的潜力。因为中国早在1963年，中国援非医疗队就已成为国际卫
生外援工作的标志性项目，多年来中国建设和捐助了数百家医院及诊所，现分布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1978年，中国使用赤脚医生模式培养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
做法推动了《阿拉木图宣言》发起的初级卫生保健运动的发展，这成为WHO工作的
亮点。
2017年8月18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暨健康丝绸之
路高级别研讨会上的讲话，肯定了中国在疾病监测和疫情控制领域位于世界领先地
位。中国已建立了覆盖全国95%以上人口的全民基本医保体制。中国还拥有极强的研
发能力和制药能力。它也是率先实现孕产妇健康领域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之一。并指
出，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极有远见，将健康置于核心地位，有助于延续和加
强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悠久的联系。WHO决心一道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WHO提出有关健康的新概念：“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
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现代健康理念不仅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层面，而且涉
及到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道德健康等方面共同
构成现代健康的整体概念。
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卫生健康挑战，遵循WHO关于健康理念，整合中华文明优势
与技术特长，将中华太极思维与人类的健康福祉需求有机结合，对中华传统文化之太
极哲理、思辨智慧、中医医理、养生技术、自疗保健、心理调摄等诸多内容进行系统
梳理与整合，帮助人们改变其生活方式以实现最佳健康状况，在“一带一路”沿线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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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太极健康”，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太极健康”的“健康丝绸之路”
“太极健康”是在中华太极思想指导下的健康观，核心思想是“气以臻道”。
“气”与“道”两者共同构成“气以臻道”学术内核，是构建太极健康体系的主
干。“太极健康”之主体为“道”，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是用身心实践去感悟生命
本质规律。“太极健康”之径为“气”，人们对“气”的体验、认识与运用，是认识
生命本真的门径。“太极健康”之法、术，如太极拳操、气功导引、针灸按摩，可称
太极健康技法。
“太极健康”的“健康丝绸之路”的目标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和重要国家
建设海外太极健康中心，逐步形成太极健康推广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太极”为标
志，大力宣传大健康概念。通过和WHO合作，制定相关传统功法和保健的指南，提
高科学性。以预防和养生为切入点，结合传统功法、保健、药膳、食疗等方法，在全
球打造“太极”品牌，建立“太极健康中心”全球网络，推广中医药和太极健康理念。

四、“太极健康”国际传播案例分享
在WHO指导下，上海中医药大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太极健康”
国际传播的有益尝试。

（一）“太极健康”首站西方文明发祥地——希腊雅典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希腊位于路上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交汇点，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希腊有着极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对世界文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医学、科技、数学、哲学、
文学、戏剧、雕塑、绘画、建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
更是被人称为“（西）医学之父”，而同时期的中国也正处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时
期。几千年来，中医和西医都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希腊是首个同中国签
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发达国家。对中医药海外发展而
言，希腊已成为中医药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门户。“太极健康”首站选择希腊有着极
为重要的。
2017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气功科学研讨会暨首届中国•
上海国际太极健康研讨会上，上海中医药大学太极健康中心与希腊西阿提卡大学（原
希腊雅典应用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WHO传统医学、补充医学与整
合医学部主任张奇、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张怀琼主任、上海
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校长、希腊驻沪总领事Vassilion Xiros先生以及两校国际交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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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的代表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
2018年7月，西阿提卡大学针灸师、康复师一行近20人，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气功研究所进行针灸、气功等中医药疗法临床见习。
2018年9月，海外首家太极健康中心挂牌仪式暨太极健康学术交流活动在希腊雅
典西阿提卡大学举行。此次活动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雅典西阿提卡大学共同举办。活
动主题“太极促进健康”。
挂牌仪式由西阿提卡大学佐顾迪斯教授主持。西阿提卡大学校长康斯坦丁诺斯•
穆佐里致欢迎辞，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毅、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政务参赞王强、
西阿提卡大学所在的艾加里奥市副市长瓦西里亚迪斯出席活动并分别致辞。希腊驻中
国使馆新闻参赞海恩福在北京通过视频对海外首家太极健康中心的成立表示全力支
持。中国、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的专家学者、理疗师及气功武术爱好者共百
余人出席此次活动。 两校校长、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所长李洁和西阿提卡大学肌肉骨骼
与胸部物理治疗研究实验室主任佐顾迪斯共同为太极健康中心西阿提卡大学分中心的
首批学员颁发学习证书。学员们现场展示了本次培训所学的太极拳与八段锦，上海中
医药大学的师生们表演了中国武术和传统八段锦，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2019年4月，希腊雅典医学会主席、马鲁西市长、希腊城市中央联盟主席Georgios
Patoulis一行六人到访上海中医药大学，正式签署雅典医学会与上海市气功研究所之间
的合作备忘录。Georgios Patoulis主席和胡鸿毅校长接受媒体采访，共同表达在希腊共
建“中-希中医中心”的想法。
2019年6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选派两位教师前往太极健康中心西阿提卡大学分中
心开展第二期培训项目，希腊当地学员参与此次经典功法放松功、五禽戏的教学培
训。 此批学员有理疗师、医学生、跆拳道教练和中医、舞蹈爱好者等。在去年培训项
目的基础上，根据学员水平，本次课程分为初级L1 和高级L2。
2019年6月，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医养生文化展”在希腊雅典马鲁西市陶瓷文
化中心开幕。此次展览为期5天，由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和希腊雅典马鲁西市政府联合
举办。希腊最具影响力的卫视STAR

TV对我校副校长陈红专和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副

馆长王丽丽进行专题访谈。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科技专员田中、马鲁西政府市长George
Patoulis、马鲁西政府公共关系部主任Irene-Maria

Chalioti、副校长陈红专等出席开幕

式并分别致辞。100多位希腊来宾参加开幕式，他们对展览及互动体验都充满了新奇
和兴趣，纷纷表示中国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承几千年，是人类的文化瑰宝，希望这样的
展览能多举办几次，让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本次展览以中医养生文化为主题，包含经络养生、运动养生、环境养生和饮食养
生四个专题，展出中医药各类展品100余件。展览期间每日都将开设中医药养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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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专题讲座，由我校教师们与希腊民众分享来自东方的传统养生智慧。展览同时
设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如香囊制作、制艾条、品尝中医养生茶、在智能针灸模型上
找腧穴、用VR体验药用植物采摘以及云中医智能镜和脉象仪体验、写中国书法等。
2019年6月，上海中医药大学太极健康中心李洁教授等一行三人，应雅典医学会
邀请，赴科斯岛参加中西医学文化论坛，访希波克拉底医学院遗址，接受当地主流媒
体Star-TV的专访。造访欧洲第二大私立医疗联合体雅典医疗中心（Athens

Medicine

Center），该中心隶属于雅典医疗集团（ATHENG MEDICAL GROUP），在希腊雅典
乃至欧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气功所所长李洁三人在集团业务欧洲第二大私立医疗联
合体发展和事务总监Costis先生和执行顾问Pavlos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该中心的国际
门诊部和国际住院部。集团将对在医疗联合体内推进补充替代医学进行具体评估，希
望进一步就具体合作细节与太极健康中心进行商讨。
2019年7月，西阿提卡大学肌肉骨骼和胸部物理治疗研究实验室主任George
Georgoudis带领针灸师、康复师一行十余人，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为期一
周的针灸、气功等中医药疗法临床见习。并与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商讨联合申报国际合
作项目和博士生联合培养事宜。
太极健康中心海外分中心首站选择希腊雅典，从教学培训、医疗实习、研究生培
养、学术研讨会、中医文化展等已经全方位展开。未来在中医教育、中医医疗也已开
始谋划篇章。

（二）“太极健康”走进古丝绸之路终点——法国里昂
里昂是欧洲“丝绸之都”，600多年前，里昂就是古代丝绸之路抵达西欧的重
镇。中法大学是中国政府最早在海外设立的学府，正是在中法大学创立之初，中国掀
起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热潮，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2014年，里昂
市政府出资对中法大学旧址进行了翻修，如今，这座 “新中法大学”设立有“中国里昂关系促进中心”和“里昂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如今，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
路”，新丝绸之路的开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法中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016年4月，法国里昂一大、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交通大学和我校在法国里昂共
同签署了《三国四校医学人文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旨在培养更多优秀的具有人文素
养的医学人才。开始“三国四校”的暑期人文学校项目，四校轮转承办，至今已有4
年。2017年9月，法国里昂一大医学院Dr Michèle GERMAIN参加我校主办的“一带一
路”高端人士班，开启了里昂与气功的渊源。2018年11月，应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邀
请，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所长李洁一行三人赴法进行学术交流。李洁在法国里昂大学医
学院做了题为《中华太极气功在当代医疗健康中的价值和作用》的学术讲座。里昂大
学附属红十字医院康复科病人教授功法。2019年9月，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所长李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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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教研室主任肖斌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国教学院副教授张伟三人组成的太极健康代表团
赴法国里昂进行为期8天的工作访问。在法期间，代表团应邀参加第三届“中法汇流
健康论坛”。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论坛开幕式致辞。在此次论坛上，里昂市长热拉
尔-科隆先生为李洁所长颁发了首届“古恒奖”，今年仅三人获奖。该奖项是为了表
彰在促进中法医学合作交流及医学人文暑期学校做出特别贡献者。随后，代表团在里
昂大学与副校长安娜-热鲁尔范德女士和医学院院长吉尔-罗德先生会面就两校开展中
医教学培训、太极健康中心的工作等议题进行会谈。李洁教授受邀向里昂大学医学院
80多位医学生做了题为“中医学特色及其在当代健康中的价值”的学术讲座，肖斌教
授向学生教授了“三线放松功”及“摩运太极功”，此课程已作为医学院医学生 “压
力管理”选修课之一纳入课程体系。在里昂大学附属红十字医院，代表团与20多位病
人、心理学家、康复师、当地气功老师进行交流和气功功法培训。在法期间，两校合
作的法汉对照《中医气功常用术语辞典》同时首发。

五、“一带一路”视野下“太极健康”国际传播策略
（一）教育是基础，完善太极健康国际教育体系
教育是太极健康国际传播的基础工作和不竭动力。我所“气道书院”从2012年开
设国际培训班，面向社会层面开设太极相关国际学员周末班，教授太极拳、八段锦、
放松功、六字诀、易筋经、静坐等功法、导引技术和方法，同时讲授中医基础理论、
功法理论，组织师资力量，编著英汉对照、法汉对照《中医气功常用术语辞典》，英汉对
照《中华传统经典养生术》一套8种，包括放松功、易筋经、古音六字诀、八段锦、
六合功、松柔功、逍遥功、天柱导引功等，《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气功分册》等
专著，为国际班教学提供国际化教材。通过周末培训、文化沙龙、公益公开课、教学
研讨、师生互动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传授太极健康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同时，针对
不同人群需要，开设长期周末培训班、海外来华短期班、师资提高进修班等多层次教
学培训，满足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培养全球太极健康的传承者和推广人，传承和弘
扬中华太极健康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健康是媒介，拓展太极健康国际传播途径
太极健康相关技术和方法，具有对于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作用，很多国际
学员曾经都是因为身体的疾病或不适，开始接触中医、针灸、推拿、气功、药膳等，
得到身体健康的改善或疗愈，他们开始有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相关知识的需求。由此看
见，通过健康作为切入点，海外人士更容易接受中国传统医学有关对于健康有促进
作用的方法和技术，通过相关学习后，进而产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更深层次了解的需
求。从健康技术方法层面上升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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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为后盾，加大中华太极文化宣传力度
“太极健康”是中华太极思维在健康相关领域的有效运用，其本源根本是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中华文化才是“太极健康”的有力后盾。通过国际学员在健康上
的收益，让他们对于为什么这些方法和技术可以对于健康产生作用的理论依据想要进
一步了解的愿望，由此可以让国际学员有机会学习和了解中华太极文化，加大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宣传。

（四）人才是后劲，着力培养太极健康国际化人才
国际化人才在中医药国际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传播者的作用。目前来看，
太极健康的传播者以我国中医院校的教师、医师为主体，他们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
础和良好的临床经验积累，但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传播
对象所在国的文化背景知识、语言能力等交流沟通能力，只有这样，传播者才能更好
地将自己的知识、理解、态度、目的更好地传递给播对象，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可
见，着力培养太极健康的国际化人才，是有效传播太极健康的后劲所在。
传播学先驱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049年首次提出“5W”传播模式。他的传播
学理论是早期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该模式清晰阐述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和五个基本
构成要素。所谓5W，即WHO（谁）、SAY WHAT(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WITH WHAT EFFECTS(取得什么效果)。由
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可以看出传播过程是由传播者、信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
接受者（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要素构成。
在太极健康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太极健康教育培训体
系、各种媒体和活动宣传，将中华太极健康思想、理念传播给海外人士，通过“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达到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提供给世界民众人人享有健康的中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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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学学理引述与浅释
许 峰1,2
肖 斌1,2
钱蔚丽3
1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2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3 德国北德太极学会
摘要：太极学是一门源于《易经》哲学思想，融汇儒、释、道三家传统修身养性，
并以境界观为主要视角的太极学术体系。从哲理上，太极学对“道”的认识划分为：有
界、有无界、无界三个学理境界，并建立起学理构架，主要包括“三界九晳”、“一
道九理”、“三功九秘”等内容。太极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汇
通、颖悟、提升，最终树立起太极大道的理性学派。
关键词：太极学

Extract and Simple Explanat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Taiji Studies
Xu Feng 1,2 Xiao Bin 1,2 Qian Weili 3
1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Academy of T.C.M.
2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from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3 Germany Beide Taiji Academy
Abstract: Taiji Studies is a field of study that has its roots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Yi Jing or Book of Changes. It integrates the self-cultivation tradition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centres its academic system mostly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s view" (jing jie gua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philosophical theory, Taiji Studies
divides the understanding of Dao in three theoretical states: the state of existence (you jie),
th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you wu jie), and the state of non-existence (wu jie). It
also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structure that mainly includes "three states and nine axioms",
"one Dao and nine reasonings", "three methods and nine secrets", etc.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as its foundation, Taiji Studies is continuously
creating connections, insights and improvements, to finally establish the Taiji da Dao rational
school of thought.
Key words: Taiji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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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是中华传统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融贯三教百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和大道
智慧。“太极”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在《道德经》内则有一个与“太极”异名同指的本体境界描述：“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强字之曰大，强名曰道。”大道与太极，遂成为春秋时期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形
成初期的元概念。宋代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即以“太极”为宇宙生成之本体与万
物化生之规律。朱熹在《太极图说解》释为：“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
之器也。”明清以降，逐渐形成了融会老子自然无为思想和易经数理哲学的道家哲理
学派——道家太极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陆锦川先生为代表的道家太极门学
者，更“道家太极门”为“中华太极学”，将太极大道以太极智慧文化的面目呈现于
当代社会，中华太极学遂逐渐成为一门显学。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太极文化
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著名太极学者陆锦川先生、军旅老作家徐怀中将军等先后任
会长，原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任顾问。自此，太极文化与太极学的研
究和传播揭开了新的篇章。
Taiji is the highest no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lso the core idea and wisdom
of a great number of schools of thought from all Three Doctrines (Daois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word "Taiji" first appears in Yizhuan Xici: "In Yi (changes) there is Taiji,
Taiji generates the dual elementary forms (yin-yang), the dual elementary forms produce
the Four Symbols, and the Four Symbols produce the Eight Trigrams (Bagua)." In the Dao
De Jing, there is a description that points to a state as Taiji itself but with a different name:
"There was something undefined and complete, existing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Silent and
deserted, standing alone without ever changing, it circulates boundlessly.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the world. I do not know its name. In an effort to word it, I say it is great
(da), in an effort to name it, I call it Dao." Great Dao (da Dao) and Taiji became meta-concep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Zhou Dunyi's Taijitu shuo (Explanation of the Diagram of the Supreme Ultimate) in the
Song Dynasty takes "Taiji" as the universe's creation itself and the law of all changes. Zhu Xi
explained in his Taijitu shuojie that "Taiji is the Dao beyond form; Yin-Yang is the instrument
of form."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radually emerged a Daoist philosophical school
called Taijimen that integrated Laozi's ziran (naturalness) and wuwei (non-exertion) thought
as well as the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of the Yijing. In the late 1980s, Daoist Taijimen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Mr. Lu Jinchuan, turned the "Daoist Taijimen" school into "Chinese
Taiji Studies", thus presenting Taiji Dadao to modern society as Taiji wisdom culture. Chinese
Taiji Studies have since then gradually become a popular field of study. In 1995, the Taiji
Culture Experts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Yanhuang Cultural Research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Mr. Lu Jinchuan, a famous Taiji scholar, and General Xu Huaizho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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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military writer, were successively its chairmen. Mr. Zhang Dainian, a famou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Beijing University served as an advisor. Since then, Taiji
culture and Taiji Studies research and dissemination have opened a new chapter.
本文简要引述太极学中源远流长的智慧学问——太极学理，引述的学术构架与理
行内涵均出自太极文化专业委员会公开发表物。引用与解释太极学的目的在于能够从
思维模式、学术理论、技术运用等多角度启迪、拓宽海内外“太极健康”学者们的思
路与视角。更希望能够在大健康时代到来的当下，为普通大众提供一种审视自己身、
心、灵健康的新方法。
This paper is an extract and a 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wisdom and knowledge
found in Taiji Studies-- the principles of Taiji. The quoted academic framework and the
theoretical trend in this article derive all from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Taiji Culture Experts
Committee. The purpose of citing and explaining Taiji Studies is to clarify the line of thought
and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aiji Health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 such as the mode of thought, the academic theory, 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etc. We hope even more that in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Health to be able to provid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 new way to examine one's own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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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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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界说理

Reasoning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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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行合一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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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理浅解
中华太极学的建立是为了帮助后来学者更好地认识、践行中华文化之“大道”
思想。由于“道”之为道，既非常道，又非常名，“道”难以被境界束缚的常规思想
所窥探与把握。故太极学尝试从“境界观”角度建立起学术构架，分条缕析、由道而
理、理行气至，道、理、气、行，一以贯之，帮助后来学者建立起辩证思维，更好地
把握太极思想、践行太极大道。
“境界观”思想体现在太极学“知”与“行”两个方面，也就是传统养修学说
的“理行”与“道行”两个层面。太极学格外重视说理，说清楚各种道理是为了破扫
认知领域的固执与死结，逐渐让人的思维圆活起来，让太极圆转起来。这里我们选择
几个关键性的太极学术语来进行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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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The purp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Taiji Studies is to help future scholars better
understand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da Dao" thought from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Dao" is beyond understanding and beyond words, it can hardly be probed or grasped by
the conventional thinking bound by a certain level of cognition. Therefore, Taiji Studies tries
to establish an academic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s view", analysing
section by section, finding Reason through Dao, allowing the flow of Qi through Reason: Dao
- Reason - Qi - Action, with one principle connecting all, in order to help future scholars set
up a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aiji Thought and put Taiji da Dao into practice.
The idea of the "states view"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of Taiji Studies: "knowledge" and
"action"; which are the same two levels found in traditional Yangsheng theory: "theoretical
argumentation" and "Dao practice". Taiji Studies attaches a special importance to reasoning,
and clarifies every reas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obstinations and dead-ends in the field
of cognition, gradually vivifying people's thinking and dynamizing Taiji Studies. Several key
academic terms of Taiji Studies have been chosen to be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1、三界——三个认知层面
太极学的学理体系，贯穿人类认知世界的三个意识层面，即：有界、有无界、无
界。有界者，人类六根认识世界的一切有形有相之存有，例如事、情、物、理。有无
界，概括为人类认知领域中无形有相、似有似无的各种存在，比如：气、炁、场。无
界者，乃指人类六根认识世界中的无形无相之存无，譬如性、灵。三界，既然是依据
人类认知的六根而划分，则其内涵必然依循时代进化、人类认识提高而起伏变化。故
三界所指是当时、当地、当人的活指、哲指，而绝非固指、定指。三界概念的确立，
为从学理上说清楚无极、太极、道、气、无、有等难解的哲学概念提供了理性框架，
是当代太极学“境界观”思想的核心体现。
举个例子，对于“生命”的认知，如果运用三界思维展开，可以演化成“三界生
命”。即：既然存在有形有相的，如有界的各种生物体生命；也可以存在似有似无，
无形有相，如有无界的气体生命，它们也许是千奇百怪；甚至推导出无形无相，无可
指说的无界生命体存在，哪怕对这些生命体的存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又因为三界只
是一种学理性划分，目的是为了方便交流，所以三界的存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即三界一如。那么“生命”现象又可以表现为物理性身体、气场性生命、虚无
性存在的“三位一体”，或者彼此之间的各种分离与组合。突然之间，三界思维打开
了我们日常思维意识中对“生命”现象的某种定式与固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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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tates (三界 san jie) -- Three cognitive level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aiji Studies runs through three levels of the world of human
cognition: state of existenc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and state of non-existence.
In the cognitive state of existence the six senses (liu gen) of the human being cognize all
existing things with form and quality in the world: matters, feelings, objects and reason. Th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includes those things with no form but with quality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gnition, such as qi (气vital force), qi (炁primordial vital force), and chang
(field in which these forces manifest themselves). The cognitive state of non-existence refers
to that in which the six senses (liu gen) of the human being cognize the non-existing things,
without form nor quality in the world: such as "original nature" or "spirit". Since this three
states are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the "six senses" of human cognition, their connotations
must modulate and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times and the raising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e "three states" refer to something living and sagacious in the
present time, place and person, and not to something fixed and soli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ree states" provides a rational framework for clarifying philosophical
concepts such as Wuji, Taiji, Dao, Qi, Wu (non-existence) and You (existence), which are
otherwise hard to explain in terms of theory. The "three states" are the core expression of
the "states view" in contemporary Taiji Studies.
For example, regarding the cognition of "life", if we unfold it using the "three states" thinking
it can evolve into "three states of life". Namely: existing with form and quality, as all kinds
of biological life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 there can also be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with no form but with quality, such as qi-body life, that might be quite bizarre;
and even deduce the presence of life without form nor quality, indescribable life in the state
of non-existence, even if this kind of life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Because the "three states"
are only a kind of rational 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three states" exist in a relationship of "I am within you, you are within me",
that is, the "three states" are just one. Therefore the phenomenon of "life"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trinity (three bodies in one) of physical body, the bioenergetic body or the qi field
of life, and nothingness itself, or they can exist in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All at once, the "three states" thinking opens up some fixed
patterns and obstacles foun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life" in our daily
thinking awareness.

2、一道九理——理性上认识大道
在太极学的理说部分，也充分体现了“境界观”的思想。譬如为了说清一个“道”
字，太极学从九个理说角度开始论述，进一步的理性阐述角度可以推演至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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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划分为九个理说，只为强调“说理”的境界性差异，强调辩论双方说理时必须
在同一个境界之中，避免说理过程中出现“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闹剧。
九理分别是：哲理、学理、常理、玄理、神理、教理、法理、功理、证理。九理
合为一道，一道演说九理。九理的各自学术范畴与内涵如下：
哲理 ~ 易经、两仪、三易的哲理
学理 ~ 自然、无为、返本的学理
常理 ~ 先、后、终、始的常世间之理
玄理 ~ 三界、一道、九晳非世间之理
神理 ~ 幽、显、化、变的规律之理
教理 ~ 传统佛、道因缘业报的教理
法理 ~ 有无动静、刚柔缓急的方法之理
功理 ~ 形修、气修、神修的功行理论
证理 ~ 三极合一归无的印证实理
One Dao nine reasonings (理 li) --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da Dao
The theoretical part of Taiji Studies also fully reflects the "states view" thinking. For exampl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word "Dao", in Taiji Studies one starts to expound from nin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n can continue the rational elaboration further deducing towards
infinity. The reason for dividing them into nin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s to emphasize their
differences in "state", and to emphasize that in any debate, both sides must be in the same
"state" when reasoning, so as to avoid the farce of having a situation of dispute in which both
sides have reason.
The "nine reasonings" are: philosophy, theory. common sense, metaphysics, theology,
doctrine, jurisprudence,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Their academic categories and contents
are the following:
Philosophy ~ The philosophy of the Yijing (Book of Changes), Yin-yang, and the San Yi (the
classics Lian Shan, Guizang and Zhouyi).
Theory ~ The theory of ziran (naturalness), wuwei (non-exert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Common sense ~ The common world logic of previous, latter, end, beginning.
Metaphysics ~ The uncommon world reasoning of "three states", one Dao, nine reasonings.
Theology ~ The truth of seclusion, manifes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octrine ~ The traditional Buddist and Daoist teachings about karmic retribution.
Method ~ The method theory on existence-non-existence, moving-quiet, rigid-soft, slowrapid.
Practice ~ The practice theory of perfecting the form, perfecting the qi and perfecting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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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 of the unity of the trinity and the return to nothingness
(san ji he yi gui wu)

3、三晳——有界的哲理
在有界、有无界、无界的理性论述中，太极学的说理以“显三晳”为有界哲理的
精华所在，是古人所谓“理上入道”的典型代表。晳者，理说中的哲理部分，理性中
的精粹所现。三晳者，有界说理的三个高度抽象与概括的哲理性表述，即化生规、对
待观、流行律三大晳理。太极学在应事说理之际，三晳必“三而一，一而三”，齐进
齐出，如珠走盘，变化无穷。有界三晳之理分述、简释如下：
化生规 ~ 奇生、偶生、变生的化生规律；化生中蕴含对待与流行
对待观 ~ 相对、绝对、非对的对待关系；对待中蕴含流行与化生
流行律 ~ 有常、有变、常变的流行特点；流行中蕴含化生与对待
三晳犹如一个开放式的思维环，环环相扣。运用三晳格物致知之时，三环齐出，
破执化泥，扫除隐藏于思维认识上的各种定式与僵化，就像是一把破除思维定式的利
剑。太极学强调学习三晳哲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三晳是有界认知规律的集大成者，
更且是从认知上突破有界染着，进入有无界等更高境界的智慧法门。具备了三晳思
维，就是初步具备了太极思维的能力。
The three axioms (晳 xi) --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In the rational exposition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and
"state of non-existence", Taiji Studies considers the "three apparent axioms" as the esse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and the classical representative
of what the ancients called "entering Dao with Reason". The axiom (xi) is considered the
discernment within reasoning, what is succinct within reason. The three axioms (san xi) are
three highly abstract and generalized philosophical formulations of the reasoning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 namely the "law of transformation and emergence", the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and the "law of propagation". When reasoning in the system of Taiji Studies
it must be "three in one, one in three" moving simultaneously in and out, just like beads
running on a plate, producing infinite variations. The separate explanation of each of the
three axioms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rationale is as follows:
"Law of transformation and emergence" ~ Includes the patterns of uncommon emergence,
accidental emergence, emergence by change; "transformation and emergence" contains
"relationship" and "propagation".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 Includes the relative, absolute and non-related modes of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contains "propag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em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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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 propagation" ~ Includes the regular, changing, and flexible properties of propagation;
"propagation" contains "transformation and emergence" and "relationship".
The "three axioms" are like open thinking rings, which are interlinked. When using the "three
axioms"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the three rings come out together,
breaking the mud and sweeping away all kinds of stereotypes and rigid perceptions hidden
in th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just like a sharp sword breaking through fixed patterns
of thinking. In Taiji Studies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e "three axioms" is emphasized,
not only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epitome of cognitive patterns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
but even more because it is a gate to wisdom to break through the crust of cognition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 and enter a higher states of cognition such as "th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or "the state of non-existence". Having the thinking of the "three axioms" is the
first step to possess the ability of Taiji thinking.

4、九晳——三界说理
三晳之哲理绝妙，妙应有界万物。但是有界的认知，只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部
分，一个显现于人类六根的部分。有界之外，理论上还存在无界、有无界等未显现于
人类六根的境界，或者说人类六根认识不及的境界。对于所有境界的认识与哲理性总
结，都应归属于“道”。太极学将此总结为三个境界、九个晳理内涵。三界九晳分布
如下：
无

界 ~ 一个晳理。无无之界，无可为理，无所示理，权且如此

有无界 ~ 三个晳理。有无之界，其体为一，其用是二
有

界 ~ 五个晳理。万有之界，其晳理数，明显三个，暗隐二个

之所以如此设立“九晳一道”之理，是因为在有界认识规律与语言释说中有许多
无可奈何、没法释说、超越有界的太极、无极等境界存在。这些既是各种存在境界相
隔的自然如此，也是太极学“境界观”思想的必然体现。九晳之理是太极学的完整理
说，它不是用来灌输头脑的填鸭式输入，而是从三晳之理开始的，不断地智慧否定与
扬弃归元，是大道悟证的智慧法门。
The nine axioms (晳 xi) -- Reasoning of the "three states"
The system of the "three axioms" is ingenious, it responds cleverly to all things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 But the cognition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is only one part of the human
cognitive world, a part that emerges through the "six senses" of human beings. Aside from
the "state of existence", the theory includes other states of cognition that do not emerge
through the human "six senses", or in other words, realms that cannot be cognize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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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six senses", such as the "state of non-existence" or th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philosophical conclusion of all states of cognition belongs
ultimately to Dao. Taiji Studies summarizes this into the "three states" and "nine axioms",
distributed as follows:
"State of non-existence" ~ 1 axiom: In the state of non-existence, nothingness is reason, and
its reason cannot be shown, that is how it is.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 3 axioms: The state of existence-non-existence in itself
is one, its functions are two.
"State of existence" ~ 5 axioms: In the state of existence of all things we find three apparent
axioms and two hidden axioms.
The reason why t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nine axioms, one Dao" is because with the cognitive
patterns and language explanations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there are many states or realms
that we can't deal with and cannot explain, because they transcend the "state of existence",
such as Taiji, Wuji, etc. These are not only the natural phenomena of different existential
states or realms,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manifestation of the "states view" philosophy in Taiji
Studies. The principle of the "nine axioms" is the complete theory of Taiji Studies. It is not
supposed to be a crammed at once into the mind, but rather it starts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axioms", letting wisdom continuously reject and discard, thus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Thus is the gate to Knowledge of da Dao.

5、太极理道——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太极学在知与行两个方面的体现，就在于太极之理与太极之道。知与行的合一
关系，就是太极之理与太极之道的辩证统一。两者之间，可谓“一而二，二而一”。
说理之时，言生万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功行之际，行归一道，九八七六五四三
二一。相生反成，互为阴阳。此亦有界化生、对待、流行之三晳必然。虽然，理辩在
慧，功行在气。两者名讳可不一，落实却同，此亦三界存在之使然。
太极之理 ~ 说理论辩，境分三界；境界有别，九理以应
太极之道 ~ 功行道行，自然无为；如是返本，契于一无
总而言之，太极之理是为了太极之道服务的，太极之理从理性上打破条条框框的
各种束缚，带领心性跃入逍遥自在的太极之境，此谓之“智慧悟入”。反之，太极之
道是对太极之理的印证，太极之道从功行上把握太极之理的境界真伪，带领身、心、
灵自然无为地返归本真，此谓之“道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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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ji Reason and Dao: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reflection of both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aiji Studies lies in the "Reason of Taiji" and
the "Dao of Taiji".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Reason
of Taiji and the Dao of Taiji. Their relationship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and so two, two and
so one". When reasoning, thousands of words are spoke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when practicing, action returns to Dao, nin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They engender and one another and turn one into the other, just like yin-yang. This is also
inevitably the case of the "three axioms" of the "state of existence: "law of transformation
and emergence",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and "law of propagation". However, reasoning
lies in intelligence, practice lies in qi. They may have different names, but they are carried out
in the same way, and this is also the dictate of the "three states" existence.
The "Reason of Taiji" ~ In theoretical debates, the "stat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hey are
distinct, and they are dealt with the "nine principles".
The "Dao of Taiji" ~ The practice of ziran (naturalness) and wuwei (non-exertion) is the way of
return, in agreement with One and Wu (nothingness).
In short, the "Reason of Taiji" gives service to the "Dao of Taiji". The "Reason of Taiji" breaks in
a rational way all kinds of fixed frameworks and chains, leading the mind into the unfettered
state of Taiji, which is called "wisdom penetration". From the opposite perspective, the "Dao
of Taiji" is the corroboration of the "Reason of Taiji". The "Dao of Taiji" grasps through practic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ason of Taiji" state, and leads body, mind and spirit to return
naturally and with effortless efficiency (wuwei) to the original Truth. This is called "practice
penetration".

三、结语
太极学理法的树立，本是无所为理，无所为法，自然成理，自行成法。学习太
极理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后来学者建立起太极思维，破除思维模式上的执着与迷盲，
圆融地理解与践行自然无为的大道。横贯三界、纵归一道的太极学理，其术语言简
意赅，其中“境界观”、“三晳”等内涵，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太极思想促进人类健
康”的时代大命题，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aiji Studies is based in the daoist notions
of wuwei and ziran in both of its dimens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the Taiji theory and method is to help future scholars to establish Taiji thought, get rid of
attachments and obfuscation in thought patterns, and fully comprehend and put in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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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da Dao way of ziran and wuwei. The principles in Taiji Studies are crossed transversally
by the "three states" and vertically joined in a single Dao. Its terminology is concise and
comprehensive, among its key terms we find: "three states view", "three axioms", etc. In the
present discussion of the great proposition of our times "Taiji Thought for the advance of
human Health", this may certainly serve as a sti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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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修炼中的先天修法与后天修法
肖 斌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摘要：太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与标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哲学，它渗透
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实修的角度介绍了太极修炼（道修）以及其中的先天
修法与后天修法。
关键词：太极；太极修炼；先天修法；后天修法

The Innate and Acquired Methods in Taiji Training
Xiao Bin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Taiji is the root and symbo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greatest philosoph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permeates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have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Taiji and its innate practice and acquire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Key words: Taiji, Taiji Practice, Innate Practice Method, Acquired Training Method

太极是一个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名字，而阴阳鱼太极图则是中华民族与中华传
统文化的图腾。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与标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哲学，渗透
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研究世界本源以及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易经、研究防病
治病与康复的传统中医以及养生益智反本还源的太极拳等都是太极学说与精神的外在
体现。本文从实修的角度介绍了太极修炼（道修）以及其中的先天修法与后天修法。

一、何谓“太极”、何谓“太极修炼”
何谓太极？太极原为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说明世界本原的概念，是指天地未开、混
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后引申为世界万物产生、发展以及变化的状态与规律。“太
极”一词，出于《庄子》：“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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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也见于《易经》：“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即大；极，指尽头，极点。物极则变，变则化，所以
变化之源是太极。这是古人对太极与其万物生成关系的最精要描述。因而，古人在对
太极文化的认识方面也是立体的、整体的、全面的、多元的，并是有着深刻认知的，
这当中有本体的、有功能的、有象、数、理的许多层面的对太极的不同定义。
关于太极的含义，有以下几种解释：
（1）指宇宙最初浑然一体的元气。唐颖达《周易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
前，元气混而为一。”气形质混然一体而未分离的状态，称之为浑沌。浑沌之物即是
古人所说的元气。以元气未分状态为太极。
（2）以虚无本体为太极，如王弼解释“大衍之数，其一不用”，以“一”为太
极，认为此“一”不是数，而是“无”。
（3）以阴阳混合未分为太极。如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
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
焉。”
（4）太极也指：“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世间万物的阴阳变化之道。
（5）太极也有指修真养生之术，如太极道法、太极气功、太极拳等。
而现代则认为，太极是时空之本体、宇宙之本源、生命之原动力的合一，太极本
体独一不二。因此太极思想是中华太极文化的理论总结和实践结晶，也是太极文化的
核心和精髓。

何谓太极修炼？
人生而为人，为万物之灵，生来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欲知道天地宇宙生命人生的
真相，而天地间最高的知就是道，就是太极。因为世间的理与法，学与识，皆因境而
变，因界而移，本无定则可循。只有体于自然之道，才能玄合宇宙万有，而且妙应有
无三界。若能自道而悟理，则圆机活法，不落诸碍，活泼自然而得自在。所以说，道
为一切之本。道，对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人虽生在这个物质世
界上，但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因为人类是形和神的统一体。物质的一面
需要吃饭穿衣，而精神的一面就需要道，也就是对太极大道的追求。
自古以来对太极大道的探索与追求即可称为太极修炼，其大致分为两类，即理入
与行入。用现代的话说就好比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介绍的就是实证修炼。所
谓太极修炼，又称太极养修（养性修身）或道修，就是以太极大道为指归，悟通太极
之理，返修于身，涵养心性，净化身心，以达成尊道而贵德的高级生命状态，最终返
本还源，妙合大道。这是一条太极实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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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养德”就非常重要。养德就是使身心回归太极，就是养道，养那
个“○”。也就是说，只有在尊道贵德的前提下，高度重视道光和德的能量的前提
下，你才能获得身心生命的真正健康。太极修炼有不同的层次与方法，但它的核心内
涵却是心性修养。所以我们不但要通过修炼使肉体没病，更是通过精神生命的提升（也
就是心性修养）来达到阴平阳秘，回归本源的和谐统一的健康人生。
传统的太极修炼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三千多年，产生的门派越来越多，分化至今，
公开流传的功法已不下万种，这还不包括师承口传的传统大宗秘法在内。金元修士莹
蟾子于《试金石自跋》中说：

道法三千六百门，
人人各执一条根，
谁知些子玄微处，
不在三千六百门。
可见，修为门派何其之多，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修为方式，但是关键的、精华的
内容，却还不包括在这众多的功法中。千门万法，最后大都归于道、佛两家。道、佛
两家之修行，也大都不离三宗五秘（佛家三宗道家五秘等宗派）。都主张：“无为为
上，有为为下；无为为体，有为为用”。明白这两句语，应该说，就把道、佛两家修
为的思想精髓提纲挈领，一言中的，把它抓住了。

二、太极修炼中的先天修法
我们古人在太极修炼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种种的法门与宗派，其大要或出于佛
道两家。其中又有先天修法和后天修法之分。所谓先天修法，即是无为法，是属于最
上乘法，如道家丹鼎门的天元丹法、道家太极门的太极法门等，亦类似于佛家的禅宗
法门。
比如天元丹法是清静功夫。天元丹法的修炼，是一人于静虚中养清灵之炁，渐而
神气合和而大丹有成。清静丹法无为而修。天元清修丹法，以清净为本，无为是用，
浑成育果。一切只在自然而然之中无相可执，无理可明。
又比如道家太极门亦是无为法门。据太极门宗师陆潜川所传太极法门，于无形无
相之中，无中生有，等待先天一点灵机发动，进而形动、气动、神动，无生有、有化
无，层层转进，步步深入，最终反本还源，妙合太极大道。要理解太极门所传的先天
法门，就要了解古来道家的宗旨，即自然、无为、返本。
什么叫自然?就是：自其天然，自其本然。天然形成的一切，形成的规律，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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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天然。自然中的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人为的，这叫自其本然。天地间的
万物，所有一切都在不断地发生、发展、更新、变异。这一切，就形成了我们的自
然，还形成了自然的规律。所以，自然所显示的规律，也就是我们这个天地的规律。
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就是师法。人认识了这个规
律，那么你就算得道了。所以，人最后要得道，必须师法自然。
自然的就不是人为的，人为的就不是自然的。人要师法自然，就不要去人为。
人为，亦即有为。为此，老子说“道常无为”，又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因此，要自然，也就必须无为。无为，才能顺应自然。而无为是一种宗旨，一个法
门。无为是相对而言的一种哲学性指导概念，而不是僵死的命令。正因为如此，所以
它才不易理解，当然也不易做到。大家知道，无为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一个
思想，它的真正含义，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顺其自然地做，不要人为地做。正因
为无为，所以就无所而不为。这才是无为的本意。以此为核心的太极修炼，称为无为
法。道是无为的。没有无为就没有自然，没有无为就不能合道。只有自然无为，才能
合道、成道。
什么是返本?本者，根也。万事万物，它的开始，它最先的东西，就是本。人们
发现万事万物都是这样，都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归无。所以人皆生于无，亦必归于无。
人为万物之一，自然也不可能违背这一规律。道家就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叫“返本”。
而返本之修，即逆修。逆修的目的就是回到本来。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能婴
儿乎”?应该能。婴儿刚生下来，也有知。但这个知，和我们人类后来的智慧是两回
事。婴儿逐渐地长大、发展，长为成人，由有知到有觉，有觉到有感，有感到有欲，
有欲到有思，终至杂念纷纭，没办法控制。如果你回到本来去，回到无欲无为的婴儿
状态，你就叫返本。这时你的先天的知，本来的知，自然自在，具而不用，这就是婴
儿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人类最原初的、最本来的境界。因此要返还先天大道，必然
经过此等境界。
太极修炼中的先天法门要掌握三个主要原则：无中生有、静极生动、无为而为。
没有无中生有、静极生动、无为而为，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太极；就像没有自然、
无为和返本，就不能称为道家一样。这是道家太极的大旨、原则，是千古不易的。我
们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存在，天地万有、事理物情，它都有一个从无到有，又从
有到无的过程。在修法上修性养德，净化心灵，虚极静笃，静极生动，动而生阳，动
极又生静。无为自生有为，是先天之道；有为化生有为，是后天之法。太极修为是自
然而生的。先天体现在本，从太极而两仪，由静到动；后天体现在用，发功以后，会
出现排病治病动作，病好后动作会自然消失。如此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就是太极无
为法的修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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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太极修炼中的先天修法是上乘修法，是从修性入手，以性炼命，以至
于返本还源的自然无为妙法。

三、太极修炼中的后天修法
所谓后天修法，即太极修炼中除了先天无为法之外所有各门各派的传统修法，
也即是有为法。虽然各门各派的修炼功法殊异，有的是以动功入门，打通经络气脉、
穴道和关窍，增加骨髓密度，补充脑炁，期能开发大脑能量；有的则是直接以静功入
门，通过意守、观冥想、念佛等等「以一念代万念」的法门，凝神敛气，进而以意导
气开关展窍；不过，最后目的则一，还是要进入无意、无念、无欲的太极先天境界。
而有为法，即人为的，有不同的阶梯与层次，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目的和目标，通过修
炼使自己的身心得到逐步提升，最终后天返先天，返本还源，悟入先天太极大道。
现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家太极拳法为例，略为叙述：修炼太极拳，就跟其它的养
修法门、道家内丹术和佛教的坐禅一样，主要都是在修炼「神炁」，最后神炁合一，
烘托出先天一炁的元神，以此原始能量（元神、本来面目或佛性）体悟宇宙实相，才
能明了生命的意识，适应未来较高层次的灵性生活。太极拳相传为武当道人张三丰所
传。据道家太极门所传张三丰为太极门宗师，后以太极门修法之外动功架化为具体的
功架招式，后人再把它固定下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极拳，也就是所谓的
先天化后天，无为化有为。所以后世练太极拳皆以一招一式为阶梯，逐步练习与领
悟，不断积累，渐渐由外及内以臻化境，即所谓后天返先天。如王宗岳《太极拳论》
云：“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由着熟而渐悟懂劲，
由懂劲而接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又云“黏即是走，走即是
黏，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
至从心所欲。”
太极拳的习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塑形练体阶段： 初学拳架时，动作处于
生疏阶段，为记下动作顺序，致动作会显得笨拙，上下难顾，全身僵硬不协调， 二、
以意导气阶段：脚踩下、撑或磨转，尾闾下沉 当整套拳架雏形已经练会了之后，加上
一些意念的运作； 三、练神阶段：当动作已熟练到成了动力定型，整套拳架打来已成
了下意识动作，完全由内气（真气）在运作时，仍可再以意识引导拳架动作之进行，
俾使意识能因专注进而淡化，再进而放空，期使自然界能量能与本身相融合，达到「天
地人」合一之练神、还虚、合道之境界。
古时候习练太极拳的先贤们将练功境界分为四步：
一、练形(体)固精、即架子在筋内方面，使其有弹力，在关节方面使其增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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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骨骼方面，使其坚实并精髓充满。
二、炼精化气，即养气功夫，使饱满之精髓化成充实之中气也。内气依靠外形
动作得到舒畅而增长，外形依靠内气供给而舒展二者互相配合而养生。感到内气不够
用，就不要强求去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内气的开合自由，意气通畅，如行云
流水，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就是会练。会练即会养。所谓会养即养气，养血、养性、
养精、养神养形，其中尤以养气、养精、养神为首要。十年练功，十年养气。即为浩
然正气。吸天气以养气，吸地气以养血，气为主而血为配。
三、练气化神、即是养气藏神功夫，在气足精满之后，仍朝夕锻炼下去，它就会
发现神明的灵智，此时，不是专门练拳架子，主要靠悟性了，至少七分以上悟性。
四、炼神还虚、即是静极默笃以养虚灵之功夫，练出神明灵智后，将它藏于内心
骨骼之中，含而不露，表面看来，似乎什么亦没有，然在实际上它是包罗万象，无所
不有，无所不为。所以我认为，待练到这个阶段，脱离规矩，而守规矩，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才可重意不重形，也就是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内劲达到高深境界后，阴
阳相济意、形、气、力融为一体。此时如用于功夫技击，则不用走化，即用内功发
人。武禹襄之敷、盖、对、吞的功夫即指此。
最后，习练太极拳需要注意多养，养精、养气、养神；避免练功之伤。所谓盛则
物壮，气正则物和安身，清心寡欲，顾命惜身，固精保精养精，精气虽满而不泄，炼
精化气，还原于身。气足神不衰，神入身则长生，念止则神来，念动则神去：心静则
宁，静心能养神。所以，心要静，静养神，静养气，静养精不会练即不会养，不养即
伤。慢练为养，快练为伤；静练为养，急练为伤。用意则“养”，用力则“伤”。所
谓伤者即伤气、伤神、伤心、伤肾、伤形。古人云：“怒者偏伤气，思多太伤神，神
疲精渐蔽，形弱病相萦”；又云：“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为自
伤，气之削也”。若肾水不足，强以心火燥之，则水枯精衰；若内气不足，任意疾发
速放，则元气受损；神气不足，过于纵跳震动，则元神散乱。此自伤，对于习拳养生
练功者来说，尤要注意避免“伤”。
如上所述，太极拳等后天修法亦是太极修炼中的重要内容，为各门各派所修习，
其大都从命入手，以命带性，最终亦返还先天本源，称为后天返先天。有志于太极大
道者可于此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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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内静合一外动两仪
中国香港

潘树仁

研究员

摘要：在《周易》之中，太极是宇宙之本源，宇宙之衍生程序是：「《易》有太
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当中有数量学理之递增，而其中四象及
八卦已充分转化，比喻万物生灭之原理，有整套逻辑系统，影响着中华民族之思维。
太极之生发，两仪是重要之第一步，即是从太极之元一，化生为二，两仪虽然
简单，却蕴藏着巨大之创造性，恰当理解两仪之向前演化或向后返本，是重要之关键
点。向前产生万物，向后则是合一之完善，甚至被称为元善、元智，用于太极拳外行
或修道之内养，都有启示作用。内外、动静都是配对地存有，进退之间是大道之原
则。本文重点在剖析两仪在生聚或散灭之间，所呈现之状况。若掌握此原则之智慧，
在其它事物之聚散情况里，便可以透彻明白，安于自在逍遥之中。
关键词：太极；两仪；动静；内外

TAIJI˙Two Complementary Forms in Outer Motion and
Their Unity in Inner Stationary
Hong Kong, China Abraham SY Poon
Abstract: In the Zhou Yi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Taiji (Grand Terminus) is said to be the
origin of universe, whereas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is described as "In the (system of) Yi,
there is the Grand Terminus which generated the Two Complementary Forms. Those two
Forms then generated the Four Emblematic Symbols, which further generated into the Eight
Trigrams." All those generation processes kept on propagating at tremendous mathematical
order symbolizing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entire cosmic order arrangement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 Emblematic Symbols and the Eight Trigram. This sophisticated logical system deeply
influences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Complementary Forms is the fundamental and maiden step
wherein the Grand Terminus generated from its totality into these two forms. The simplicity
of The Two Complementary Forms however, carries mighty creativity and productivity.
Proper interpretation on the forward motion as well as the reversal unity of the two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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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becomes very decisive. The forward motion creates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while
their reversal back to stationary unity attains perfection in unison, which may be deemed
as ultimate perfection or ultimate wisdom. The physical (external) practice of Taiji Boxing
or the inner practice of Daoism skills can probably illustrate and represent how it works.
The inner stationary mode and external motion mode actually co-exist, work in unison and
complements each other. The role of change and alter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is
actually the cosmic order, named Dao (The Way). The prim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scrutinize
the occurrence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shown during forward and reversal movement, or in
other words, the change of states between The Two Complementary Forms. Once we can
fully comprehend the wisdom of this cosmic order, we will be able to perceive the generic
principle governing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everything in this universe, hence enable
us to be peacefully established in serenity.
Key words: Taiji (Grand Terminus), Two Complementary, Motion-Stationary, Outer-inner

（一）大道之生聚
（１）大道生万物
中华传统文化对宇宙生成论，很早便形成一个框架或大纲。首先是将原始之神
话，归纳为「道」，成为对宇宙哲理思维之起点。在原始点之思索，不是一物或二物
而生出他物，亦不是神力、他力之生发力量，传统多用「自生自化」为基础概念，道
是自有自生，故称为「妙有」。有原始之一（或道），才由一生二，二生三之逐步增
加。《道德经˙四十二章》之记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德道经˙第五章˙中和》：「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对于二之理解，大多数都以阴阳
来理解，而三之理解多是无限量之数，在阴阳衍生之间而难辨阴阳，甚至是一些不阴
不阳之物种（无性别物品，例如石头），或一些阴阳同体之物类（植物）。
生命之生灭循环，在这个地球上是自然之现象，如果只有生没有死，地球就不能
负荷，事实上人类没有明白生从何来？只看到眼前之种种物质，萧昌明在《往生经》
提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众生，无中生至有，至有奠乾坤。」现实之大秩序不知
道如何形成，大道就是如此自然地运作，万物缤纷陈列于眼前，人们却发现事物是井
井有条。人类之创造智慧是地球物种之首，仍然不能超越大道自然之生灭规律。

（２）数理之复合
中华文化另一种生成论，是数理之复合演化，并非直线进化论，一变二，二变
四，四变八，在单独个体之内便产生二数，连同原来之个体而成三数，并非阴、阳两
个体产生第三个体。在《周易˙系辞上》中记载清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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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
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
利，莫大乎圣人。」易有不易之原则，即是「大道」，易在变易之运动中永不停顿，
是大道之生发，易有简易之方法，就是一生二之基本程序。这个二是两仪，仪是仪态
之活动形状，一般理解为天地两个现象之活动。天地之活动是四季时节，在较小之范
畴层次理解，两仪是日月，人们可以真切仰望之崇高物体，在人类则以富贵为崇高。
圣人深叡之智慧修炼（静仪），透彻理解物类之性质，加以应用，并且以基本物料制
造（动仪）成器具，利济天下，为人民造福。
周敦颐之《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处用了动静演示生化
之理，太极经历静动之势态，形成阴阳两仪，再以五行分类之方式衍生万物。

（二）两仪阴阳之应用
（１）两仪之衍生
两仪外在之动态演化，除了生成万物之外，对人类之启示，便成为事情之生灭成
败原理，必须细心研究学习，然后应用于生活当中。仪、义两字在古代是同一字，《说
文解字˙仪》：「己之威仪也。」一个人之一举一动可以成为优美盛德威仪，又合乎
公义，因为有盛德而表现出公平正义，为人所认同接受，一静一动之自然有礼，便自
动散发威仪，不怒而威是精神饱满，正能量充盈，自然邪不能侵，故威德挺立，无论
在动在静都可以散发这种气质。
两

显现之属性类别

仪

躯体行为

动－－静

万物生化

阳－－阴（男－－女）

发现人形

天－－地（高－－低）

心身分合

外－－内（身－－心）

气息度量

呼－－吸（出－－入）

肢体移动

上－－下（升－－降）

聚散循环

大－－小（多－－少）

人生循环

得－－失（吉－－凶）

方向辨别

前－－后（进－－退）

太阳坐标

左－－右（正－－隅）

舒展隐藏

开－－合（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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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显现之属性类别

仪

谋略回转

实－－虚（正－－反）

作战方略

攻－－守（快－－慢）

相推变化

刚－－柔（画－－夜）

力度显现

强－－弱（紧－－松）

动能发挥

推－－拉（出－－回）

两仪是「相生相克」、「相对相关」之共生理念，适当调节之后，互相攻克之
情况变为互相配合相生。在太极拳之中，采用很多两仪之理念，在两仪之间平衡回
旋，恰到中庸，便是合于大道。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攻守兼备准确快捷，眼观八方左
右兼顾，上下升降不多不少，前后进退不急不缓，出入呼吸融合一身，刚柔并济软硬
合宜，强弱内劲松紧配合，推拉出回因势制宜，开合放收舒展自然。王宗岳《太极拳
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
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
随，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此处动静分合，曲伸急缓开展两仪之不同势头。

（２）阴阳之大用
阴阳之用，以平衡为首要。《周易˙ 系辞》：「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
神。……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干，阳
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观
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当你明白通达及变化之原理，才能真正了解事物。阴阳之间互换和迭变称为神化，尤
如天空之闪电行雷不能预测。最宽大是天地，天地之变动配合四季，阴阳之合宜配
搭，莫过于日月，简朴之善行就是最高之道德。干类属于阳之物质，坤类属于阴之物
质。阴阳都能够合乎德，则刚柔之呈现可以有实体，让人体会天地自然安排之美妙，
以此通达宇宙精神之最高道德。圣贤观察阴阳之变化而设立卦象，发挥刚柔之应用而
产生爻辞，调和而顺着道德之原则，化为现世之道理而彰显公义，穷究天地之理，尽
天道人性之表现，于每个人之生命中无限发挥，这是人生之特殊意义。
阳－－－阴（天人合一，阴阳调和）
显－－－隐（性命双修，身心协调）
男－－－女（男女结合，婚姻和合）
富－－－贫（礼下求贤，富而教化，贫而奋斗）
黑－－－白（黑白调合）
是－－－非（是非兼容）
善－－－恶（善恶互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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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忠义相合）
夫－－－妇（礼义相敬）
父－－－子（孝慈相顺）
兄－－－弟（悌爱相护）
朋－－－友（诚信相交）

（三）内外动静之相生
（１）动静相兼之修炼
太极理论之发展，不单只直接影响太极拳之创造及发展，亦影响修炼精气神或内
丹之原理。人体可动可静，动静两仪之间可以辨证还原合为太极，修炼要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动中得静、静中得动，动静相兼，静动相合，便易于返还和合为太极。
《淮南鸿烈˙卷一˙原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
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
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
时骋而要其宿。」人天生之性情是好静，受到外物吸引，感观精神外溢，天性受到伤
害，成为燥动于外，喜爱与憎恶之心形成，内心烦恼而波动，不能自我控制，令良知
天理泯灭。故此明白修炼得道之人，不会以人力而改造天地，外动之时与事物融化，
而仍然保守内心之恬淡，不会失去自然之情操，虚无之中有无限力量，供应他一切要
求而有所成就，时常到处奔驰，而随时可以有良好之休息。
《淮南鸿烈˙卷一˙原道》：「失其所守之位，而离其外内之舍，是故举错不
能当，动静不能中，终身运枯形于连嵝列埒之门，而蹪蹈于污壑阱陷之中。」没有修
炼，人身大道失去它所守持之位置，而离开它外内之寄居形体，故此人之行为错乱，
不能恰当地活动，动静都不能准确合宜，始终运作着枯萎之形躯，而跌倒在低洼之泥
泞阱陷之中，没有了仪态。

（２）内外调和之修养
孔子之内外修行，是日常生活之人伦常道，在于调和人性之道德修养，《孔子
家语˙王言解第三》：「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
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
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上
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弟；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
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至礼不让而
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
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孔子提出内修，并非单方面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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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控制之社会内活动，必须源于每个人之内在修养，显现于家庭之伦理道德中，才能
扩充至整个大社会。只用法律条文规管，人人守法是不足以长期安稳，少部份添乱，
令社会永无宁日。古代家族聚居，人数多而来往频密，已经是一个小社会。上是家庭
之领导人或长者，领袖必须以身作则，才能影响其他人，使人信服。
个人内在修养

影响他人之外在道德行为

上敬老：内心敬重长者，是一种精神状态

下益孝：孝顺父母是子女之行为

上尊齿：内心尊崇贤德之前辈，是重视生命

下益弟：爱护弟妹能够鼓励同辈之间，实践道

之成长

德传承

上乐施：乐善好施之精神，是随时随地施惠贫

下益宽：大众在互相交往时，会不计较利益而

弱者

和平相处，成为社会之风气

上亲贤：亲近贤良而远离小人，成为做人之

下择友：人们会明白选择朋友之重要性，小人

态度

被孤立

上好德：崇尚道德，不断自我修养改善，定能

下不隐：大德之隐士会仰慕有德之领导人，加

受人赞佩

入团队去发挥才干

上恶贪：厌恶贪污之上级，是最好之模范，也

下耻争：大家都认为不择手段去争利益是耻

能够阻塞其他想贪渎之人

辱，社会自然有重义轻利之风气

上廉让：礼让廉洁之修养气质，必然受到尊敬

下耻节：不是忠贞节义之人，必受大众指责，
耻与为友

（四）结语
太极各种学说千百年来都萦回着中华民族，在不同年代会有新之理解及阐释，本
文以两仪为解说重点，有以下之小结：
（１）宇宙动而不息：无极生太极肇端于空无，宇宙只有直线往前生生不息，不
能片刻停止回转，更不能被任何原因而阻止，中华传统之智慧便采取学习与感悟之方
式，探索天地大道循环之理，配合宇宙而行。
（２）两仪动静循环：从肢体或物形得知有外在之活动仪态，相对之下才感觉到
内静是另一种仪态，而且动静两仪是循环不息之规律，明白这种仪态之自然动作，人
类之各种行为便不应该过份超越，要位置恰当和力度合宜，外动合乎礼仪就是盛德威
仪。例如太极拳不能过份伸出手脚，以免重心不稳而跌倒。
（３）静修内外返道：人类因动而生生不息，要感悟大道之理，可以内修以静，
从内静之返观，明觉天地动静，然后合道归一，仪态之静动随顺自然，无上下缓急进
退之分别，道德行为则悠然自在，而化作有无之间。内静可以把外动吸纳合一，静与
动相通和合，放下两仪动静之势态，返还太极无极大道，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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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传统调心实践的“太极”内涵
叶阳舸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摘要：冥想训练的过程提倡循序渐进。通常从培育集中注意的能力开始，在注意
力提升的基础上，渐次扩展注意广度、精度，并培育开放监控的能力。而在每一次练
习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出入转合规律。这一规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与传统
的“太极”哲学有密切的联系。“太极”所内涵的阴阳交感、互依、转化、和合，这
些形而上的把握落在冥想实践上，就形成了传统调心实践的“太极”内涵。
关键词：太极；冥想；调心

The Connotation of Taiji 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Mind-regulating Practice
Ye Yangge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meditation training advocates gradual progress. Usually, it begins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to concentrate, and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attention,
it gradually expands the attention span and accuracy, and cultivates the ability of open
monitoring. In each exercise, we also need to follow certain rules of entry, exit and transition.
This law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aiji" both in form and connotation.
The metaphysical grasp of Yin and Yang sympathy, interdependence, transformation and
harmony in Taiji is embodied in meditation practice, which forms the connotation of Taiji in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mediation.
Key words: Taiji, Meditation, Mind-regulation

调心，是中国传统的自我心理保健训练方法，通过对心理状态的调整、把握和塑
造，以维护人们身—心—社会多层次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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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心实践中主要运用到两类操作。一是将注意集中于某个对象的“有对象专
注”；二是将注意均匀弥散，没有特定注意对象的“无对象专注”。在现代冥想训练
中，包含这两种内容的操作分别称为集中式冥想(Focused Attention, FA)和开放监控式
冥想(Open Monitoring , OM)。
集中式冥想，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物体、一幅影像、一种声音、一组词句或
一种感受上。在练习过程中既要将注意维持在集中的状态，又要保持对注意状态的觉
察。在循序渐进的练习中可以逐渐调整注意的范围、动态，延长集中注意的时间并增
强对自我注意状态的敏感性。一般的数息、观像冥想、唱颂冥想、慈心禅等，都属于
集中式冥想的范畴。
开放监控式冥想，在现代更常见的是以正念静观为代表的强调：1、有意识地觉
察(On Purpose)、活在当下(In the Present Moment)及不做判断(Nonjudgementally)。在此
过程中不设特定对象，并尽可能地将注意从集中的状态转换至开放而无目标的状态。
以达到一种对“全局”的“无取舍”而“平等”体验。
冥想训练的过程提倡循序渐进。训练初期，通常从简单的数息开始，培育集中注
意的能力，在注意力提升的基础上，慢慢扩展注意广度、精度，并培育起开放监控的
能力。这符合冥想的教学实践。 同时，在每一次练习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这
一规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与传统的“太极”哲学有密切的联系。
在“太极”哲学中，阴阳这一对范畴抽象于自然界中种种转化循环的现象，是对
立统一的整体。“太极”用阴阳来表示宇宙万物在二元结构中的性质、关系、结构、
生化过程，表示事物的阴阳二分、阴阳依存、阴阳交感、阴阳转化的客观规律，太极
离不开阴阳，阴阳合为太极，而这种形而上的把握落在冥想实践上，主要就表现在冥
想方法操作中的进程细节和两种方法的互依转化上。
佛教冥想是现代冥想的主要源头，在历史上留下大量的论著对冥想的方法和机制
进行论述，且在现代实践中，亦保留了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因此，下文将主要以早期
佛教冥想为对象，提炼其中的“太极”内涵。

一、冥想深度的进退转化须合“太极”
就佛教传统而言，“调心”根据方法、功能、流派等的不同，可以作多种划分，
不同于现代心理学从操作层面对此作出的定义，佛教冥想主要就其侧重以“止、观”分
别命名。《长阿含经˙三聚经》：“云何二法趣向涅槃？一谓为止，二谓为观。”“涅
槃”象征“寂灭、无为”，以止观调心体验“涅槃”，是佛教冥想实践的核心内容。
止观在佛教气功实践中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止”侧
重阐述借助特定对象达到集中注意，锻炼控制注意和觉知注意状态的方法；“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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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层面对具体注意对象的复杂操作，止观一起构成了注意的深度和广度。如《杂
阿含经（四六四）》所言：“修习于止，终成于观；修习观已，亦成于止。”
止有多义。因佛教文献传译的时、地、源流、译者不一，“止”大致与奢摩他
（samatha）、禅那（dhyāna）、三昧（samādhi）、三摩钵底（samāpatti）等梵语相
对应，其区别按《一切经音义》所云：奢摩他指“止息、寂静、正定离沉掉”；禅那
为“静心思虑、思维修”；三昧/三摩提是“等持、正定，意为任缘一境离诸邪乱”；
三摩钵底，“一谓等至初入定，或谓由加行伏沉掉力，至其定位身心安和”。又四禅
四定并称八等至。总而言之，“止”是制心于一处，心念不乱。
在内涵上，“止”的实践侧重于注意集中稳定（坚固）程度的差异，佛教将归
纳为“四禅”，《长阿含经˙众集经》列“四禅”如下：“比丘除欲、恶不善法，有
觉、有观，离生喜、乐，入于初禅。灭有觉、观，内信、一心，无觉、无观，定生
喜、乐，入第二禅。离喜修舍、念、进，自知身乐，诸圣所求，忆念、舍、乐，入第
三禅。离苦、乐行，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禅。”其中“觉、
观、喜、乐、护（舍）、一心”，是描述禅修者禅定心理状态的六个标志，參照其有
无，结合人的生理活动变化，可以判断练功者所达到的“止”的程度：“若入初禅，
则声刺灭。入第二禅，则觉观刺灭。入第三禅，则喜刺灭。入第四禅，则出入息刺
灭。”（《长阿含˙十上经》）练功者在逐步集中注意的过程中，内外的干扰逐渐不
再能影响他的注意稳定，最终进入高度集中的状态。
在“止”的实践中，冥想者于四禅八定间的进退出入，需要遵循“太极”规律。
出入、深浅，是“止”的主要特征。在实践中，应如“太极”一般，有进有出，深浅
循序。如“正身正意，系念在前，而入初禅；从初禅起，入二禅；从二禅起，复入三
禅；从三禅起，复入四禅；从四禅起，复入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从有
想无想起，入灭尽定；从灭尽定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起，入不用处、识
处、空处；从空处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二禅；从
第二禅起，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
第四禅。时，尊者舍利弗从四禅起已，告诸比丘：此名师子奋迅三昧。”（《增壹阿
含经˙四意断品》）
狮子奋迅三昧，是以不同程度集中状态间循序切换为特色的止禅方法。在实践中
不仅有“有对象专注”的内容，其后“四空定”的实践更是“无对象专注”阶段。通
过有序的注意操作和引导串联不同状态依次入起，就构成一次完整“止”的实践。
不过在“狮子奋迅三昧”之后，还有一种名为“超越三昧”的不循次序止禅方
法，冥想者可按意愿直入直出四禅八定任一状态。但这并不是对“太极”规律的背
离，对熟练于“止”的佛教冥想者而言，掌握每一种冥想状态的特定标志后，摆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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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遍历引导，而是将冥想实践的“太极”内涵更进一步提升到超越“约束”的“自
由”层面。

二、注意对象的连续变换须合“太极”
“观”的实践侧重于多种不同的注意对象和注意方式，包括性质、广度、复杂度
等。在梵语中，观为毗婆舍那（vipasyanā），《一切经音义》“此云惠也、观也，或
云见也”。《翻译名义集》谓“正见、了见、能见、遍见、次第见、别相见，是名为
慧”，指以“观”能正确见识了解事物的真实面貌。在中国佛教中，观所指称的种种
观法，因“观”字多义而有所“观”对象在性质上的不同，如《佛教大辞典》“观”
条目所言：“观在中国佛教中使用较广泛者，或指观想，或指观察，或指思维。”
一组冥想内容的联接，其关键在于各对象之间需要以合理的形式进行安排。规律
上要符合由浅入深、由易至难、动静结合、收放有序的“太极”运动特点。
这样的例子在传统佛教冥想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四念处中：“云何观身如身念
处？比丘者，行则知行，住则知住，坐则知坐，卧则知卧，眠则知眠，寤则知寤，眠
寤则知眠寤。……云何观觉如觉念处？比丘者，觉乐觉时，便知觉乐觉。觉苦觉时，
便知觉苦觉。觉不苦不乐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觉。……云何观心如心念处？比丘
者，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有恚，无恚，有痴，无痴，有秽
污，无秽污。有合，有散，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有不解
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有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云何观法如法念处？眼缘色生内
结，比丘者，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
如真，若已生内结灭不复生者知如真；如是耳、鼻、舌、身，意缘法生内结，……如
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法如
法，谓内六处。”（《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九八）中阿含因品念处经第二》）
身、觉（受）、心三者在注意的层次上通过由外到内、由粗入细、由动到静的次
序以逐步培养冥想者的注意控制力和稳定性，这是为体认“法念处”提供高度专注的
心理基础。同时，在观照次序上又符合佛教哲学观，其身、受、心、法四念处，各念
处之间在佛教哲学中前后相摄，具有逻辑上的序贯性和文化上的易受性，护摄冥想者
心境，以免不安。
对单一主题的对象而言，也可以将数种不同类型的观想方法合理串联。以“身
念处”为例：“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
不净充满，……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身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
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彼死尸，或一、二
日，至六、七日，乌鵄所啄，犲狼所食，火烧埋地，悉腐烂坏，……复次，比丘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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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骸骨青色，烂腐食半，骨璅在地，……复次，比丘观身如
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骨节解散，……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
骨白如螺，青犹鸽色，赤若血涂，腐坏碎粖，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
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
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九八）中阿含因品念处经第
二》）在一次身观中，贯穿了身至观、四大观以及十不净观的部分内容。这种编排方
式增加了冥想内容的丰富性，既可以提高单次冥想的效果，又避免了长时间冥想的枯
乏感。
与之类似的还有“八除入”，其观照内容是将身至念、尸身观和十一切入中的青
黄赤白遍入的联接。在身至念和尸身观部分，观想数量上由少到多、由观他到自观，
在难度上依次渐增的变化。当完成观尸身观最后的观白骨的内容后，情节上顺势由骨
色白转向四遍处观的白青赤黄四色遍历，以此为向“无对象”转换提供条件。十一切
入处观想顺序由有色至无色的转换，以及四无量心观由观慈悲喜心而止于舍，即包含
了“有对象专注”和“无对象专注”间的转换。基于“太极”运动的规律，在一次
冥想中，可以安排多次注意对象的“复杂-简约”“广-狭”“多-少”“有-无”的转
换，以提高实践质量、増强体会。
这种在不同注意对象和状态的转换中包含收放注意广度、调节集中程度、取舍
注意对象的冥想实践，可以令冥想者体验到丰富的经验，快速提高冥想技术和实践动
机。也是“太极”哲学内涵于冥想，符合其实践规律并进一步指导实践的体现。

三、冥想始终须合“太极”
在更大的范围上来说，冥想是一整套围绕“调心”构建的身心调摄修养体系，
其内容可分为日常生活的规范（“调睡”“调食”）与座上行功方法（“调身”“调
息”“调心”）两部分，通常概括为“五调”。其形式也能体现出“太极”的内涵。
一次冥想须由预先准备、正式练习、整理结束三部分组成。此三部分在一次练习
中缺一不可。
冥想开始前，应先进行身姿、心境和呼吸的调摄和准备。如“太极”运动将起时
缓缓发生变化。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身体自然舒适地端坐于座椅上或盘坐、席地而
坐；采用自然呼吸，不刻意用特定的呼吸方式；并且依靠平和的意象调整至正面的心
态。由此，在“调身”与“调息”中逐渐让“心”准备充分，再投入一次正式的冥想
实践中。
当冥想结束后，冥想者不遽然下座，也需要经过一系列心身的准备活动，以逐渐
放松高度集中的精神，缓缓结束，以避免发生偏差：“行人若坐禅将竟，欲出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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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前放心异缘，开口放气，想从百脉随意而散，然后微微动身。次动肩、膊及手、
头、颈。次动二足，悉令柔软。次以手遍摩诸毛孔。次摩手令暖，以揜两眼，然后开
之。待身热稍歇，方可随意出入。”（《修习止观坐禅法要》）
而从座上冥想的“调心”实践中所获得的体验与感悟，又要反哺座下的生活，以
积极健康和谐的心态， “调心”而“调息”“调身”，并能“调饮食”“调睡眠”，
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境遇时，维持身—心—社会多层次的健康状态。
由座下的生活而至座上的冥想，又回归于生活，在这种太极式的复合运动中，达
到深度调心的目的。冥想者的身心就这样以符合“太极”运动如环无端、新新不停、
生生相续的形式，不断提高生命质量，构成生命的正反馈循环。
虽然在早期的传统冥想相关文献中，少见“太极”二字，而“太极”之理却不离
于冥想，且深刻根植于古人的冥想实践中。如此才能被后世所挖掘阐释，深入研究“
太极”内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有利于医学气功技术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使中医气
功学站到时代前沿，在保留有益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具备现代化、科
学化、普适化和本土化的特征，使现代国人能无障碍地理解并接受医学气功，这对于
维护人民的身心健康，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 39 –

太极释义*
赵晓霆
陆 颖
李 洁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摘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太极深层内涵，分别是：宇宙观，生命观；真实的生命体
悟；方法、理论。
关键词：太极；内涵；释义

Taiji Interpretation
Zhao Xiaoting Lu Ying Li Jie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laborate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Taiji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osmology and life view; real life experience; method and theory.
Key words: Taiji, Connotation, Interpretation

一、太极是宇宙观、生命观
“太极”迄今可见文献最早出自《庄子》：“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
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易传》：“易有太极，是生
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宇宙之初，阴阳未分，混沌一气的状态。
《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矣。”道（无极）之中自然
而然地转化，产生真灵一气（太极）；（太极）一气自然含有阴阳二气，阴阳和合变
化则万物生长老死。太极（一气）与万物，并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体。如海浪和海
水关系。海水随风起浪，无数海浪各个不同，其本质为水，外形为浪。人执着个相，
回不到共性上去了。太极（一气）与万物，不过是“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中”而
*

上海市教委项目（No.18GJ157），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太极健康”平台ZY(20182020)-CCCX-2007，上海市教委项目（No.2019SZ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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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有着类似的描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
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楤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无边无际的太虚（道），是宇宙的原
始基础，是万物化生的根本；其间五运往复偱行，真灵之气遍布，主宰着一切生命生
长的根元；由此九星悬挂于虚空，七曜有规律地运行；于是天运有了阴阳的迁移变
化，大地有了刚柔的生杀现象；有了幽暗的黑夜，有了明亮的白昼，有了寒暑的四季
更迭；如此不断生长变化，才有了丰富多种多样的万物生长。
太极，是中国古人对宇宙认识，对生命态度。《庄子˙至乐》载：庄子妻子死
了，惠子来吊丧，庄子正盘膝而坐敲击瓦盆唱歌。惠子说：“与妻子共居，孩子大
了，她也老迈了，现在死了不哭也已足够，又敲击瓦盆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
子说：“不是这样。在她刚死的时候，我难道能不悲痛么！然而推究其最初本来是未
曾有生命，不但未曾有生命，而且本来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而且本来无气。在
恍惚迷离状态中，变化而有了气，气化而有形体，形体变而有生命。现在又由生而变
成死，这就象那春秋冬夏四季交替运行一样。假如有人安稳地睡在大房子里，而我在
旁边哭泣不止，自以为这样做是不通达天命的，所以停止哭祭。”

二、太极是生命的体验，是心物一元，天人合一的真实证悟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身心达到虚寂的极点，维持在清静不变的境界里，从而体验
到万物蓬勃生长，生命往复的道理。那万物纷纷芸芸，又各自返回它的本根。返回到
它的本根就叫做清静，清静就叫做复归于生命之源。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在物欲世界
迷失本性，外执于纷繁万物，内又陷于情绪纠葛，心随境动，眼惑于色，耳惑于声，
鼻惑于香，舌惑于味，思想意识于各种妄想中执着取舍，如破碎的镜片，各自的镜像
中，又彼中有我，我中有彼，无法合“一”，归于太极，进而了解到生命的真谛，万
物的至理。
《庄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遗忘了自
己的肢体，摆脱了自己的聪明，离弃本身，忘掉知识，与本性融为一体，这就叫坐
忘。”在这一段描述中，更是明确指出了要放下思辨，直契本性。

三、太极是理论体系，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概括就是道与术。道：是真理，是道路，是方向，是自然规
律。术：是技术，是干一件事情的操作方法。把“道与术”再具体表述，可含摄四个

– 41 –

方面：“道、法、术、器”。道，是终极的真理。法，是理论，方法论。术（数），
是法的表现，是具体操作方法。（情）器，是工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
的。以此，又可简单地分为为两个方向：（1）从万事万物（情器）变化体悟阴阳二
气的转化，万法归一合于太极，证到最终极的至理，称为内证之道（修道），用自己
的身体，心灵来实践，体悟阴阳，太极，无极（道），这类经典，如《易经》《大
学》《中庸》《老子》《庄子》《指月录》等等。（2）站在道的高度认识到万法归
一，依于阴阳五行善巧方便地促进万物生长转化，称为数术，如政治，艺术，医技，
兵法，武术（比如太极拳）。这类经典，如《春秋》《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神
农本草经》《太极拳论》……前者修道有点类似于基础研究，后者数术有点类似于技
术应用。
以上，皆可概括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矣。”此中，“一（太极）”是非常重要的，它承
上启下，万法归太极，方能上合于道；道生太极，而后能万法生。《老子》：“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
术数运用正确，高明与否，取决于你站在哪个高度，是道，太极层面，还是阴
阳，四象，甚或仅仅在万物上。再通俗些，是不是能站在整体观的角度上来看局部。
如中医教学中，讲到“取象比类”中医思维方式——在研究万事万物在相互联系作用
时，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组事物取出自身状态、运动变化的性质"象"，然后"比类"将
万事万物按照自身性质分别归属到原来，取出的性质所在的项目，来研究它们的相互
作用。学生由此问，鸡鸭阴阳属性如何判断？师曰，鸡阳，鸭阴。学生再问，为何？
师曰，鸭凫水，鸡不能也。
取象比类不仅仅是思维方式。取象比类的内涵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传˙
乾文言》，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如“神农尝百草”，唯有进入到“一气”的微妙
境界，才能知道“百草”的四气五味。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指出“内景隧道,惟
返观者能照察之。”再次，中医师对食物，药物的性质的判断也是建立在长期临床用
药的经验上的。
修道亦然，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庄子大宗师》：“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
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
于不死不生。”三天之后便能遗忘天下，既已遗忘天下，我又凝寂持守，七天之后能
遗忘万物；既已遗忘外物，我又凝寂持守，九天之后便能遗忘自身的存在；既已遗忘
存在的生命，而后心境便能如朝阳一般清新明彻；能够心境如朝阳般清新明彻，而后
就能够感受那绝无所待的‘唯一’了；既已感受了‘唯一’，而后就能超越古今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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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既已能够超越古今的时限，而后便进入无所谓生、无所谓死的境界。
再举一禅门的公案：一指禅。在金华俱胝禅师的道场里，有一天时近黄昏，天
上下着毛毛细雨，一位名叫实际比丘尼到庵里，她不经通报，也不脱笠，径自进入禅
堂，持着锡杖，绕俱胝禅师三圈，道：“你说得有理，我就脱下斗笠。”她一连问了
三次，俱胝禅师一时不知所以，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实际比丘尼生气，便佛袖而去。
俱胝禅师只觉惭愧，就礼貌的说道：“天色已暗，且留宿一宿吧！”实际比丘尼停下
脚步道：“你说得有理，我就留下来。”俱胝禅师仍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说得有理。
后来，龙天禅师光临此处，俱胝禅师就把实际比丘尼问话的经过来请示天龙禅师。天
龙禅师竖起了一根指头开示他，俱胝禅师当下大悟。从此以后，俱胝禅师凡遇到有人
请示佛法禅道，他便竖起一根指头，学着都能因此而有所契入，因此“俱胝一指“相当
有名。在俱胝禅师座下有个沙弥也学老师的样子，凡是求道者，只要俱胝禅师不在，
也不管人家问他是什么，他也学着师父竖起一根指头。有一天，俱胝就将沙弥叫到
法堂，问道：“你也懂佛法？”沙弥道：“懂得！”俱胝禅师：“如何是佛？”沙弥
很自然的又竖起一根指头，俱胝禅师便拿起剪刀将沙弥的手指剪断，沙弥痛得大声怪
叫。俱胝禅师就喝道：“你再说明一下，如何是佛？”沙弥自然地再举起一指，猛然
不见手指，当下大悟。小和尚未悟本性，依葫芦画瓢，只得个形似。禅宗以杀人手段
为活人术，大机大用，破诸妄相，于“万法归一”处剥皮去骨，赤裸裸得现本来真面
目。
太极，包罗万象，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阐述。“太极究竟是什么”，如果用概念
性语言去精确地描述，也许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思维，不如借用陶渊明诗句“此中有真
意，欲辩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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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太极养生 —— 气道养生简论
德国北德太极学会

钱蔚丽

摘要：气是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概念。本文对气的定义、分类进行梳
理，分析气与养生之间、气与道之间的关系，并对起源于道家太极学的太极气道作了
初步的介绍。随着人们对气和养生的认识不断深入，气道这一古老的中华养生智慧体
系也将获得更多的重视，为增进人类的健康做出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气；气道；太极气道

Qi and Taiji Health Preservation: Discussion about Qi Dao
Health Preservation
Germany Beide Taiji Academy Lily Qian Weili
Abstract: Qi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th culture. I define and
classify Qi in this paper by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as
well as Qi and Dao. The intention i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Qi in health preservation.
For this reason, I give a short summary of Taiji Qidao, which is a importent part of Taoist Taiji
theory, as an ancient Chinese health preservation wisdom system. In my view, it provides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health and self-recognition. It deserves to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Qi, Qidao, Taiji Qidao

一、引言
这次太极健康国际研讨大会的主题是”太极˙气˙健康”，将气特立出来，可见
气在人们健康养生活动中有着重要意义。对气的概念、表现和功用加以研究探讨和论
证，对太极养生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虽然气和气功是常见用语，但是迄今为止对气以及它和健康养生之间的关系却缺
乏科学和全面的论述与研究。在目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还未达到能够对气做出精微准
确的测量和判定之前，对气的讨论暂时只能处于一种理论上的探讨阶段。
鉴于国际上对气功的广泛接受度，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文化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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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气的内涵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总结，推陈出新，为新时代人们的健康生活做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贡献。我相信，随着人们对气的认识更加广泛深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气”也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下面，我对气及气道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由于文献研究和实践经验的限
制，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特别理想的境界，这次提交发表，目的是期待与同
道们一起共同学习、探讨和交流。

二、气
1.气的定义
气是中国哲学史和养修史上的一个有着特别地位的重要概念，出现于先秦时期，
见诸于众多道家和中医典籍。例如，老子《道德经》中的“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黄帝内经》中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都指出了气与人
体健康的关系。
何者为气?它指的是自然界的精微物质，是物质存在的本元，是其最小组成部分
的代名词。根据中华传统理论，气弥天极地，贯穿于整个宇宙，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
都由一气而化，所谓一气贯三才。因此说，气是构成所有有形与无形事物的基本“细
胞”，同时又是事物本身。简而言之，气即一切。
中医以黄帝内经为基础，发展出了治病的气论，诸如精气、血气、脏气、营卫之
气等一系列与气相关的概念。
本文下面所要探讨和解析的气，主要是在养生领域，而非中医治疗领域，两者之
间，既有相似又有很大的不同。

2.气的分类
气，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许多种:
阴阳: 阳气、阴气
内外: 内气、外气
软硬: 刚气、柔气
正邪: 正气、邪气
清浊: 清气、浊气
…
是否利于生存，可分生气、杀气； 是否致病可称病气； 根据位置可有丹田之气，
按照出生划分可分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还有精气、神气、元气、真气，等等，不一而
足。
按照道家太极学关于化生、对待、流行的三皙哲观，这些气的分类是对物应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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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成不变的。阴阳之气、刚柔之气、生杀之气、正邪之气等能够随着境界的迁改
而变化。因此，要析辩这些概念和定义，应当划定和明确某一讨论范畴即境界。在同
一范畴/境界内，则言而有据，有的放矢。
同时，依据对待观和流行律的原则，各种气有与之对应的相反性状的气，例如，
阴气对阳气，清气对浊气……，并且，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交流互动，并在一定条件
下相互转换。

3.气场
相同性质的气聚合在一起，形成一定规模和能量的场，称为气场。
各种气可自成其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当一种性质的气场大于与之对应的气场时，会对其产生作用力，抑制、吞噬、移
动或改变相关的气场。
想要达到理想的健康养生效果，不仅自身应增加阳气(此指有益生命的气)，也应
该选择气场良好的处所，避免含有负面影响的不好气场或有害气场。
顺便说一句，风水学在太极学看来，就是关于选择和调节气场的技术实践。

三、气与养生
1.养气
养生的关键，在于保存元气，养护精气，提升神气，促进阳气，增加肾气(此处
借用中医术语)，从而保精固本，延年益寿。
从拥有良好的睡眠开始，到练习各种养生功法，其宗旨无非是祛除疲劳和病痛，
恢复体力和精神，使人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灵。
因此，健康与否，取决于人的精气神是否充足，阳气是否胜过阴气，生气是否胜过
病气。可以说，养生其实就是养气，气足则神旺，气虚则神亏。神清气爽，病安从来?

2.和气
人体同时具有阴阳二气，正如大自然阴阳共存，“冲气以为和”。天地大宇宙，
人体小宇宙，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天地人三才组成一个共同的生态系统。
冬夏寒暑，风雨雷电，都会对人体产生作用，影响其阴阳两气。人体自身也有旺
衰醒眠，情绪扰动。因此，如何维持阴阳两气的均衡，在动态中尽可能求得平衡，达
到阴平阳秘的和谐状态，就成为健康养生的关键课题。
如果做到劳逸结合、动静有序，避免阴风邪气的侵扰以及情志上的大喜大怒，并
佐以适当的辅助方法加以调节，人体的阴阳之气就可以保持和谐，这是人们都愿意为
之努力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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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气
道家认为，人是由气组成的，得气而生，失气而死。正如庄子所说:“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因此，保气乃至聚气，
就显得尤为重要。
各种养生方法，首先要维护人体之真气，使之不致泄漏，然后运用适当功法，让人
能够聚集阳气，扩大气机，增强自身的能量场，从而达到强身健体、保命延年的目的。
聚气的另一个功用，是在适当条件下，可以进行排病治病。

4.通气
人体之气，贵在平和，也贵在通畅。气行无阻，则身体安泰。有句话叫”通则不
痛，不通则痛”，讲的就是气机通顺的重要性。所以历来养生家都强调打通气脉，使
人体内的气血流通，循环无碍。
各家各派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和著述非常丰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四、太极气道
1.以气为道
道家太极学把气的概念界定为有无之间的存在。
有形有相为有界，是人们通常都能感知的境界；无形有相为有无界，只有特殊的阳
六根(指通常的六感之外的感知)才能感知；无形无相为无界，无无之界就无所谓感知。
气横贯三界，出入有无，是有形实体和无形虚相之间的桥梁，虚实转换的媒介，
是各种生命和存在进行形态转化的基础。
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喻指，是对世界及其本源的规律性说明，和气相比，
更为抽象；而气，给予道以一种实义，并且相较于道的整体性，气在具有整体性的同
时还可说明事物的个体性和独特性。两者结合，互为表里，互相成就，即成气道。
太极，”始之前、终之后”，气的特性与之契合。道为本，太极为体，气为用。
本体用相结合，称为太极气道。

2.以气入道
正因为气具有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无所不在的特点，贯穿于物质和精神，因
此，以气作为研究和实践的标的，作为养生修真的抓手，实现精气神的全面提升，并
期待以此获得道的最高境界，也就理所当然了。
经过千百年来的实践和积累，太极学已经构筑起一套独特的以气修为中心的养生
修真体系，具有完整的哲学理论和修行功法。
长久以来密传的这一体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陆锦川先生公开，破门立学，使
大众得以知晓和认识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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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极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相应的气道修习，能够使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
世界，在改善和促进身心灵健康的同时，回归真我和本性，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
供一条有益的途径。

3.气道修行
气道修行尊太极大道的自然、无为、返本为宗旨，以静极生动、动极生静为原则。
在具体练习中，强调非人为、非有为，避免以意领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
够使气自然生发，并根据各人的当下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功境及与之匹配的
功法。所谓人机不动，天机自动，在自然无为的条件下产生的气机就是最适合该练习
者的。
太极气道的修行实践，以十方无极裆为筑基，以九宫太极架为入门，逐步进展到
一元太极真，直至归入零无。虽然这些修习阶段的划分有相应的特征和名称，但在具
体练习中，并没有固定的动作和程式，因此一般也没有所谓的指导口诀。
简单来说，在修习过程中，人体阳气会得到加强，逐渐去除习气、攻击病气、提
升正气，全面改善人的精气神，提振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

五、结语
气、道、太极，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性概念。太极气道以具有悠久历史的中
华太极学为理论基础，通过系统性的气修功行，将气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
套完整的精气神锻炼方法，为维护和改善人们的身心灵健康贡献出一条可资借鉴的途
径。随着人们对气和养生的认识不断深入，气道这一古老的中华养生智慧体系也将获
得更多的重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增添独特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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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健康”的“健康丝绸之路”
——里昂一大东部医学院“太极健康”知信行调查启示
李洁1,2
韩璐1 陆颖1,2
张伟1
米歇尔3
马素4
肖斌1,2
1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2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3 法国里昂一大东部医学院
4 华东师范大学

"Health Silk Road" of "Taiji Health"-A Study on the KAP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Taiji Health" in the
University Claude Bernard Lyon 1 of France
Li Jie1,2, Han Lu1,2, Lu Ying1,2, Zhang Wei1, Michèle GERMAIN3, Marceau CHENAULT4,
Xiao Bin1,2
1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2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3 School of Medical Lyon-Est of University Claude Bernard Lyon 1, France
4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学、补充医学和整合医学处的指导下，以中国
传统文化“太极”为标志，以WHO倡导的生理、心理健康及良好的社会适应性为目
标；以传统中医养生、保健、导引、按跷、食疗、药膳、心理为技术手段，结合中国
太极文化深厚底蕴，整体构建“太极健康中心”的自我疗愈模式，并推广于世界各地
各民族中。力求造福于世界各族人民的健康与福祉，在已经到来的全球化、人口老龄
化时代中，探索出一种集自我保健、疗愈与康复于一体的新型模式，成为未来“太极
健康”建设的平台。
“太极健康”是中国中医药界、气功养生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理念，这个理念
运用了替代医学的经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与养生术的优势，积极寻求帮助全人类健
康、幸福生活的可行性方案。2016年12月，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
健康中心挂牌成立，2017年11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了首届“太极健康国际研讨会”，来
自法、德、西班牙、希腊、塞尔维亚、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余国家的200余位代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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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了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代表出席大会并致辞。2018年9月海外首家“太极健康中
心”在希腊雅典西阿提卡大学成立。2018年11月，应法国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医学院邀
请，开始在法国里昂、巴黎、尼斯等地开展传播推广 与此同时，“太极健康”在国内
外开展的非常迅速，西班牙、法国、日本、塞尔维亚、美国等地已陆续启动太极健康
的研究与教学。为了更好地了解“太极健康”在海外推广的情况，实地到法国里昂第
一大学医学院对选修“压力管理”课程中有关中医、气功模块学习的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分析医学生对“太极健康”相关知识了解、接受度、行为改变的情况，为进一步
更好在海外推广“太极健康”提供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为问卷现状调查研究。问卷调查知、信、行三个维度的内容。第一部分
包括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包括对太极健康基本概念、内容、内涵和外延等的认知情
况；第三部分，包括对“太极健康”相关技术、方法的接受程度、意愿和信心；第四
部分，包括对“太极健康”相关技术、方法的习惯和习练情况。
发放问卷对象为法国里昂一大东部医学院51名医学生。调查结果按照实际得分占
总分的百分比计算。

二、调查结果
对里昂大学医学院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调查对象最小20岁，最大28
岁；男生7名，女生44名。

1、对太极拳、气功、导引非常感兴趣和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占23.5%、64.7%；2、对
太极拳、气功、导引的内涵和外延的了解情况，不太了解占45.1%，完全不了解占35.3%
；2.1、了解太极拳、气功、导引的途径，由高到低，分别为网站平台、太极健康体验
课、太极健康中心相关活动、报纸、期刊、手机自媒体；3、对太极拳、气功、导引的
内涵文化和身心技术两层面了解程度，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各占39.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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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了解太极拳、气功、导引的内涵涉及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这
三个与现代医学相关的健康概念吗，比较了解、一般了解、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各
占25.5%、17.6%、31.4%、21.5%；5、您了解太极拳、气功、导引能对慢性病防治、
心理健康方面产生有益作用吗，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了解各占27.4%、49.0%、
19.6%；

6、您愿意习练太极拳、气功、导引等身心技术，将其作为日常工作生活学习的
一部分吗，非常愿意、比较愿意分别占23.5%、49.0%；7、您周围的亲人、朋友或同
事对太极拳、气功、导引感兴趣吗，非常感兴趣、比较感兴趣、一般感兴趣、不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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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完全没兴趣分别占5.9%、27.4%、15.7%、23.5%、27.5%；

8、您愿意将太极拳、气功、导引推荐给亲人、朋友或同事吗，非常愿意、比较
愿意分别占15.7%、62.7%；9、在您的国家容易获得太极拳、气功、导引相关的信息
资源吗，非常容易、比较容易、一般容易分别占9.8%、41.2%、31.4%；

10、您认为太极拳、气功、导引会对外文化交流产生促进作用吗，非常有作用、
比较有作用分别为47.1%、49.0%；11、您认为以下哪些技术符合太极文化促进人类健
康的思想，排序依次为针灸62.7%、中医药膳52.9%、推拿35.3%、中医康复29.4%、太
极拳27.4%、八段锦5.9%、易筋经5.9%、六字诀5.9%、五禽戏3.9%；12、您多长时间
习练或学习一次太极拳、气功、导引等身心技术，92.1%完全没有习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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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结论
调查提示，里昂医学生对太极拳、气功、导引感兴趣的比例非常高，但太极拳、
气功、导引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涉及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这三个与现代
医学相关的健康概念的了解不多，但对于太极拳、气功、导引能对慢性病防治、心理
健康方面产生有益作用知晓比较高，愿意习练太极拳、气功、导引等身心技术，将其
作为日常工作生活学习的一部分的医学生比例较高，也有较高比例愿意将此介绍给朋
友家人。从调查发现，在法国还比较容易获取太极拳、气功、导引相关的信息资源，
主要获取途径是网站平台、太极健康体验课、太极健康中心相关活动，医学生总体真
正在平时参与过相关习练的比例较低。医生们较高比例认为太极拳、气功、导引会对
外文化交流会产生促进作用。对于中医药的总体认知针灸、药膳还是最高。

四、讨论
行为学研究表明，知识与行为之间有着重要的练习，但不完全是因果关系。一个
人的行为与知识有关，也与其价值观和信念有关，更与长期的生活环境有关。知信行
理论认为，信息-知-信-行-增进健康。知：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信念和态度，
是动力；行：产生促进健康行为、消除危害健康行为等行为改变的过程，是目标。知
识是基础，但知识转变成行为尚需要外界条件，而健康教育就是这种促进把知识转变
成行为的重要外界条件。
通过对里昂大学医学院医学生的调查，从知信行三个方面来看，知：里昂医学
生对太极拳、气功、导引的知识有部分了解，但基本停留在对慢性病防治、心理健康
方面产生有益作用，对其内涵和外延了解还不够。信：里昂医学生普遍对太极拳、气
功、导引等太极健康相关内容有浓郁兴趣，并愿意介绍给朋友家人，也对文化交流产
生促进作用表示认同。行：虽在法国获取太极拳、气功、导引等太极健康相关内容有
一定渠道，但实际真正在平时参与过相关习练的比例很低。由此看见，里昂大学医学

– 53 –

院医学生对于知识虽然了解部分，但是明显不够全面。医学生们虽然相信比例较高，
但是实际转化为行为不足。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要使人们从接受转化到改变行为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信息传播-觉察信息-引起兴趣-感到需要-认真思考-相信信息-产生
动机-尝试行为态度坚决-动力定型-行为确立。其中关键的主要有两个步骤：信念的确
立和态度的改变。知信行三者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必须有必然性。在信念确立以
后，如果没有坚决改变态度的前提，实现行为转变的目标照样会招致失败。所以，
在实践中要使40%的人发生行为改变，就要有60%的人持积极的态度参与改变行为实
践，这样就要有80%的人相信这种实践对其健康是有益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使
90%以上的人具有改变这种行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本次调查数据虽然存在很多欠缺，但提示我们要使更多的海外人士愿意接受太极
促进健康的思想并付诸行动，目前所要做的重要核心工作是教育培训，让更多海外人
士掌握具备改变健康行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通过学习，获得相关的太极健康知识和
技能，逐步形成太极健康的信念和态度，从而促成健康行为的产生。由此才能真正达
到把中华太极思维运用到健康领域，造福世界各年龄段人群福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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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经筋理论在太极健康功法传播中的纽带作用
孙 磊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摘要：经筋是指附属十二经脉的筋膜系统，是十二经脉之气濡养筋肉骨节的体
系。经筋理论是导引、推拿、针灸的理论基础，是适合这个时代人的治疗方式和理论
基础，同时经筋理论是有效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有助于中医理论的推广和传播。
关键词：经筋、太极健康、肌筋膜

Play the Link Role of Fascia Meridian Theory in the Spread of
Taiji Healthy Gongfu
Sun Lei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Fascia meridian refers to the fascial system attached to the twelve meridians, and it
is the system in which the Qi of the twelve meridians nourishes the muscles and bones. Fascia
meridian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guidance, massage and acupuncture. It is also a
suitable treatment method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ople in this era. At the same time,
Meridian tendon theory is a bridge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elps to promote and disseminate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Fascia Meridian, Taiji Health, Myofascial

经筋学说最早出自《黄帝内经》的《灵枢˙经筋》，该篇详细的介绍了十二经筋
的具体走向发病特征和治疗方法。其分布与十二经脉循行大致相同。起于四肢末端爪
甲，结于关节和骨骼，走向躯干，上起于颈项，终止于头面。阳筋分布体外，阴筋进
入体腔，但不与内脏相联。而十二经筋也各有自己的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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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筋理论的时代性功能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人的生活状态也在发生变化，导致人的体质因不同时代
特点而不同。相比封建社会的农耕劳作的体力活动为主的时代，现代人则多依赖现代
化的设备，体力活动相对减少。《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中:“中央者，其地平以
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
跷’……。”现代人物质条件丰富，饮食丰足，现代化设备又减少了日常体力劳动
量。符合“食杂而不劳”的特征，故病多痿厥寒热，符合经筋病的“足痿弱不收为痿
厥”、“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症候特点。而导引按跷便是对经筋疾病有
效的治疗方式。
总而言之，经筋理论、导引、按跷疗法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人的体质的治疗方式和
理论基础。

二、经筋理论是沟通中西方学说的有效途径
现代西方有个肌筋膜学说，认为不同肌肉及其筋膜在身体上是按不同的功能线连
接组合在一起的，称为“肌筋膜链”，对比中医经筋学说，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肌筋
膜链与中医的经筋走向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现在科学对经络还没找到合理的阐述，但是目前的肌筋膜学说却验证了
中医经筋系统的存在，使得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理论学说得到现代科学的验证。经
筋作为经脉的筋膜系统，无疑是让西方人士容易接受的理论系统，是沟通传统中医和
西方医学的一个有效桥梁。

三、经筋理论是经络腧穴的入门砖
经络腧穴是无形的，现代医学尚不能有生理角度加以阐释。李时珍曰：“内景隧
道，唯返观者察之”。而经筋是附属十二经脉的筋膜系统，是十二经脉之气濡养筋肉骨
节的体系。经筋的强或弱、柔或僵、松或紧、饱满或单薄等状态可以通过触按被感知。
每个人的经络状态会因为天地气机变化、自身体质状态、情绪、饮食、内外伤等
原因出现变化。对于大多数没有返观能力的求学者来讲，经络腧穴的学习只能停留在
理论知识的模式化记忆，而难以认识到经络状态的个性化。
经筋是十二经脉的附属系统，可以反应经络穴位的气血状态，通过对经筋的直观
地触按感知，来体会判断经络和腧穴的气血状态，是经络腧穴学习的入门级途径。

四、经筋理论使导引功法更具中医专业性
十二经筋是古老中医理论的一个部分，在《黄帝内经》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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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筋的具体循行路线。以十二经筋理论为指导的导引功法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如易筋
经、六字诀等，易筋经的十二势对应了十二条经筋的锻炼，六字诀的每一节对应着一
组表里关系的经筋，如“嘘”字诀练肝，导引动作对应了足少阳胆经筋和足厥阴肝经
筋。十二经筋理论在导引功法中的应用使得这些功法的理论具有系统性，更符合中医
的专业性，让学员更容易从中医的角度理解和接受导引功法。
经筋状态的直观感知特性，让我们可以通过对经筋状态的检测来验证导引功法锻
炼的效果。一般来讲，通过一段时间的导引功法的锻炼，经筋会变得柔软饱满有弹性
有韧性，经筋作为经络的有形部分，经筋的饱满也反应了经络气血的饱满，从而让学
员更有信心进行长期的锻炼。

五、经筋理论是针灸推拿治疗的基础
中医认为气走筋膜，筋膜的状态反应了气血的状态，对筋膜的治疗也能起到调整
气机的作用。同时在诊断的时候，经筋的气血状态直接反应了经络的气血状态，对经
筋的触按诊断可以简明地对相关经络做出诊断。
推拿治疗的作用途径是对骨关节、筋膜、肌肉等进行调整，如拨筋、理筋、舒筋
等等都是直接对筋的作用，如正骨技术也是通过改变骨关节周边的筋的状态来调整骨
关节的位置，骨头本身是不变形的。在推拿上也有专门的经筋治疗技术。可以说，推
拿主要是通过经筋的调整来达到治疗作用的。
针灸治疗通过对经络穴位的刺激来调节身体内部的气机平衡，有研究表明，在针灸
得气的时候，会发现针身被筋膜所缠绕，从而产生酸胀紧的“如鱼吞钩”的得气状态。
同时在经筋诊断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判断经络穴位气血的虚实状态，从而使推
拿针灸诊疗更具针对性，就会有更好地治疗效果。
中医治疗主张“因人、因地、因时”，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特征。《黄帝
内经》认为导引按跷是“食杂而不劳”的“痿厥寒热”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而经筋
理论是导引、推拿、针灸的理论基础，是适合这个时代人的治疗方式和理论基础，同
时经筋理论是有效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有助于中医理论的推广和传播。经筋理论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在这个适合她的年代自然会发挥出她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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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太极健康”视域下的回春功价值
沈鸣

陆士勇

沈跃

摘要：“太极健康”就是运用中医药调摄，以及练精化气宁神等多种手法，寻
求人的身心和谐，进而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乃至人与整个社会的和谐。2016
年，我国确定了此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这也是我国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民健康的国家发展战略。回春功属于全真道华山派秘传长寿养
生功法，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蕴含着丰富的道家养生观念与思想，传承的是
古老的道教文化。经沈新炎老师缜密考证与梳理规统，目前的回春功包含“头面养颜
功”“站功（套路）”“坐功”“卧功”“滚功”“爬功”“蹲功”“跪功”等8套
动功和1套“虚静丹道”静功。回春功具有鲜明的气功调心特色，即“愉快地意念青
春”；它的功法还呈现三大特色，即“充分地柔和周身”“巧妙地键运脊柱”与“微
妙地锻炼下丹”。 长期坚持习练回春功，便可收获延缓组织、器官老化进程，强身祛
病、益智增寿之功效。随着“太极健康”的推广与演进，回春功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
弘扬，惠及更多人群。
关键词：太极健康；回春功；价值

On the Value of Hui Chun G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ji Health
Shen Ming, Lu Shi Yong, Shen Yue
Abstract: Taiji Health is to seek the harmony of human body and mind, and then seek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human,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ven human and
the whole society by mea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gulation, refinement of Qi and
tranquilizing spirit and other means. In 2016, China has set a program of ac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for the next 15 years, which is also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a to enter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people. Hui Chun Gong belongs to Huashan Secret School of Quanzhen Taoism,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800 years. It contains rich Taoist health-preserving concepts
and ideas, and inherits the ancient Taoist culture. According to Shen Xinyan's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and sorting out the rules, the current Hui Chun Gong includes eight sets of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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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and one set of static Gong, such as "head and face Yangyan Gong", "standing Gong
(routine),"sitting Gong", "lying Gong", "rolling Gong ", "squatting Gong", "kneeling Gong " and
so on. Hui Chun Gong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Qigong adjusting mind, that is, "happy
thinking of youth". Its skills also show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namely, "full gentleness
of the body", "clever key to transport the spine" and "subtle exercise Xiadan". If we persist
in practicing Hui Chun Gong for a long time, we can gain the effect of delaying the aging
process of tissues and organs, strengthening the body, removing diseases and increasing the
life span. With the promotion and evolution of Taiji Health, Hui Chun Gong will also be further
promoted, benefiting more people.
Key words: Taiji health, Hui Chun Gong, value

一、“太极健康”是新时代世界健康促进的中国智慧
业界研究表明，当代世界健康事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公共卫生领域要实现四
个“转变”，即从治疗转变为预防，从短期管理转变为长期管理，从接生、接种疫
苗、提供抗生素转变为改变人们的行为，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多部门合作伙伴协同行
动，以应对这种挑战。（参见李洁《为世界健康事业贡献中国方案》）为此，世界卫
生组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健康促进”的概念，帮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使
其达到身体、情绪、社会适应性、精神和智力的最佳健康状况。进入新世纪以来，联
合国及其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确立了“确保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福祉”
的发展目标；世界卫生组织还制订了《世卫组织2014-2023传统医学战略》，支持会员
国运用本国医学经验，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帮助全人类健康、幸福生活。
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有着璀璨的传统文化，古老深厚的中医药理
论及其养生实践，正是人类维系健康、幸福生活的丰富宝藏。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太极易道思想与理念的指导，达到人们身心和谐统
一、完美健康状态的理论与方法，谓予“太极健康”。“太极健康”就是运用中医药
调摄，以及练精化气宁神等多种手法，寻求人的身心和谐，进而寻求人与人、人与自
然环境，乃至人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具体说来，“太极健康”有着不同层次与方法：
在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阶段有中医药、针灸、推拿、气功、药膳等；在健体养生层
次有太极拳、动功导引、功夫等；在心性修养层次有静坐、存思、禅定等；在悟道修
真层次有明心见性、性命双修等。“太极健康”的理念已经覆盖了人类生命的各个层
次。（参见肖斌《太极健康与心性修养》）
2016年，国家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确定了此后15年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也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民健康的国家发展
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太极健康”已然成为当代世界健康事业面临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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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中国贡献的伟大智慧。

二、回春功八百年传承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全真华山派养生回春功法”，即回春功，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道家，形成
于八百多年前金元时期的全真道华山派，凝聚了该门派十九代传人长久实践、研究和
提炼的心血。遵照华山派创派祖师郝大通所阐述古代《洛书》的旨意，深得该门派第
十九代传人边智中真传的沈新炎老师，经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兼中
国道教学院院长闵智亭道长的指点与首肯，对回春功全部9套功法进行了缜密的考证
与梳理，并极其仔细地做了文字及动作上的规统，从而使这一原本只是在道门内“师
徒亲传口授、对外秘而不宣”的养生功法，有了完整的文字与图像记录。
经沈新炎老师梳理、规统的回春功，包含“头面养颜功”“站功（套路）”“坐
功”“卧功”“滚功”“爬功”“蹲功”“跪功”等8套动功和1套“虚静丹道”静
功，可谓博大精深。（详见《回春功（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回春功蕴含着丰富的道家养生观念与思想。一为“我命在我不在天地”，主张“寿
夭休论命、修行本在人”；二为“道法自然”，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
遵循客观规律才是“长生”之道；三为“载营魄抱一”，崇尚精神和形体同时修炼，
即“性命双修”；四为“专气致柔”“守柔曰强”，把“柔和”看作生命朝气的象
征，置“致柔”于形体锻炼至关重要一环；五为“精为其首”“还精补脑”，以功法
中“健运脊柱”“妙练下丹”的特色，增强人体内分泌功能，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
六为“累功积德”“尊道贵德”，将练功与修德结合起来，有了高尚的情操就能保持
良好的心理平衡，有了良好的心理平衡又能产生对生理的良性调节；七为“治之于未
乱”，养生、练功在于“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告诫人们“不可以小损为无
伤而不防”；八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强调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长期修炼对
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促进作用——“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
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
回春功属于全真道华山派秘传长寿养生功法，从郝大通祖师于公元1182年创立全
真道华山派算起，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八百年来，它传承的是古老的中国道教文
化。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全部根底在于道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道教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据此也可说明，回春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三、回春功与“太极健康”的理念、技法
1.回春功与“太极健康”的心性修养
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健康概念中，除了体格健康还有“精神和社会完全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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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就离不开人的心性修养。“太极健康”在心性修养层次有静坐、存思、禅定
等方式。
作为气功修炼的回春功，在调心、存思方面有着与一般气功不一样的理念与做法。
回春功调心采用的是“愉快地意念青春”的存思方式：“回想青春年华，形象优
美，内心愉快，面含微笑……”人们在练习回春功时思绪里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总意
念，这就可以使习练者大脑皮层的思维活动，除了单一化的自己青春形象、单一化的
自我陶醉外，别无他有。以青春意念酝酿美好而愉快的情绪，以美好而愉快的情绪统
领、诱导动作姿势，就能催生出恢复青春活力的运动效应；即使修炼丹道静功，坚持
以青春意念为统领，也能激发出意识深处的优美、欢乐意象，达到一定意义上“返老
还壮”的功效。
“太极健康”的心性修养，更是要求人们通过精神生命的提升达到阴平阳秘，实
现和谐统一的健康人生。道家“行一善则魂神乐，作一恶则心气乱”的修行理念也指
引着回春功习练者的思想、行为——“累功积德”，善待社会，康乐自己。

2.回春功与“太极健康”的健体养生
“太极健康”在健体养生层次有太极拳、动功导引、功夫等多种运动方式，而多
种运动方式的健体养生目标则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太极健康”的锻炼，将人的
自主调节功能发挥到极致，以开发自身潜能，增进身心健康。
纵观回春功，除了前面所说在调心、存思方面具有不同一般气功的特点之外，它
的功法还呈现着三大特色。
一是“充分地柔和周身”。“僵硬”是人体衰老的别称，保持轻盈、柔和的体态
是人们健身所追求的目标。回春功体现的是“专气致柔”的功理要求，练功时不仅是
外部形态，也就是动作的柔美，更要体现内在的柔顺、和美。所以，“柔和周身”是
回春功一大特色。其有“三柔”：一曰“柔心神”，要让心情柔顺、意念柔和、神态
温柔；二曰“柔形体”，四肢、脊椎、腰腹、脏腑、全身肌肉、筋骨、器官组织，乃
至细胞都要柔；三曰“柔气息”，练功时要保持深细、轻柔、和顺、均匀的呼吸。顺
应着外形的柔和运动，轻柔地充盈体内精气，使精气在体内进行自我按摩，以达到表
里统一的周身柔和。
二是“巧妙地键运脊柱”。脊柱是人的生命中枢，集束着人体全部中枢神经，31
对脊神经关联着人体整个内脏器官，可以说脊柱是人体诸病之源，因而也是人体健
康之本。“键运脊柱”是回春功又一大特色。回春功的8套动功都有让脊柱充分运转
的动作设计，单是站功（套路）就对脊柱设计了10种以上的巧妙姿势。功法中运用全
身松弛地弹性抖动、螺旋圆转、柔性牵引、俯仰屈伸、起蹲承压等多种形式，把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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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颈项、躯干进而到四肢，全身各个部分骨骼的大、小关节及韧带都运动遍了，并
且由于做功时意念及精气的引导，促进了关节囊内层（滑膜层）滑液的分泌，起到对
骨骼组织，尤其是脊柱的养护；如果有若干伤病的，还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疗与康复
功效。
三是“微妙地锻炼下丹”。所谓“下丹”是指自小腹至会阴（性腺系统）部位，
道家养生观点认为这里是精气萌发之处。不止是古代道家，现代医学也认为激素，尤
其是性激素分泌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壮盛以及正常的生理功能有着极大的作用。回
春功就是把握道家“身为精车，精落故当载营之”的理念，通过功法锻炼来增强内分
泌机能，延缓某些生理机能逐渐衰弱的状态。所以。“妙练下丹“是回春功另一大特
色。回春功以不同姿势融合着特殊窍穴的压、挤、摩——颈肩的伸、缩、耸、落、
旋转、牵引，腹背的前后左右“S”形摆动，左右螺旋形旋转的柔韧运动，上下的伸
展、挤压、震颤、蠕动，腰胯的扭、揉、旋、摆，以及用手指顺势点按与内分泌腺体
有关联的穴位、用脚趾点地等形态动作，微妙地健运性腺系统，以有益于调节性激素
等内分泌功能，促使精气旺盛。
有鉴于回春功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尤其在健体养生方面的显著功
效，2014年，沈新炎老师编创的“回春功普及功”被上海健身气功协会确立为“上海
地区优秀气功功法”。

3.回春功与“太极健康”的疾病治疗
“太极健康”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阶段有中医药、针灸、推拿、气功、
药膳等多种应对手段与办法，作为气功修炼的回春功在这方面也大有作为。早在1989
年，回春功就曾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列为资助课题，并在1991年8月通过了由山东省
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专家评审、鉴定。鉴定委员会主任、山东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内
科教授李碧给出的专家评审意见是，习练回春功“对于糖代谢、脂代谢及血浆环核苷
酸含量产生双向调节作用；改善和提高垂体-甲状腺、性腺轴的功能，并提高胰岛素
的生物效应，维持机体内环境和内外环境的相对稳定；增强细胞活性，改善红细胞膜
之微粘度、流动性以及Na﹢、K﹢—ATPase活性，提高改善微循环状态；提高心肺功
能和气血运行，从而延缓组织、器官老化进程，确有强身祛病、益智增寿之功效……
发扬了祖国的医学气功事业，为中西医结合做作出了成绩，为我国的预防和康复医学
作出了贡献……”(参见沈新炎、靖玉仲《回春功与抗衰老》，科学出版社1994年10月
版第99页)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天君教授主编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
材”《中医气功学》中，回春功亦在用于临床治疗的十几种气功之列，其医用价值也
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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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传播、习练回春功的功友依然热情非凡，他们在大宁绿
地、杨浦公园，在东华老年大学，甚至众多社区都设立了定时定点的教练点，积极开
展着回春功的习练活动。我们相信，随着“太极健康”在国内外的推广与演进，回春
功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弘扬，惠及更多人群。
（本文主要参考的文献著作为沈新炎编著、莫壮明整理《回春功（上）》，科学
出版社，199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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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太极健康“十二法”
张丹峰
摘要：太极，阴阳二气合和的最美好状态；健康，是“形气神”与天地万物和谐
的状态；太极健康，就是运用“太极”的思想、理论和十二种太极健康法，通过执行
个性化《太极健康方案》，获得人与自然合一的一种健康生活状态！
关键词：张丹峰；太极健康；十二法

Discussion on Twelve Skills of Taiji Health
Zhang Danfeng
Abstract: When Yin meets Yang, it is the most beautiful state of harmony. When the figure,
temperament and spirit are in harmony with everything, health is achieved. Tai Chi is to
achiev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rough these ways and means.

人在生活中，常常面临影响我们身心健康的三大问题：观念的错误、行为的错
误、习气的不良，从而导致：脚下无根、腹部虚寒、身体僵硬、气息不均、脑袋不
清、阳气不足、动作失和、浊气太重、心神不安、欲念纷纷、功能早衰、……等诸多
严重影响、威胁我们身心健康的显性或隐性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病”，引发的万
千烦恼病苦等诸般症状，这，是身心发出的“信号”，是症状，千万不能把“症状”
当“病”来治！
健康和疾病都来自于生活，由上海市针灸学会针法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健身气功协会副会长、国家武术六段（太极）张丹峰老师牵头，在上海神灸堂
【神灸学堂】、北京丹峰中医研究院、上海神灸堂传统文化促进中心等次第携手联合
下，倡导学做居家中医，自我防病保健！运用“非医疗”太极健康法，通过近十年数
万例健康需求者的努力实践，并培养了近千名的太极健康管理指导老师，在国内设立
了七家【神灸学堂】健康指导站，推动人人学中医太极，家家有健康保障的热潮，旨
在让更多的人及家庭“少生病不生病，少去医院不去医院”，而总结出了太极健康《新
生活模式》的一是三要十二法，大家缺的不是现代的医院、专家、仪器、药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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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效果、缺正确的生活观念、好的生活习惯及不吃药不打针“非医疗”的维护方法，
能享受到美好的幸福生活才是硬道理！

一是：太极就是一种生活
生活中无处不太极，太极就是爱，太极就是和谐，太极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
自我的品质和修为！

三要：
一，要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
健康靠自己，依法不依人，一切皆是无常的，没有定法，法是活的，人云亦云、
生搬硬套是错误的，健康的金钥匙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里，唤醒内在的“神医”、
本自具足、自身本有自愈功能系统，不生病才是硬道理，上工治未病，正气存内邪不
可，阳气若足千年寿，千万不能把症状当病来治，西医把症状当敌人，中医把症状当
朋友，扔掉你的健康“拐杖”，做到三和境：“与己相和、与人相和、与天地万物自
然相和”，天下没有不好的、只有不适合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凡事有度皆欢
喜……

二，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天的生活不外乎“行站坐卧吃睡作”，古语：即心是道场，处处皆修行！在
浮躁快节奏的今天，时间是最宝贵的，尤其是年轻人、创业族、上班族及退而不休的
人，根本拿不出每天二小时三小时来“维护健康”，而且都是从年轻时候就过早的透
支，导致“全民皆虚”，病邪容易入侵，目前，功能早衰比比皆是！所以，在一天的
生活中，要学会智慧生活，生活太极化，随时抓住三五分钟的时间，逐渐养成太极中
的生活，生活中的太极，如：“行也太极”有太极步行功，可快可慢，舒筋畅络，自
在逍遥；“站也太极”有太极站桩，以形导气，一松到底，落地生根；“坐也太极”
有太极坐禅，精神内守、止观双运、病安从来；“卧也太极”有太极养息，抱元守
一，如孕胎婴，大罗金仙卧自在，瓜熟蒂落内丹成；“吃也太极”有太极食疗，四气
五味，寒热温凉，性味归经，五色补泻应藏腑，外有饮食内感应，因时应地更辨人，
升降有常气血旺；“睡也太极”有太极睡功，熄灭万缘，三调归一，恬淡虚无，真气
从之，内视守元，恍兮惚兮，半梦半醒，逐渐达到人我两忘，天地人我之气浑然一
体…“作也太极”有太极处世法，与人遇事，阴阳合和，道之守恒，无偏无倚，凡有
所相，皆是虚妄，因缘所使，成住坏空，如梦幻泡影，花开花落，俱不久也，内发
善心，外结善缘，不执不拒，悲智双运，随顺众生，了生脱死，顿超九天，方是大
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太极，道也，无处不在！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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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与人辨是非更重要！

三，要学会基本的十二种太极健康法
十二法：（注：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多数只能做简要概述）

（1），太极站桩法
以形导气，一松到底，落地生根，把上实下虚，左右升降开合出入失衡的病态，
通过太极站桩，达到下实上虚、形气神合一的太极健康状态，最常用的有太极抱元守
一桩、太极左右开合桩、太极天地升降桩、太极六方采气桩、太极回头望月桩等

（2），太极导引术
通过形体动作，带动体内气机，随动作而行走，达到“补虚通滞散结”的功效！
常用的有捧气灌体的“排”字功、“通”字功、“采”字功、“养”字功、“调”字
功、“化”字功……还有引火归元的左右攀足功、回头望月功、踮脚醒脑功、观天固
肾功、摇头摆尾功、引火下行水火既济归元功……

（3），太极艾灸法
曾在201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的本人拙著《丹峰.太极灸》一书，有详细
的论述，古圣贤云：艾灸一壮，胜吃一只老母鸡，太极灸具也获得了国家多项专利，
太极灸，就是在施灸过程中，逐渐达到形气神合一，人灸合一，人灸与天地人万物合
一，最终达到止观双运、物我两忘、浑然一气的太极状态，方能收到四两拨千斤“阳
气若足千年寿”的功效！

（4），太极步行功
晨跑、夜跑的现代人越来越多，然而据本人部分调研，在祛病防病上大都收效
甚微，甚者还跑出了更多健康问题的比比皆是，于是本人在多年太极气功教习的经验
及多位名师指点下，创编了进入“太极气功状态”的慢走、慢跑；快走、快跑的小功
法，好多学员运用到爬山、爬楼梯都说是“越走越走劲，越跑越轻松”……同时也得
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中医健康养生》杂志社的支持与传播推广，并配上了
语音解说“听养生”及音乐，详细请翻阅2017年第12月刊《中医健康养生》杂志！

（5），太极揉身术
太极揉身，源于太极推手，亦称之揉手，有单人练习，有二人练习，古云：想
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武术界基本都是用来竞技、技击的，从身心健康方
面，主要是要一落到底，力由根起，节节贯串，尾闾中正神贯顶，腰拉腰转腰胯带，
由渐悟而阶及神明，要松如漂木，一分不加一分不减，达到最高的觉知力，人不知
我，我独知人，久而久之，由一人入太极，达到二人在太极状态中“此消彼长、动态
和谐”的唯美境界！

– 66 –

（6），太极神灸术
古云：十年太极不出门，说明太极易学难入门，也就是易学难精，很多人因为没
有名师指点及足够的苦练和悟性，只是把太极当做体育运动的操来联系，“状态出功
夫”，如何才能达到“太极气功状态”呢？心猿意马，最难降伏的是“念头”，最难
用功的是“止观”，各人习气不同，练起功来大多都在“做操、昏沉、打瞌睡”……
大家知道，在针灸的时候，患者的高度集中，甚至还没扎下针，有的就嗷嗷叫，哭鼻
涕，还有的更夸张，直接休克了…太极神灸术，就是模拟针灸，借假修真，做一个可
以持续对相应穴位有“针灸样”的信号能量及刺激，来牵住“念头”，安住于“止
观”，针灸有句话“气至而有效，气速至而速效”，也规避了针灸“找穴位不精准、
手法不到位”的难点，直接“按穴施贴”，一般的可以持续七天，局部有热刺痒等
反应，相应的体内会有“气至”的不同感受，大量实践显示，在神灸贴后二至三个小
时，尤其是在静功状态下，都能迅速进入“功态”，缓解症状多数都立竿见影！
（7），太极皮针法（略）
（8），太极吐纳功（略）
（9），太极灵动术（略）
（10），太极熏蒸法（略）
（11），太极养息术（略）
（12），太极酒疗法（略）

四，太极健康方案
十二种太极健康法，是维护健康的干预手段，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效果，临床必
须遵循祖国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标本观，通过观天气、识地
气、辨人气及经络藏腑之气，虚补实泻，补母泻子，由专家制定相应的个性化《太
极健康执行方案》，精准应对每个人、每种病，“方案”相当于医生开的“处方”，
力求在慢性病、疑难病、特需者，尤其是在“治未病”方面，能达到简单、安全、有
效、便捷、可行，最终实现“个人不受罪、家庭不受累、节省医药费、有利于国家和
社会”的全民身心健康，推动整个人类“地球村”和谐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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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健康！有氧能力半世纪变良药对气功/太极拳研究
和应用的启示
朱为模
美国运动科学院院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Measurement + Data + Health! Implications of the
Half-Century Road of “Aerobics became medicine”
to Qigong/Taichi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Zhu Weimo, Ph.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ellow of National Academy of Kinesiology, USA

2016年12月6号美国心脏协会在著名的《循环》杂志上发表了其专家团队在做了
大量的文献综述以后对“有氧能力”所作出的科学声明,认定有氧能力应当划为临床生
命体征：
• 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低下的有氧能力会导致人患心血管疾病，导致各种死亡的
可能，以及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风险增加；
• 大量流行病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的有氧能力不但要比抽烟、高血压、高血脂和
二型糖尿病能更加准确地预测因疾病而导致的死亡，它还能帮助这些传统的健康风险
指标对健康进行预测和评估；
• 有氧能力这一指标能够帮助医务人员对病人的健康风险作出更准确的划分，帮
助病人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对其疾病进行科学管理，以更大程度地降低他们患心血
管以及其它慢性疾病的可能。
(注：有氧能力的相对英文包括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Overall Fitness, Endurance
Fitness, Aerobic Fitness和Aerobic Capacity; 因为Aerobic Capacity一词最为常用，故翻译
为“有氧能力”)
说到有氧能力，熟悉它的人一定会马上联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创建“
有氧运动”这一概念并把它引入全球健康领域的传奇人物——世界“有氧运动之父”
肯尼斯•库珀博士。青年时代的库珀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杰出的美国宇航员，理想并未
实现以后，他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担任军医，专门负责挑选宇航员和他

– 68 –

们发射前的体能训练和测试。库珀博士本人也是美国最早创建和应用跑步机在实验室
里测验美国空军和宇航员代表他们心血管机能金标准的最大吸氧量（后来叫“平板测
验”）的运动生理学家之一。当时因为NASA人多仪器少，库珀博士就因地制宜发明
了著名的“12分钟有氧跑”来预测空军和宇航员的最大吸氧量，然后按照每个人的最
大吸氧量水平来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
1968年，肯尼斯•库珀博士根据自己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出版了自
己的第一本畅销书《有氧运动》（Aerobics）。书中介绍了一套提高有氧能力的积分
系统。出版当年就一跃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被美国《新闻周刊》誉为“保健
圣经”，后来被翻译成41种文字。但有氧运动是如何变为良药的呢？气功和太极拳的
研究和应用又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有氧运动成功变良药应该归结下面三个因素：
第一，对有氧，包括有氧能力和有氧运动，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并在这个基础是
创建了一组测量有氧能力（例如最大吸氧量和12分钟跑）和有氧运动（例如走了多少
步或做了多长时间的中高强度运动）金标准和方便实用的检测方法。有了这些定义和
方法，确定有氧“剂量”就有了保障；
第二，通过使用测量工具和各种研究设计，包括横向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
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来研究有氧运动与健康以及风险之间的关系。例如，由库珀博
士在1970年创建的库珀中心纵向研究（CCLS）包含来自112,000位病人的317,000多条
记录，并对大多病人进行跟踪，最长的达48年！CCLS也因此成为包含3,000多个变量
的引用最多的运动与健康数据库之一；
第三，完成了有氧“剂量”和一组健康指标之间关系的建立，包括心血管疾病，
全因死亡率和各种癌症引起的死亡率等。有了这些关系的建立，针对某一疾病有氧运
动处方才能开出。
与此相反，气功和太极拳到底练的是什么现在还是众说纷纭，有说练气的，有说
练正念的，有说练武功的，有说练放松的，当然还有很多说练其他的。也因此迄今没
有测定气功和太极拳到底练的是什么的金标准或方便实用的检测方法。虽然横向研究
和短期的干预的研究也有报道，但气功和太极拳研究中鲜用随机对照试验，也没有长
期追踪研究的报道。虽然也有不少气功和太极拳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但迄今气功
和太极拳练习剂量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确定，因此也无法开出有科学依据的
气功和太极拳的运动处方。
小结：通过分析有氧运动是如何变为良药的制约因素和与气功和太极拳研究和应
用的对比，我们呼吁未来的气功和太极拳应该首先确定这些运动到底练的是什么，如
何测定它，并用更严谨的科学实验设计来研究和确定气功和太极拳运动与健康指标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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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c. 6, 2016,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published a very important scientific statement
in the well-known journal “Circulation” (2016;134:e653–e699), stating aerobic fitness as a
clinical vital sign:
• Accumulated evidence has firmly established that low levels of aerobic fitness a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ll-cause mortality, and mortality rates attributable
to various cancers;
• A rich body of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s not only that aerobic
fitness is a potentially stronger predictor of mortality than established risk factors such as
smoking, hypertension, high cholesterol,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ut that the addition
of aerobic fitness to 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risk
for adverse outcomes；
• Lifestyle-based intervention should include aerobic fitnes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aerobics”, which emphasized a point system for improving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was introduced by Kenneth H. Cooper, MD, MPH in 1968. How
“aerobics” eventually became the medicine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for Qigong and
Taichi’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lessons:
First, a clear construct on aerobics was defined, including what is aerobic fitness and what are
aerobic activities. As a result, a set of gold standard and field measur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both aerobic fitness (e.g., VO2max and 12-min run) and aerobic activities (e.g., number of
steps, moderate and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ies). As a result, the “dose” of aerobics became
available.
Second, by employing the measurement tools and a variety of research designs, including
cross-sectional survey, case-control study, cohort study,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ere
employed to study aerob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ealth and risk outcome measures. For
example, the Cooper Center Longitudinal Study (CCLS), which was conceived of by Kenneth H.
Cooper, in 1970, contains more than 317,000 records from 112,000 individuals representing
over 2,200,000 person-years of observation, and some individuals have been followed up
to 48 years! As a result, the CCLS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highly-referenced databases
containing more than 3,000 variables.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robics dose and a set of health outcomes,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ll-cause mortality, and mortality rates attributable to various cancers
etc.,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disease specific aerobic prescriptions can be provided
to patients in clinic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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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omparison to Qigong and Taichi, in contrast, there is still not a clear definition on what
Qigong or Taichi are practicing -- Qi, meditation, martial arts, relaxation or something else?
As a result, there is still no specific measure for the thing Qigong and Taichi are practicing.
Similarly, although some cross-sectional studies or short-term interventions were conduct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rarely employed and no longitudinal study was reported to
study the benefits of Qigong and Taichi practice. Finally, although th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gong/Taichi and health outcomes, the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no exercise prescription can be issued based on
the available scientific evidences.
In conclusion, by analyzing the success of “Aerobics became medicine” and comparing the
efforts made and evidenced accumulated in Qigong and Taic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calls for future Qigong and Taichi studies focus on defining and measuring what Qigong
and Taichi are practicing, collecting more data using more restrict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s
and determining the dose-response relation between Qi-gong and Taichi practice and health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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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与法国里昂的渊源与未来——气功课程是如何引入
里昂一大东部医学院的
米歇尔 教授
法国里昂一大东部医学院

Qigong: Historical Links with Lyon and Their Future
Professor Michèle GERMAIN
School of Medicine Lyon-Est, University Claude Bernard Lyon 1,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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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医药发展近况
蒋永兴
澳门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

Recent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acao
Jiang Yongxing
Vice Director, Macao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澳门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文化通过这里传入欧洲，
西方文化也通过这里传入中国，西方医学亦是由耶稣会在澳开办医院时传入中国的。
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在澳门这弹丸之地互相冲击。经过医学者多年来的努
力，澳门人接受了西方医学，但中国传统医学却遭到忽略。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再次走
入人们的视野，澳门政府亦有意将澳门发展成中医基地。近年政府着力推动中医药业
的发展，国家亦对澳门发展中医药业给予大力的支持，协助澳门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和
应用。
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的影响力日益提升。2016年底，中国
国务院颁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对外的发展。
澳门相继成立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体室、粤澳中医药合作科技产业园和澳门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在深入推动澳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取得一
系列成绩。中央政府正着手推进与澳门在CEPA框架下签署《投资协议》和《经济技
术合作协议》，中医药内容将明确纳入其中，鼓励澳门与内地开展中医药产业合作。
目前，中医药的标准体系仍有待完善，基于世界上不同地区存在文化和法律的差异，
中医药标准国际化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加紧推动中医药理论的进步和技术上的
创新，不断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及监管体系，努力建立国际认可的中医药产品质量标
准，加快建立澳门中医药注册体系，建立中医药海外中心，促进与葡语国家中医药的
全面合作发展。
澳门从南宋末年又开始有大量华人定居，根据文献记载，在明代西方医学由传
教士传入澳门，从此，澳门一直有西医医疗服务。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澳
门始有西医诊所记载，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 Marrison）和东印度公司船医李文斯敦
（T. 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了诊所。随后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郭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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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R. Colledge）在澳门开设的诊所次年扩大为医院。自此，私立西医医院在澳
门广泛成立，包括1839年来我国的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enjamin
Hobson）在澳门开设私立医院[7]。民间力量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岭南地区的中医药事业发展鲜有专业文献记载，从有限的医药文献中能够窥探的
是该地区最为常见的疾病当属“瘴”，南宋末年的《岭南卫生方》则较为系统地整理
了岭南人民同“瘴”做斗争的医药经验，清代《本草纲目拾遗》则详细记载了抗疟效
药金鸡纳宗人自澳番归，购得此物。无论是《岭南卫生方》中的治疗方技，还是《本
草纲目拾遗》中的外来药物记载，都离不开广大人民和地方医者的口口相传，效药良
方的传播和记载靠民间力量。清˙同治十年（1871）澳门华人主办的非牟利性慈善性
质的医院——镜湖医院（现位于澳门本岛连胜街）成立，提供中医医疗服务。清˙光
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到镜湖医院执业，并开设中西药局“拣选地道良药……膏丹
丸散色色俱备……参芪桂术不惜重资购储极品”。自此，镜湖医院遂开始西医医疗，
中西医并举。同时，由港澳绅商发起筹办的同善堂成立，开始只是派米施粥救济贫
苦，1897年开始赠医施药，研制中药制剂。目前已经发展的免费医疗机构包括同善堂
第一、第二诊所，同善堂药局，同善堂中医分诊所（现位于澳门本岛庇山耶街）。除
了开办中医医疗机构，个体凉茶、参茸药行和私人诊所的出现也推动繁荣了澳门中医
药事业。2000年澳门科技大学专门开设了一门中医专业，以弥补澳门社会医疗人员的
缺失。至今中医学院已经成立了19年，换算成年龄，刚好成年，为澳门社会提供了大
概400个年轻中医，不多，但是加上前辈及外地学校回流毕业生，数量却极为可观，
相对于澳门地盘小的情况来说，已经不少。2008年，两岸四地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成
立，推动了中医药民间学术团体的发展和与周边地区的交流。2011年，国家批准在澳
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成立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的中医药研究进入国
家队，走向国际水平。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为澳门中医
药产业发展建立了国际平台。2011年，国家“十二五”计划首次纳入澳门，提出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化，推动包括中医药产业在内的四个产业的发展，这给了中医药事业在
澳门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落户澳门，澳门
历史上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地位将有可能在中医药文化和技术的国际交流方面重现。
根据统计暨普查局2018年的数据显示，全年各类医疗机构的中医求诊人次高达1332109
人次，占初级卫生护理服务场所的总求诊者近四分之一，而且医院和卫生中心的中医
服务人次更有上升的趋势。
“引进来”澳门的中医药现今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产业化和国际化两个方面。2011
年4月，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正式落地珠海横琴，产业园可以为入园的中医药
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公共研发、弹性化生产、认证审批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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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澳门在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有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在中医交流和
医疗救助方面也有所体现。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与本地中医药组织分别组织过
去非洲，泰国等地的中医推广活动，澳门年轻中医师远赴非洲葡语国家莫桑比克，对
当地居民进行医疗救助，中医文化从澳门出发走向海外。
作为本地中医药发展的主流社团，我们正努力的推动中医文化走进年纪更小的人
群当中，近年我们举办了“小华佗”全澳小学生文化班，希望更早的抢先启发小孩对
奇妙中医药的兴趣，引领他们爱中医，爱文化，爱国家。
现今澳门中医药发展正于＂顺天时，得地利，应人和＂的情况，我们中医人希望
通过中医文化保障澳门人民的健康，传播中医养生防病的思想，对外努力拓展宏扬中
医文化！共同为我们的中国梦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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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对肺磨玻璃结节患者负性心理情绪调节作用的
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研究*
陆颖1,2

赵晓霆1,2,#

李洁1,2,△
许玲
倪伟
钟磊
宋婕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蒋婧

摘 要 ： 目 的 观察八段锦对肺磨玻璃结节患者负性心理情绪的调节作用与安全
性，并探讨负性心理情绪与呼吸调节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纳入
60受试者分别进入八段锦干预组（n=30）和对照组（n=30）。对照组开展健康教育，
八段锦干预组在开展健康教育的基础上，接受八段锦干预，每周2次，每次90分钟。
试验周期为16周。评估患者负性心理情绪状态（宗氏焦虑自评量表、宗氏抑郁自评量
表）、肺功能情况（肺活量、用力肺活量、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第一秒用力呼气容
积、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一秒率）的变化，分析心理情绪改变与呼吸调节
的相关性，观察不良事件。结果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对照组负性心理情绪状态、肺功
能情况均无明显改善（P＞0.05）；八段锦干预组负性心理情绪状态、肺功能情况，均
明显改善（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宗负性心理情绪状态干预前后差值明显改
善（P＜0.01），宗氏抑郁自评量表干预后有改善（P＜0.05）；肺功能情况干预前后
差值除一秒率外，各项指标均明显改善（P＜0.01），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第一秒用
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一秒率后明显改善（P＜0.01）。心理情绪改变与呼吸调节的相
关性，八段锦干预后，宗氏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改善与用力肺活量、用力肺活量占预计
值、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的改善呈正相关（P＜0.01，
P＜0.05）；宗氏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改善与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的改善呈正相关
（P=0.05）。两组均未发生不良事件。结论 习练八段锦16周，有利于改善肺磨玻璃结
节患者的负性心理情绪，负性心理情绪改善与呼吸调节正相关，改善焦虑更具优势，
且安全性良好。
关键词：八段锦；肺磨玻璃结节；负性心理情绪；同期对照试验

* 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太极健康”平台ZY(2018-2020)-CCCX-2007，上海市教委项
目（No.2019SZ156），上海市教委项目（No.18GJ157）
#
并列第一作者：赵晓霆，E-mail: zxt7410@163.com
△
通讯作者：李洁，E-mail: lijietc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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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Duan Jin for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Ground-glass Opacity: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Lu Ying, Zhao Xiaoting, Li Jie, Xu Ling, Ni Wei, Zhong Lei, Song Jie, Jiang Jing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ilot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Ba Duan Jin
on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in ground-glass opacity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
Duan Jin plus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Zung self-anxiety scale (SAS) , Zung self-depression
scale (SDS), vital Capacity in liters (VC), 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liters (FVC),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in liters (FEV1), FEV1/FVC in percents (FEV1%) were measured preand post-intervention. Results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6 weeks. The scores of SAS,
SDS and most pulmonary functio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pre- and post-intervention. No adverse reactions were found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Present results conclude Ba Duan Jin is safe, and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ground-glass opacity.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effici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provement of pulmonary function, anxiety was more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ly correlation.
Key words: Ba Duan Jin, Ground-glass Opacity,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近年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肺部结节检出率不断提高。肺部结
节患者通常无典型的临床特征，大多无任何症状，仅在临床体检中发现。临床和研究
结果表明，非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影）的CT表现与肺（腺）癌的病理关系密切。
按照2017年《NCCN肺癌筛查指南》[1]，随访期间没有发生变化的非实性结节，可以继
续观察。然而在随访期间，一部分肺磨玻璃结节患者由于各种应激反应和心理负性效
应，容易导致身体机能和心理情绪状态的下降。目前少有研究关注随访期间肺磨玻璃
结节患者的负性心理情绪问题。
八段锦是一个具有千年传承历史的传统养生功法，在中医、太极阴阳哲学等理论
指导下，内外兼修、动静结合。现代临床研究提示，八段锦对癌症康复、呼吸系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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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心理健康等具有促进作用。WHO认可传统功法在维护健康方面的作用与潜力，
将传统功法涵括《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2]中。因此，本研究旨在观察
八段锦对肺磨玻璃结节患者负性心理情绪的调节作用与安全性，并探讨八段锦调息法
与负性心理情绪改变的相关性。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参考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专家组2015年《肺部
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的诊断标准；中国肺部结节分类、诊断与治疗指南（2016年
版）。

1.2 纳入标准
（1）经影像学CT确诊的肺部结节患者；（2）年龄30～75周岁；（3）自觉有负
性焦虑、抑郁心理情绪者；（5）意识清楚，阅读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尚可，沟通无
障碍者；（6）同意参加临床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1）肺磨玻璃结节术后癌症复发、转移患者；（2）伴有严重躯体疾病；（3）既
往或目前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如脑器质性病变、癫痫、精神分裂症；（4）预备妊娠、
妊娠期、哺乳期的妇女；（5）正在参与其他临床试验者。

1.4 剔除标准
（1）入选后发现不符合纳入标准者；（2）入选后不遵循研究方案，治疗组八段
锦主课出勤率不足80%者。

1.5 脱落标准
（1）试验过程中出现新发疾病或意外事件者；（2）试验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事
件，不宜继续接受试验者；（3）受试对象依从性差，未按医嘱进行治疗或完成测评
者；（4）因个人原因自行退出试验者。（5）经课题组判定，不宜进行八段锦锻炼，
或继续参与试验有困难者。

1.6 一般资料
研究方案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批件
号2017-031）。60例患者为2017年4月-2019年1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及上海中医药大学气功研究所招募受试志愿者
者。根据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研究设计，分别进入八段锦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表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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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2 方法
2.1干预方法
对照组：开展健康教育，鼓励交流、指导饮食与作息，随访16周。
八段锦干预组：在开展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八段锦学习。主课集中学习共12
次，每周2次，每次90分钟。集中学习外，要求本组受试对象进行家中自我练习，每
天至少1次，每次30分钟。八段锦学习过程强调在全身放松状态下进行。学习之初要
求自然呼吸，无需刻意呼吸调整。第6周开始结合“调息”训练。随访16周。

2.2观察指标和方法
负性心理情绪状态：宗氏焦虑自评量表（SAS）、宗氏抑郁自评量表（SDS）。
肺功能情况：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FVC）、FVC占预计值、第一秒用
力呼气容积（FEV1）、FEV1占预计值、一秒率（FEV1/FVC）。
安全性：记录受试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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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质量控制
（1）研究人员资质与培训：八段锦指导老师均为经过中医传统养生功法学习的
执业医师。课题组成员掌握肺功能仪（日本美能MINATO，型号：AS-507）检测方法、
熟悉量表内容，采用统一指导语和解释语。课题组成员掌握不良事件的处理步骤。为
保证试验干预过程的严谨性，整个试验过程由循证医学专家进行指导和协调。（2）
管理实施：八段锦教学由指导老师现场示范配合教学视频教授。定期对受试对象进行
现场检查、电话或短信随访，汇报练习情况和体会。学习过程关注中松、静、自然，
避免出现练功禁忌，造成不必要的肌肉、关节损伤或摔倒骨折等意外。每次授课时，
医生和研究者均实时观察习练情况。（3）不良事件处理：试验过程中，受试对象发
生不良事件，研究者需对终止理由、日期及导致此事件发生的临床过程等在病历报告
表上做出阐述和评估。

2.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组内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M（P25，P75）表示，组内前后比较采用
配对样本秩和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负性心理情绪与呼吸调节指标间的相关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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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受试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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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干预前后负性心理情绪状态比较
表2 干预前后负性心理情绪状态比较（分, ¯x ± s ）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P＜0.01，△P＜0.05。

表2示，对照组SAS评分、SDS评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SAS评分、SDS评分干预前后差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八
段锦干预组SAS评分、SDS评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对
照组比较，干预后SD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AS评分、SDS评分干预
前后差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3 两组干预前后肺功能情况比较
表3 干预前后肺功能情况比较 [ ¯x ± s，M（P25，P75）]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P＜0.01，△P＜0.05。

表3示，肺功能情况，对照组干预后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八段锦干预组干预后，所有指标均明显改善（P＜0.01），FVC占预计值、FEV1占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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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FEV1/FVC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八段锦干预组
干预前后差值，除一秒率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3.4负性心理情绪与呼吸调节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八段锦干预后，SAS与FVC、FVC占预计值、FEV1占
预计值的改变呈正相关（r=0.53，P=0.00＜0.01；r=0.45，P=0.01＜0.05；r=0.52，P=0.00
＜0.01）；SDS与FVC占预计值的改变呈正相关（r=0.36，P=0.05）。Spearman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八段锦干预后，SAS与FEV1的改变呈正相关（r=0.44，P=0.014＜0.05）。

3.5安全性分析
研究过程中未发生不良事件。

4 讨论与分析
根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3]（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数据显示，中
国的肺癌的发病率最高，也是癌症死因之首。近年肺磨玻璃结节检出率不断上升，CT
发现的早期肺癌几乎均为结节状，研究认为肺磨玻璃结节与肺腺癌病理关系密切。以
上因素易导致肺磨玻璃结节患者处于心理应激状态，引发焦虑、抑郁负性心理情绪。
中医学对焦虑、抑郁的认识和辨证论治历史源远流长，古代文献中没有与之相
对应的病名，但根据其临床表现及病机变化特点，在中医“郁证”“百合病”“脏
躁”“梅核气”等病范畴可找到与焦虑、抑郁相似的症状记载及论述。八段锦作为中
国传统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以调身、调息、调心为主要技术，以三调合一，实现身
心合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合谐发展）为最终目的。近几年国内外越来
越多临床研究显示出八段锦对焦虑、抑郁改善的促进作用。然而八段锦对焦虑、抑郁
产生理想的效应的临床机制尚未完全清楚。根据课题组前期文献调研，40%以上已发
表的临床研究报告中缺少对八段锦三调技术的具体描述，其余60%的阐述多偏向文字
理论层面叙述，均未探讨三调与临床效应的关系。
课题组基于“肺在志为忧”“

诸气膹郁皆属于肺”的中医理论，以八段锦调息

法寻找干预肺磨玻璃结节患者焦虑、抑郁负性心理情绪的具体技术方法，验证八段锦
对肺磨玻璃结节患者负性心理情绪的调节作用与安全性，并探讨八段锦干预组负性心
理情绪与呼吸调节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安全性良好；对焦虑、抑郁负性
心理情绪的调节与本组干预前比较、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促进作用；肺功能情况
明显改善；且负性心理情绪改善与呼吸调节正相关，以焦虑改善与呼吸调节关系更显
著。
本研究由于时间和人员限制，研究类型为非随机的同期对照试验；样本量较少；
检测指标相对简单，负性心理情绪量表为患者自评量表，填写和理解受患者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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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后期进一步开展研究需完善试验设计，增加样本量，增加由专业医师完成
的他评量表，以减少偏倚，控制研究质量，更深入的探讨八段锦对焦虑、抑郁负性心
理情绪的临床效应，以及负性心理情绪改善与呼吸调节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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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龟息与胎息之术探讨
中国台湾

林丽娥

摘要：葛洪是晋代神仙道教的创始者，在气论及气术上有承先启后的贡献。本文
针对其所述导引仿生龟息之术、胎息吐纳闭气之术的内涵、性质、作用及其方法、次
第进行探讨，并从其所示事例中，以知其对后世气功修炼者，具有卓越的启发与指导
作用。
关键词：葛洪；气功；龟息；胎息

Study of Ge Hong’s Arts of Turtle Breath and Fetal Breath
Taiwan, China Lin Li-e
Abstract: Ge Hong is the founder of the Jin dynasty immortal Taoism.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nature, and methods of the art of guiding and releasing the breath of the
turtle and the breath of the fetus, it is ascertained that it has an excellent enlightening and
guiding effect on the later qigong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Ge Hong, Qigong, Turtle Breath, Fetal Breath

一、前言
葛洪是西晋与东晋交接年代著名的道士、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是道教养
生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道教金丹派与神仙理论的奠基者。其生年有61岁或81之说，《
晋书》卷72本传说他死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
尸解得仙云”。
葛洪在其叔公葛玄、老师郑隐、岳父鲍靓的影响与教导下，刻苦勤学修炼，著书
立说，历来公私载籍所录著作，计有76种之多。然现存较可靠的著作仅存《抱朴子》
内外篇、《神仙传》、《肘后备急方》等三种而已。
葛洪谈论气及气功的言论颇多，主要见于其《抱朴子内篇》之中，其所述及的气
功至少有导引仿生术、存思术、胎息术、辟谷术、房中术、集意术等六种，今谨择其
仿生术中的龟息术及胎息术二者作为探讨，略观其谈气功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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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葛洪论龟息之术
中国古代典籍中述及仿生气功的，如《庄子·刻意》篇载有熊经、鸟伸二式；西
汉马王堆汉墓帛画《导引图》载有燕息、凫浴，堂狼、龙登、鸟伸、燕飞、鸱视，雁
飞、鹤（谭）、鹤舞、鹞背、猿呼、熊经、龟恨（咽）、鸟伸……等式； 西汉淮南王
刘安所编《淮南子·精神训》另载有猿躩、虎顾等式；范晔《后汉书·华佗传》有华
佗五禽戏：虎、鹿、熊、猿、鸟等五式；后世隋太医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亦载有龙
行气、龟行气、蛇行气、雁行气、鹜行气、虾蛤行气等式。可谓历代仿生之气功式样
颇多。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收载了一些他整理的许多导引法，计有“坚齿
法”、“聪耳法”、“明目法”、“远行法”、“龙蹻”、“虎蹻”、“鹿卢蹻”等
等。其中“聪耳法”之仿生动作尤为明显。例如他说：“或问聪耳之道。抱朴子曰：
能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天俛地仰，令赤黄之景，不去洞房，猿据兔
惊，千二百至，则聪不损也。”[1]内容是说：如果能做到像龙那样舒筋活络，像虎那
样伸展身体，像熊那样攀援直立，像龟那样呼吸吐纳，像燕子那样展翅飞舞，像蛇那
样弯曲，像鸟那样舒展，向天那样俯视大地，像地那样仰望天空，并使赤黄色的云气
进去耳朵而不离开，再像猿猴那样向下按压，像野兔那样向上惊跳，如此做到一千二
百次，听力就可以增强了。葛洪于此提到模仿龙、虎、熊、龟、燕、蛇、鸟、猿、兔
九种动物及天地俯仰的动作，并配合想象赤黄色云气入耳的存想功夫，以打通耳朵气
脉的闭塞，增强耳力，功法动静结合，颇为特殊。
而在诸多仿生法中，葛洪又独对辟谷与食气结合的龟息、龟咽之导引术津津乐
道，记述尤详，从而在中国气功史上建立所谓“龟息法”之气功流传至今，让人印象
深刻。如他在《抱朴子内篇·对俗》曾寓龟息之术于二则故事之中。在《抱朴子内篇
佚文》中亦见郄儉龟息故事，今分别述之于下：
<对俗>篇云:“《史记· 龟策传》云：江淮閒居人为儿时，以龟枝床，至后老
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此亦不减五六十岁也，不饮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与
凡物不同亦远矣，亦复何疑於千岁哉？《仙经》象龟之息，岂不有以乎？”[2]此述江
淮间人，自儿时至老死，五六十年间，以龟枝床，而龟不饮不食竟未死，因此葛洪大
加赞叹，并云龟寿能千岁，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仙经》所说的效仿乌龟呼吸，岂
不是很有道理的吗？
其例二，<对俗>篇又云：“故太丘长颍川陈仲弓，笃论士也，撰异闻记云，其
郡人张广定者，遭乱常避地，有一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
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巅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
冢中，以数月许乾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乃得还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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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殡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甚喜。而
父母犹初恐其鬼也，父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之从何得食，女言粮初尽时甚饥，
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时所留
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来，衣服不败，故不寒冻。广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
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此又足以知龟有不死之法，及为道者效
之，可与龟同年之验也。”[3]此述父母于避难前所弃古塚之四岁女，竟然于三年后尚
存活，其法即效仿古塚一角的乌龟，学其“伸颈吞气”而能三年不食亦不饥，因此葛
洪认为“龟有不死之法”，为道者效仿之，当能与龟一样得不死之验！
其例三，《抱朴子内篇佚文》：“城阳郄俭少时行猎，堕空冢中饥饿。见冢中
先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气，或俛或仰。俭亦素闻龟能导引，乃试随
龟所为，遂不复饥。百馀日，颇苦极。后人有偶窥冢中，见俭而出之。后竟能咽气断
穀。魏王召，置 土室中，闭试之，一年不食，颜色悦泽，气力自若。”[4]此述曾为曹
操所礼遇及所试辟谷长达一年不食的著名方士郄俭少时的故事。郄俭少时因猎掉入空
冢，仿效乌龟导引动作百余日而得救。葛洪于此，将仿龟导引动作叙述较为详细：其
一，“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其二“张口吞气，或俛或仰”，比前四岁女一例“伸
颈吞气”多了两条内容。可见葛洪导引仿龟的方法是将导引和吞气结合，以伸颈、俯
仰、回旋等动作，配合张口吞食空气如龟咽之呼吸法，而成的一种气功导引术。

三、葛洪论胎息之术
龟息与胎息略有不同，“龟息”指像乌龟一样缓慢呼吸，使身体的新陈代谢因呼吸
节奏之缓慢而变得缓慢，从而达到延缓衰老、减轻疼痛等功效。“胎息”则指如胎儿在
母体中的呼吸，属于“先天之气”，不通过口鼻提供氧气的一种封闭式呼吸。“胎”有
根、始、泰定不动、不忧不惧、不思不想，如婴儿之处母腹之意；“息”有安、止、
神气归根止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心性自然常住不动之意。胎者元其神，息者止
其心，修行者炼气达到甚深程度，此时神入气中，气包神处，打成一片，鼻息微微，
若有若无，而八脉齐通，遍身舒适，如胎儿在母腹中，只有内气潜行。
因此“胎息”又称“闭息”。相传乃先民仿之于龟息气功，到汉代才演变为胎息气
功，而多见于史书记载。如《后汉书·王真传》记载王真“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李
贤注云：“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5]今胎息皆
道家与密宗修行之重要法门，是一种缓慢而深沈的呼吸，故又称为“浅呼吸”；又因
其呼吸绵密微细，非全由口鼻而入，故今人或又称为“体呼吸”。由于此功技术性很
强，故历来皆须师门传授始能修炼；而及其功成，名谓之“大定”，可以达到食气、
辟谷、却恶、消灾……等等的神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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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胎息的功用、胎息的性质、修炼胎息的方法、及修
炼成功者的实例都有所介绍，今依次叙述如下：
有关胎息的功用：因胎息属于行气的范围，胎息又是行气中最重要的方术，故其
功用自然不同凡响，葛洪于《抱朴子内篇·释滞》中说：“虽云行炁，而行炁有数法
焉。……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
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

[6]

行气之法有数种，都可以治百病、避免瘟疫等传染病、避免危险动物的伤害，还可以
止血疗伤，居水中、行水上、避饥渴、延寿命，激发人体生命的潜能。一般行气尚可
治病，于行气中最难能的胎息，自然更具有这些难得的功用。
有关胎息的性质：葛洪于〈释滞〉篇亦有介绍，他说：“得胎息者，能不以鼻
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7]中国道医认为“气通百脉”，气通则经脉自
通。因为“肺朝百脉”，当人的肺呼吸时，全身的血脉都会通过经脉而聚集于肺。肺
又为十二经脉之宗，气血运行于经脉，流经肺脏，然后通过肺的宣降（宣布与发散）
作用，输送到全身各部，直至体表皮毛。故如能启动人体先天气机，则可不必透过口
鼻，全身都能呼吸，古今人又称之为“体呼吸”。此概葛洪所谓能胎息，表示道已修
到某种程度的标志。
有关胎息的修炼方法：葛洪于其方法次第，亦有详细的论述，如〈释滞〉篇又
说：“初学行炁，鼻中引炁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
皆不欲令己耳闻其炁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着鼻口之上，吐炁而鸿毛不
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8]另
外，葛洪于〈登涉〉篇中也说：“或问谈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
朴子曰：……郑君（按：葛洪之师郑隐）言，但习闭气之千息，久久则能居水中一日
许。” [9]此云修炼胎息的方法，是在以鼻腔吸气后闭气不息时，先默默数到120下，
然后再用口把气轻轻呼出去；而吐气与吸气时，都不要让自己的耳朵听到这些呼吸的
声音，常让入气多、出气少，用鸿毛放在鼻唇上，羽毛都不动为标准。等逐渐熟悉
了，再慢慢增加数字，久而久之可以增加到一千下。能到一千下时，就能使人返老还
童，一天比一天年轻；或是如其老师郑隐所说的“能闭气达到一千下，久而久之，就
能停留在水中一天多也没问题了。”可见葛洪的胎息修炼法，是循序渐进的，先以数
息120下为目标，再慢慢增加到一千下。而其呼吸吐纳的动作也是松、静、柔、缓、
自然而有微顿的微细动作，并非是僵硬、重滞、粗猛而有憋气与进气等明显动作的现
象。《老子·第十章》曰：“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10] 能运转精气，达到柔和，
并能以胎息行气，自然能达到返老还童的养生效果。
有关胎息修炼者成功的实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及《神仙传》中，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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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其从祖葛仙公便具有这种能胎息的高超本事。《抱朴子内篇·释滞》篇云：“予
从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者，正以能闭炁胎息故
耳！”[11]《神仙传·葛玄》也说：“葛玄，……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
出，身不濡湿。”[12]另，葛洪在其《神仙传》中，也多载这些仙人能胎息闭气、能魇
劾精怪鬼神的本事，其中尤以记载彭祖能胎息闭气、内视存思、调理身体不适的内
容，与吾等最为切身，兹录其文字如下：《神仙传·彭祖》云：“彭祖，……常闭气
内息，从平日至日中。……其体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其患。心存其
身，头面九窍，五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其存。觉其气行体中，起于鼻口中，达十
指末，寻即平和也。”[13]彭祖虽长生亦偶有疲倦不安之时，每有此患，便胎息闭气导
引，内观以治疗之。心中存想全身器官，上从头面，下到四肢九窍；内到五脏，外到
毛发，都一一存思想到；使真气从鼻口开始，达到食指末端，如此，不到一会儿，身
体就平和康复了。可谓葛洪胎息闭气诸术行之日用的良好模范。
在葛洪《抱朴子·遐览》一篇中，葛洪遍录“道经”书目，其中载有《胎息经》
一种，此书现存《道藏》中，仍可见其内容。是书相传出于战国，全文不足百字（共
17句83字），为历代道家、道教修真者所重视。其修炼方法，谓从“伏气”下手，伏
气即“息住脉停”的一种生理反应，实亦葛洪胎息闭气法之内涵，足供研究者做进一
步之参考。
笔者曾修内观，对葛洪胎息闭气及气冲病灶之法略有体验，近读沈寿〈试论晋代
葛洪抱朴子谈导引和行气〉一文，文中谈到闭气之原理，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兹录其
言论如下，以供参考。沈氏云：“东汉名医张机（仲景）……：‘四肢才觉重滞，即
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但怎样能够更有效地疏通气血和达
到‘勿令九窍闭塞’呢？葛洪主张导引‘皆当闭气，节其气冲以通也’（按：沈文引
〈别旨篇〉文字，然〈别旨篇〉实乃后人伪葛洪之作，故本文末采纳〈别旨篇〉进行
研究）。就是说，导引动作都必须配合闭气，通过闭气的方法使内气去冲动和疏导体
内壅塞积滞的气血，使百脉畅活，就像节制流水，随即放开，使其产生更大的水力去
冲走淤积在河道上的泥沙一样，这是既符合气功的原理，也符合物理学原理的。”[14]
战国《胎息经》谓：“胎从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三十六咽，一咽为
先”。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调气法篇》亦云：“瞑目，闭气于胸膈中，以鸿毛着
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15]二者皆云修炼胎息闭
气之法，一者以三十六息为度，一者以三百息为度，而葛洪提出的初阶标准则以一百
二十息为度，一千息为最后目标。如何适量自定目标，逐步而进，以作修炼，是修行
者须勤而行之的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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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气功、气术乃是以呼吸吐纳锻炼为主的方术，葛洪的神仙道教虽说以炼丹及服食
金丹为成仙的阶梯，实际上仍是以气功修炼作为其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基本功。气
功以人体的精、气、神为生命的三大要素，仙家称为“三宝”，三宝衰竭则死，三宝
旺盛则康健，葛洪的气功气术亦围绕此三宝要素而发。
精、气、神又有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和后天的交感之精、呼吸之气、思虑之
神的区别。在先天与后天精气神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下维持着生命的存在。
人体分形、气、意（神）三个层次，气功的修炼，就是以“气”作为中介，
把“精、气、神”作为修炼的对象，经过修养（即修真养性，使先天的元精、元气、
元神不致亏损）与锻炼（即通过练习各类功法，使后天的精气神返还为先天，逐步积
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以达到道教气功的最高境界。[16]
葛洪不仅在气的理论著书立说，在气的修炼上亦达到一定体悟。他在龟咽、龟
息的仿龟之术上，体悟到万物之灵的人类，如能效仿它们的动作，导引气、引其体、
食其气，得其道术的人，便能辟谷绝粮而不食，便能延年益寿以长生。而在胎息之术
上，他不仅详述胎息的功用、性质，并在如何修炼的方法与次第上亦给后人指出了一
条明确的道路，在后世道教的内丹学发展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附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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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CU观察易筋经“托天式”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鄢行辉 窦思东
福建中医药大学
摘要：目的：观察易筋经“托天式”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60
例颈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进行易筋经“托天式”的规范
化培训以及易筋经“托天式”习练为3个月，对照组不加干预。60例患者于受试前后
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颈椎多功能评估训练系统(Multi-Cervical Unit, MCU)
作为观察指标。结果：治疗组颈椎活动度、最大肌力、疼痛评分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易筋经“托天式”可以有效防止颈型
颈椎病进一步的发生、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好的恢复颈椎功能。
关键词：颈型颈椎病；托天式；肌筋膜链；螺旋链

Observation of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jinjing "Tuo Tian Shi"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Based on MCU
Yan Xinghui, Dou Sido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 Jin Jing "Tuo Tian Shi"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Yijin Jing and Yijin Jing for 3 months.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intervene. Visual analogue pain score (VAS) and multi-functional cervical evaluation training
system (MCU) were used as observation indexes in 60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Result: The improvement of cervical motion, maximum muscle strength and pain scor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Yijin Jing "supporting the sky"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further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can better restore cervical function.
Key words: "Tuo Tian Shi", Myofascial Chain, Spiral Chain, Cervical Spondylosis
*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574046）
作者简介：鄢行辉(1968-)，男，汉族，福建福州人，教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E-mail：214590820@qq.com
通讯作者：窦思东，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脊椎损伤及相关疾病E-mail：dddou20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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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转变，电子产品不断的更新换代，工作压力日益增加，日常
锻炼不足等原因，颈椎病发病率逐年提高，发病年龄呈年轻化[1-2]，颈型颈椎病发病率
更是高达71%[3]。研究表明，颈椎病对患者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包括生理、心理、经
济和社会功能等[4]，而颈型颈椎病属于颈椎病的早期症状[5]，因此，对颈型颈椎病进
行安全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研究颈型颈椎病发生发展机制，能够有效防止颈椎病进一
步的发展，提高颈椎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践行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
病”理念。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就诊的60例颈型颈
椎病患者，参照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
南—2010版》进行纳入，年龄在18岁~65岁，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45例。治
疗组平均年龄（38.97±2.37），脱落5例，入组分析40；对照组平均年龄(40.26±2.09)，
脱落4例，入组分析41例。本研究为无创实验，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检测均
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康复评定部完成。

1.2 诊断标准
1.2.1 颈型颈椎病的判定标准
参照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2010
版》颈型颈椎病：
(1)具有典型的落枕史，出现颈项强直、疼痛，可有整个肩背疼痛发僵，不能作点
头、仰头、及转头活动，呈斜颈姿势。
(2)体格检査：急性期颈椎活动绝对受限，颈椎各方向活动范围近于零度；颈椎旁
肌、胸1-胸7椎旁或斜方肌、胸锁乳突肌有压痛，冈上肌、冈下肌也可有压痛。
(3)影像学检查可正常或仅有生理曲度改变或轻度椎间隙狭窄，少有骨赘形成。
1.2.2 纳入便准
(1)无明显颈椎病症状但颈椎曲度改变
(2)符合颈型颈椎病诊断标准。
(3)病程2年以下者。
(4)年龄：18—65岁。
(5)知情同意者。
1.2.3 排除标椎
(1)伴有神经根型、椎动脉型、脊髓型、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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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于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及精神病患者。
(3)合并恶性肿瘤、脊柱骨折6个月内、骨髓炎、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肾疾
病等。
(4)不能按规定时间坚持接受治疗、治疗不合作者。
(5)正在参加其他手法及物理治疗临床对照试验的患者。

2 治疗方法
将60例颈型颈椎病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为2组：治疗组进行3个月的“易筋经”托
天式的习练，对照组不加干预。

3 观察指标
3.1.1 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 VAS为一条 l0cm长的直线，分为10个点，两端分
别为“0”分端和“10”分端，分别代表无痛和剧痛。分值越大表示疼痛程度越重。
3.1.2 颈椎多功能评估训练系 统(Multi-Cervical Unit, MCU)
(1)活动度检测：检测两组受试者颈椎前屈、后伸、左侧屈、右侧屈、左旋转、
右旋转6个方向的活动度，每个方向均进行3次测试，取3次测试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
果。
(2)等长肌功能评价：检测两组受试者前屈、后伸、左侧屈、右侧屈4各方向最大
等长收缩的肌力，每个方向均进行3次测试，取 3次测试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IBM 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t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不符合正态的数据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治疗结果
5.1 两组治疗前后疼痛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组疼痛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VAS疼痛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0

4.92±0.23*

2.89±0.13#

对照组

41

4.37±0.21

3.21±0.16

注：*：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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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两组治疗前后颈椎关节活动度比较 治疗组活动度改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颈椎关节活动度比较 ( ¯x ± s )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点

前屈

后伸

左侧屈

右侧屈

左旋

右旋

治疗前

68.75±2.32*

75.51±2.45*

46.50±2.95*

51.33±3.05*

84.50±2.44*

74.25±2.39*

治疗后

73.12±2.12#

80.90±1.37#

52.91±2.79#

51.50±2.74#

88.00±2.81#

81.80±2.17#

治疗前

69.45±2.53

62.33±5.21

46.18±1.73

47.27±1.59

82.32±2.49

78.91±1.58

治疗后

67.36±2.30

75.81±2.37

46.18±1.27

45.54±2.35

83.00±1.58

79.367±1.41

注：*：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P<0.05

5.3 两组治疗前后肌力比较 治疗组肌力改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肌力比较 ( x ± s, ibs )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点

前屈

后伸

左侧屈

右侧屈

治疗前

8.02.±2.13*

12.68±2.57*

6.75±1.77*

9.05±2.60*

治疗后

11.63±2.57#

16.33±2.71#

10.32±2.44#

11.52±2.69#

治疗前

7.91±2.20

12.85±3.04

5.92±1.69

7.97±2.20

治疗后

8.41±1.98

12.10±2.58

7.97±1.61

9.31±1.61

注：*：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P<0.05

6. 讨论
国内外学者对颈椎病发病机制进行研究表明，颈型颈椎病的发生发展一般路径是
肌肉软组织退化进而引起或加重颈椎退行性改变，颈椎生物力学失衡，颈椎生理曲度
变形之后继发其他类型颈椎病的临床症状[6]。
生理曲度变化的生物力学原因是颈椎内外环境的失稳，内外力（动静力）失衡，
造成颈椎不稳[7]。颈椎的稳定性由两大部分来维持:内源性稳定（静力性平衡）和外源
性稳定（动力性平衡）[8]，内源性稳定由椎体、椎间盘、附件和相连韧带构成；外源
性稳定主要由头、颈、项、背部肌肉的活动和调节构成。颈椎稳定性任何一方平衡被
打破，颈椎生理曲度变化进而导致颈椎病。

6.1 肌筋膜链在颈椎病中的作用
在外源性稳定中，筋膜是广泛存在的结缔组织，它包裹着肌肉、神经、血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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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深筋膜也叫肌筋膜。广泛的筋膜构成筋膜网的同时，也形成了肌筋膜链。外国
学者认为[9]，肌筋膜链维持着人体稳定、张力以及姿势等，使人体肌肉、韧带、关节
等等保持其平衡状态。
肌筋膜链包括了前表链、后表链、侧表链、功能链、前深链以及螺旋链[10]。其
中，螺旋链以其双螺旋的特征维持着颈部的平衡，可以使颈椎在失稳状态下代偿或维
持颈椎的侧移、旋转[11]。
螺旋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躯干部和下肢部。有研究表明[11]，螺旋链躯干部的部
分连接乳突、枕外隆凸、寰椎和枢椎横突至同侧髂前上棘一段，可对身体产生一个旋
转作用；下肢部的螺旋链，连接骶骨以及枕外隆凸。现代人长期伏案、低头看手机，
会导致螺旋链过度拉伸，螺旋链的失稳，从而引起颈椎病。

6.2 易筋经“托天式”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疗效
目前实践研究可明确易筋经具有促进自我调节、调控机能活动的作用[12]。通过易
筋经的习练可以使脊柱的肌肉与韧带得以放松,

锻炼到平时较少活动的肌肉，提高维

持脊柱生理曲度的肌肉力量以及韧带的柔韧性，从而恢复正常的生理曲度[13]。
易筋经“托天式”为易筋经的组成部分之一。易筋经“托天式”治疗颈型颈椎病
研究发现托天式可通过充分屈伸形体，对人体各部位的大小肌群和筋膜，以及肌腱、
韧带、关节囊等进行有效牵拉[14]。易筋经“托天式”的动作要领为（1）头正，保证
颈椎处于正常的生理位置；（2）肩顺，放松颈椎周围肌肉及相关组织；（3）胸挺，
使胸椎小关节处于稳定状态；（4）腰稳，为颈、胸椎的稳定提供＂基石＂作用；（5）
脊正，此时整个脊柱（包括颈、胸、腰椎）都处于稳定状态。其中，在头正的同时要
求“抻颈”，即向上向前伸长颈项部，使其呈自然“牵颈”的状态，此时乳突、枕外
隆凸、寰椎和枢椎横突等都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使得紧张的螺旋链得到放松，螺旋
链的稳定性被激活，进而治疗颈型颈椎病。
综上，易筋经“托天式”可以解除紧张痉挛的筋膜，协调恢复力学环境，对颈型
颈椎病的早期防治可以很大程度上防止颈椎病的进一步退化，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能做到未病先防的效果。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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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的文化与共通的内证
—— 蒋维乔与冈田式静坐法
日本

廖赤阳

关键词：蒋维乔； 因子静坐法；冈田式静坐法；中日关系；气功养生

Internal Evidence of Cross-regional Culture and Common
—— Jiang Weiqiao and Okada-style Sit-in
Japan Liao Chiyang
Key words: Jiang Weiqiao, Factor Meditation, Okada Sit-i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Qigong
Health Care

综上所述，蒋维乔之《因是子》的体系与技术，除了坐姿之外，基本上沿袭了冈
田式静坐法，缺乏原创性。由于冈田本人述而不作，现在所见的冈田式静坐法均为他
人所总结整理者，而并非冈田原作，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说，因是子静坐法实为冈
田式静坐法的蒋维乔解说的中国版。因此，
认为这一时期蒋维乔的静坐法，以及他的重心说，是继承于中国道家的说法是十
分值得商榷的。认为蒋维乔的静坐法源于佛道，这种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也
是不足的。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说《因是子》是冈田式静坐的中国版，并不意味着
蒋维乔的静坐实践来源于冈田。《因是子》与蒋维乔本人的静坐实践，是两个既相互
关联又有所区别的问题。事实上，蒋维乔认真开始静坐修行是从28岁起，其修行体验
详细记载在其日记中，确实体现了浓厚的道家风格，而实业之日本社的冈田静坐法的
刊行要晚了十年以上。冈田给予蒋维乔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而且，无论蒋维乔自身
的修行实践与冈田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从本文的叙述可见，蒋维乔的著作《因
是子》直接源于冈田式静坐法，所以，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东
亚地域视野是不可或缺的。而冈田式静坐法的重要精神与技术来源，来自美国的贵格
教派，所以，视野仅仅局限于东亚也是不够的，要仔细梳理近代以来，全球视野下身
心技术跨地域的传播、受容、变容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与机制。
蒋维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新旧交替，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改革、革命和救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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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让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集体性焦虑。而药方就是全面吸收西方文化与科学，并以此
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科学成为唯一正确的话语，而批判和揶揄中国传统文
化也成为一些主流知识分子的最高时髦和爱好。蒋维乔作为新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
者，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拥有同样的救国救民之使命感，也正是为了静坐救国，改造
国民性，他才不敢私密地将其个人的静坐实践公诸于众。但是却由此引起了知识界的
猛烈批判。对此，蒋维乔努力地为静坐作科学化的解释，并援引冈田、藤田等日本人
的论述来为静坐的科学性与哲学性提供权威依据。这也可以视为蒋维乔为了话语的政
治正确而作出的一种战略性选择。但是吊诡的是，冈田本人却是对西方近代科学持强
烈批判态度的人物，蒋维乔的冈田论述，和冈田的思想南辕北辙，所以，蒋维乔的冈
田说，只是他的一种冈田想象，从中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想象。
同样是处在全盘西化的环境下，冈田所处的时代，日本已经历了明治维新近30年
的变革而成为了列强国家。利益至上、科学至上、物质至上以及国权的扩张所带来的
各种社会与心理问题让冈田深感忧虑。为了寻求答案他远渡更为先进的美国去寻求答
案。在美国，他邂逅了贵格教派的思想和冥想实践，并与日本的自然观及儒佛道等各
种东方的思想融汇起来，归国后创立了冈田式静坐法。他希望以此改造日本，由于符
合大正时期以来蓬勃发展的日本大众社会需求，以及明治时期以来一贯的强国强种的
国家方针，冈田式静坐法一世风靡。冈田强烈批判近代科学、近代教育与西方医学，
也对忠君爱国思想的危害性提出了预言式的警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田之
说，越来越被从忠君爱国，锻炼健康的国民身心以备国家战时之需的角度加以诠释。
而包括冈田式在内的近代日本各种健康法所强调的精神决定肉体论，也被融入日本之
精神必然战胜西方之物质的时代喧嚣之中。
就这样，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中，提倡静坐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受到以科学为名
的批判和围剿时，试图从日本去寻求其近代性和科学性依据。与此同时，日本的知识
分子却远赴美国，去寻找和发现对文明开化以来的全盘西化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的答案。在此过程中，在后日被称为气功的这一身心健康领域里，西方的贵格教派的
身心技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而受此影响的日本之身心技法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明以及传统与近代的冲突、碰撞与调适，但
是，所有这些因素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重合、错位、越境和纠缠着的。而且，回到
气功研究来说，我们也应该避免西方近代对中国传统这样的标签式思维，而应该深入
体会作为修行人的内在体验，这才是他们的思想发生的源泉之所在，而这种内证性体
验是具有跨越空间上的东西方和时间上的近代与传统，而具有人类共性的。这也是为
什么我们可以从爱默生、冈田和蒋维乔的体验中找到共鸣的原因。
本文为廖赤阳《东亚视野和内证体验中的近代性构筑与批判――蒋维乔与冈田式
静坐法》（未刊稿）的结语部分。
– 98 –

百年“神形之际”研究的大数据与全文献
林海
CTCM中医人体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摘要：本文按照医疗、论理、功法、验证、实用五种分类，将百年(1912-2011)来
9000余篇气功（“神形之际”）的全文献进行大数据梳理，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气功的研究和社会发展及科学总体发展息息相关，涉及到科学的终极研究目标——精
神与物质的关系。本文所提倡的“全文献”、“全过程”遴选研究成果的方法，希冀
能为改变中国科研被SCI绑架、贫于创新和思想的现状做一些贡献。
关键词：神形之际；气功；大数据；SCI

Review of Research about “Between Material and Mind” in
the Past Century using the Big Data and All Literature
Lin Hai
Research Committee for TCM-Somatology of CTCM
Abstract: The paper book starts with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100
years (1912-2011)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focuses on using big data method to analysis
Qigong research resul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symmetr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 especiall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guidance value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health resea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e of the ultimate goals of scienc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body) and
Mind, and the futur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must b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 author advocates a non-SCI paradigm
mechanism in science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 Between Material (body) and Mind, Qigong, Big data,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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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识）形之际，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神形之际的研究，是对人类健康深刻
研究之后的升华，是东方科学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而气功和气功学则是这方面研
究的最佳载体之一；同时，“意识本质”问题的研究，也是目前以西方科学为主导之
现代科学的前沿。因此可以说，东西方科学体系都认为神形之际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的
一个终极点。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气功就本质而言，就是人学；而“神”
和“形”，就是人学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淮南子》说：“形者，生之舍。气者，生
之充。神者，生之制。一失位，三者俱伤”，气功就是研究神、形、气三要素各行其
道，各守其位的学问。“气”居神，形之间沟通彼此，起极关键的协调作用。因此，
历史上虽有争议，但从这个角度出发，“气功”不失为一个好名字。
由于东方文明和科学先天上的特点，对“气功”有较深入的研究，因此中国学者
在“神形之际”的研究中就占据了较大的优势，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描述的“
恍惚”，就是对气本质的精彩探讨；中国学者在利用现代科学研究气功方面，也走在
世界前列，比如1979年5月左右，上海和北京的科学家发现了意识中含有类似老子预言
的“有物混成”的“物”（从现代科学角度讲可称为“暗物”）。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一百年期间（1912-2011）中外学者进行气功研究的全
文献，共9304篇。文献目录大都发表在《神形之际——百年气功研究文献全录（19122011）》中，文献内容则由贡献、共享的方式，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供。
所谓“全”是两个概念：一、全过程。一百年，一年不少。二、全文献。百年来
全部有关气功研究的文献目录，尽量做到一篇不缺，包括外国的研究文献。当然，长
期以来，气功研究一直落在SCI等“权威机构”的法眼视野之外，因此，文献的收集
全靠志愿者们人工进行搜索，故而遗珠之恨在所难免，但可以保证的是即便有，肯定
也不多。最重要的是入选之文献不设门槛，即：一是不论作者的立场、身份；二是不
论文章的观点是非，只要是公开发表，即予全盘收录。
过去的百年，是中华文明史的转捩点。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崩塌，新兴的共和
体制应运而生，随之而至的是东方文化的惨淡经营与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西方文明
的价值评估体系凌驾于东方文明之上。新中国的诞生虽动摇了这股歪风的根基，但是
并没有完全肃清。故而，过去的百年，以传统文明整体观为核心的研究成就，难以得
到公平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其中以“精神与物质”关系的研究成果，难以通过正规的
渠道去认识。
毫无疑问，过去的百年，是复杂、多变的百年。百年来所收集的9304件“神形之
际”研究文献，是个相当庞大的“数据群”,很难通过普通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内在的
奥妙，好在现在的大数据手段给我们带来了福音。目前本书只是用到了电子表格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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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技术，以后可以升级到语义网络等手段。
图1是经过适当数据处理后所得到的百年气功全文献分布图（附图1）。

分析解读：
图1展现之文献分布曲线有一大一小两个峰值，第一个峰值出现在1933-1940年
间。医学家张竹铭先生创办《扬善半月刊》，邀请陈撄宁先生主笔，将其改造成有
史以来中华第一部专门报道研究气功的刊物。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杂志才不得不停
刊。1939年，张、陈两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将刊物复刊，更名为《仙道月
报》，到1942年才完全停刊。这就是附图1首个曲线A峰值的来历。1949年新中国诞
生，虽然百废待兴，但仍有少数的修炼界前辈如蒋维乔、陈撄宁、周潜川、刘贵珍、
胡耀贞等先生以各种方式传播着国之瑰宝。虽然此期间文章发表不多，但质量很高，
这就是我们从图1看到的很不清晰的B峰的成因。
图1峰C无疑是最大的数据群。该峰形成于1978年，迄2011年总计文献量达到8766
篇，超过此前66年发表论文数的50倍以上。大数据帮助我们深刻地了解和理解改革开
放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意义和价值。
大数据的解读，不仅为我们解开图1高峰C形成的原因，而且也为我们认识图1曲
线极低的两个峰值A和B的来历。图2是参数改变后的图1 的局部，峰A和峰B。A峰位
于1933-1942年之间，相应于陈撄宁先生主编《扬善半月刊》时期，气功文献从无到
有，呈现一派学术繁荣景象。1939年，在《扬善半月刊》停刊两年后，扬善同仁排除
万难顽强地以《仙道月报》之名复刊，终难以为继于两年后最后停刊，图2之A峰就是
这样一个悲壮时刻，于是1938 在历史上为我们留下气功文献几乎是“零”出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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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
在图1中，气功文献的（篇/年）曲线跌宕起伏，A、B、C三个数据群差别非常
大，与C峰相比，A和B几乎低得难以辨认。经过参数调整，A、B两个峰终露峥嵘（
附图2）。如果说数据群C表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国人释放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巨大热
情，数据群A表达的是结束封建王朝之后重拾前贤们传统文明瑰宝的自信，而数据群
B的崛起，则预示着新中国将在医疗保障上顽强地走自己的路。

大数据还为我们展现气功研究文献分类占比。如图3所示，它回答了广大群众对
气功研究的兴趣究竟是什么。统计表明，在9304篇论文中，关心“医疗”的达到2630
篇，占总数28%，居首位。毫无疑问，人们关注气功的原因，是因为关注健康！第二
位是“论理”。时值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但两种文明彼此间交流并非对等，西方文明
可以无遮拦地长驱直入，而东方瑰宝则难以据理力争。两种文明的交汇，实质上是两
种价值评估体系的冲突。按西方的说法，中华神形之际的研究毫无价值，反之亦然。
因此，彼此间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沟通就十分重要。没有强有力正确理论支撑的，
医疗实践很难走远；反之，没有大量医疗实践证实的理论，其实就是白纸一堆。因
此，“医疗篇”的份量与“论理篇”几乎相等，占了全部文献的半数，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处于第三位的是“验证篇”，这有点出人意料。所谓的验证，大部分指的是科
学实验，这在1978年以前绝少出现，1978年以后则大量增加，“实用篇”也有同样的
趋势。二者的文献几乎达到全部文献的三分之一之多，个中深刻原因，将在他文中分
析，这里不赘。
图4与图3都是文献分类占比图，只是时间域值不同。前者是百年全过程的累计
值，后者则是（1912-1978）年间累计值。前者总计文献9304篇，后者则只有538篇。二
者之间不仅绝对数量相差近20倍，而且分类占比也大不相同。其中“论理篇”310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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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医疗篇”113篇占25%，两类文献占全部文献的80%以上。特别是论理的文字
居然占到近60%，这说明气功研究的复苏虽然仍从临床应用开始，但人们的关注点却
在于“论理”。清末民初，两位倡导气功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蒋维乔和陈撄宁，他们
自身或家人曾罹患肺痨绝症，因习练气功而死里逃生。因此，他们倡导气功师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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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偏重于医疗，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近百年的文献中，较早出现“气功”两
字的文章就是从两个以肺结核疗养为主的小型医院出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肺结
核是无药可治的“绝症”。当时，西药“雷米封” 还没有出现，气功疗法是唯一有效
的选项。星星之火，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有十数种疑难病采纳气功疗法有卓效
的报道。当然，真正形成燎原之势，则是在1978年之后。
无独有偶，1979年3月，“中西医结合座谈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笔者也应
邀出席，有幸与几位医学大家如邝安堃、朱宪彝、钟惠澜、邓铁涛等朝夕相处，听
这些专家各抒己见。座谈会是分组进行，多则十来人，少则七八个人一组。不论尊
卑，不分老幼。会后就餐也不排座次随意组合，使得笔者有很多机会向这些大家们请
教。当然，话题都不会远离“中西医结合”。一次晚餐后，陪伴心血管研究大家邝安
堃先生散步，邝先生是医科院上海高血压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曾留
学法国。但他同时又是研究气功防治高血压病达二十年之久的专家。笔者即时对气功
还刚刚入门，邝先生为我讲了一个亲历的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法国时，同
学中一位林姓的朋友罹患肺结核其已经形成空洞，属于晚期，按照当时的医学常识，
已经无药可治，所以被劝退学回国。数年后，邝先生学成回国，心想该同学必定已经
故去，不料有一次在上海马路上惊遇。该同学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体魄健康，红光满
面。询问后方才得知，该林姓同学回国之后，无可奈何之下习练了气功，并坚持数
年，后经X光检查，病灶钙化。彼时，邝老听后很受震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8年
政府倡导“中西医结合”之时，邝老毅然选择了气功医学研究的课题。说话的时候，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二十个年头，取得了丰硕的成就。1984年，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本森（Herbert Benson）来华报告他们用瑜伽术治疗高血压病
的成果，称这是世界首创。上海高血压研究所所长邝安堃团队的主要成员王崇行教授
出示了远比哈佛大学更早发表的医学气功治疗高血压病的论文，使哈佛的本森教授当
场改口。如今邝老虽以近百岁辞世，但他的研究团体至今仍在继续工作，迄今已半个
多世纪。
虽然，此后气功在医疗上的应用不断取得成就，但气功原理的探讨却少为人知，
直至1933年陈撄宁先生将张竹铭先生创办的《扬善半月刊》改造成中国的第一个气功
学术刊物，此局面才彻底改观。在此后的十年中（包含1939年复刊的《仙道月报》）
气功原理的研究无论论文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气功在医疗上应用的报道，达到
310篇之多。当然，和改革开放后气功论文爆发性增长（参看附图3）相比，在整体上
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论文的质量方面，民国时期或更胜一筹。其中，两位前辈贡
献最大。蒋维乔先生著《因是子静坐法》风靡全国，多次再版，多次脱销，在知识界
影响至巨；另一个陈撄宁先生主笔《扬善半月刊》，介绍气功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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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浅出，深受广大读者爱戴和支持，并以刊物为核心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和写作
高手组成的队伍，大大地推动了气功研究事业的发展。
比较百年来不同年份气功研究文献分类占比图（附图3、图4、图5），读者会发
现不同年份气功文献出现的门类分布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医疗”和“论理”始终
占据前两位之外，“实用”和“验证”差别极大。其中“验证”在1978年以前之占8%，
而“实用”则低至1%（参看附图3），而在2011年，两者文献数占比分别为：“验
证”2220篇，占比25%，“实用”1207篇，占14%（参看附图5），分别增加约50倍和
140倍。所谓“验证”绝大部分是用现代科学实验方法验证气功效应存在的研究。这
一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即1978年以后）“验证”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实
用”的意义已在第五章中讨论，指的是气功效应在“医疗”以外的实际应用。例如，
利用气功效应加速抗生素制药过程中加速菌种的更新换代速度，又例如利用气功效应
改良作物性质提高优良率等等。
利用大数据，可以研究百年来气功文献分类演变的趋势以确定气功的研究发展方
向和管理决策的确定（参看附图6—附图10）。随着数据挖掘、语义分析等大数据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气功文献的分析会给“神形之际”的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正如前
文所述，本文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库，肯定会有所疏漏，若有新的发现，后续会通过网
络服务的方式持续补充并做持续性研究。信息化时代不仅带来了便利，也使公开、共
享的精神发扬光大。
这一百年为什么这么重要？中国适应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建立了共和政
体，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大势，必然会影响到东方科学的明珠——气功的相
关研究上。文献的呈现有高峰，也有低谷，个别年份甚至一篇都没有（如1939、1967
年等），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某些年度没有文献，不代表这段历史不存在，“零
文献”不等于“无”。这些特殊的历史时段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特殊发展阶段，有的现
在可说，有的现在还不好总结，“于无声处听惊雷”。
文献的“全”，是大数据处理的需要。中华文明发展的暂时中断，应在数据处
理的结果中体现出来。“零文献”时期和随后文献数量的高峰期，可看到中华文明的
勃勃生机，“春风吹又生”；文献的“全”，更是科研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对未来的
科研工作，大数据分析所呈现的结果，比单篇论文更有意义。有些论文可能案例不充
分，文字水平不高，但这正是特殊历史阶段造成的，璞玉也许就在其中，因此本文摒
弃有些知名文献检索按照某种特定价值评估体系来“筛查”的做法，而是全文献地进
行分类，由研究者们自行分析和得出结论，尽量减少在前进道路上的弯路和障碍，希
冀能为改变中国科研被SCI绑架，贫于创新和思想的现状做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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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与创造力
委映星（西班牙）
气道书院
摘要：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心理学、各种艺术家看法的三重视角，来
探讨气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以气功与中国传统艺术共同的哲学背景，探
讨气功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气功与现代表达性心理疗法的异同，以
及气功与心理学中的“心流”概念的联系。最后一部分是对中西方著名艺术家的语录
进行汇编和分析，对24名练习气功或太极拳并且创作绘画、音乐、舞蹈等常见艺术的
西方人士所做的调查统计。
总之，从人类最高追求来看，气功和创造力实践有着相似的作用：通过服务于透
过自我而延伸的原始创造力，寻找我们生命中的不断平衡。

Qigong and Creativity
Spain Estel Vilar
Qi Dao School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qigong and creativity is approached mainly
from three different angle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 psychology, and multiple
insights given by different artists. The first part addre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qigo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through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they share. In the
second part we se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qigong and modern expressive
psychotherapy, as well as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notion of flow in psychology. The last part
consists in a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of quotations from famous Chinese and Western artists,
as well as the results from a survey taken among 24 Western people who practice qigong and
have a consistent creative practice such as painting, music, dance, etc.
We conclude that the practice of qigong and that of creativity share the same function when
viewed from the highest pursuit of humanity: finding our life balance by be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primordial creative force that extends thoug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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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gon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We can define qigong as a modern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a vast range of ancient practices
related to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arts that deal with the notion of qi,
that could be translated as "life force" or "vital energy". In fact, understanding, or rather
experiencing, the elusive notion of qi is key to understand qigong. Qi is considered the
common territory between the immaterial and the material world, between spirit and body,
between thought and action; and therefore qi does not belong to either side of duality, and
belongs to both, functioning as a bridging substance between the tangible and the intangible
spheres of being. Qi exists fundamentally in the realm of perception,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where it can be experienced in various ways. The experience of qi can have
specific and various proven effects on matter, however its emerg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it remains in the uncharted territory where matter and spirit meet, and therefore it can't
never be fully grasped by purely empirical tools.
The character qi is pervasive in Chinese language, we find it in many common words such as
空气 air (empty qi), 天气 weather (sky qi), 运气 luck (moving qi), or 小气 stingy (small q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 also find qi categorized in various types according to its
origin, function, quality, state, etc. within the organism. However, in the pursuit of either
health or enlightenment we are ultimately most concerned about the notion of primordial
qi元气 yuan qi or true qi 真气 zhen qi. We could consider that the purest form of qi, coming
directly from its Source, Dao.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re of course also not exempt of the
importance of qi. The supreme go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ist is to imbue his work with
the purest form of qi, and thus his action extends that of the cosmic creator.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re not specifically categorized as qigong methods even though
they could easily fit in a definition of qigong such as: "Practice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which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body (posture, movement),
the breathing, and the mental state, exercises and refines the life of its practitioner". Like
in any domai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notion of qi is present 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such as painting, calligraphy, or performance ar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i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qigong, it is based in the sa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It ultimately aims to the joining of the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nd the return to Dao. From that perspective, the artistic practic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ath of self-cultivation in which the artist aims to achieve the state
of human life that flow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described by the Taoist sages. The actions
produced in that state are like the one described in the story about Pao Ding [from Zhuangzi
庄子Pao Ding Jie Niu庖丁解牛] who effortlessly butchered a cow with utmost prec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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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ing effortlessness.

Modern expressive psychotherapy
We must differentiate the approa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artistic creation. On one hand, just like qigong and taijiquan practice,
artistic expression can indeed also be a powerful tool for self-discovery and healing.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rt has been used as a psychotherapeutic tool, as artistic expression can
facilitate the rising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to the conscious surface, thus facilita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l struggles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m and transcend them.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is modern approach may open a door into the vastness of the mind,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step beyond the dealing with the struggles and stories of the self
indefinitely. In any case, expressive psychotherapies such as art therapy, dance therapy,
drama therapy, etc. have become a widely recognised tool in the field of modern psychology
for people to examine their body, feelings, emotions and thought process. In this kind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is emphasized over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product.
The debate in Art about process versus final piece, rules versus spontaneity, form vs heart,
etc. is probably as old as Art itself, and it exists too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which ultimately
attempt to perfect both aspects through their unification: the unification of object and subject,
of brush and ink, of technique and spirit, hand and heart, yin and yang. That is why I fi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much more mature than that of modern
expressive therapies, which point to the self-transformational power of artistic expression
but too often lack a clear destination and purpose, beyond digging in the subconscious mind.

The notion of flow in modern psychology
The state one enters during qigong practice, or the "qigong state" is both in psychological and
neurological terms very close to the state of "flow" in psychology, also known as "creative
flow": a mental state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fully present in the task at hand, enjoying and
developing an activity effortlessly in an uninterrupted wa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tate of
"flow" as some kind of ¨effortless efficiency¨ inevitably reminds us of the notion of wuwei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Research has found a connection between "flow" and the
state of meditation [Barry, 2011], both can be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concentration in the
present moment, not disturbed by critical cognitive think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peaceful
and meditative state of mind, related to the notion of jing静 (quietness), is also one of the
pillars of qigong practice. [Vilar, 2018]
The state of "flow" can be found in link in almost any activity: an athlete running, gard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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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cking weeds, or in an expert butcher cutting an ox, but is also a key state in any creative
process and artistic task such as playing an instrument, painting or dancing. What is more,
¨Harvard’s Teresa Amiable discovered that not only are people more creative in flow, they
also report being more creative the day after a flow state—suggesting that flow doesn’t just
heighten creativity in the moment, it heightens it over the long haul. In other words, being in
flow actually trains us to be more creative.¨ [Kotler, 2014]
It is not a surprise then that, the "state of qigong" is cultivated among artists from all kinds of
disciplines (painting, dance, pottery, etc.) because it fosters creativity and artistic sensitivity
by letting the mind rest in the present moment, undisturbed by critical cognitive thinking.
This also reminds us of how the practice of qigo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such as calligraphy, music and painting, which embody the same principles of relaxation
of the body and quietness of the mind in their execution in order to create an art that reflects
natural beauty and flow. [Vilar, 2018]

Creativity and inspiration
Creativity, together with innovation, has been a raising value in the Western world, it is
encouraged and stimulated in Western schools and society. Creativity is considered the ability
or the phenomenon of bringing about new ideas, patterns, methods, objects, etc. Creativ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concept of "inspiration", as the source of new and useful ideas. If
we look into the etymology of "inspiration" in English we find at first that it literally means
"breathing in" or "inhalation" (from Latin "in" (into) + "spirare" (to breath).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however, we will learn that "spirare" means in fact more than just "breathing", it implies
a "source of life", a "spirit" or a "divine force". Therefore, "inspir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taking within Spirit or source of life. One can be inspired to write, paint or act, and in any case
is are manifesting something in the realm of form which is rooted in the realm of spirit. This
reminds us of the philosophy behind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discussed above, and also of the
thought of some Western religious art traditions, in which the artistic practice has a spiritual
purpose.
Extremely opposed approaches can be taken in the artistic spiritual practice, some are strictly
methodical and based on repetition, and others rather emphasize the artistic freedom of
the artist. The former, like medieval religious iconography, puts the spiritual authority in the
image that is being painted, the painter's identity is not even considered important, his task
is devoting himself in reproducing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vine without adding anything
of himself. [Coomaraswamy, 1980] The latter, like that of Shi Tao (石涛) , defends there are
no rules to follow, but the "Supreme Rule of Simplicity", in the artistic act. The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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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city is One, the transcendence of duality, of yin and yang, brush and ink, technique
and spontaneity. In any case both approaches lead to common ground: a state of action that
surrenders to the divine or the One and the lets go of the judgement from the self.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is precisely "nothing" wuji (often
translated as emptiness or nothingness). From wuji emerges taiji, the realm where heaven
and earth have not yet been split, and from taiji emerge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of the
dualistic (yin-yang) universe. Similarly, the source of creativity is found in a state of emptying
the self. [Xu, 2017]
It is maybe not a coincidence that many artists from different eras and places in the world
agree that the creation process happen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not because of themselves,
but rather as the natural course of creation. We find this thoughts in Chinese classical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as we would expect, such as Zhang Yanyuan 张彦远 (art historian,
calligrapher and painter, Tang Dynasty 815-857): "The origin of pictorial art lies not in human
intelligence, but in the order of Heaven"; Wang Yu 王昱 (painter, Qing Dynasty): "Pure
vacuum is the supreme state of paining"; or Tang Dai 唐岱 (painter, Qing Dynasty): "It is
not about imitating nature, but rather about participating in the very process of creation"
[Cervera, 1993]. But we also find a very similar thinking in quite a few Western artists of the
19th century, like German romantic composers such as Strauss (1864 – 1949): "When I am
inspired I have certain visions induced by a superior Force. In these moments I feel that the
Source of eternal and infinite force, from which you and me and all things originate from,
opens to me." and Brahms (1833 – 1897)): "Being able to recognize, like Beethoven, that we
are one with the Creator, is a wonderful and venerable experience. There are very few men
who can get to recognize it; that is why there are so few composers and creative spirits in all
fields of human effort." ... "I need to be in a semi-trance state to reach this results, a state in
which the conscious thought is temporarily without rule and the subconscious leads, because
it is through it, as part of the Almighty, that inspiration arises"; or French writers like Flaubert
(novelist, 1821– 1880): "What seems to me the most elevated in art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s not to make people laugh, cry, excite or be angry, but rather to act like nature"; and Claudel
(poet, dramatist and diplomat, 1868 – 1955) ): "Art imitates nature, not in its effects, but in its
causes, in its "way", in its processes, which are nothing but a participation and derivation of
things, of the very divine art: ars imitatur naturam in sua operatione."; and also the Spanish
artist Picasso (1881 – 1973): "Painting is not copying nature, but rather learning to work like
her." [Ryckmans, 1993] One could even wonder weather Picasso heard and simply repeated
the words of Tang Dai, quoted above, in this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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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gong and creativity survey
From what has been exposed above, we can say that qigong is related to creativity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practice might share common spiritual purposes, and that with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qigong and arts share many of thei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notions. In
order to see more precisely the way qigong and creativity relate in a modern global context,
I have conducted a survey with 24 people of my direct acquaintance who I know that they
practice or have practised qigong or taijiquan, and have as well one or several creative and
artistic practices. These people were all Western, mostly European, between 30 and 66 yearsold (average of 45), 16 female and 8 male. Most of them (17) practised traditional qigong or
taijiquan styles, and had an average of 8 years of experience, ranging from several months
to 30 years. Eight of them said to practice qigong daily, five do it several times a week, six
once a week, four from time to time, and one of them considers the practice integrated in
all the activities of his everyday life. The creative practices they have are mainly painting and
drawing (9), dance and movement (9),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8), and music (7), other
creative disciplines are writing (6), photography (5), pottery (4) and sculpture (4) among
other hand-crafts and some creative professions such as design and business.
When asked weather qigong or taijiquan nourishes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and in what way,
most of them se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mainly in one or several of this three dimensions:
(1) Qigong practice as a warm-up before the creative practice, (3) Entering a meditative
state of qigong du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to enhance the flow and inspiration, (3) Taking
qigong theory and philosophy as the theme of the creations. In their descriptions appear the
following benefits of qigong or taijiquan practice towards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ordered by
prevalenc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r awareness (5), inspiration (4), creative flow (4), focus
(3), broadening of perception (3), body awareness (2), quietening of the mind (2), freedom of
spirit (2), vitality (2), presence (2), awareness of thoughts, centering, grounding, movement
in the body, authenticity, harmony, physical and mental balance, connection of inner and
outer movement, self-control, and resilience.
However, quite a few of them very well point out that these benefits are not limited to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but that extend to all aspects of their life, and that all aspects of their life
are imbued with the essence of qigong: "All the activities I do are related to what qigong
brings and means (mind-body balance, being present here and now), not only my creative
practices."; "I can't separate qigong from my life"; "Since qigong helps to balance body and
mind, its benefit must extend to all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activities."; "I am aiming to
in a way merge the qigong practice into my way of being, so it can sustain or be part of all I
do. I am accessing the creative practice as another kind of qigong or mind-body practi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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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tting is quite a meditation practice!". We notice here how qigong and creative practices
are somehow equivalent for some of them.
When asked weather their interest and sensitivity for qigong/taichiwere related to their
creative nature and artistic sensitivity they mostly answered positively, but not all people
could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ose who saw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two practices
pointed mainly to three aspects that can be related to the ¨three treasur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1. 形 form Self care (3 people)- Qigong and the creative practices are a way of taking care of
oneself, connecting with oneself, searching for balance and naturalness.
2. 气 qi Sensitivity (6 people)- Some people who's creative arts are directly in link with
movement such as dancers and paint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flow of movement in dance,
in the brush-stroke or in qigong emerges from the same state, they both require "the same
kind of sensitivity and connection to the inner body, be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with no
thinking". In relation to sensitivity, one woman points out that "the experience [during qigong
practice] that being sensitive does not mean being weak or vulnerable was very empowering".
3. 神 spirit Spirituality (5 people)- Some se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Qigong and the creative
practice as a spiritual path: They are both related to the "learning about the mystery of
life, which is creative and transforming"; "They are related in the measure that all arts that
become expressions of what is holy are based on the same principles"; "The movement of
life force and creativity are the same. The emergence of things from nothing and returning
to nothingness".
The people who could not find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qigong and creative
practices (two men in the survey) pointed out that they conceived their creative process as
an intellectual exercise.
Finally, when asked if they apply any specific qigong or taichitechniques during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most of them can identify some qigong techniques they use before (4), during (16) or
after (3)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Musicians and performers use it also as a way to control the
tension before a show, and after it to calm back down, and a writer uses dynamic qigong and
taijiquan forms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tension in the body and keep the flow after writing a
long time in a rather constricted position. Many of them (10) coincide that they use breathing
techniques, and some mention entering a state of meditation (6), however, one point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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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do creative practice the meditative state comes immediately. I do not have to use
any technique¨, thus implying that the creative practice itself (drawing) is a meditation
technique. Some mention relaxation as a technique (2): ¨For the photography as an example
I've introduced the total relaxation before I take the snapshot. I use what I've learned from
photo class to frame, chose an angle and the best lighting, then I let go and enter the qigong
state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natural shot, less controlled and tense. It seems to appear in
the picture when I look at it afterwards. ¨ Other specific techniques they mention are: moving
with body unity or from the dantian (4), standing pose (3), inner body observation (2), finally,
one of them explains to be using dynamic qigong traditional movements integrated within a
danced choreography.
Some of them mention spontaneity as a technique they may use sometimes: ¨Then when
I'm looking for inspiration, the practice of zifagong [Spontaneous Qigong] taught me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thing emerging from nothing, so I have this trust that creativity is
infinite and will always be there. I just need to let go of the control and let anything emerge
and disappear.¨ Or a painter explains that ¨Sometimes I also let my hand move freely,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of my doing or worrying about the final result. It’s about just letting go and
maybe surprising myself at the end.¨

Conclusions
Expressive arts can be in themselves methods that share the same purpose as qigong when
those who practice them are aware of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their
art. As not few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urvey pointed out, the act of human creativity
participates of Creation itself. Artistic expression is a microcosm in which to experience the
creative power of Life. Self-knowledge through art can be much deeper than the creative
exercise in itself, as it nourishes the existential core of our being, if we acknowledge the power
of creation we have in life. Inspiration is not only a key element to any creative process, but
also crucial for living with a sense of purpose. Inspiration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a work of
art, but also through a way of life.
In that same way, the practice of qigong takes us ultimately to embracing a different quality of
life, in harmony or rather unison, with Nature, 天人合一 tian ren he yi, "heaven and human
becoming one", aligning our actions with the will of Spiri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true
exercise of creativity lies not in Art, but rather in Life. Art, like qigong can be the means, the
practice or one of the paths towards self-knowledge.
Creation in Life is always happening in spite of our selves. Being in tune with Creation is c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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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urrender than to achievement. Our bodies grow and transform, just like everything in
Nature, and we experience it through our very limited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in our naive
intuition of time as linear, uniform, and unidirectional [Rovelli]. The Creative expresses itself
through the yin-yang interaction, female-male, spontaneity-technique, winter-summer. Taiji
is the point of balance and harmony of yin-yang, and it arises from wuji (nothingness). Qi,
emerging from Dao, is the substance that neutralises the duality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our
experience, returning it to Oneness, returning us to wholeness, or to what is the same: to
health, since by etymology, health comes from old English hælþ meaning "wholeness, a being
whole, sound or well," and from old Norse helge "holy, sacred". Qigong as many creative arts
offer multiple paths into the way of taiji, qi and who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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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盏可指引中医进一步正确发展的明灯。气功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陆先生一
些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气功的理论与实践格外契合，在临床上推广应用气功疗法，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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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家、哲学家、国医大师陆广莘已驾鹤西去，但他的中医学术思想仍备受
中医学界的重视，它取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其内容丰富而扎实，就像一盏可指引中医进一步正确发展的明灯。对中医人来说，这
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正如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诸国本先生所言“陆广莘医
学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生生之道。它是当代中医自信自强、卓然自立
的标志，是中医人留连忘返的学术大厦。”气功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陆先生一些
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气功的理论实践格外契合，在临床上推广应用气功疗法，应当是发
扬光大陆广莘学术思想的途径之一。本文试从六个方面阐述一下两者的契合之处。

一、陆广莘的“健康生态医学模式”学术思想与气功的学术内涵
陆广莘认为，中医和西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健康医学，而后者是疾病医学，
而健康医学是大大优于疾病医学的（见《陆广莘学术经验集》一书）。陆广莘的这一
观念与世界卫生事业的治理改革方向相符合。于2016年11月在中国上海召开的“第九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提出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应实现健康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卫生
系统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
健康医学，陆广莘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健康生态医学模式”，他说“关于健康
生态医学模式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中医语言，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
么叫‘正气存内’？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
气存内’，内环境稳定就是‘正’。对于内环境，中医学强调内环境的稳定是健康长
寿的关键，认为生命具有自组演化、稳态适应调节功能，保证内环境的稳定。同时，
中医学认为这些能力是中医药之所以成为‘生生之具’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医疗实
践活动中，中医学不会使用对抗疗法，而是依赖生命的自组演化、稳态适应调节功
能，‘因势利导’地扶其正祛邪之势，以期帮助实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
稳定的生态和谐。”
陆广莘认为，中医学的本身就应该是贯彻如上理念的健康医学。但目前中医的现
状如何呢？坚持这个理念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的铁杆中医是有的，但另一方面也应
该看到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不少中医人受到西医理念的浸染，在临床中更乐于采用
西化的对抗疗法的模式，健康医学的理念得不到较好的落实。
在中医各科当中，气功可以说仍然保持纯粹“健康生态医学模式”这个初心不变
的学科之一。其主要原因与气功的学术内涵有关。气功最为推崇“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和“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气功是通过三调（调身、调息、调神）来达到身心
合一、阴阳平衡、气血通畅、内气充盈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组织、自调节的
过程。气功的学术内涵与陆广莘健康医学的理念十分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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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广莘“重视生命层次”的学术思想与气功的以调神为核心的要旨
要实施“健康生态医学模式”，调动生命的自组演化、稳态适应调节功能，最重
要的是重视神的作用。陆广莘说 ：“生命之所以能在环境变化中保持其自稳态，来源
于内部执行自组织、自调节、自适应的‘神机’，所以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
神去则机息’”。“‘神’首先是生命的主宰，故云：‘神者生之制也’（《淮南
子·原道训》）。神的存亡即生命的存亡。”他认为：“粗守形而上守神，‘一切邪
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
陆广莘之所以对神的作用如此重视，源于他有别于西医的生命观。他说：“物质
不能取代生命。”又说：“从医学的目的来说，物质应服务于生命，服从于生命。把
生命归结于物质基础，不符合中医研究，是西方生命科学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学
术传统的主题是生命，不是非生命之物。它注重如何使非生命之物为生命进而为人的
生存发展服务。”
气功的内涵是三调，而三调当中，调神是核心，没有了调神，就称不上是气功锻
炼。调神有三个层次：意守、存想、入静。入静可以说是调神最终要达到的境界。气
功的调神如能做到极致，则气功锻炼的成效就会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气功如此强调对
神的调整，与陆广莘的观点是十分契合的。在中医的各科当中，把调神置于第一重要
地位的，恐怕只有气功了。
当然，陆广莘重视调神，但并不忽视形体的调节。他说，作为中医人，“首先
立足以下三句话：第一，‘形者，生之舍也’，形体的形，是生命的边界，生命的宿
舍；第二，‘气者，生之充也’，生命里面充满了气；第三，‘神者，生之制也’。”
形体，是神的寄宿之处，是应该予以重视的，中医的防治疾病的方法，不少是落在形
体之上。气功，也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三调之中，调神是核心，但调身、调息也是不
可或缺的。气功对于调身有着一定的要求。在这方面，与陆广莘的理念也是相通的。
“调神”要做到“恬淡虚无”，道德修炼是重要前提。陆广莘说：“高尚的医
德医品也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所以，德行的修养也是中医学传承的一个重要内
容。”气功锻炼中，有对德行的要求。作为气功之源的儒释道三家修炼法，都把修德
作为入门之法，且有严苛要求。现代气功虽然不如古时那么严格，但排除杂念等，也
算是道德修炼的一个步骤吧。

三、陆广莘“重视气的作用”的学术思想与气功锻炼的目标
陆广莘十分重视气在治病和养生中的作用，他说：“气这个位置很高。西医讲实
验，专求质而气则离，气没有了，所以故常失其本，本是气。” “中医诊断认识和理
论回答更注意于：养生莫若知本，发现发掘保持健康的内在动力机制——人体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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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必求于本，发现发掘由疾病向健康转化的内在动力——病人的正气。”他甚至认
为，生命就是气，“生命是气的特殊形式。”
他认为，体内的正气，就是人体的自我痊愈能力，作为中医人，在医疗活动中，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掘、强化这个能力，“人的生生之气是人的主体开放流通自组演
化调节能力，也就是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人的自我痊愈能力，我
们应对它‘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
陆广莘将传统的“扶正祛邪”的提法作了一个小小的却意义重大的改变，即改
成“扶‘正祛邪’”。他说：“扶正与祛邪并提，表面上似很公允，却是形而上的，
它的治疗思想是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孤立地提‘扶正’，为滥用补药开方便之门，
结果往往是走向反面：‘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孤立地提‘祛邪’，就是针对病理
变化进行的治疗，结果‘往往过之，伤其正也’”。他强调，“‘正祛邪’是机体的
一种自我能力，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本质是帮助、扶持病人提高这种能力。”
实际上，陆广莘强调的是，不能把祛邪与扶正相提并论，祛邪是对抗疗法，容易
落入西医治疗模式的窠臼。体内的正气本身就具有祛邪的强大功能，所以中医的治疗
就是扶助、强化这种功能，叫做“扶‘正祛邪’”。
气功锻炼的目标是培育、发掘体内的正气，准确地说，是元气。“气功是一种通
过培育、调动气即生命能量来达到身心健康的内炼方法。”气功也不太强调祛邪，以
扶正为主，注重强化体内天赋的防病治病能力。气功内炼法的代表功法内丹功，就是
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使丹田之气充盈，而后使其沿任、督两脉运行，即内气运行于
小周天，进而循十二经脉运行，即走大周天。
陆广莘先生对“气”这个人体自愈能力的重视与他对“神”的重视并不矛
盾。“气”能够得以增强并在防止疾病中发挥作用，首要的前提是要把“神”调整
好。这是陆广莘一以贯之的思想。他在其著作中反复引用《黄帝内经》首篇“上古天
真论”的句子“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明他是深得“调
神”与“得气”关系之三昧的。气功锻炼也认为必须把“调神”置于首位，这样才能
收到“得气”之效。

四、陆广莘“不主张多用药”的学术思想与气功鲜明的非药物疗法的
特征
陆广莘认为，正气主要应靠体内自稳调节功能的发挥而自然生成，而不是过多地
依赖补药。因此，陆广莘在治病过程中，不主张多用药。由于治病的目的在于帮助机
体自稳调节的正常化，而非替代机体的功能，因此，陆广莘在临床上在审查病机的基
础上，力求少用药，或不用药，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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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陆广莘，不少中医大家都重视调动病患体内的愈病能力而少用药，如仝小
林先生，他以绘画艺术中的留白为喻，说：“留白，是艺术，也是智慧。在治疗上，
留白法，就是启动程序，点到为止，给‘体内大药’的发挥，留以充分的空间。”当
下中药材问题多多，更显出不用药之治疗方法的优越性。
不用药而能调动人体内的自我康复、自我治愈的能力，恰恰是气功主要的特色之
一。国医大师孙光荣指出：“导引术（古代气功）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不药’。导
引术不主张、不借助药物，而靠自身的锻炼，促进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强健，修炼‘精
气神’”。

五、陆广莘“中医研究”的学术思想与气功的内证体验
关于探索中医的路径，陆广莘基于对中西医学区别的清晰认识，首提“中医研
究”和“研究中医”这两种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中医研究”就是运用中医学理论，
指导中医学方法，研究中医学对象和实现中医学目的，用中医学的疗效观检验评价实
际效果，反馈过来修正补充发展中医理论和方法。他对“研究中医”即以现代科学、
现代医学的手段来考察、评判中医的路径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走了几十年的曲
折道路，中医始终被认为是研究对象，‘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8个字，被误解为
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加以研究提高。我们往往自大地用现代科学方法纠正中医。
用物质世界的知识解决生命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
“中医研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来领悟中医，是以与现代科学、现代医
学不同的中医的话语系统来阐释中医。陆广莘所指的中医研究的方法，应该包含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实验方法——内证体验。
内证体验就是中国传统的內炼法，儒释道都重视内炼。历史上的中医大家都擅长
內炼法，具有极高的造诣。清末民初的名医张锡纯提倡医家力行“內炼、内修”的静
坐气功，认为这是“领悟脏腑经络之功能和人体内气化作用”的捷径。他由此得出这
样的认识：“內炼内修”的佛、道气功是中医的源起和基础。确实如此，历史上的中
医大家，无不认为内炼、内修，是摸索、体验、总结中医传统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对经络的把握，明代名医李时珍有一句名言：“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熟察之。”
中国古代的內炼法丰富多彩，其现代的表现形式就是气功入静。气功入静荟萃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内观”“内视”“內炼”等方法的精华，如儒家的“坐忘”、佛家
的“禅修”、道家的“内丹”等。气功入静不仅是中医防病治病的瑰宝之一，而且是
理解中医深刻内涵的一把钥匙。通过进入高度的入静境界，可望从东方文化的视角来
阐明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一系列中医不解之谜。
因此，可以说，气功的内练炼法应当是陆广莘所大力倡导的“中医研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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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

六、陆广莘“重视升降开合”的学术思想与气功对“升降开合”的看重
陆广莘先生特别重视人体的升降开合，他说：说：“生命之气与环境之气两者之
间是流通的，存在着气的出入升降，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言：‘出入废则神
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
升降开合关乎人的身体健康，这一医学观是中医特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
一观念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传统医家为实施升降开合，多是用药物的，而从前
文已知，陆广莘不主张在临床上多用药，那么该如何在临床上实施升降开合呢？气功
可以做到这一点。
气功十分看重升降开合，升降开合是各种气功功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功的升
降开合往往配以外在的动作，比如一个简单的动作：两臂伸直，向上举起是升，落下
是降，向两边分开是开，合拢是合。外在的升降开合动作并不是如广播体操那样，只
是纯粹的肢体动作，它是在引导内在的气机进行升降开合的运作。
气功中，有一个升降的运作十分重要，就是气机沿任、督两脉运行的小周天。气
机沿任脉降，过会阴后，沿督脉升。这个一降一升，会激活人体的各个经脉，气机畅
通无阻，故祛病强身的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略）

– 123 –

身体体验和“气”：从现象学和具身化的视角出发
黄信者*
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科
摘要：长期以来，“气”和气功体验的研究局限于自然科学、心理学、中医学
理论等既成的理论框架之中。本稿简单回顾了“气”与气功研究的模式及问题，探讨
了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用现象学方法论研究“身体体验”的理论基础，例举了“具身
化”研究范式中关于身体体验的重要研究及见解。并讨论了这些方法论和见解运用
于“气”与气功体验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本稿旨在为“气”与
气功体验研究开拓一个崭新的视域，从而丰富我们对“气”与气功的理解，使气功文
化更好的面向当代并走向世界。
关键词：气；气功体验；身体；现象学；具身化

Body Experience and Qi: a Perspective from Phenomenology
and Embodiment
Huang Xinzhe
Ritsumeikan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Qi and Qigong experience were researched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ural science, psychology, and T.C.M.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ed modes and
problems of Qi and Qigong researches, discuss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es in anthropology, exemplified some important researches and ideas about body
experience. Also, The possibility and difficulty of utilizing these methodologies and ideas are
pointed out as wel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pen up a brand new horizon of Qi and
Qigong research,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ulture of Qi and Qigong, make Qigong
face to the contemporary and world better.
Key words: Qi, Qigong Experience, Body, Phenomenology, Embo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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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气”，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传统养生的灵魂，也是东方身体观和宇
宙观的核心概念。自从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渗透东方世界之后，本来在中国
传统思想中不言自明的“气”，成了近现代东西方各个领域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而通
过身体参与“气”的修炼而诞生的气功，无疑是理解“气”文化的最直接的途径。然
而，长期以来的研究对“气”的本质的把握仍然存有很大的争议，对气功体验的研究
往往通过各种自然科学的仪器还原成数字、图像，进行统计学分析而得出的客观结
论，却往往忽视了个体体验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本稿旨在回顾身体哲学和人类学研
究对身体体验的见解，讨论如何将其应用于对“气”和对气功体验的把握，从而打
开“气”以及气功研究的一个崭新视域。

1.“气”与气功的研究模式及问题
1950年代刘贵珍1明确提出气功这个概念之后，对于气功的临床疗效的研究以及在
中医学理论中的研究就在中国展开了。直到现在，气功与一些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
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对气功的临床治疗效果的考察已经走出国门，在日本和欧美国家
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可是，不同于药物疗效研究所采取的双盲实验以及随机样本，
气功所带来的临床疗效的机制很容易被解读为“安慰剂效应（placebo
暗示、又或者是西方心理学意义上的恍惚状态（trance

effect）”、心理

state）。这使得对气功的意义

及疗效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安慰剂、暗示、还是恍惚，这样的解
读都使得气功的效果陷入了无法展开的“黑箱”，也就是说“是什么使安慰剂、暗
示、恍惚产生了治疗效果？”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明确的解答。我们的中医学理论虽
然能对气功的机理机制作出很好的解释，但是脱离中医学理论的框架，气功就很难被
阐释得清晰得体。
经过文革的洗礼之后，顾涵森2和林厚省对于“外气”的研究，使“气”有了可
以被物质化、客观化测量的可能。在钱学森的支持之下，此类对“气”的物理性质
的研究在中国各研究机构开花结果，甚至影响到了邻国日本 3 及美国。在这些研究
中，“气”被披上了各种现代物理学概念的外衣，如红外线、电磁波、生物光子等
等。然而，随着大量研究的展开，“气”的物理性质的研究也受到了各界的质疑。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中心从1993年始至2007年甚至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用于“气”的研究4，
可是“气”的物理性质仍然以“未知的能量”这个结论而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由于“外气”的发现而引起的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气功热”现
象吸引了众多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关注。其中，David Palmer5（宗树人）和 Nancy
Chen6的研究最具影响力。遗憾的是，他们研究的重点没有放在气功带来的实际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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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上，而是描绘了当时“后毛泽东”、“后文革”背景下的政治和经济对中国人“练
气功的身体”所产生的影响。

2.从文化中的身体到身体中的文化：现象学的方法论之于身体体验的描述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从“气”和气功的研究模式来看，无论是临床效果的研究，
中医理论对气功的解读，又或是自然科学对“气”的物理性质的探索，还是社会学、
人类学对练功的身体的产生背景的叙述，都是在一个已经建构好的“文化（医学临床
论，中医学理论，自然科学方法论，政治经济背景）”中，来探索另一种由身体的活
动而产生的“文化”（气、气功），而没有从更加直接的方式—身体本身的体验、感
觉以及情绪的变化来理解文化的产生。这使得“气”和气功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与脉络
中才能被解释说明，这样就很难作为人类共同的体验而被理解。那么，“气”或者说
气功的主观体验能否被科学的阐释出来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对“身体（body）”的关注到达到了空前的
高度。在对身体的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
域的学者们，渐渐地把以前社会人文科学所关心的人的身体和心理、意义和行为、
个体和群体中二者中的一个，扩展到了一个新的、突破这些二元论的概念“具身化
（embodiment）”。Embodiment在国内的翻译还有“身体性”“涉身性”“体
现”“肉身化”这几种，本稿采用的“具身”一词出自北宋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
室纂微篇》：“当混沌未分之前，空洞无有之上，其道体具身7”。也见于明代《道
法会元》：“人禀阴阳，三才天地人同炁，人禀先天一炁灵，一炁具身名曰道，感通
天地神明。8”这里的具身一词指的是“道”与“炁”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有历史文化
内涵也符合embodiment的原意。
虽如今此具身化概念已被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领域广泛运用，但它的
原始理论则是起源于哲学，特别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主导的现象学，
以及福柯，布迪厄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海德格尔的“寓居于
世/与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到 梅洛-庞蒂的“lived body（活的身体）”，现
象学理论对肉身/身体的讨论，都是为了克服和超越长期以来在各个学术领域占统治地
位的笛卡尔开创的主客/身心二元论思考模式。而福坷和布迪厄则是把权力，社会实
践，在个人身体上留下的印记作为了主要的研究对象。
除此之外，宗教人类学大师托马斯-卡德斯(Thomas Csordas)更是提出应该把“具
身化”作为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范式9，他本人也用这范式对北美的天主教的治疗仪式
（驱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10。此研究 引起了包括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
学，以及宗教学领域广泛关注。卡德斯没有从通常的宗教文本，仪式的结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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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论和概念来诠释宗教治疗后所出现的特殊经验，而是继承并开拓了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的思路，从个人的身体出发，通过聚焦对感觉，动觉，情绪，想象等这
些“前-文化”“前-客体”的身体体验的细致描述，来捕捉“文化”和“客体”是如
何从身体里被构建的。他指出 11“文化之植根于身体”，并建构了 12对治疗文化中身
体经验的具体分析方式—“身体的注意模式（Somatic modes of attention）”。这指的
是，在考虑到环境与身体，自己的身体和他者的身体的相互作用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基础上，文化产生于“用身体注意（attention with the body）”和“对身
体的注意(attention to the body )”的模式之上。对身体的注意模式的进行地道的描述来
捕捉身体体验，以及身体建构文化的瞬间，这样既能理解文化怎样建构身体，又能明
确身体中文化的产生过程。
作为心身一元论的思想指导下的气功，对其本质的理解不能只是用自然科学、理
性、既成的理论等先验的标准，而是可以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走出二元论的
思维定式，对体验及直观进行描述，从而突破文化脉络的局限性，更全面的去把握气
功以及“气”的本质。

3.实践中的“气”：从认识论到存在论
气功是一种“气”的身体实践和身体技术。日本学者汤浅泰雄13曾指出，东方的
身体观是一个实践的，生活体验的问题，关注的不是心和身的关系是什么，而是通过
修行，心和身的关系将会变成什么。气功就是众多修行的一种，因此如何去理解气功
和“气”必须着眼于身体修行本身，即气功这门身体技术的具体实践。而身体技术与
身体实践构筑特定文化且反映特定文化，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了人类学者、社会学者们
的共识。那么，如何在这个由身体参与的修行/实践中去理解“气”文化的构筑呢？这
就要求我们走出“气是什么”认识论的框架，过渡到“气是如何存在于实践”这个存
在论的领域。
荷兰医学人类学者摩尔14（Mol）曾经对荷兰的某知名大学的附属医院进行了长
期细致的田野调查，她发现“动脉硬化”这一个疾病，通过不同的诊断实践（实验
室，临床表现）会呈现出多个不同的“动脉硬化”，并且常常会由于诊断方法的不
同，各个“动脉硬化”的性质会出现不吻合的情况。由此，她在其著作《多样化的
身体:医学实践中的存在论（The Body Multiple: Ontology in Medical Practice）》中指
出，“疾病不会先行于人类的实践，而是在确认疾病，消除疾病等种种实践中，被生
成，被实行，被客体化的存在。”
同样，“气”这个文化概念，一样离不开我们对它的实践。就气功而言，它存在
于每个气功练习者的实践之中。这样一来，科学的去描绘气功这个身体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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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理解“气”之存在的关键。那么“气”是如何在气功的实践中被我们的身体所生
成，所掌握的呢。生态人类学者英戈尔德15（Ingold）的一些观点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
些启示。他认为，技能的习得不能单纯理解成传承，而是通过和环境的互动，互为主
体、互相建构，最后达到和谐统一的过程。而在气功实践中，这个“环境”就不只是
身体的外在环境，也包括身体内在环境。外在环境也包括物理和人文环境，内在环境
则有感觉和情绪的变化等等。换言之，研究“气”这个技能的习得，就可以理解为对
身体和这些“环境”互动过程具体记述。

4.结语：“气”和气功体验研究的方向和阻碍
上文介绍了近年来身体哲学及人类学对身体的一些讨论及见解，并讨论了对于“
气”与气功体验理解的新思路。提示我们把“身体”设为焦点进行细致的描述。当
然，这里的身体已不再是生物学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一个“与世共存”，通
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不断的建构文化，且被文化建构的身体。如果能以这个方向去
做一些实证研究的话，无疑会使我们加深对“气”和气功体验的理解，而不是受限于
某个现存的脉络和语境。
然而，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阻碍和困难。首先，由于大量对“气”
的物理性质的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气”是一种未知的能量（unknown energy）的认
知已经根深蒂固，要绕开这个思维定式回归身体体验，此方法论本身就很难被主流研
究方法论所接受。其次，在中国气功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气功练习者在
描述“气”的体验的时候，往往容易引用中国古典和中医学中的陈述来表现自己的真
实感受。而且，身体感觉和情绪的变化也很难被语言化，文字化，这给研究者的记述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最后，因为某一个特定感觉，某一个特定的身体变化，所以捕捉
到了“气”这种长期以来的因果论的直线思维，也是设在我们面前的路障。使我们无
法全面的、具体的、细致入微的理解“气”和气功。
要解决上述问题，不仅要切换思维模式，研究者自己也要积极的加入到气功练习
与体悟当中去，用自己身体“内证”结合实证的方式来体验“气”，观察“气”，理
解“气”，描述“气”。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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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对皮肤温度的影响：系统性文献回顾
中国香港

李志光等

摘要：背景：气功对人体产生的生理改变，可以从皮肤温度的变化反映出来。
温度测量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测量仪器的准确程度及可靠性，设置的方式等。如果
这些因素控制不当，测量的结果会受到质疑。目标：研究目的包括：1) 找出气功介入
与皮肤温度的关系；2) 分析引至测量差误的因素；及3) 提出控制设置变数的方法。方
法：利用系统性文献回顾的方法，在七个英文资料库以关键字串 “("skin temperature"
OR "skin-temperature" OR "body temperature" OR "body-temperature") AND (“qigong”,
"qi gong", "chi kung", "chi-kung" OR "tai chi”)” 及一个中文资料库以中文关键字串
“(“气功” OR “太极”) AND “温度” “ 搜寻由9/1999 至 8/2018 随机或临床对照
实验作进一步的筛选. 合符资格的文章会利用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1 及 Mixed Method Appraisal Tool (MMAT) 2001 来检测证据等级及研究质量, 并作
进一部分析。结果：找到37分有关的研究，合乎列入条件的只有6份。由于只有两份
是随机对照的研究，不适合作统合分析。六个研究中,只有两个研究的质量达到满意水
平。而所有研究的结果，都显示经过气功练习后，皮肤温度会有不同程度的升幅。心
理计量特性方面，有半数的硏究没有说明温度测量仪器的准确性，只有二个硏究有提
供温度测量仪器的可靠度.设置变数的控制情度为中度至差度。结论：本系统性回顾能
初步证实气功动功的介入，能有效提升皮肤温度。由于随机对照硏究的数量不多，且
部份硏究存在不同情度的测量偏差, 建议日后有更多严谨的随机对照硏究, 及使用已验
证的温度测量仪器及更规范的设置程序。本文提供了一个预备清单,

或可更有效地控

制设置因素。
关键词：气；气功体验；身体；现象学；具身化

Effect of Qigong on Skin Temperatur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ee Chi Kwong, Larry CHAN Ho Wan, Sunny HKSAR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Change of skin temperature has been used to indicate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 of qigong intervention.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relia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meas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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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 and the set-up variable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measurement bias. The result
of studies is subject to questions if thos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measurement bias are
not controlled wel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1)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gong and skin temperature; 2) to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measurement bias and 3) to propose methods to control the set-up variables. Method:
A systematic review was conducted on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 an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in 7 English 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1 Chinese Electronic Database from 9/1999 –
8/2018. 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1 and Mixed Method Appraisal Tool
(MMAT) 2001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evidence and quality of the study. Result:
A total of 36 articles were found. Only 6 studie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wo studies were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 (RCTs) and the other four studies were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CCTs). The number of RCTs was too small for meta-analysis. Among the six clinical trials,
only two CCTs whose qualities reached the satisfactory level. All trials showed a positive
change of skin temperature after qigong intervention. For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the accuracy was not documented in 50% of trials and the reliability
in 60% of trials. The set-up variables among trials were fairly to poorly controlled.Conclusion:
The availa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ynamic qigong intervention with four weeks or more
could have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skin temperature. Given the limited number of RCTs
and the measurement bias in most trials, further rigorous RCTs with validated measuring
instrument are needed. For controlling the set-up variables, a preparation checklist is
proposed for future studies.

Introduction
Skin temperature is an important index showing the physiological state generated by the heat
exchange between the human body parts and the surrounding thermal environment (Peng,
2010). Measurement of skin temperature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human body such as thermoregulatory functions and autonomic functions (Hodges, Kellogg
& Johnson, 2015: Tanda, 2016). Measurement of skin temperature has been used to explore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 of qigong; however, the result is not in conclusive (Luliano et al., 2011;
Matos et al., 2015; Cheung et al., 2018). It appears that different studies with different design,
different form of qigong might have different res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shows that the setup variable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ype of sensors are barriers to accurate and reliable
ski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 MacRae, Annaheim, Spengler, & Rossi, 2018; Bach, Stewart,
Minett, & Costello, 2015). These reviews might suggest that controlling these variables is very
important in measuring the tiny change of skin temperature in qigo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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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this systematic review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gong and change
of skin temperature; 2) to evaluate the set-up variables, the accurac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kin temperature measuring instrument; 3) to propose methods for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of skin temperature in qigong studies

Method
The steps to conduct the literature search was based on the PRISMA 2009. Keyword search on
term “skin temperature” AND “qigong” and their derivative were conducted in the 7 English
electronic database and one Chinese electronic database from 9/1999 to 8/2018.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listed as follows:

For data analysi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the 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1 and MMAT 2001 were used for testing the level of evidenc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udies.

Result
Out of 37 articles found in electronic databases, 4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met all
the eligible criteria. However, 2 Chines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s (RCTs) were included.
Although, they were not peer-reviewed studies but they came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Journal. As a result, six studies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Quality assessment
For the level of evidence, two studies were at level 2 while the others were at level 3.
For the MMAT score, only two studies were at satisfactory level. Table I summarized th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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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gong and skin temperature
All studies showed a positive change except study5 as the data was not clear. All was
dynamic qigong. The length of intervention was usually 12 weeks. Table 2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ies.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easuring device
For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kin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ce, three findings were
highlighted. The first finding was that the types and models of the measuring device were
varied. No particular or common model was used in the studies. The second finding was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ing device were fairly reported. Only half of the studies 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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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uracy of the instrument. The third finding was that the reliability was poorly reported.
60% studies did not mention about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ies. These findings might suggest
that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ies of the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ce used in qigong studies
was unclear. Table 3 summarized the result.

Set-up variables
For the monitoring of the set-up variables, three findings would be highlighted. The first
finding was the procedure to prepare the subjects, which was poorly reported. The second
finding was that only 50% of the studies would fix a similar time schedule for pre-assessment
and post-assessment. The last point was that only 1/3 of the study reported how to collect
and sample the readings. These findings might suggest a great measurement error as the setup variables in these studies were fairly to poorly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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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of measurement
For the site of measurement, different studies adopted different sites on hand. Temperature
could be taken at the distal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or the center of palm. For measuring
skin temperature on meridian system, Du meridian was mostly selected. For the change of
skin temperature on hand, it ranged from 0.4 degree to 4.1 degree.

Discussion, conclusion and limitation
As the number of quality studies was limited, it is difficult to draw a definite conclu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gong and skin temperature. Nevertheless, a preliminary result could
be drawn, from these controlled studi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gong
and skin temperature.
For the measurement bias, most studies showed certain degree of measurement bias, which
might be contributed by the unclear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
and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on the procedure to control the set-up variables. A preparation
checklist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bias has been proposed.
For the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the rating on the MMAT might be biased by the author. Two
or more independent and experienced assessors are more desirable. I hope that this study
can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to use skin temperature as the outcome
indicator of qigong studies.
References: please contact the author.
Preparation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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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科研现状*
陆 颖1,2

赵晓霆1,2#
蒋 婧
钟 磊
李 洁△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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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科研现状。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PsycINFO、CBM、CNKI、VIP
及WangFang data建库至2018年10月收录的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的相关研究文献。筛选
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非随机的同期对照试验（CCT），从发文时间、发文地区、
文献来源及基金资助、循证临床问题的PICO特征四方面进行计量学分析，探讨本领域
的科研状况。结果 共纳入RCT和CCT研究文献77篇，研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基
金资助总量增长速度略显缓慢。期刊论文是文献主要来源，然高生产力的核心期刊还
未形成，发文较多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广东。试验类型以RCT最多，多数
研究获得阳性结果，无研究报告与八段锦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文献总体提示八段锦
对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有积极改善作用，同时研究报告和实施还需完善。结论 八段
锦作为中国传统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其显示出的优效临床效应可为抑郁、焦虑临床
防治及精神卫生管理打开一扇新窗。
关键词：八段锦；抑郁；焦虑；临床证据

Research Situation on Ba Duan Jin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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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 CNKI, VIP Database and Wanfang Database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from the
inception dates to October, 2018. And an additional search for identifying original RCTs and
CCTs included in the reviews or meta-analyses was also performed. B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bibliometrics, the situation of published time, published city and institution, journal and
funding, PICO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77 RCTs (n= 70) and CCTs (n=
7) fulfill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Clinical evidence on Ba Duan Jin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hows a steady growth. Academic journal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s in Beijing, Jiangsu and Guangdong produced the most papers. Although
there were a few problems need to be discussed further and be solved, results showed Ba
Duan Jin had good effect on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o adverse events were reported. Conclusion There is a growing tendency for researchers to
turn to Ba Duan Jin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o promot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Ba Duan Jin, Depression, Anxiety, Research Situation

抑郁和焦虑上升为全球疾病的重要负担，WHO呼吁对抑郁、焦虑的及时关注和
有效干预。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公众心理压力普遍增大，导致抑郁、焦虑患病风
险增加。加强对抑郁焦虑的临床研究符合健康中国战略。八段锦是中国传统养生功法
的代表之一，因简单易学，柔和舒展，有一定医疗价值和养生价值，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近几年国内外越来越多临床研究显示出八段锦对抑郁、焦虑的改善作用。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筛选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非随机的同期对照试验
（CCT）的科研论文，从发文时间、发文地区、文献来源及基金资助、循证临床问题
的PICO

特征四方面进行计量学进行分析，为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

临床研究和应用提供文献借鉴。

1.资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①电子检索：包括英文数据库和中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PsycINFO；中文数据库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Sino-M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及
万方数据资源（WangFang Data）。
②补充检索：从有关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发表的相关文章，纳入的研究、系统评
价、Meta分析、传统综述等文献的参考文献中筛检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文献检索时限：建库至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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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研究主题与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临床研究文献。
排除重复发表的研究、干预措施复杂的研究及会议摘要。

1.3.数据录入
采用 Excel2010 对搜集并整理好的文献进行处理和录入。提取文献的基本信息研
究主题、研究对象、干预方法、结局指标等资料，建立相应数据库。

1.4.数据分析
采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对数据库进行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以频率和百分比
表示。

2.结果
2.1.检索结果
通过中、英文电子数据库检索，初步获得244篇相关文献。经过查重，剔除重复
文献121篇；根据纳入/排除标准，仔细阅读剩余文献标题、摘要和全文，经过三次筛
选纳入69篇文献原文。排除的文献，包括重复发表、干预措施不符合、结局指标不符
合、横截面研究、病例系列研究。
补充检索筛检出54篇相关文献，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纳入8篇文献原文。
最后共纳入77篇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文献，包括70项RCT和7项CCT（具体流程
见图1）。

2.2.论文发表数量及年代分布
2007年之前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临床对照试验研究未见报
道。2007年中国研究者发表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RCT，分别是中国
中医科学院汪卫东主任医师指导开展的“不同气功功法对2型糖尿病患者心理、生存
质量及糖代谢的影响”和贵州师范大学王松涛教授开展的“新编健身气功八段锦锻炼
对中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影响”。2007年-2010年每年发文量不足5篇，说明该时间段关
注本领域的研究学者尚不多。随后至2014年陡峭发文量陡峭增长，至2018年底，发文
量稳步增长，反映关注本领域的研究学者逐渐增多，至目前已受到更多关注。
符合纳入标准的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临床证据由77篇文献提供，包含77项临床研
究，试验地点均在中国，均以中文发表。从整体趋势看，目前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的
临床研究保持良好增长趋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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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科研现状文献流程图

图2 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国内外临床证据年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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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发文地区
根据统计结果，试验地点均在中国。发文地区分布广泛。根据第一作者单位来源
统计发文地区（学位论文根据大学来源统计），研究者来自中国21个省级行政区域，
包括18个省，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1个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发文量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北京（15/77）、江苏（11/77）、广东（9/77）。

2.4.文献来源及基金资助
77项临床研究中，57项研究通过期刊发表，19项来源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
项来源于会议论文。32项研究报告基金资助情况，其中2项获得国家级基金支持，10项
获得省部级基金支持，12项局级基金支持，其余8项为局级以下基金支持。57项研究发
表在43本期刊上，其中11项临床研究发表在7本核心期刊上。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统计，7本核心期刊发文量依次为：《中国老年学杂志》《中国运动医学杂
志》《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全科医学》《中华物理医学
与康复杂志》《护理学杂志》。学位论文分布中，以北京中医药大学（4/19）、中国
中医科学院（3/19）、南京中医药大学（3/19）开展研究数量最多；硕士学位论文总
量（16/19）高于博士学位论文总量（3/19）。

2.5.循证临床问题的PICO 特征
2.5.1.研究对象（P）
通过对原始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目前科研对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关注
点，不仅局限在“抑郁症”“焦虑症”本身，而更关注与慢性病共病的抑郁、焦虑负
性心理情绪状态。
根据ICD-11疾病分类，77项纳入的临床研究涉及12个ICD-11疾病系统，主要集中在
内分泌、营养或代谢疾病，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泌尿生殖系统（详见表1）。
根据疾病及人群分类，53项研究可归入“共病躯体疾病抑郁焦虑”，涉及22个病
种，24个疾病/症状。位于前五位的疾病病种依次为：内分泌疾病、除外淋巴、造血、
中枢神经系统或相关组织的恶性肿瘤、心境障碍、冠心病、脑血管病、失眠障碍（见
表2部分截图）。位于前五位的疾病/症状依次为：糖尿病、述及或假定为原发性的特
指部位恶性肿瘤，除外淋巴、造血、中枢神经系统或相关组织、抑郁障碍、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颅内出血、脑缺血和慢性失眠症（见表3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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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涉及ICD-11疾病系统的分布情况

备注：余16项研究对象不涉及系统疾病。

表2 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涉及的ICD-11疾病病种

备注：此为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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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涉及的ICD-11疾病/症状

备注：此为部分截图。*3项研究原文提及疾病为“脑卒中”，根据原文难以辨别ICD-11中疾
病/症状属“颅内出血”或“脑缺血”。

另24项临床研究，归入“特定人群”类别中。主要涉及的三类人群为：学生（大
学生为主）、女性和中老年人（详见表4）。
表4 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特定人群”情况

2.5.2.干预措施与对照措施（I,C）
77项临床研究中，19项研究将八段锦作为单独干预措施，其余58项研究以八段锦
联合其他1-2种干预措施干预抑郁焦虑，联合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基础治疗、基础护理、
健康教育、饮食控制、西药、中药、非八段锦的传统功法等；对照措施主要是不练习
八段锦、基础治疗、基础护理、健康教育、饮食控制、音乐疗法、西药、中药、体育
运动、不干预等。
53项研究报告试验选取的八段锦类型，其余24项未提及八段锦类型。八段锦类
型选取频次最高的是健身气功八段锦，共49次。所有研究均提及八段锦干预周期，
最短4周，最长48周。75项研究提及八段锦干预频率，位于前两位的干预频率为：1
次/日，≥30分钟/次（24/77）、2次/日，≥30分钟/次（12/77）、30分钟/次，≥5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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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63项研究提及教功老师身份，36项研究明确教功老师资质，主要包括中医
药大学的专业老师、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医学专业学生等。66项研究报告八段锦练
习方法，31项研究以集中学习为主，3项研究以家庭练习为主，32项研究采用集中学
习+家庭练习的方式。仅19项研究报告练习步骤，58项研究未详述；练习步骤一般为
练功前准备-练功-练功后调整（16/19）。35项研究提及八段锦“三调”，8项研究提
及“三调”中“二调”，3项研究提及“三调”中“一调”；29项研究未提及。44项
（57.1%）研究记录了试验过程中练功质量控制的方法；17项研究联合采用了两种及
以上质控方法；最常采用的质控方法为：定时定点集中学习、练功日志、出勤考核、
电话随访、门诊随访。9项研究观察不良事件，未发现与八段锦相关的严重不良事
件。
2.5.3.结局指标（O）
77项的临床研究，结局指标以抑郁、焦虑量表，及包含评估抑郁、焦虑状况的生
活质量量表为主；一半以上的研究(42/77)评估2个及以上结局指标，77项研究共采用
21个结局指标，合计81次；位于前三位的结局指标为SDS(24/81)、HAMD(13/81)、SCL90(11/81)。70项研究报告阳性结果；7项研究既报告阳性结果，也报告阴性结果。
干预措施与对照措施、结局指标内容参见表5-8。
表5 八段锦对共病躯体疾病抑郁焦虑的PICO 特征分析（PICO）

备注：表5-8为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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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八段锦对共病躯体疾病抑郁焦虑的干预措施（I）细节分析

表7 八段锦对特定人群抑郁焦虑的PICO 特征分析（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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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八段锦对特定人群抑郁焦虑的的干预措施（I）细节分析

3.讨论
本研究全面检索研究主题相关的重要中英文数据库，并根据参考文献进行补充检
索，基于文献计量学和循证医学的理念方法，对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情绪的
科研现状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的临床研究证据呈稳步增长态势。
中国科研团队是试验开展的主力军，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和广东，期刊论文是成果
表达的最主要方式。发文总量相对其他领域较少，基金资助总量增长速度略显缓慢，
提示目前关注本领域的研究人员相对有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更需要相关管理部
门的支持。发文数量提升也说明，疾病谱改变，慢性病成为中国健康头号威胁时，学
术界也在积极寻求八段锦对躯体疾病共病抑郁焦虑的有效措施。八段锦对抑郁焦虑负
性心理情绪相关科研涉及的疾病范围广泛，不仅包括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类疾
病，更涉及内分泌、营养或代谢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以及肿瘤
等慢性躯体疾病共病的抑郁焦虑。与抑郁焦虑密切相关的三类“特定人群”是学生（尤
其是大学生）、女性和中老年人。根据循证临床问题的PICO特征对研究报告进行分
析，认为八段锦对抑郁焦虑有积极改善作用；同时发现八段锦干预抑郁焦虑负性心理
情绪的研究特征，结果提示研究报告和实施亟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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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健康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抑郁、焦虑的干预和管理将会进一步受到
重视。以八段锦，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养生功法为例，综合分析其在抑郁焦虑
负性心理情绪领域的科研现状，以推动中国传统养生功法临床研究及机制研究实现质
的飞跃。

– 146 –

呼吸调节对I级高血压患者血压即时变异和血压的影响
竺英祺
沈仲元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摘要：目的：观察呼吸调节对I级高血压患者血压即时变异和血压的影响。方
法：对40例原发性I级高血压患者进行三组不同频率的呼吸调节训练（16次／min、12
次／min和8次／min），同步记录呼吸、心电、血压波形信号。结果：在各组呼吸频
率下，被试的RESP、BPIV、HRV的中心频率具有高度相关性，且随着呼吸频率降
低，中心频率数值降低；在三组呼吸调节训练后，被试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明显下
降。结论：提示可通过BPIV来研究呼吸调节作用于心血管自主神经系统对血压的调
控，减慢呼吸频率能增加迷走神经张力，使交感-迷走平衡移向迷走神经。缓慢深长
的呼吸训练可在短时间内可降低血压和干预血压变异，降低心血管风险，在非药物控
制预防高血压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呼吸调节；自主神经；心率变异；血压变异；频谱分析

Effect of Respiratory Regulation on Blood Pressure Instant
Variability and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Grade I
Hypertension
Zhu Yingqi, Shen Zhongyuan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respiratory regulation on blood pressure instant
variability and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grade I hypertension. 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grade I hypertension were trained in 3 sets of breathing adjustment training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16 times/min, 12 times/min and 8 times/min), and the respiratory,
electrocardiogram and blood pressure waveforms were recorded simultaneously. Results at
each respiratory rate, the central frequencies of RESP, BPIV, and HRV were highly correlated,
and as the respiratory rate decreased, the central frequency decreased. After 3 sets of breathing
adjustment training,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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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BPIV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regulation of blood
pressure by the cardiovascular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Slowing the respiratory rate can
increase the vagal tone and shift the sympathetic-vagal balance to the vagus nerve. Slow and
deep breathing training can lower blood pressure and interfere with blood pressure instant
variabilit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reduce cardiovascular risk, and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non-pharmacological therapy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hypertension.
Key words: Respiratory Regulation, Autonomic Nerves, Heart Rate Variability,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Spectrum Analysis

研究证明高血压可以预防和控制，对高血压前期人群进行干预，可有效降低血压
水平，减少心脑血管事件发生。血压变异(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BPV)反映个体在
一定时间内血压波动的程度，血压即时变异(Blood Pressure Instant Variability，BPIV)
指心脏在每一次搏动时产生的血压变异。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化的速度要比血压正常的
人更迅速，减少血压变异可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且不依赖于平均血压的降低。既
往多关注呼吸训练对收缩压及舒张压的影响，本文将就呼吸调节对高血压患者血压即
时变异的影响进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高血压患者40例，根据2013ESH/ESC高血压管理指南诊断为I级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平均年龄 56.32±3.67岁，受试者未服用过降压药，经检查排除高血压并发症和合
并症。实验前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采集
检测安排在上午9时至11时，被试者在检测前2h未进行剧烈运动，检测时保持环
境安静。受试者采取仰卧位，电极连接模拟aVF导联，压电式脉搏压换能器置于桡
动脉处，腹部连接压电式呼吸换能器。试验开始后根据已录制的语音提示，先静息
20min，依次进行16次/min、12次/min、8次/min的均匀呼吸调节各一组，每组5min，组
间休息15min。受试者完成三组呼吸调节测试后，继续平躺静息20min。整个测试持续
85min，全程使用便携式动态生理记录仪同步记录被试者呼吸、心电、血压数据。高
血压组受试者在呼吸调节前和测试结束后加测收缩压和舒张压。
1.2.2 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导入SSMUP-E4生物信号处理系统生成BRS文件，使用Holter分析软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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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S文件中的心电信号进行分析，剔除早博、漏博及干扰伪差，并人工对识别结果进
行检查和修正，生成AR文件。导入BRS＆HRV2.0软件进行频谱分析，采用傅立叶变
换AR模型法，RR间期序列长度为256次心博。

1.3 观察指标
进行心率变异（HRV）和血压即时变异（BPIV）和呼吸（RESP）的频谱分析，
观察不同呼吸频率下两组被试者血压、心率、呼吸的呼吸峰的位置和中心频率的变
化。（1）HRV和BPIV频谱成分范围划分：LF频段0.04-0.15Hz，HF频段0.15-0.4Hz。
（2）HRV、BPIV频谱有多个峰，呼吸活动成分体现为“呼吸峰”，波形较窄，振幅
较高，在正常呼吸频率时位于HF段，是HF的主要成分，用呼吸峰中心频率描述其相
对位置。

1.4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6.0统计进行统计分析。①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不
同呼吸频率下心率变异（HRV）和血压即时变异（BPIV）和呼吸（RESP）中心频率
变化的比较和呼吸调节训练前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p <0.01为有统
计学意义。②心率变异（HRV）和血压即时变异（BPIV）和呼吸（RESP）中心频率
相互关系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血压-血压变异，RR间期变异中心频率的相关性分析
表1 不同呼吸频率下RESP、BPIV、HRV中心频率的相关分析 (n=40，相关系数r)

表2 不同呼吸频率下RF/HF与RESP、BPIV、HRV中心频率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n=40，相关系数r）

注：自变量X：RF/HR，应变量Y：中心频率，r：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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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看，RESP、BPIV、HRV中心频率呈高度正相关，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见表2），RF/HR与RESP、BPIV、HRV中心频率呈高度正相关（r>0.9）。当RESP
与HRV的中心频率接近一致时，HRV的中心频率峰=呼吸频率（RF）/心率（HR）；
同样，当RESP与BPIV的中心频率接近一致时，BPIV的中心频率峰=RF/HR。由此可
见，呼吸频率改变时呼吸相变化和血压-血压变化、R-R间期变化呈同步性， RESP变
异、BPIV、HRV的功率谱呈一致性，RF/HR比值改变和血压-血压变异、R-R间期变
异的中心频率变化呈高度相关性。在同一呼吸频率下，可以用呼吸频率（RF）/心率
（HR）来描述HRV、BPIV与RESP功率谱密度的中心频率。

2.2 呼吸频率减慢时，血压-血压变异，RR间期变异的功率谱变化
表3 呼吸频率对HRV、BPIV及RESP的呼吸峰中心频率的影响（ x ± s，n =40）

注：★ p<0.01

从表3可见，被试在呼吸频率8次/分与16次/分相比，HRV中心频率(Hz)、BPIV中
心频率(Hz)、RSEP中心频率(Hz)均明显降低（p<0.01），随着呼吸频率增大，血压-血
压变异，RR间期变异的呼吸峰中心频率数值增大。

2.3 高血压患者连续三组呼吸调节锻炼前后的血压变化
40例1级高血压患者经过连续三组呼吸调节锻炼（每组5分呼吸调节+15分钟自主
呼吸，共计60分钟）后，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有明显下降（表4）
表4 高血压患者呼吸调节锻炼前后血压比较（ x ± s，n =40）

注：*呼吸运动前后收缩压相比较 **呼吸运动前后舒张压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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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与呼吸相关的血压变异性
HRV是相邻窦性心搏 R-R 间期的微小差异，是反映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张力及其
平衡的重要指标，BPV反映一定时间内血压波动的程度，BPIV是指相邻二次心跳时连
续测量血压值的变化。本研究发现呼吸频率改变时呼吸相变化和血压-血压变化、R-R
间期变化呈同步性，RESP变异、BPIV、HRV的功率谱呈一致性，可以用呼吸频率
（RF）/心率（HR）来描述。呼吸对HRV的影响是符合呼吸窦性心律不齐的生理机
制。高压区动脉压力感受器和低压区心肺压力感受器参与了呼吸相关的血压反射机
制，Bernardi等研究显示呼吸频率减慢可以增加动脉压力感受器的敏感性，进一步起
到调节动脉血压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自主神经调节紊乱是原发性高血压形成的重要因
素

[17]

，呼吸可直接刺激心肺感受器，通过中枢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心血管中枢神经

系统交感及迷走神经系统的活性，从而调节血压。国内学者通过家兔试验证实呼吸对
BPIV的影响主要来自心率的周期性变化，为RR间期变化的二次效应。因此，血压即
时变异能够反自主神经系统对血压的调控，可通过BPIV来研究呼吸调节作用于心血管
自主神经所引起的血压变化。

3.2 减慢呼吸频率对血压变异的影响
血压变异的频域法主要是计算血压的光谱能量构成，提供血压变异的速
度，BPIV信号的功率谱利用频谱分析法来计算，反映交感、迷走神经张力，压力感受
器、呼吸及体温调节，肾血管紧张素等作用。HRV和BPIV频谱成分范围划分：LF频
段0.04-0.15Hz，HF频段0.15-0.4Hz。HRV频谱LF是反应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共同介导
的心率波动，HF与迷走神经的传出活动有关，与呼吸性心率不齐有关。BPIV频谱LF
代表较慢的血压波动，为交感神经及压力发射作用的结果，是定量观察交感神经功能
的指标，HF代表血压快速波动，为定量观察迷走神经功能的指标，与呼吸运动有关。
本研究发现呼吸频率降低时，HRV和BPIV的呼吸峰逐渐左移，中心频率数值也
随之减小。当呼吸频率在8次/min时，呼吸峰已经移入频谱分析的LF段。国外文献报
道这是由于呼吸频率减慢引起的HF减小以及LF增加的假象。国内研究学者参照Aysin
等提出的校正分析方法，对频谱成分进行重新划分，排除了呼吸频率减慢引起的呼吸
峰位移对HRV和BPIV频谱分析结果的影响，同时校正结果证实了证实减慢呼吸频率使
正常人和原发性高血压患者HRV和BPIV的高频成分HF增大，LF和LF/HF减小，使交
感-迷走神经平衡移向迷走神经，与频谱成分理论意义相符。本试验中采用预先录制
的指导语指导受试者进行呼吸调节，部分受试者表示当进行到8次/min的阶段，当呼吸
节奏太慢，他们会故意屏气或者用力延长呼吸，并产生焦虑、紧张情绪，导致结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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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黄戎等基于反馈调节设计的便携式慢呼吸训练降压仪，证明该设备可增强患
者慢呼吸的适应性及舒适度，有效引导高血压患者进行慢呼吸训练。

3.3 呼吸调节训练对预防控制高血压的应用前景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把血压120~129/80~89mmHg视为“正
常血压高值”并将其列入可以综合干预的范围。《2017 美国成人高血压预防、检测、
评估和管理指南》重新划分血压水平，取消高血压前期（120~139/80~89mmHg）的概
念，定义血压120~129/＜80mmHg 为血压升高（Elevated Blood Pressure），建议当血压
达到130/80mmHg时，罹患心血管风险加倍，此时就应该采取干预措施。诊断目标的
前移体现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并且中美指南同时指出不是所有被诊断为高血压的患
者均需要立即接受药物治疗，而是可以首先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禁烟，减少盐
摄入量，减轻体重，增加运动，自我饮食管理等。
本试验高血压患者在85min呼吸调训练练后，收缩压和舒张压有了明显下降，说
明呼吸调节锻炼具有短时调节血压的价值。美国食药监认证的非药物高血压治疗仪
Resperate通过磁带中呼吸指令通过耳机传给患者，指导患者做减慢呼吸的运动（呼吸
频率低于10次/min），Mahtani等基于8项使用该装置干预494名成年高血压患者的研
究证明，短期减慢呼吸运动可有效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传统的养生锻炼(如太极、
瑜伽、气功等)都是以调身（形体活动）、调息（呼吸吐纳）和调心（心理调节）相
结合的自我身心锻炼方法，国外医学科学界也将其作为替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
研究。呼吸调节是“三调”中的重要环节，是改善生理状况、调节人体平衡的重要途
径。比如，太极拳运动提倡缓慢深沉的呼吸吐纳，呼吸方式多样，有自然呼吸，也有
配合拳法的顺势呼吸。研究发现节律性的深慢呼吸运动能有效增大呼吸性窦性心律不
齐，当与呼吸有关的心脏节律和由压力感受器反射活动产生的心脏节律变化在某一频
率产生共振时，可产生最大的自主神经活动调节效应，从而调节血压。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同步记录正常人群和高血压患者呼吸、心电、血压数据，证明同一呼
吸频率下RESP、BPIV、HRV中心频率具有高度相关性，可通过BPIV来研究呼吸调节
作用于心血管自主神经系统对血压的调控，减慢呼吸频率能增加迷走神经张力，使交
感-迷走平衡移向迷走神经。缓慢深长的呼吸训练可以干预血压即时变异，本实验证
实减慢呼吸频率在短时间内可降低血压和干预血压变异，降低心血管风险，在非药物
控制预防高血压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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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操练全球化：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传统文化
法国

马素

The Globalization of Qigong Practices –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
France Marceau CHENAULT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evolution of qigong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since 1949. After different steps of medical development, popular diffusion, and
national regulation, the practice have entered in a stag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ince 2010, we observe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ization step
with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is global evolution for the qigong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ractices? To answer this problematic, first we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qigong organisations in France and China. Second, we compare the integration in Europe
like Indian Yoga, Japanese Judo, and Chinese Qigong. Finally we take the case of modern
the example of the Qigong Institute with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in Lyon to illustrate the
specific evolution of qigong in Europe. Finally, our results show, on one side, a movement of
standardisation with few practices becoming references for western followers,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adaptation of the practices abroad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context of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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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气功临床实践——治眼病与降PSA(前列腺特异指数）
日本

小林 诚

Clinical Cases of Medical Qigong – Treating Eye Diseases and
Reducing Index PSA
Japan Kobayashi Makoto

医療気功二實践--治眼病与降PSA(前列腺特異指数）
日本“眼のリハビリ気功研究会”

小林誠

摘要：＊医療気功治眼先駆である張瓊芳先生が開発された治眼医療気功“太極
八卦気功”と眼の8経脈現像を充分注意し“太極八卦気功”の真髄(しんずい)を継承
してきた”眼のリハビリ気功”（終生活動型保健気功）のご紹介。
＊降PSA:2016年の区民健診で、私のPSA（腫瘍マーカー）値が4.13になりまし
たので、とても怖い精密檢査が要求されました。この檢査を逃げたいと思い、気功
之力で、PSA値を下げる実験が2016.8.から始めました。この実験は2016~2019の連續
四年間、4を超えたＰＳＡ値がすべて気功の力で、4以下を下げましたので、華氏小
周天気功がPSAを下げる効果は期待できると思います。小周天功法操作の一番難点
は行气がゆっくりし、且つ多回循環します。私がモーツァルトのピアノソナタ第15
番楽曲と合わせて同調で、小周天功法行気を行なう方法を採用します。尚、小周天
呼吸˙行気の号令を吹き込み、小周天功法CD指令（日語版、中文版）を作成しま
した。この特製なCD指令を利用して小周天行気操作が更に正確、便利で行うこと
が出来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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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気功治眼先駆張瓊芳先生的気功専著“太極八卦気功与
治療”的今昔

眼病

（一）張瓊芳先生気功治眼経歴
1981年初，張先生在她任教的上海滬閔中学開始用“太極八卦気功”治療近視
眼活動，療効顯著。1982年11月『中学科技』首次刊登了“気功治療近視眼初探”一
文；同年11月11日『文匯報』以“気功可治療近視眼”為題作了報道；之後，香港
『明報』、『大公報』也作了相應的報道。従此，聞息而來求治者絡繹不絶，先生
始終抱着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義務教功治療，得到社会廣泛好評。此後，在先生的
恩師隆蓮法師（時任中國佛教協会副秘書長、四川省佛教協会会長）的支持、指導
下，1991年6月由天津科学技術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気功治眼的専著“太極八卦気功
与眼病治療”。該書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記録了先生気功治眼的病歴實践，令人敬佩。

（二）我和先生有縁相会
● 和気功的初見面
1992年3月，我長駐上海。突然感到右眼異常，経上海、東京検査，確定為黄斑
変性晩期（診断書見右）、左眼也在進行中，当時是無法治療的難病。経友人紹介，
進入張瓊芳先生的気功班学習、結業後，張先生贈授我新著“太極八卦気功与眼病治
療”，成為張瓊芳大師的門下。半年後，出現奇跡，両眼病状安定，無悪化症状。一
年後，左眼全愈、右眼安定、視力有所提高。退休回到日本後、我一直堅持毎天練気
功，眼一直保持正常，使我成為気功愛好者。
● 報答恩師：
有一年回上海順便去看望在某中学的恩師。据老幹部室的先生
講，因高齢她巳去世。問及気功的近況時，因無人接班、気功巳絶
版、無人在練。這様有効的気功，竟然在気功的故郷中国絶版，此時
我十分傷心，決心在異国日本譲她再生，以報答恩師救我眼的恩情。
● 設立“眼康復気功”研究会（2012.10.）：
在日本低年金老人集中的区立老人中心，免費推廣“眼康復気
功”，能比較容易進行普及気功活動，我報答恩師的願望也有可能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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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眼のリハビリ気功”（眼康復気功）気功専著：
在経過多年普及活動的基礎上，2015.11.正式出版“眼のリハビリ
気功”気功専著，並蔵書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書号Ｙ75-Ｌ4140)基本上
完成了在日本復活“太極八卦気功”的願望。

（三）“太極八卦気功”和“眼康復気功”的比較
① 功法比較

“眼康復気功”

結論：順序、功法名有異、功法、効果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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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全体比較

③ 眼康復気功目録
（Ⅰ）気功的基本概念
Ⅰ-１

“気”的学説

Ⅰ-２

経絡、穴位的学説

Ⅰ-３

気功的定義

Ⅰ-４

気功三原則及其操作

Ⅰ-５

Ⅰ-４- ①

調心：内向状態˙發声号令法

Ⅰ-４- ②

調息：数息法˙4：5呼吸法

Ⅰ-４- ③

調身：放松˙綜合放松

気感

（Ⅱ）築基功
Ⅱ-１ 疎通部
Ⅱ-１- ① 準備功法

(a)

基本姿勢

（b）放松功

Ⅱ-１- ②

抛手

Ⅱ-１- ③

拍前後（a）肩˙背骨（b）胸˙腰骨（c）股骨˙尾骨

Ⅱ-１- ④

拍両側

Ⅱ-１- ⑤

洗浴（a）洗手（ｂ）洗頭 （ｃ）洗面 (ｄ) 洗耳（e）洗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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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

内収部
Ⅱ-２- ①

貫気

Ⅱ-２- ②

導気

Ⅱ-２- ③

循気（a）轉頭（b）轉腰 （ｃ）轉膝 （d）曲指

Ⅱ-２- ④

行気

（Ⅲ）康復部
Ⅲ-１

眼操

Ⅲ-２

站功

Ⅲ-3

揉目

Ⅲ-4

貫目

（Ⅳ）収功

（四）継承“太極八卦気功”的真髄，充分重視眼８経脈現象的“眼康復
気功”
根据我的研究判明：和眼的重要穴位有聯系的経脈有4条：胃経（四白、承泣）、
膀胱経〈晴明、攅竹〉胆経（瞳子髎）、任脈（承泣）；和其他目系(眼球、視神経
等)有聯系的経脈有４条：肝経（眼球、視神経）、心経、三焦経（眼腔）、小腸経
（内眼角）。称這重要生理結構為眼８経脈現象。這現像我在由日本文芸社2015.11.出
版拙著“眼のリハビリ気功”P106中有詳細説明。由経絡学説理論可知，一個臓腑僅
和一条経脈聯系，而眼却有眼８経脈現象。“太極八卦気功”和“眼康復気功”充分
重視眼８経脈現象並据此開發出適合眼康復的各種功法、経絡導引法等，終於在気功
大家族中，首創了治眼医療気功——“太極八卦気功”和“眼康復気功”。

（B）華氏小周天気功――兼論降低PSA(前列腺特異指数)的効果
（一）前書
偶然的事件，2016.7.29本人的区民健康報告中前列腺特異指数PSA値為4.13，按
規定應接受精密檢査（用14根針，刺入前列腺14処、取出組織檢査有無癌細胞的一夜
二日的入院檢査）。因是十分可怕的檢査，想試用気功之力降低PSA値來避免可怕的
檢査，為此，従2016.8.17開始了歴時四年的實験，用気功之力，将連續四年均在4以上
的PSA値均降低到4以下，實験取得了成功，並由我的主治医生（NTT関東病院泌尿器
科吉松正医長）承認，免除了毎年的精密檢査，事実上承認了實験結果。
用完全没有副作用的気功之力，降低PSA値避免了十分可怕的精密檢査的實践，
対我而言是有現実意義。在日本，55歳以上男性中，PSA値異常（4～10時，有25％的
人有可能被診断為癌）的人数約有60万人，對這些高齢者男性而言，同様也有現實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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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續四年（2016～2019）均>4的PSA値，用華氏小周天気功，均降
低到＜4的PSA値的変遷
這四年實験的数据（均有正規医院験血単証明）如下

結論
a) 高齢者的我，健康検査的PSA値，連続四年均在４以上：4.10～6.78，高齢者男
性PSA値，年々有増高的傾向，年年要精密検査，令人不安。
b) 連続四年均>4的PSA値，用華氏小周天気功之力，均回復到4以下，四年連続
避免了十分可怕的精密検査，可期待華氏小周天気功降低PSA値的効果。
c) 従華氏小周天気功的二週～六週的實践中可知，練習気功期間越長，PSA値的
降幅越大，六週気功後的PSA値従6.78降低到3.608，最大降幅達3.172之多。

（三）華氏小周天功法構成
所謂小周天功法，是道教内丹功的最初功法，従督脈開始到任脈止的一種意念行
气功法。古人的経験要求小周天功法修練時，行气要慢且多次循環。在實験中，我規
定一呼吸約16秒（一循環4呼吸的時間在1分以上）、全程約26分（3的倍数24循環）。中
医薬大学統一教材“中医気功学”[5]P34要求一呼吸12秒以上、全程60分。若用普通的
行気方法，是比較難實行。経多方實践，最後決定按莫扎特鋼琴奏鳴曲第15号Ｃ大調
Ｋ545第二楽章(鋼琴：卡門˙Piatsuini 5：12）的旋律和小周天功法的意念行气同調進
行。並制有“莫扎特楽曲和小周天功法同調行気号令之総譜”。為了容易操作，特将
小周天行気的指令灌入楽曲，製成小周天功法CD号令（日語版、中文版）。利用這
種CD，能更便利、正確地進行小周天行気。熟練後，可不用CD号令而直接按莫扎特
楽曲同調行気，効果会更佳。
莫扎特研究第一人篠原佳年医学博士指出：莫扎特具有天賦的神耳，能聴到一般

– 162 –

人聴不到的來自宇宙的天使世界的音響，莫扎特旋律具有不可思議的健康因素的魔力
[6]

。若和小周天功法的意念行气同調進行，西洋音楽魔力和東洋気功力的天衣無縫的

有縁結合，将是一件有意義的實践。西洋音楽魔力和東洋気功力有縁結合的華氏小周
天功法，有以下効果：
＊能充分發揮莫扎特旋律的健康因素的魔力，促使人体処於放松状態、以和正
心、不易疲労；
＊按莫扎特旋律和意念行气同調進行，容易提高气功的専心力、容易堅持一循環
所要的時間（1分以上）；
＊音楽的流通血脈的効果，容易促進小周天循環的貫通；
根据我的實践，連續6週修練這套气功，降低PSA値的効果最佳。再，小周天气
功不僅能降低PSA値的効果，也是自古以来公認的健身法，是一石二鳥的適合高齢男
性的健康法，可長期修練。

（四）華氏小周天気功目録
Ⅰ 気功的基本概念
Ⅱ 築基功
Ⅲ 小周天功法
Ⅲ-１

小周天循環

Ⅲ-２

小周天功法的操作
Ⅲ-２-①
Ⅲ-2-②

Ⅳ 収功

結束語

行気同調表
東、西洋文化的有縁結合：号令総譜、CD号令

和“眼康復気功”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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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缓解更年期的潮热和盗汗的试验研究
安 娜 （瑞典）
气道书院
摘要：背景：女性在更年期时经历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和许多生活上的变化，以
潮热和盗汗最为常见。在西方国家患有潮热的更年期症候群达约百分之八十五。众多
治疗方案中，激素治疗最为常用。但是由于存在乳腺癌和心血管问题等健康风险，因
此其他方案如针灸、瑜伽、冥想、草药等拥有乐观的前景。气功是可治疗焦虑、抑郁
和睡眠障碍等问题的中国传统功法，上述问题皆与更年期的潮热症状密切相关。我们
的宗旨是对15名患有潮热和/或盗汗的更年期妇女进行试验研究。通过练习八段锦六周
以观察其潮热现象的变化。科学研究发现，特别在草药和针灸领域认为肾阴虚不足以
诠释潮热的发生。因此这项试验中的参与患者会通过中医辨证来了解上述情况。所有
经络对潮热的发生有一个想，尤其是肝、心和脾经。在整个试验中不同的段式对身体
的变化都被密切观察和记录。方法/设计：纳入15名每日潮热超过4次的女性患者并进
行辨证。参与患者以每周进行两次八段锦联系进行六周，并记录六周前后潮热情况的
变化，以 val 评估对潮热的变化为主要结果度量。

Baduanjin Qigong to Relieve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in Menopause – A pilot study
Sweden Anna Bogachko Holmblad
Qi Dao School
Abstract: Background: At menopause women encounter a lot of life changes where they
experience both physical and emotional discomfort.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wher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occurrence of hot flashes
reach around 85% of the menopausal population. There are many treatment methods
suggested, where Hormone therapy is still the most used. But with health risks such as breast
cancer and cardiovascular issues, other options have seen the light such as acupuncture,
yoga, meditation, herbs etc. Qigong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exercise that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for treating issue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turbanc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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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ly related to the symptoms of hot flashes at menopause. Our objective is to perform a
pilot study with about 15 menopausal women with hot flashes and/or night sweats. They will
practice Baduanjin for six weeks, to test if their hot flashes can be reduced. Scientific finding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and herbs, support that Kidney Yin deficiency seems to
be a too narrow picture to explain the hot flashes. All women in this trial will accordingly be
diagnosed with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o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se dynamics. All
the meridian systems seem to influence the occurrence of hot flashes, especially the liver,
heart and spleen. The different patterns found, changes and bodily experience throughout
the practice will be closely observed and documented.
Method/design: 15 women with more than four hot flashes daily will be enrolled and
diagnosed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pplying the practice of Baduanjin twice
weekly during six weeks, the women will report their hot flash scores in a diary, before and
after the six-week practice period.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 is hot flash score, assessed
using the validated Hot Flash diary. Secondary outcomes are obtained using a standardized
Menopause related Quality-of-life questionnaire, to include other health-related common
menopausal issue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weight gain and other bodily changes.
Discussion: Hot flashes is currently a big problem for the larger part of western women in
the period of menopause. A qigong form like Baduanjin, being simple and easy to learn and
effectively targeting all the meridians of the body, is interesting for the work with hot flashes.
There are documented yin nourishing, fatigue reducing, heat clearing … among the eight
exercises. If the Baduanjin training in this pilot study can be observed to reduce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we would like to perform a larger trial, with more women, to hopefully find
significant and interesting results.

At around 50 years old women enter menopause. This is a transition period when naturally
the body changes, periods end and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e levels drop and get depleted.
During these midlife years, women are in a change process,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and might encounter sleep problems, sweating and hot flashes, palpitation, weight
gain, fatigue, dryness of skin, tendons, vagina and not seldom depression.[1, 2]. Even if the
process of menopause is a natural occurrence, these symptoms ranging from emotional
discomfort to serious issues lik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an be both overwhelming and risk a
woman’s health[3].
In the west around 85% of women between 45-60 years old report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as troublesome at menopause an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se women, the unpleasant
symptoms last seven to 10 years and can severely affect sleep, comfort and quality of life[46]
. In China the number is lower, around 15%[7]. In fact, in one U.S. study, 87% of th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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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daily hot flashes and/or night sweats and about a third of those reported more than
10 hot flashes or night sweats per 24 hours[8].
Western medical approach to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As there can be many different reasons and triggers to cause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accompanied with a variety of symptoms, a lot of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have been
suggested.
The top number one way is still to directly adjust the hormonal balance through HT – Hormonal
Therapy. Basic principal is to add estrogen in as small dosage as possible to counterbalance
the, sometimes, drastic reduction in hormones, but also progesterone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cluded in the medication. HT is effective. Research conclude a success rate as high as 90%
to reduce the hot flash symptoms[2, 9].
On the endocrine level the occurrence of hot flashes might be explained by the inappropriate
responses of the adrenal and thyroid glands to the changes in the ovarian hormones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e).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rtisol levels increase at hot flashes[10,
, confirming the adrenal involvement. A neurophys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hot flashes
is that symptoms are often reflected by sympathetic hyperactivity and a less tonus of the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1]. Moreover, the hormone estrogen might have a direct
and effective influence on the thermoregulatory center in the brain’s hypothalamus. In this
way the regulation of estrogen with HT or other medication can affect and adjust the body’s
balance of heat and cold via the hypothalamus [11].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high success rates in HT treatment of menopausal symptoms, HT has
been found related to mood instability, headache, bloating and more serious implications
such as breast cancer and stroke/infarcts. Many women are therefore looking for other
treatment methods[2].
CAM – Compli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such as yoga, herbs, acupuncture,
phytoestrogen, exercise and meditation are all helpful ways to keep the body and mind in
balance during menopause, many with documented positive effects on hot flashes[12, 13].
1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proach to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Menopause is a time period in women’s midlife when the sudden shift in the body’s Yin
and Yang balance can result in heat, dryness, irritation, anxiousness as well as enhanced
sleep issues. From a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rspective, Yin deficiency is the
syndrome pattern that is considered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ymptoms of hot flashes(
潮热) and night sweats(盗汗) [2, 14] at menopaus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when the sweating
mostly occurs nighttime. Applying a Chinese medicine’s diagnostics procedure to define
the problem of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the doctor perform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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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he process to reach a diagnosis defined by symptoms and signs
and establish a TCM pattern of disharmony. Finding the main Yin aspects in the body’s YinYang balance, the cooling, moistening, and calming mechanisms, to be decreased, indicates a
Yin deficiency. As these become weakened on a body’s basic level (represented by the Kidney)
at menopause the syndrome is called and diagnosed a Kidney Yin deficiency[15]. However,
other dynamics seem to trigger the flashes and sweating as well.
Considering that all menopausal women are more, or less Kidney Yin deficient, but not all
have hot flashes and/or night sweats, there seems to be other disharmonies and syndromes
to explain the problems. For instance, the hot flashes can also be triggered by a basic Yang
deficiency, especially if the sweating and flashes are more frequent daytime. The Yin and Yang
deficiencies very often go hand in hand and trigger each other. The occurrence of a weakened
Kidney Yang shows symptoms such as fatigue and lack of strength, cold hands and feet, dislike
of cold, spontaneous sweating, incontinence, sloppy stool, knee and lower back issues etc.[16].
If interposing a short story; in 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the night sweats were called
sleeping sweats. The ancient TCM doctors likened the nighttime sweats with thieves coming
around your house at night and waiting for you to fall asleep, and then ‘steal’. The word 盗
in 盗汗（DaoHan, night sweats）actually means “pirate” and just like a woman’s sweating
normally happens after she falls asleep the thief /pirate takes action.
Additionally, other disharmonies have been found and documented at hot flashes that seem
to influence the body’s balance, where Liver, Heart and Spleen all are involved[16-18]. Liver Qi
stagnation can create fire. Heat in combination with spleen Qi deficiency can create phlegm
disturbing the body balance, etc. Interestingly, an international two-year trial was performed
to find consensus on TCM diagnosis for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Following the e-mail
Delphi process 10 experts were asked to suggest the most frequently encountered syndromes
of disharmony in women with menopausal hot flashes [18]. They further listed symptoms to
diagnose each individual syndrome (Table 1).
Table 1 – Syndrome patterns at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agreed on by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2011. Diagnoses in SH study,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atterns included.
Syndrome patterns

Main Symptoms:

Diagnosed
in 2019s
Shanghai study

Primary/Secondary
pattern of
disharmony

Kidney Yin Xu

Night sweats,
afternoon heat,
insomnia

Dryness, lumbar issues

7

primary

KI Yin Yang Xu

Hf both day and night,
fatigue, tiredness

Knee, lumbar issues,
incontinence

9

primary

KI Liver Yin Xu

Malar flush at
night, pm heat, irrit,
migraine

Headaches, lumbar
issues

3

primary

– 167 –

Syndrome patterns

Main Symptoms:

Diagnosed
in 2019s
Shanghai study

Primary/Secondary
pattern of
disharmony

Kidney and Spleen

Hf in the pm, evening,
loose stools

Bloating, diste
abdomen, am
tiredness

9

secondary

Ki and Heart Yin Xu

Night sweats,
palpitation, anxiety

Insomnia, Wakes up
easily

0

-

Liver Qi stagnation

Irritation, depression

Headaches, hypocho
pain

6

secondary

Empty heat, yin vacuity

Nocturnal sweating,
insomnia

Heat in 5 hearts, weak
lumbar/knees

0

-

Kidney Heart not
Harmonized

Insomnia, poor
memory, palpitations

Anxiety, knee/back
pain

2

secondary

The drop in bodily hormones at menopause, such as estrogen, progesterone, and testosterone,
has a relevant correspondence in the Yin/Yang decline. Estrogen is largely connected to Yin
while progesterone and testosterone are more related to Yang. Just like Yin and Yang are each
other’s opposites but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 a balanced function of the body, the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e can be viewed in a similar way.
TCM concepts

Western medicine concepts

Yin

Estrogen

Yang

Progesterone

Interestingly, results from a novel research study on progesterone levels and their variability
has found indications that these values can influence the risk for hot flashes and could
accordingly be as good indicator for a woman’s hot flashes/night sweats as estrogen (estradiol)
[19]. Considering progesterone levels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Yang energy part of the
Kidney then women with Yang deficiency could be considered an interesting patient group
concerning the fluctuations of hormones and troublesome hot flashes/night sweats.
Acupuncture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and documented alternative treatment methods for hot flashes
is acupuncture[20-22]. With a research background of around 10-15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trials the last 15 years, where a handful were us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 novel trial
was performed during 2018-2019 at Shanghai Municipal hospital of TCM. The researchers
recruited 30 menopausal women with hot flashes, half of the women westerners and half
of them Chinese and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hot flashes during a six-week
acupuncture treatment compared to being on a waiting list. The study results have still not
been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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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gong
Qigong is acknowledged as an active mind-body therapy and is found beneficial as the patient
him-/herself uses controlled, slow low-impact movem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mental
focus and breath[23, 24]. Qigong is used to treat a number of health issues, including common
menopausal issues such as insomnia, bone los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ardiovascular issues
[25-28]
. When life challenges us with pain, disease and discomfort, often in periods of change,
we can target the issue directly by for example taking pain killers or sleep medication. We
might also take a larger approach to includ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us as human beings,
looking at different body systems and indicators such as emotional stress or environment etc.
Every woman has their constitution and balance in the body which is disrupted when entering
menopause. With this kind of approach, Qigong can help target the hot flashes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Women at menopause have a lot of patterns involved in their discomfort,
including the Spleen, Kidney and Liver. Qigong practice will normally work through all these
connected and interrelated different systems of the body, therefore address the root cause
and that what triggers the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Except improving the issue at hand, Qigong practice comes with a general health benefit,
moreover normally with minimal costs. The challenge in research setting is to find standardized
protocols, right dosage and reliable tools to measure outcomes.
Baduanjin
Baduanjin, Eight Pieces of Brocade, is the most practiced Qigong form. Due to its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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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and coordinated movements to include both left and right side of the body, targeting
all meridians and systems within the body, together with deep rhythmic breathing it has
gained in popularity both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eta-analyses have indicated Baduanjin’s
benefits on menopause related health issues such as hypertension, insomnia, depression and
anxiety[27, 29, 30].
Concerning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and benefits using Qigong practice on these menopausal health issues.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hot flashes usually don’t come alone but come accompanied with
sleep issues, palpitation, worry, anxiety, fatigue etc. The exercises of Baduanjin has many
advantages when working with menopausal issues, for example:
• Generally, the slow movements influencing and activating the tendons and fascia
are directly Yin nourishing, moistening and lubricating. This will help balance the dryness,
irritation, hot flashes and empty fire symptoms acknowledged at Kidney yin deficiency.
• Secondly, three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Yin-meridians (SP/LV/KI) run down the inside of
the legs down to the feet and toes. Many of the Baduanjin’s exercises set going these paths,
for example the second, fourth and fifth exercise, by stretching, activating and contracting
the insides.
• The center of energy at the mingmen is an important area to counterbalance anxieties,
worries and hot flashes by anchoring and rooting qi. The movements of bringing hands to this
area in some of the exercises (including closing exercises at the end) benefit the qi regulation.
• The first and second movements open up the heart and lung area which often feels
tight and tense for women with hot flashes. Moreover, the heart area is activated to loosen
tension and anxiety.
• The second and eighth exercises stretch and activate the Du-meridian along the spine.
The spine is considered our pillar of the body and stretching movements of the spine can
adjust the whole nervous system, our yin-yang balance and remove fatigue.
• To deliberately root the feet down into the ground or floor will activate the Earth energy
and the Yin aspect, to adjust the Yin-Yang balance.
• The Liver rules the tendons and fascia and the focus of the seventh exercise will relax
and help the liver function. The “Angry stare” adds to the effect and for women in midlife this
exercise will help the transition in the body, circulate qi, and balance emotions. [3, 27, 29, 31, 32]
With research background presenting the Baduanjin form as beneficial for a variety of
midlife common symptoms and issues such as insomnia, depression, anxiety etc. we suggest
Baduanjin Qigong practice will help women relieve their menopausal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We designed a pilot study to test th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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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his small trial is a pilot study conducted at…. The purpose is to evaluate the method of
Baduanjin to treat menopausal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and find possible benefits of the
practice during a 6-week program for the enrolled women. The pilot study aims at recruiting
15 menopausal women with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The trial will in the first, pilot, stage
apply Baduanjin Qigong as treatment method, where the participants will be practicing for
20 minutes twice weekly, during six consecutive weeks. If the pilot study turns out well with
a good result, we hope to conduct a second study.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first round can
help to enhance the effects of the exercises, for example by applying a more personalized
practice method.
Table 2. Plan for a six-week Pilot study using Baduanjin Qigong exercises for hot flashes and
night sweats.

Discussion
Targeting only a Kidney Yin deficiency would be like targeting only estrogen with Hormone
Therapy to achieve a change at hot flashes and/or night sweats. Which with current research
scene on menopause and hormonal balance seems to be a too narrow picture as explanation
for the hot flashes. In fact, all the meridian systems seem to influence the occurrence of
hot flashes. Liver, heart and spleen are all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Kidney energy at this
transition time and should be treated. Hence, a qigong form like Baduanjin, targeting all the
meridians of the body, is interesting. All women in menopause have Kidney Yin deficiency and
drop in bodily estrogen levels. The question is how the body reacts to that and acclimatize
accordingly. This body holistic approach is the jewel of TCM and as practitioners we should
apply this knowledge when treating and teaching.

参考文献（略）
– 171 –

＃

中医导引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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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导引是中医临床常用方法之一，在防治疾病和养生康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本文就中医导引的文献研究、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和历史研究做一综述，梳理其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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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Research on Daoy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ao Dan, Duan Yishan, Wang Xingyi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3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Daoyin is one of the common clinical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and health
rehabilit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clinical research, basic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CM Daoyin, and combs its development statu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aoyin, Research Progress

导引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概念。目前发现最早的导引专著张家山汉简《引书》
是一部导引疗法的中医专著，将导引从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
述。道教发展起来以后，在道教修炼中也采用了诸多导引方法，如南北朝时期的《太
清导引养生经》等，其中导引的主要作用依然是防治疾病为主。国内的现代体育也开
始将导引作为传统的运动方法进行提倡和研究，主要作用也是预防疾病，而不是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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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虽然医家、道家、现代体育等领域都在研究导引，其本源与实质是防治疾病，因
此研究导引的根本在于其中医的属性，为方便与道教导引、体育导引等名称区分，本
文就其侧重防治疾病而言，权且称其为中医导引。
导引是中医的常用治疗方法之一，《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有了记载，《灵枢˙
病传》：“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
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指出“导引”与“乔摩、
灸、熨、刺、焫、饮药”等并列为主要的治疗方法。张家山汉简《引书》中对导引理
论与实践亦都有详尽描述，说明中医导引在西汉初期已经非常发达了。近年来随着考
古资料的出土，又掀起了导引研究的热潮。
中医导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等方
面，而前三者的研究成果为中医导引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意在总结中医
导引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中医导引的研究脉络。

1. 中医导引文献研究
中医导引文献分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类，出土文献研究主要围绕马王堆《导
引图》和张家山汉简《引书》展开，传世文献当中研究较多是《诸病源候论》。

1.1. 出土文献研究
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导引图》和1984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引书》是目前发现
最早的导引专著，揭示了西汉早期中医导引的发展状况。目前对二者的研究成果根据
侧重点不同分为三类：
第一类侧重从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如唐兰的《试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
土导引图》；沈寿的《西汉帛画<导引图>考辨》；广濑熏雄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导
引图>整理锁记（三题）》；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释文》；
陈斯鹏的《张家山汉简<引书>补释》；李学勤的《<引书>与<导引图>》；高大伦的
《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等等。
第二类侧重从导引术式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如吴志超的《导引养生史论稿》对马
王堆《导引图》的术式特点和张家山汉简《引书》进行考释；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对
《行气铭》、马王堆《导引图》和张家山汉简《引书》的术式进行考证；连邵名的《
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述略》对《引书》中导引术式进行分析；刘朴的《对汉简<引
书>健康导引法中身体部位名称及动作术语的考释》对《引书》的名词进行分析等；
邓春源的《张家山汉简<引书>译释》及续篇对《引书》内容进行注解；雷震的《吐纳
行气术与保健治疗功-试析汉简<引书>和帛画<导引图>》对二者的内容进行分析；国
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在马王堆《导引图》基础上创编了《健身气功 马王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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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术》，将马王堆《导引术》的部分术式进行还原与推广；等等。
第三类侧重从中医临床角度进行论述。如湖南省博物馆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
室撰写的《马王堆三号汉墓擘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周世荣的《谈马王堆导引图和
<诸病源候论>中的导引术式》将《导引图》的病名分为时令病、内脏病、躯体病和五
官病四类，并与《诸病源候论》相应病症做了对比；彭浩的《张家山汉简<引书>初
探》将导引术治疗的四十一种疾病分为四类：外伤性疾病、内科疾病、五官科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等，对中医导引养生思想、中医导引术式以及与《导引图》的关系做了
论述；王晓萍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对养生学的贡献》阐发《引书》的养生思
想；等等。
综上所述，对张家山《汉简》和马王堆《导引图》的文献研究主要是从文字考
释、术式特点及其养生学价值方面进行论述，其临床治疗价值阐发较少。

1.2.传世文献研究
传世的中医导引文献中，围绕《诸病源候论》的研究最多，还有一些关于其他中
医导引文献的研究。
1.2.1.《诸病源候论》的研究
传世的中医导引文献中对《诸病源候论》的研究最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针对疾病的导引法分析。对《诸病源候论》研究最全面的当推丁光迪，
他的《太清导引养生经 养性延命录》和《诸病源候论养生导引法研究》全面梳理《诸
病源候论》与前代导引书籍的继承渊源关系，对书中156个病候的具体养生方导引法
进行研究，在校释原文的同时，阐发作者对导引法临床应用的见解，对临床有指导价
值。其他相关期刊论文多针对《诸病源候论》中的某一疗病导引方法进行阐发，如《浅
述<诸病源候论>的心病导引行气法》《<诸病源候论˙篑瘘候>导引法浅探》《关于<
诸病源候论>对骨伤病症综合疗法的探讨》《<诸病源候论>去虚劳导引法探析》《浅
谈<诸病源候论>中‘脚气病脉缓弱侯’的导引法》《<诸病源候论>胃痛导引法研究》
《<诸病源候论>积聚候导引法探析》《古代气功治病法

诸病源候论导引新解》，等

等。
第二类是《诸病源候论》导引术式研究。如刘峰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导引
法还原》对书中导引的术式进行分析和图解；刘天君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健身功法
15式》在对《诸病源候论》所载导引法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两套适合现代人
操作的健身导引法，共15式；代金刚等的《<诸病源候论>呼吸吐纳法浅探》与沈晓东
等的《<诸病源候论>养生导引法中常用的呼吸导引形式》对书中导引吐纳方法进行分
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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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其他中医导引文献的研究
其他导引文献研究，如李政等针对《养生导引法》中下焦肾脏膀胱类的疾病采用
的补益门“入火法”，总结3类导引法：屈膝蹲踞法、坐地两脚法、张弓抱膝法等；
吕嘉轩等从姿势的平衡性、动作的协调性两方面对《遵生八笺》中的坐式功法进行
归纳和总结；郭颖对铁峰居士的《保生心鉴》中介绍的养生方法和养生思想进行研
究，归纳总结了明代养生特点和道教养生特点；李神奕等对《圣济总录》一书中的导
引法进行分析，就原书中《导引法˙上篇》的内容进行解释和梳理并评析导引法的养
生功能；吴洁莹整理归纳《云笈七签》所辑的导引养生方法，并分析其内容及功能；
任建坤等对《修龄要旨》种的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进行阐发；张舟南等对《福寿丹
书》“延龄篇”中治疗心痛胸闷的四条气功导引法进行分析；王卫卫等判析《杂病源
流犀烛》所载积聚症导引法成3种导引法，分别是举按转腰法、意念破气法、叩齿屏
息法，为积聚患者提供了锻炼方法；王家佑等介绍胡愔及其《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
图》的情况；吴志超采用文献法考探了《陈希夷导引坐功图势》的由来，提出它是对
前人导引术势的精选、提炼、增删和重构，是民疗导引的一个新分支，既不同于散式
导引，又不同于套路式导引；《针灸大成》在五脏各经和任督脉条都载有导引内容，
李鼎就其渊源及其与针灸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余建华将《动功按摩秘诀》的特点总结
为“博采众长，丰富手法内容”“分证辨析，扩大治病范围”“匠意阐发，导引按摩
兼施”等；许洪伟等归纳整理出《医心方》中许多种简便易行的导引方法，并阐述导
引的宜忌等；王愿等认为《易筋经》不仅记载系统的锻炼方法，还对中医学的理论建
设及养生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张志斌等对《敬慎山房<导引图>》进行考辨；赵丹等
对《儒门事亲》中导引的理论与应用进行分析；等等。

2.中医导引临床研究成果
中医导引的临床研究成果主要围绕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这两方面展开。

2.1.导引著作
目前中医导引方面的临床著作主要有：严蔚冰主编的《中医导引学》首先提出将
中医导引作为专门学科的看法；宋天彬的《中医气功学》是中医院校的教材，采用的
中医气功功法主要是中医导引，针对疾病进行辨证施功；张星一的《气功按摩和导引
治疗处方》提出“导引治疗处方”；刘步平等编撰的《中医导引术使用手册》将中医
导引术应用于现代疾病；张明亮的《中医五脏导引术》介绍五脏的中医导引术锻炼方
法；肖国士等撰写的《针灸推拿导引歌诀》收录“万寿仙书 导引歌诀”“内外功图论
辑要 导引歌诀”“类修要诀 导引歌诀”“遵生八笺 导引歌诀”“洞元子内丹诀 导引
歌诀”“趣味养生法 导引歌诀”等；李飞跃的《魏氏伤科治疗学 治伤手法、导引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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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用药》介绍了魏氏伤科治伤特色手法、导引和常用方；齐凤军等编撰的《导引按
摩》介绍身体各部位的导引锻炼方法；张志高的《导引推拿整脊术》介绍“导引整脊
操和站桩导引整脊功”在治疗脊柱疾患中的应用；冯世纶的《古今养生法500种》介
绍导引养生法以及因病施功的方法；冯世纶主编的《中国传统运动健身疗法》介绍常
见病的传统功法防治方法；等等。
另外，现代的“运动处方”类似中医导引的治疗作用。如《临床运动疗法学》
和《运动疗法技术学》是现代医学的康复方法，针对不同的疾病开具运动处方，可
以为研究中医导引临床治疗提供借鉴；王文刚的《运动处方》介绍16首“治疗性运动
处方”和21首“预防保健运动处方”，其理念与中医导引中的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类
似，但书中开具的运动处方多为走路、跑步、游泳、气功等方法，与中医导引不同。

2.2.临床疗效研究
临床疗效是其应用的前提，近年来有关中医导引临床疗效的研究越来越多。研
究表明中医导引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慢性病康复及亚健康保健、提高戒毒人员生命质
量、膝骨关节炎患者膝关节功能和生活质量、肛肠患者术后疼痛、脑梗死下肢功能障
碍、偏瘫足下垂、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2型糖尿病伴失眠患者的心理状态等方面有
明显的效果，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于2001年以后陆续推出“五禽戏”“八段锦”“六
字诀”“易筋经”“导引十二法”“十二段锦”“大舞”“马王堆导引术”“太极养
生杖”等导引功法，全国体育院校和中医高校在推广的同时对其进行疗效观察，从而
涌现出大量的健身气功临床研究文献，如研究表明马王堆导引术对于改善中老年女性
心境状态及焦虑水平、免疫功能、心血管功能、血脂和自由基代谢、2型糖尿病、高
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等方面有明显作用。虽然健身气功临床研究文献众多，但是在临
床上的应用并不普及，出现了临床应用滞后于临床研究的现象。

3.中医导引基础研究
近年来，随着导引研究的兴起，中医导引的基础研究也随之开展。研究表明，中
医呼吸导引康复技术能够有效地改善COPD稳定期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导引功法易筋
经可以有效改善老年骨骼肌减少症患者的平衡功能，增加步行稳定性 ；理筋手法结合
后伸导引可以有效增强腰椎间盘突出症（LDH）恢复期患者竖脊肌肌力及耐力；针刺
伏兔穴得气结合中医导引术运动可以增强中风偏瘫下肢肌力，其fMRI研究表明针刺伏
兔穴得气随着“存想、意守”状态以及口令指导和主动运动出现，双侧海马回、海马
旁回以及颞下回等脑区的信号激活明显增强，这些边缘系统参与运动控制和动机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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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调制还路，反映边缘系统与针刺得气及运动意念的建立和即时提高运动功能之间
的密切关系等。

4.中医导引历史研究
随着导引研究的深入，导引史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出现。如吴志超的《导引养生史
论稿》9将各个历史时期的导引特点总结为：“导引的起源及其在先秦时期的应用、
秦汉时期导引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对导引的利用、隋唐时期导引在医疗上
的广泛应用、宋人对导引资料的汇集及对导引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对导引的整理与改
造”等，并考证了马王堆《导引图》、八段锦、陈希夷导引坐功图势、张家山汉简《引
书》、易筋经、《却谷食气篇》《太清导引养生经》等主要的导引著作；魏燕利的博
士论文《道教导引术之历史研究》将道教导引发展历程分为“发轫与积淀——东晋以
前导引术之回溯”“融摄与构建——东晋至唐末的道教导引术”“适俗与更生——五
代至明清的道教导引术”等三个阶段，对导引在道教中的发展加以考察；刘挚的硕士
论文《对导引养生发展历程的历史梳理》将导引发展分为“原始社会至西周时期导引
养生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导引养生的兴起、秦汉三国时期导引养生的进步、两晋南
北朝时期导引养生的多元发展、隋唐五代养生的实用主义、宋元时期养生发展的程式
化趋势、明清时期导引养生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等七个阶段，对各个阶段的不同
特点进行分析；竹剑平的《中国导引发展史略》对各个时代导引的代表作进行分析；
刘文诚的《试论我国古代导引养生理论的发展演变》将导引发展分为“春秋战国时期
导引养生自然经验理论的初步形成、秦汉时期导引养生理论的成熟发展期、三国两晋
南北朝导引养生理论的丰富多彩、隋唐五代时期导引养生理论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宋
元时期导引养生理论的盛世期、明清时期导引养生理论的续故纳新”，对各时期的导
引养生理论进行论述；李鸿江的《按摩与导引发展史略》认为按摩与导引同出一源，
叙述各个时代的按摩与导引的发展情况，侧重于对按摩的论述；吴洁莹的硕士论文
《<云笈七签>导引术研究》37与田艳艳的《古文献中记载导引养生考略》也对导引发
展脉络进行梳理；沈晓东等的《考探中医学导引术的历史内容与现代进展》探求导引
术的医学作用及对现代临床的价值；黄健的《导引治未病的历史、现状与展望》提出
导引可以养生防病，认为目前导引研究停滞，临床应用不广；林中鹏等的《中华古导
引学》提出了“导引学”，论述了各个时代的“导引学”发展。
在上述有关中医导引历史研究方面的论著中，吴志超认为古代的医用导引是现代
的医疗体育，他和刘挚从体育的角度对导引史进行研究；魏建利从道教的角度对导引
术历史进行研究，侧重导引术式与道教的关系；竹剑平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对导
引史进行论述；刘文诚、李鸿江、吴洁莹、田艳艳、沈晓东、黄健、林中鹏等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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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角度对导引历史进行论述，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些论述内容比较简略，缺乏足够
的文献资料，有以论代史的现象，没有充分挖掘出中医导引的临床内涵。

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中医导引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中医导引文献研究范围广泛但深度不够。中医导引文献众多，其中仅《诸
病源候论》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他中医导引文献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
第二，中医导引临床研究多定位在医疗保健，导引的中医临床内涵没有充分地展
现出来。目前中医导引的养生保健理念阐发较多，但是中医导引的主要价值在于临床
应用，而这方面研究尚未深入展开。随着中医导引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古代导引的
中医临床价值值得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三，中医导引基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尚少。目前主要集中在临床应
用基础研究方面，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近年来随着中医导引的兴起，其基
础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第四，导引史研究多侧重于术式传承或者养生性质，而对中医临床属性阐发较
少，深入的中医导引史研究还殊为鲜见。彰往以察来，明史以知实。通过对中医导引
史进行梳理，有利于促进恢复中医导引在中医临床上的应用。研究者们对导引发展的
分段特点的总结并不一致，可能是因其对资料掌握的丰富程度不同所致。导引史不仅
要侧重书籍内容，也要侧重人物生平，对时代背景要进行考察，内史与外史相结合，
才能有比较全面的、立体化的呈现，这一点是目前导引史研究所缺乏的。
中医导引自古以来应用于中医临床，其主要价值在于祛病。从目前的导引史研究
文献看，只有从道教角度（魏燕利的《道教导引术之历史研究》等）和从体育角度对
导引史的研究（《养生导引史论稿》《对导引养生发展历程的历史梳理》等），对中
医临床导引史的研究尤为缺乏，这个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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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功临床研究进展与发展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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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放松功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正逐步应用于临床，针对各类疾病
均具有良好疗效，本文主要对其临床应用、机制进行综述，对其发展模式展开分析讨
论，以期能为科研与临床工作提供更多信息与依据。结果表明：放松功对循环、精神
等各个系统疾病具有良好改善作用，优势病种为高血压、焦虑抑郁等，机制主要为对
交感神经兴奋性的改变。目前放松功受众仍相对较少，需进一步完善其发展模式，促
进放松功乃至中医气功学的发展。
关键词：气功；放松功；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The Progress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the Discussion of Development Model on Fang Song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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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ans of adjuvant treatment of diseases, Fang Song Gong is gradually applied
to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for all kinds of diseas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mechanism, and discusses its
development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nd basi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ng Song Gong had a good effect on the circulatory
system, the spirit and other diseases, and the dominant disease was hypertensi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mechanism is mainly to change the excitability of the sympathetic nerves.
At present, the audience is still relatively few, so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i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promote Fang Song Gong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qigong.
Key words: Qi Gong, Fang Song Gong, Clin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科技攻关项目（QG2017010），“健身气功站桩功”功法创编；上海市教委项目
（2015YSN86），气功调节肿瘤免疫功能的机制初探

– 179 –

1.放松功概念与习练方法
放松功 [1]是指通过有意识的放松，对身体姿势、动作、呼吸、心理进行主动调
节，解除紧张，消除疲劳，使身心逐步进入轻松、舒适、自然状态的一组功法。
其中松通法、三线放松法、分段放松法、局部放松法、整体放松法和倒行放松法
偏重调心，属静功；振颤放松法、拍打放松法偏重于调身，属动功。目前临床应用与
试验研究主要集中于三线放松功，即将身体分成侧面、前面、后面三条线，各条线有
9个放松部位和1个止息点，练功时沿此三线自上而下进行依次放松的方法[2]。

2.临床研究进展
2.1 循环系统
2.1.1 高血压
许峰[3]将89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44例，对照组45例，对照组常规
西药治疗，试验组加用放松功，每天2次，每次15min，共3个月，观察两组治疗前后
自测血压、诊室血压、晨峰血压，结果表明：治疗后试验组各血压值均低于对照组
(P＜0.05)。陈昌乐[4]将80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41例，对照组39例，对照
组常规治疗，试验组加练放松功，每天2次，每次15min，4周后进行冷加压试验，比
较两组心率、血压、血浆去甲肾上腺素与肾上腺素，结果表明：试验组各项指标均低
于对照组(P＜0.05)。冯敏敏[5]将180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90
例，对照组常规治疗，试验组加练放松功，每日2次，每次30min，共1个月并随访3个
月，每周监测血压1-2次，结果表明：试验组血压稳定性高于对照组(P＜0.05)。
曾尔亢[6]将120例老年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常规
治疗，试验组加练放松功，另有5例为首次发现高血压，作为特例进行以放松功为
主的非药物治疗，观察试验前后血压与心率值，结果表明：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0.05)，另5例舒张压、收缩压、脉压较试验前降低(P＜0.05)。周美蓉[7]将120例妊娠
高血压患者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常规治疗，试验组加用放松功，每周
3-4次，直至临产，观察两组血压与理化指标，结果表明：试验组单次练功血压下降占
57.1%，试验组妊高症评分指数优于对照组(P＜0.05)，羊水粪胎污染发生率明显少于
对照组，试验组血E2水平升高占86.2%，甲皱微循环改善占65%，指脉波练功结束后较
功前提高(P＜0.05)。练正梅[8]将81例白大衣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41例，对照
组40例，对照组不干预，试验组习练放松功，2日1次，共5次，观察干预前24h动态血
压均值与10天后随测血压值，结果表明：试验组随测血压与24h动态血压均值无统计
学差异(P＞0.05)，对照组随测血压高于24h动态血压均值(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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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其他研究
徐燕[9]将60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予常
规西药治疗，试验组加用放松功，共2周，观察心率变异性(HRV)时域指标、心率、
血压、室性心律失常情况，结果表明：放松功不同程度提高HRV，减缓心率、降低血
压，减少室性心率失常发生(P＜0.05)。杨菊贤[10]嘱400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习练放松功，
进行生物反馈治疗，每日1次，每次30min，共2-3周，记录治疗前后血压、心率、心
电图、肌电等指标，结果表明：放松功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病疗效较好，有效
率达70%。杜兆义[11]将28名健康成人分为试验组28人，对照组10人，试验组习练放松
功，对照组安静休息，共1-3个月，比较练功前、中两组血压、桡动脉脉搏图变化，结
果表明：放松功可使动脉压、心率、外周阻力下降，每搏输出量、左心有效泵力上升
(P＜0.05)；对照组单纯休息前、中对心血管参数无差异(P＞0.05)。

2.2 精神系统
2.2.1 失眠、焦虑、抑郁
赵丹[12]以放松功干预38例失眠患者6周，评价功前、四周及六周后匹兹堡睡眠指
数量表(PSQI)、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脑电值，结果表明：量表
评分多数指标改善(P＜0.05)，脑电LZ复杂度与AP近似熵值中的8项指标下降(P＜0.05)。
徐东娥[13]观察68例失眠患者习练放松功前、第1、2、4周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评分，结果表明：与干预前比较，第1、2、4周减分率呈递增趋势(P＜0.01)。
黄爱娟 [14]用放松功干预30例产后抑郁症患者，每日2次共2周，疗效评定采用产
后抑郁筛选量表(PDSS)，结果表明：有效率达93.33%。单怀海[15]给予8例焦虑症患者
以放松功干预，隔日1次，每次15min，共4周，记录干预前后脑电、皮电、呼吸、心
率、耗氧量及汉氏焦虑抑郁量表等指标变化，结果表明：α波在功率谱中明显升高
(P＜0.05)，肌电功率谱总能量低于习练前，呼吸周期与幅度变异系数减少频率减慢，
皮电自发波活动减少，心率减慢，耗氧量减少，干预后汉氏焦虑抑郁量表评分低于干
预前(P＜0.01)，总有效率达87.5%。刑玉华[16]将60例焦虑患者随机分为意象放松组与放
松功组，各30例，放松时间为30min，共10次，于第5次与第10次时利用肌电生物反馈
疗效评估法与松弛调查量表评估疗效，结果表明：治疗5次后，意象组疗效优于放松
功组(P＜0.05)，10次后，两组疗效无差异(P＞0.05)。
张燕冰[17]嘱68名大学生规律习练放松功2个月，利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焦
虑自评量表(SA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试验前后心理状态、脑电、肌电、皮温变
化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试验后PSQI、SAS得到改善(P＜0.01)，肌电基线值、最小值
均较试验前降低(P＜0.01)，皮温最大值、升温能力较试验前增高(P＜0.05)，脑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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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总相干性”、“额总相干性”、“额优势化”、“颞同步化”、“安静度”、“综
合指标”均较试验前增高(P＜0.01)；试验后受试者各导联α指数均增高(P＜0.01)，β
指数普遍下降(P＜0.05)。李学菊[18]将96名大学生分为试验组50人，对照组46人，对照
组无训练，试验组习练放松功2个月，观察试验前后脑电、肌电、皮温变化、焦虑抑
郁自评量表、匹兹堡睡眠障碍指数(PSQI)变化，结果表明：量表评分试验组优于对照
组、皮温升高、升温能力增高、肌电降低值较训练前增大；训练后比训练前被试者的
脑电α指数增高，其中尤以左前额α指数增高最为明显；脑电相干函数增高；脑电综
合指标显著增高，其中以额优势化程度增高最为明显(P＜0.05)。
2.2.2 Ⅱ型糖尿病合并精神障碍
郑艳丽[19]、林颖娜[20]将220例2型糖尿病合并精神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放松功组、八
段锦组、八段锦结合放松功组、无功法对照组每组各28例，对照组行常规治疗，功法
组加练功法，功法习练每日1次，共4个月，评价指标为：血糖值，社会关系、生理、
心理、治疗各维度值，结果表明：放松功组治疗后多数维度水平高于治疗前与对照组
(P＜0.05)，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

3.其他系统
申斌 [21]将90例脑梗死偏瘫痉挛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45例，对照组采
用以Bobath疗法为主的康复治疗，试验组加用放松功，每天1次共4周，治疗前后采用
改良Ashworth痉挛量表(MAS)、Fugl-Meyer运动功能量表(FMA)、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HSS)、日常生活能力评定(BI)评分比较，结果表明：两组治疗后评分均较治疗前改
善(P＜0.05)，试验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王耀光 [22]比较6例习练放松功超1年以上老年人与健康老年人红细胞内超氧化物
歧化酶含量(SOD)，利用放射免疫法与极谱氧电极法对其含量与活性进行测量，结果
表明：习练放松功使老年人红细胞SOD含量与活性显著增高(P＜0.05)。王耀光[23]将20
名大学生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10名，试验组运动后再习练放松功，对照组无放松
功，分析其血乳酸与血气主要指标，结果表明：经过放松功干预，Hb升高，血乳酸降
低，HCO-3、PaCO2均得到恢复(P＜0.05)。
黄桦[24]采用X线对11例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习练放松功后的横膈运动、心搏变化进
行测量分析，练功时长平均4-6年，结果表明：练功时膈动幅度较功前增大，膈动减
慢，呼吸速度减慢，呼吸频率降低，左心室后壁搏动幅度与频率大于功前(P＜0.05)。
胡森岐 [25]观察30名习练放松功者功前、中的脑电、肌电、皮肤电、呼吸、指端血管
容积、皮电、心率与皮温等指标变化，共3月，结果表明：α波在脑电功率谱中占比
升高，功中肌电低于功前，呼吸周期与幅度变异系数减小，呼吸次数与心率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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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谷穴温增加，皮电自发波活动减少，皮电刺激后幅值减少，指端血管容积比增加
(P＜0.05)。

4.机制探究
放松功对循环、精神等各个系统疾病具有良好改善作用，优势病种为高血压、焦
虑抑郁等各类身心疾病，其可能机制为：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放松功干预后，各
类神经递质浓度与活性改善，如血浆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交感神经兴奋性降
低，血浆内儿茶酚胺浓度降低，是放松功辅助治疗高血压等循环系统疾病的可能机制
[3,4]

；自主神经系统：放松试验后肌电水平降低，皮温升高，也表明交感与副交感活动

的协调性增强[15,17,25]；脑电：各类脑电研究表明[12,18,25]，放松功后脑电图呈现出左前额
α指数与额优势化程度明显增高的趋势，前额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高级部位，控制
认知、思维、情绪、意向等心理活动，因此，这可能是放松功改善精神系统疾病的电
生理学基础。根据其他国内外相关放松训练研究成果[26]，放松功的机制研究也可围绕
脑血流变化、褪黑素代谢、激素水平、免疫功能等方面展开。

5.发展模式讨论
5.1 发展现状
现代所推行的放松功是由原上海市气功疗养所(现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在1957年建
所后所总结推广的一组功法，该所认为放松功是所有气功的基础功法，无论动功还是
静功，在气功习练前都应做到正身、调息与收心。目前，在国家规范发展气功的大背
景下，放松功的推广主要依赖于气功研究部门从业人员进行教学授课、官方传播、大
众媒介传播，这类传播者大多有过系统中医教育背景，技术与理论知识扎实，有利于
群众对其形成正确而深刻的认识，但影响面仍较小，受众主要为：武术家、气功师、
中医或体育学生爱好者、高校气功教师及研究者、业余爱好者等，较难在社会广泛开
展功法练习。

5.2 发展模式探讨
针对放松功，首先，各类临床研究报告可作为其治疗疾病的应用依据，进行临床
各类优势病种推广；其次，各类研究表明[15,23,25,27]，与放松功相关的各类松弛反应均会
引起心率、氧耗、动脉血压、呼吸率的降低，动脉血乳酸降低，骨骼肌血流增加等一
系列生理变化，放松功也应用于滑冰[28]、射箭[29]等体育运动，对竞技运动紧张应激心
理以及运动疲劳均有较好调整作用，因此，放松功也可应用于各类体育运动训练前与
训练后，可达到减缓紧张、提高赛绩、减轻运动疲劳的作用，可进行体育活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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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学者[30]提出，也可加大包括放松功在内的气功“治未病”的研究力度，将其
应用于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应用与推广中；第四，应加强对放松功的海外推广力
度，通过各国健身气功协会与站点、孔子学院、当地气功社团组织以及留学生进行广
泛推广；最后，随着国家对健身气功的重视与发展，临床关于放松功与健身气功如八
段锦等的联合使用对各类疾病也取得良好疗效，基于以上基础，是否可将放松功应用
于健身气功或其他动功后，通过生理-心理机制调整身心发挥作用，建立与其他健身
气功进行联合推广的模式，值得思考与进一步研究探讨。

6.小结
综上，放松功对循环、精神等系统疾病具有良好疗效，优势病种为：高血压、
失眠、焦虑抑郁等。主要机制是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普遍降低的综合性下丘脑反应。目
前，放松功发展与推广以三线放松功为主，受众较少，可通过临床优势病种推广、与
体育教育相结合、与“治未病”理念结合以及与其他健身气功联合推广的模式，从而
扩大放松功的适用与推广范围，促进放松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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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健康技术回春功法运用于社区慢病管理糖尿病防治的探索性
临床研究
沈晓东1,2
许峰1,2
丁洁1,2
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摘要：糖尿病是当前危害社区居民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传统太极健康技术回
春功法是传统运动中独特的内分泌辅助干预方法。本文汇报了运用回春功法干预社区
居民糖尿病的两项探索性临床研究，结果是分别持续性习练回春功法一年，能降低脑
卒中患者的血糖血脂上升（P<0.05 或 P<0.01），能降低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腰臀比、空
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且后者在3个月后即发现临床效应（P<0.05）。这表明，作
为社区慢性管理的手段方法之一，回春功法干预社区居民的运动具有一定潜质，但在
功法推广和组织、教学、管理模式上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关键词：太极健康技术；回春功；糖尿病防治；社区慢病管理

Exploratory Clin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aiji Health
Technology HuiChunGong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in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Shen Xiaodong1,2, Xu Feng1,2, Ding Jie1,2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Diabetes mellitus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that endangers
the health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traditional Taiji health technology, HuiChunGong,
is a unique endocrine-assisted intervention method in traditional sports. This paper reports
two exploratory clinical studies on the intervention of HuiChunGong in community resid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tinuous practice of HunChunGong for one
year can reduce the increase of blood sugar and lipid in stroke patients (P < 0.05 or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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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n reduce the waist-hip ratio, fasting blood sugar and postprandial blood sugar in prediabetic patients. The latter showed clinical effects after 3 months (P < 0.05). This shows
that, as one of the means of community chronic management, HuiChunGong has potential
to intervene in the movemen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but its promotion and organization,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mode need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Key words: Taiji Health Technology, HuiChunGong,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糖尿病（diabetes）是一种世界范围内、不同种族的人群都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疾
病，临床上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糖尿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大疾病，是目前社区
卫生管理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甚至是终身性的慢性疾病。当前，我国糖尿病发病率
呈上升趋势，据最新报道，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14亿（2017年数据），
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成年人发病率高达11.6%，而糖尿病前期的
患病率甚至高达到50.1%（《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状》调查研究，2017）。因
此，糖尿病的防治形势极为严峻。
糖尿病防治，需要药物治疗、食物疗法与运动疗法相结合；尤其是糖尿病前期，
饮食控制和日常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是关键所在。目前的多数研究证明，改变生活方
式不仅可以预防2型糖尿病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我国
是最早提出运动治疗糖尿病的国家. 隋代名医巢元方(公元610年)在《诸病源侯论》中
就已提到“消渴病”应该“先行百步，多者千之，然后食之”的干预理念。1935年，
著名糖尿病学者Joslin总结“体力活动应作为糖尿病的治疗工具”，并把饮食、运动
和胰岛素注射比喻为治疗糖尿病的“三架马车”。有人统计分析中外糖尿病及其运动
锻炼研究的相关文献，表明中国对于糖尿病及相关运动疗法的研究，明显与国际先进
水平差距较大，这与我国作为糖尿病大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称。通过对目前国内期刊数
据库关于运动干预2型糖尿病控制血糖的Meta分析表明，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降
低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BMI效果显著。其中社区的综合干预是适
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防治糖尿病的形式。
太极健康技术回春功法传承取材于中国古代道家养生长寿术。该养生术源于中
国金元时期的全真道华山派，距今800余年，是道教内部秘传的延年功法。该养生术
整合导引、吐纳、按摩、服气等传统身心锻炼技术，具有“柔身养形，练形生精”的
效应，可以改善机体内环境、调节内分泌和代谢机能。上世纪80年代就曾开展了该项
运动疗法针对糖尿病和肥胖症临床防治的相关研究。比如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资助课题“古代养生长寿术（回春功）延缓衰老的研究”中发现回春功法可以有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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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神经内分泌系统，对糖尿病、高血脂以及部分增龄相关性疾病的防治具有一定的作
用。1989年王泰东医师在上海北站医院，以回春功法作为减肥手段取得比较理想的临
床效果。1992年，王泰东医师又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合作观察16例糖尿病人习练回
春功。三个月后，受试者的体重、空腹血糖和24小时尿糖定量均得以显著改善，具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本文拟汇报2015-2018年在上海市航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回春功法防治糖尿病
的探索性临床研究进展。这其中包括两项研究：（1）160例脑卒中患者回春功法干预
降低脑梗死危险因素的研究；（2）中医适宜技术回春功法干预56例糖尿病前期的效
果评价。

1、160例脑卒中患者回春功法干预降低脑梗死危险因素的研究
1.1 一般资料。2010-2012浦东新区航头社区脑卒中患者（①符合脑卒中诊断标
准，在本社区居住满2年以上；②改良的Rakin量表评分在0-2分）。共纳入160例，平
均年龄在73岁上下。
1.2 干预情况。160例受试者随机分成2组，两组间的年龄和性别构成没有显著差
异。其中对照组以传统模式管理，练功组在传统模式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回春功法运
动干预，干预方式为每周二次，每次不少于45分钟习练，并不定期组织交流学习等。
干预时间为1年，因脱落等原因，101例对照组受试者和40例练功组受试者纳入统计分
析。
1.3 研究方法。比较对照组和练功组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血脂的组间
差异和自身前后变化
1.4 研究结果。
1.4.1 空腹血糖 （Glu）
练功组试验前后数值变化未见统计学意义；对照组试验前后的血糖值水平升高，
具有十分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间比较，试验前后均未见统计学差异。（见
表1）
表1：试验前后血糖水平变化

单位：mmol/l

组别

试验前

试验后

练功组（N=40）

5.82±0.87

5.74±1.00

对照组（N=101）

5.65±1.62

6.01±1.15*

*对照组试验前后，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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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糖化血红蛋白（HbAlc）
练功组的试验前后数值变化未见统计学意义；对照组试验前后的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升高，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比较，试验前后均未见统计学差
异。（见表2）
表2：试验前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变化

单位：%

组别

试验前

试验后

练功组（N=40）

5.23±1.16

5.42±0.82

对照组（N=101）

5.01±1.34

5.26±0.91*

*对照组试验前后，P<0.05

1.4.3 血脂研究包括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
度脂蛋白(LDLC)等，其中试验前后后练功组的甘油三酯（P<0.001）和高密度脂蛋白
（P<0.01）出现数值下降明显，试验前后对照组的高密度脂蛋白数值下降（P<0.01）、
低密度脂蛋白数值上升（P<0.01），其它组间比较和试验前后自身对照均未见明显差
异。具体数据略。
1.5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练功组的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在试验前后一年内基本保持稳定，
而对照组患者1年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均有明显上升，并伴有血脂（特别是低密度
脂蛋白）的数值上升。这表明，回春功法锻炼有可能对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具有
一定疗效。

2、中医适宜技术回春功法干预56例糖尿病前期的效果评价
2.1 一般情况。上海市航头社区内2015年-2016年由体检和门诊就诊的符合糖尿病
前期患者纳入56名，对照组和练功组各28名（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略），年龄45-70岁
中老年人，男女不限。
2.2 干预情况：受试者随机对照分为2组，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半年一次的社区
慢病随访干预，干预组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中医适宜技术回春功的集中强化教学
教练3月，每周2次，每次1.5小时，后随访9月，以自主化自由锻炼为主，由全科团队
中家庭医生全程给予督促练功，并继续给予社区综合干预(健康教育、饮食指导等)。
2.3 研究方法：对照组的试验前、试验后12个月，干预组的试验前、试验后3个
月、试验后6个月、试验后12个月，分别检测受试者的血压、BMI指数、腰臀比、空腹
血糖、OGTT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采用spss医学统计软件，分析试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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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组间差异，以及组内自身对照差异，采用卡方检验和t检验的方法进行相关分析。
2.4 结果
2.4.1糖尿病前期患者干预前2组基线一致，性别、年龄、BMI、腰臀比、空腹血
糖、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2练功组与对照组干预12月后比较，练功组较对照组腰臀比、空腹血糖、餐后
2小时血糖均有明显改善（P＜0.05）（见表3）
表3 治疗前后两组间比较
例数

BMI

腰臀比

FBG

OGTT

HBA1C

练功组

28

25.03±2.80

0.85±0.06*

5.52±0.47*

7.44±1.45#

5.64±0.46

对照组

28

24.94±2.80

0.9±0.05

6.15±0.60

8.34±1.24

5.60±0.32

*两组间比较，P<0.01。

# 两组间比较，P<0.05。

2.4.3练功组干预12月后比较练功组在锻炼前后腰臀比、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
糖均有明显改善（P＜0.05），尤其是强锻炼3月至6月，改善尤为明显（见表4）。对
照组上述指标的数值12月前后均未见明显差异。
表4治疗组一年前后比较
例数

BMI

腰臀比

FBG

OGTT

HBA1C

基线

28

25.05±0.48

0.88±0.05

6.03±0.65

8.16±1.64

5.65±0.43

3月

28

25.72±2.53

0.84±0.05*

5.48±0.70*

7.62±1.49

5.64±0.53

6月

28

25.90±2.78

0.85±0.06*

5.53±0.55*

6.93±1.33*

5.84±0.61

9月

28

25.50±2.76

0.85±0.06*

5.38±0.48*

7.15±1.86*

5.68±0.54

12月

28

25.03±2.80

0.85±0.06*

5.52±0.47*

7.44±1.45

5.64±0.47

*自身前后对照，与试验前基线比， P<0.05

2 . 5 研 究 结 果 。回春功功法干预糖尿病前期患者3个月，随访9个月，发现3
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后腰臀比、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大多得到控制
（P<0.05），但BMI和糖化血红蛋白未见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练功组的腰臀
比、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均有较显著的降低。

3、讨论：
回春功法，原名中国古代道教养生长寿术，源于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华山派。回春
功历经八百余年历史，自古为道教内部秘传延年修真功法。改革开放后，回春功由边
治中发扬光大，沈新炎整理献世。回春功采取导引、吐纳、按摩、元和、还精补脑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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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动静双修、精气神形齐练的全身性柔韧运动。
回春功具有简明、科学的功理，既富含传统文化底蕴，也被现代科学研究逐步
证实。回春功功法精妙，充分发挥主动性自我身心调节作用。回春功锻炼强调“乐字
当头”、充分地柔和周身、吐故纳新；回春功通过健运四肢百骸、五官九窍，遵循十
二正经和任督循环，以及顾及阴阳五行等，全面和谐地协调脏腑、自然地疏通经络；
回春功功法中最巧妙的莫过于“微妙地锻炼‘下丹’”。回春功中的“下丹”主要是
指小腹至会阴（性腺系统）部位。回春功根据道家养生长寿必须注重“炼形生精，还
精补脑”的原则，功法锻炼要求以不同的姿势融合特殊的窍、穴，微妙地健运性腺系
统，以有益于调节性激素等内分泌功能，促进精气旺盛。回春功的“妙炼下丹”可以
有效地调节激发自身的内分泌功能，从脑下垂体-松果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肾
上腺-胰腺-性腺均得以柔和持续的刺激，从而有助于改善机体的新陈代谢，保持健美
的体型，防治糖尿病、肥胖症、性功能障碍等。
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课题“古代养生长寿术（回春功）延缓衰老的
研究”中，山东中医研究院靖仲玉教授的研究表明[7]；习练回春功一年可以非常显著
的降低甘油三酯、β-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P<0.001）；回春功可良性双向调节血
糖和血清胰岛素水平，十分显著降低血清胰岛素增高症（P<0.001）；此次选择其中5
节功法简便易学易练，不受场地时间限制，是适合中老年人习练的养生功法。
2015年，本研究团队在对40名脑梗死患者开展回春功干预其危险因素的研究中，
发现习练回春功有助于稳定脑梗死患者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2018年，我们对28
例糖尿病前期进一步探索性临床研究，表明腰臀比、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都得
到有效的缓解。有人对社区45岁以上糖尿病前期人群自然转归及相关因素分析的研究
中发现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超重和肥胖是影响糖尿病前期转化为糖尿病的独
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的临床结果显示：坚持习练回春功可以降低血糖，对血糖控制有
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持续的运动能使糖耐量和脂类代谢得到改善，进而提高机体对
葡萄糖的利用率，增加葡萄糖的氧化分解，减轻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抵抗，减轻胰岛
细胞的负荷，最终降低血糖、改善机体环境。
本项临床探索中发现，临床功法干预的最大难题还是在于坚持。临床受试者的
流失率比较高，且持续坚持的人比较少。从第二项研究的餐后2小时血糖值看出，随
着随访时间的增加，部分练功受试者的效果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功法
干预的好处是，因为它具有文化属性和丰富性，有部分人群会很好的坚持并自发产生
组织。作为社区慢性管理的手段方法之一，回春功法干预社区居民的运动具有一定潜
质，在功法推广和组织、教学、管理模式上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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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刮痧历史悠久，流派众多，但目前鲜见对“气至病所”的刮痧板感方面的
研究。本文通过对循经刮痧疗法的分析，从影响刮痧板感产生因素上进行阐述，从而
说明板感是循经刮痧的关键因素以及循经刮痧的有效性，以期对临床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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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pping, so as to explain that the board feeling is the key factor of xun-meridian scrapp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xun-meridian scrapping,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Focal Arrival of Acu-esthesia, Gua Sha Treatment

1 基金项目：1.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太极健康”平台建设，项目
编号：ZY(2018-2020)-CCCX-2007.
2 市教委预算内项目---刮痧联合放痧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的临床研究（项目编号：2019LK056）
3 上海市科普基金会项目：中医刮痧疗法的推广与传播.
第一作者：陈春艳(1982-)，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针灸与刮痧的临床和实验研究，E-mail：yanzi124322@163.com

– 191 –

刮痧为传统中医的有效疗法之一，刮痧的流派也分很多种。刮痧的方法和命名
也比较多。上海市针灸学会刮痧专委会主要成员长期从事刮痧疗法的临床和教学，出
版了《循经刮痧疗法》。循经刮痧疗法是以中医“穴-经-部”理论为依据，在中医整
体观念的指导下，强调辨证施治和操作技法的重要性。因为强调在穴位、经络、皮部
上施术，所以予以命名“循经刮痧”。这和社会上以局部和压痛点作为施术有所不
同。“循经刮痧”在实践操作中充分借鉴现行国家标准，重点对“取穴”和“运板技
巧”给予详细阐释，并配合主要治疗“穴-经-部”的示意图，方便读者理解、掌握和
应用。
针灸以针为工具，刮痧以板为工具，针灸讲究针感，刮痧讲究板感，“气至病
所”是针刺取效的关键，在刮痧过程中也同样重要。“气至病所”在刮痧治疗中衍生
成注重医者和患者刮痧板感的导出。板感的表现可以因人、因时、因病、因环境而表
现多种多样。板感共同的特点就是“气至病所”，经气所过，主治所及。板感明显，
效果明显；板感迅捷，效果迅捷。板感最多见的是患者有酸麻重胀感觉，并可有发
痒、灼痛感等。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酸麻重胀的感觉要与因手法不当引起疼痛
而造成局部肌肉痉挛严格区别开。在治疗过程中还发现，首次刮痧治疗出现板感需要
的时间相对较长，在以后持续的刮痧治疗中，每次板感的出现时间有缩短的趋势，这
是病变的经络逐渐得到疏通的结果，说明刮痧的治疗效果存在累积效应。这也从另一
方面说明坚持采用刮痧治疗也是疗效取得的关键。影响板感产生的因素较多，实践证
明主要是四方面的因素：基本因素、患者状况、医师的手法、治神与守神。

1、基本因素
刮痧疗法作为一种外加刺激，只有达到一定的刺激量，才能使机体产生相应的反
应。影响刮痧刺激量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刮痧时间长短、临床选经选穴、板压、板
速等诸多因素。大量临床文献资料显示，刮痧治疗时间从几分钟至数十分钟不等。在
实际应用中，一般来说，虚证、寒证，刮痧时间较短；实证、热证，刮痧时间相对较
长。刮痧的疗效还与选用的腧穴有密切关系，穴位的选用应根据中医基本理论，在辨
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结合腧穴的功能、特异性，合理选穴治疗，如气虚刮气海，保
健刮足三里等。另外，板压的角度和力度都对板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另外，板压的
角度和力度都对板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角度一般以大于45度小于90度为宜。90度刮
痧常会跳板，使所刮之处沿途受力不均，有空板、跳板出现；大于90度常呈削状，不
利于刮拭面尽量拉长的要求；小于45度，失去刮力，常呈拖状，对穴、经、带刺激强
度不够，只在表皮，渗透不到肌肤深层，刮痧疗法取得板感要求有一定的刺激强度方
可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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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患者状况
机体的机能反应性是影响板感产生的重要因素。凡机体正气不足，经气不易激
发，板感引出较慢，甚至不易引出。久病和老年患者，其“气涩以迟”，板感出现较
缓慢或感应较迟钝。而实证及年轻人则较易引出。另外，病情也能影响板下感觉。对
于一些正气虚弱的病人，其经气衰弱，则经气迟迟不至，使得板下感觉减弱。某些神
经受损伤的患者其板感麻木或消失，如脊髓侧索受损，其痛觉消失区无板感或板感很
差。对于虚证及久病患者，我们可在临床治疗中运用艾灸或加服适当的补益药物，使
机体正气渐复，促使板感引出。
一般来讲，凡正气未衰，板感易于引出者，收效较快；凡正气已衰，板感不易引
出者，则收效较慢。
另外，治疗前要求被刮者对刮痧有所了解。要了解“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道
理。信任是取得效果的基础。这也是古代先哲治病时“信医”的具体应用。刮痧后要
求患者遵循要求进行自我的调理，如：饮温开水、规律生活及其他要注意的事项。

3、医者的手法
医者的手法也是取得板感的关键因素。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
恻隐，誓愿普救之苦。”只有具有高尚的医德，才能具有高超的能力，从而取得良好
的效果。
医者要具有高超的能力：知病所以苦，知病如何祛。手中的刮痧板如同精兵手中
的利器，能起到通经络、强身体的奇效。
而我们一直强调的刮痧运板要求必须遵循“均匀柔和、持久有力、渗透有知、不
强求出痧”的原则。在运板时要求动作不呆板，轻灵不失力度，具有渗透感，板压必
须渗透肌肤达经脉筋骨，从而取得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功效。
循经刮痧方法中几种不同刮痧运板手法，即刮、点压、按揉、摩擦、弹拨等，可
根据病情、患者耐受程度、体质情况科学合理的选用，才能获得患者所合适的板感，
有效地发挥刮痧治疗的作用。譬如对内脏痛、慢性病、难治性疾病易用复合型手法进
行治疗，一般选用点中有揉、点按结合或弹拨法治疗。
运板过程中对某些部位运用特殊的刮痧方法能取得更显著的疗效。譬如肋隙刮
宜用板之厚角沿肋间隙生理弧度刮治。刮督脉时，用刮痧板的厚角刮脊椎棘突间隙。
对华佗夹脊穴或足太阳膀胱经第一或第二侧线用按压法或弹拨法。对脊椎的横突边缘
向脊柱方向行弹拨的手法。在行按压法时，要求拇指及大鱼际根部紧贴刮板而发力，
垂直向下按压，要有一定的节律性，使刺激量渗透肌肤，直达深层，患者有酸、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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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重和酸痛感，如此反复进行。在行弹拨法时，患者有较强的酸胀痛的感觉，同时
医者可听到“噗噗”声，手下亦可感觉到有一根黏而韧之筋在随板跳动，该法刺激量
极强。这些运板技巧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探索出来，采用特定的刮痧手法治疗可达
到松解局部的粘连组织，疏通局部经络气血，使局部的气血运行通畅，改善局部的血
液循环，有效缓解疼痛，也更易引出板感。

4、治神与守神
医患双方专心致志，仔细体会板下感应，勿使板下感应失去。医者在刮痧用心
感受板感的产生和变化，即治疗时要求医者要凝神定志，集中精力。而患者要选择感
觉舒适、肌肉放松，且能相对保持一个稍长时间接受治疗的体位，以减少变换体位之
苦，也有利于医者施术，以便更好的守神，体会板感。《素问•宝命全形论》：“凡
刺之要，必先治神”。《针灸大成•针邪秘要》说：“定神，谓与医病人各正自己之
神，神不定，勿刺。神已定，可施”。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医患双方的精神状态在针刺
过程中的重要性，运用于刮痧治疗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临床发现，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因势利导，积极调动患者的主动性，激发医
患双方的互动，以助"气至病所"，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医者治神，板下更易感
知有阻碍感、气泡感，更易发现某些病理反应和阳性反应点，包括皮下结节、条索状
物，以及局部的凹陷、隆起、坚硬等等。而患者更易有酸麻胀痛的感觉。对这些异常
反应处针对性的治疗临床疗效甚佳。
当然，我们在临床刮痧治疗的过程中要注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既要使患者
不感觉治疗之苦，又要保证适度的板感反应，从而有效的发挥刮痧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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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极拳经典理论角度探讨太极拳锻炼对心理健康的贡献
梅格达德˙阿布迪（伊朗）
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摘要：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残疾患者患有精神疾病。该疾病为21世纪广泛流
行的的疾病并将成为全球健康问题的下一个重大挑战。面对这个日益严重的危机，主
流医疗和可行治疗措施的全球性介入是重要的解决方案，同时方案重审也是必不可少
的。此外，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来维持和提高心理健康是常用的预防方案。通过增加
太极拳锻炼来提升心理健康的科学证明也日益增多。本文探讨了太极拳从太极经典理
论的角度对心理健康产生多方面正面影响的原因，同时收集太极经典中有关理论及哲
学性的条文作为基础以正确地理解与实践太极拳的价值和艺术。
关键词：太极拳；心理健康；太极经典；精神完善；整合；正念

Taijiquan Classical Theory: How the Practice of Taijiquan
Contributes to Mental Health
Meghdad Abdi (IR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Accounting for roughly one-third of adult disability globally, mental illness is the
pandemic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will be the next major global health challenge. One solution
to this ever-emerging crisis is the current dominant models of care and available treatment
approache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ing in global scale and the need for major revisions
seems quite necessary. The other, as always, is prevention; finding reliable ways and methods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mental health. Increasing amounts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uggest
that the practice of Taijiquan is related to improvements i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y practicing Taijiquan results in a multitud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through the lens of Taijiquan classical theories,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is art and
practicing it in the right way; collectively known as “Taijiquan Classics”.
Key words: Taijiquan, Mental Health, Taiji Classic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tegration,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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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Way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quest for your lost mind.’
Mengzi, chapter 6a
When searching the literature of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you will figure out it is not easy
to find a clear definition of Mental Health upon which exists a consensus among scholars,
experts and clinicians. Here I refer to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as defined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and mental
health is “a state of well-being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realizes his or her own abilities, can
cope with the normal stresses of life, can work productively and fruitfully, and is abl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her community.”1
A substantial body of published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aijiquan (Taiji)2
and increasing amounts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uggest that it is related to improvements in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well-being, stress reduction, and self-reported sleep duration.
Taijiquan is an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that, today, is also practiced as a
graceful and multifaceted form of exercise. It involves a series of movements performed
in a slow, focused manner accompanied by deep breathing and expanded awareness of
the body, mind,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3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supports the idea
that practicing Taiji has a multitud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benefits4, however, seldom
an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jiquan classical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reason behind such health enhancing effects. Here I am referring to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collectively known as Taijiquan Classics (太极
拳经),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the practice of Taiji.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aiji and potentially contributes to mental health,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mechanisms of this meditative art. Qualities such as moderation, softness and pliability,
self-awareness, understanding others, active listening, tolerance and control, adaptability
(forgetting oneself and following the other) and Integration are discussed from the view point
of the teachings of Taijiquan Classics in order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y might
affect the practitioner in a way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his/her health and in particular,
mental health. To discuss mental health, the contributing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WHO
definition are chosen and then expla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qu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aijiquan Classics: “to realize ones own abilities” (selfawareness), “coping with the normal stresses of life” (tolerance and control, softness),
“the ability to work productively and fruitfully and contributing to ones community”
(knowing others, active listening, forgetting oneself and following others). Mod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comprehensive concepts and as we see can affect all of the ele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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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Integration
“Taiji, being born of Wuji, is the mother of Yin-Yang. In movement it differentiates; in
stillness it reunites.” Taiji is all abou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ne differentiates into
two, and two combine together as one. The practitioner gradually learns to move the body
as one integrated unit, “Once in motion, the entire body should be light and agile,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must be threaded together...The entire body is threaded together joint by
joint.” This integr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should be in a way that, “when
one part moves, there is no part that does not move. When one part is still, there is no part
that is not still.”5 Integr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mind i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aiji. The practitioner cultivates awareness of the body, breath and mind (as in the three
treasures Jing-Qi-Shen 精气神) and this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practice. The mind is
focused while doing Taiji, “For each and every posture, concentrate your mind and consider
the meaning of the applications.”6 It is the mind (intention) that leads the Qi and the body
movements as in the famous saying, “where the mind reaches, the Qi reaches and then
force arrives;意到，气到而劲到”. This kind of awareness brings the mind to the present
moment therefore the practitioner is not absent minded and lost in the incessant stream of
thoughts. As a result body and mind are connected together and integrated as one.
Dr. Daniel J. Siegel, an eminent psychiatrist and well-known author in the field of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and Mindfulness explains Integ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ntal health,
“I've come to believe that integration is the key mechanism beneath both the absence of
illness and the presence of well-being. Integration—the linkage of differentiated elements of
a system—illuminates a direct pathway toward health.” He further points out, “how we
focus our attention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integrative changes in the brain.” He describes
the integration as a flow with qualities such as being “Flexible, Adaptive, Coherent, Energized
and Stable”, what he calls FACES flow. He uses the analogy of a river in which, the central
channel is the ever-changing flow of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One boundary of this flow is
chaos. The other boundary is rig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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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we move toward the bank of rigidity—we feel stuck. Other days we lean
toward chaos—life feels unpredictable and out of control. But in general, when we are well
and at ease, we move along this winding path of harmony, the integrated flow of a flexible
system.”7 He introduces these eight domains as the key to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I put
forth this model because the central flow of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provides u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healthy mind: a flexible, adaptable, coherent, energized and stable mind.
As we go through our discussion, the strong and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and link between
Taijiquan qualities and the elements of the FACES flow model becomes more evident.

Moderation
“When practicing Taiji, doing too much is the same as doing too little.”8 This is based on the
Yin-Yang theory that emphasizes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and balance. Too much Yin or too
much Yang will destroy the harmonious balance as too little Yin or too little Yang. Taiji differs
from other types of exercise in several respects. The movements are usually circular and never
forced, the muscles are relaxed rather than tensed, the joints are not fully extended or bent,
and connective tissues are moderately stretched. Tai chi can be easily adapted for anyone,
from the most fit to people confined to wheelchairs or those recovering from surgery3. In
the practice of Taiji, it i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ion. “If your opposite
side is hard, change your own side to make it soft. This is called yielding.”8. In Taijiquan
Tuīshǒu (推手, Push hands or two-person practice), when the practitioner senses that the
opponent is putting pressure on him/her, he/she adjusts and changes his/her own side to
make it soft, and yield to the opponent. This response is in the Taiji manner: not too much,
not too little. The practitioner adjusts the pressure in proportion to the opponent's level; this
is the kind of sensitivity and controlling skill that is emphasized in Taiji practice. Important
results of this unique practice are flexibility, self-awareness and adjusting the internal in
relation to the external, knowing and feeling the partner and adaptability, to name a few.
This kind of exercise requires the mind to yield first before the body can follow and yield as
well. Therefore the practitioner learns not to resist the mental pressure caused by external
stimuli or caused by the unceasing internal dialogue that is continuously happening inside
each person's mind. By not resisting and trying to yield the practitioner gradually learns to
observe the mind, to be aware of the thought process and objects of the thoughts. This is
what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is all about. There is increas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on mental health and well being.

Tolerance and Control
“Your spirit should be controlled internally; externally you should appear calm and
comfortabl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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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jiquan, practitioners are trained to remain calm and centered during mental and/
or physical conflict regardless of how rapidly the situation changes. This requires mental
discipline and indicates that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be able to control himself/herself to
successfully cope with any kind of serious situation. Mind and body are mutually connected
and influence one another. When the mind is in chaos the body is affected through the
nervous system and tension builds up in the musculoskeletal and organ systems. Likewise,
when the body is under tension due to external stimuli the mind becomes scattered and
not relax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kind of mindset mentioned in the above
saying amidst tension, Taiji offers a practical solution: the practice of Fàng sōng (放松) or
continuous relaxing and softening of the physical body while moving or standing still. Fang
Song is a training strategy in Taijiquan practice to help the practitioner become soft and
flexible and in later stages of practice lets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become integrated
as one whol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sustained mindfulness and this form of relaxation
(fang song) during Taiji practice, the practitioner gradually develops a calm and centered
state of body-mind that permeates all aspects of his or her life and thus would help him/her
to be able to maintain this state even in rapidly changing and serious situations with conflict
and tension.
The 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 defines stress both as a causal factor that is a physical,
chemical, or emotional factor that causes bodily or mental tension and may be a factor in
disease causation and also as a response to bodily or mental tension resulting from factors
that tend to alter an existent equilibrium. Considering this defini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practice of relaxation in Taiji as explained above is indeed an effective way to address stress
both due to an external cause or internal triggers.
People who have good mental health have an ability to bounce back from stress, adversity,
and trauma. This ability is called resilience. Taiji may enhance the practitioner's emotional
resiliency through its emphasis on physically and cognitively “letting go”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moment, as well a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op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for example, techniques for feeling grounded and centered, meditative breathing,
and imagery leading to an enhanced sense of being connected to supportive healing energy
from nature.9

Softness, to be like water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more supple than water, yet nothing is more powerful than water
in attacking the hard and strong.” 10 Lǎo Zǐ (老子)
“When in stillness you should be as the mountain. When in motion you should move like
the flowing river.”8 In Taiji practice the practitioner always starts from stillness; h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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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tries to mimic the state of Wújí (无极), in which Yin-Yang are still united as one and
there is no movement; pure stillness. From stillness, movement begins and the flow of YinYang emerges. This is Taiji as put forth in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Taiji, “Taiji, being born
of Wuji, is the mother of Yin-Yang. In movement it differentiates; in stillness it reunites. It
is without excess or insufficiency.”4 When practicing Taiji everything is flowing, the body
movements, breathing, mind, Qì (氣) and it is nicely described in the classics, “What is Long
Boxing (Chángquán长拳)? It is like the Long River, or a great ocean, flowing smoothly and
ceaselessly.”6
When you are soft, pliable and flowing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things won't get stuck.
You know how to change, how to adapt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people. “In Tajii, being
very soft and pliable leads to being extremely hard and strong.”8 Therefore, the true
power comes from being soft, flexible and yielding. This kind of adaptability enables the
practitioner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and be able to the manage diversity and
conflicts. Softnes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practice of relaxation (fang song) and therefore
a potent strategy to dissolve the tension caused by stress. The practitioner dynamically and
continuously monitor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hysical body and gradually learns to sense
tension as soon as it starts to build up in one or several parts of the body and how to let
go in order to dissolve the tension. This is a powerful mindfulness exercise that helps the
practitioner to develop increasing body awareness. More advanced stage of Softness and
Relaxation (Fang Song) is the domain of the mind; to observe the stream of thoughts, sensing
the tension building up or any other pattern of disharmony leading to rigidity and then let go
and dissolve that tension.

Self-awareness
“First you should exercise your mind, then discipline your body. Relax your abdomen and
let Qi condense into your bone marrow. Make your spirit peaceful and your body calm. Pay
attention to your mind at all times.”6 Therefore Mind is always the first. As mentioned
already Taiji is a kind of mindfulness exercise. Each practitioner starts his/her Taiji journey
with the stage of body awareness (Zhāoshú 着熟) in which he/she learns and repeatedly
practices all kinds of forms and routines within the Taiji style he/she is studying. Grand
Master Yang Jun, 5th generation lineage holder of Yang style Taiji and one of the foremost
Taiji masters of our time explains, “We practice the forms in order to forget the forms”,
and thus the thinking mind begins to relax during practice and shifts more to observing the
body in motion; your mind begins to feel at home in your body as you move from posture
to posture.8 The practitioner continues to the next stage by becoming aware of the subtle
feelings of the breath, the movement of Qi throughout the body and the subtle Yin-Yang
changes in himself/herself and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opponent (Dǒngjìn 懂劲), and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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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s the state of Shén Míng 神明. This is the state in which the mind is balanced and
centered, things happen spontaneously without the need to think while the mind is focused
on the situation as a whole and covers all aspects, this is where creativity and spontaneity
blossoms. The person is totally aware of the self, the opponent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Persian literature there is a famous teaching, “know yourself and you know God.” It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journey. Carl Gustav Jung, the renowned Swiss psychiatrist
and psychoanalyst who founded analytical psychology, emphasizes the same thing when he
said, “Who looks outside, dreams; who looks inside, awakes.”11 Therefore, self-awareness
is the foundation of mental health.

Knowing others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殆。”
“So it is said that if you know others and know yourself, you will not be imperiled in a
hundred battles; if you do not know others but know yourself, you win one and lose one;
if you do not know others and do not know yourself, you will be imperiled in every single
battle.”12
Traditionally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practice of forms in Taijiquan is to know yourself
(Zhījǐ, 知己) and the practice of Tuishou (push hands or two person training) is to know
your opponent (Zhībǐ, 知彼) and these two important skills should grow hand in hand in
each practitioner. Therefore each one of us, as practitioners, knows that we should cultivate
two things, the knowledge of self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other; more interestingly while
learning Taijiquan, the person is equipped with tools and training methods to help him/her
reach this level; however the mastery of such skills is up to the practitioner. Thi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produ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As Professor Michael Byram defin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Knowledge of
others; knowledge of self; skills to interpret and relate; skills to discover and/or to interact;
valuing others' values, beliefs, and behaviors; and relativizing one's self13.

Active listening
Tīng jìn (听劲) means listening to the force (Jin), and listening here actually means to feel;
feeling the opponents body, it's movement and stillness, direction and amount of force
applied toward you and ultimately to feel the intention of your opponent. Therefore the
practitioners try to understand the minds of one another, they listen, feel and try their best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Grand Master Yang Jun describes Ting Jin in these words, “Highest
level of Ting Jin is that you feel the opponent as soon as he/she has the intension of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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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ighest level is feeling the intension of the partner.”
”If there is no motion, you will remain still. If there is even a slight change, you have already
moved accordingly.”8 This is the degree of sensitivity that a practitioner should cultivate
so a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 opponen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he or she obtains
through listening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other.

Forgetting oneself and following the other
“The Taiji principle is as simple as this: yield yourself and follow the external forces…Instead
of doing this, most people ignore such obvious and simple principles and search for a more
remote and impractical method. This is the so-called inches mistake, that, when allowed to
develop, becomes the distance of thousands of miles.”8
Grand Master Yang Jun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opponent is
Yin-Yang, so you and your opponent are Taiji, you become one… Only when you give up
yourself you can be a part of the other, like water that matches the shape of other things
(i.e. container). That's why the biggest obstacle is in our mind: we do not want to give up,
“舍己从人”. That's why Taiji requires us to practice softness to become like water, then
through this you can join the hard.” [舍己从人, shě jǐ cóng rén means to let go of oneself
and follow the other person]. Following this illuminating explanation,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words of another great master of Taijiquan, late Zheng Manqing (郑曼青)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letting go of oneself and following the other person, “The Taoists advocate
Wu Wei (non-action or effortlessness) and the Buddhists venerate "emptying." The motto for
Tai-chi practice must be "investment in loss (吃亏)." It is what Confucius meant by Keqi—to
subdue the self. How is this manifested in mundane affairs? It means to yield to others, thus
quashing obstinacy, egotism, and selfishness. But it is not an easy thing. To persist in the Solo
Exercise amid life's busy requirements is self-humbling. In the Pushing-Hands Practice, the
student must accept failure many times over in the early stages. To yield and adhere to an
opponent cannot be achieved by an egoist—his ego will not tolerate the bruising necessary
before mastery comes. But here, as in life, this proximity to reality must overcome ego if one
is to walk a whole man.”14
In this sense Taijiquan is a spiritual practice very well suited for self-cultivation and helps the
mind to reach a state of balance and stability resulting from a shifted state of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As the great Chinese sage Laozi says, “With no sense of self, what can injure
you?”15

Conclusion
Mental illness accounts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disability caused by all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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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problems, resulting in enormous personal suffering and socioeconomic costs.16 This
indicates currently available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fail 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complex
biolog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mental illness.17 The wisdom of the
Daoist tradition, as laid out in the famous book Dao De Jing,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Plan for what is difficult while it is easy, do what is great while it is small.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n the world must be done while they are still easy; the greatest things in the world
must be done while they are still small.”11 This signifies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on,
or maintaining mental health, in the face of this emerging crisis. Broadening the current
paradigm of mental health care to include evidence-based integrative treatments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 seems undeniable. Taijiqua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nd backed up by an increasing bod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reliable method for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 Fortunately it is growing in
popularity worldwide and hopefully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human health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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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课程对主观锻炼体验的影响
斯坦˙巴尔采扎克博士
英国运动和锻炼医学顾问
摘要：
简介：这是英国首次研究太极拳课程对参与运动转介计划的人的心理影响。运动
转介计划针对的是那些可以从更活跃的生活方式中获益的当地居民。家庭医生和专业
护士通过对患者进行一段时间的监督运动培训，将其纳入到运动转介计划中，从而改
善他们的身心健康。
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主观心理状态很有可能是个体是否愿意接受及维持体育活动之
类生活方式的预测因素。因此，如果太极拳课程能改善心理影响，人们有可能会继续
定期练习太极拳。
方法：这项研究是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兰开斯特进行的。在四个月的过程中，兰
开斯特运动转介计划中心纳入了15名患者。两名患者未能完成问卷调查，被排除在
外。在进入研究之前，没有受试者曾练习过太极拳。太极拳课程在当地社区体育中心
进行。13名受试者均完成了简短体力活动评估、主观锻炼体验量表和感觉力竭比率问
卷。一堂太极拳课由四个部分组成：热身-15分钟，学习太极拳动作-25分钟，演示杨
式太极拳8式-7分钟，平息练习-3分钟。主观锻炼体验量表一般在第一或第二堂课前后
完成。而简短体力活动评估和感觉力竭比率问卷则是通过验证问卷来测量。
结果：77%受试者在加入太极拳组之前就已经足够活跃。参加太极拳课程后的平
均感觉力竭比率为12.3，表明太极拳为中等体力活动。尽管主观锻炼体验量表的均值
显示三个类别都有所改善，但只有积极满足感的改善在统计学上才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结果显示参加一堂简单的太极拳课程后，患者可以获得即时的心理益处。

The Effects of a Tai Ji Quan Class on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
Dr Stan Baltsezak
Consultant in Sport and Exercise Medicine, UK.
Abstract: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in the UK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Tai Ji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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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Q) class on people taking part in the exercise referral scheme (ERS). ERS is aimed at local
residents who can benefit from more active lifestyle. Family doctors and practice nurses can
refer patients to ERS for a period of supervised exercise with the view to improving their
mental or physical health.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 that occur during exercise are likely
predictors of whether individuals are willing to adopt and maintain a lifestyle that includes
physical activity. Therefore, if TJQ class improves psychological affect, it is likely that people
would continue training in TJQ on a regular basis.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Lancaster, a city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Over the
course of four months fiftee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y the Lancaster ERS. Two patients
fail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 an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practised TJQ prior to the study. TJQ classes were conducted the local community sports
centre. Overall 13 subjects completed Brief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BPAA),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 Scale (SEES) and Rate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questionnaires. A TJQ
class consisted of four parts: warm up - 15 minutes, Learning TJQ movements - 25 minutes,
performing Yang style 8 steps form - 7 minutes and cool down exercises - 3 minutes. SEES
was comple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or second lesson. BPAA and RPE were measured by
validate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77% of participants were sufficiently active prior to joining the TJQ group. Mean RPE
after TJQ class was 12.3 indicating moderate physical activity. Even though mean SEES scores
showed improvements in all three categories, only improvements in positive well-being was
ver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a
single TJQ class.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in the UK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taijiquan (TJQ) class on
people taking part in the exercise referral scheme (ERS). ERS is aimed at local residents who
can benefit from more active lifestyle. Family doctors and practice nurses can refer patients
to ERS for a period of supervised exercise with the view to improving their mental or physical
health.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 that occur during exercise are likely predictors of whether
individuals are willing to adopt and maintain a lifestyle that includes physical activity [1].
Therefore, if TJQ class improves psychological affect, it is likely that people would continue
training in TJQ on a regular basis. TJQ classes can then be included in the range of physical
activities offered to the ERS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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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Lancaster, a city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Over the course of four
months fiftee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y the Lancaster ERS. Two patients fail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 an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All participants consented to take part
in the study.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practised TJQ prior to the study. TJQ class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local community sports centre. Overall 13 subjects: four men and nine
women aged between 19 and 60 (mean age 47) completed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
Scale (SEES) [2],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BPAA)[3], and Rate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4]
questionnaires.
Overweight, depression, hypertension, anxiety and stress were main medical conditions
mentioned in the referral forms. All patients were graded as inactive on their physical activity
referral forms.
A TJQ class consisted of four parts: warm up - 15 minutes, Learning TJQ movements - 25
minutes, performing Yang style 8 steps form - 7 minutes and cool down exercises - 3 minutes.
The ‘8 steps’ form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eight elements: ‘Repulse monkey’, ‘Brush
knee and step forward’, ‘Part the wild horse's mane’, ‘Cloud hands’, ‘Golden
rooster’, ‘Heel kick’, ‘Grasp sparrow’s tail’, and ‘Cross hands’.
SEES was comple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or second lesson. BPAA and RPE were measured
by validate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77% of participants were sufficiently active prior to joining the TJQ group. They reported
three or more 20 minutes sessions of vigorous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or five or more
30 minutes sessions of moderate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including walking) per week or
more sessions of any combination of moderate and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per week.
Mean RPE after TJQ class was 12.3 indicating moderate physical activity with 95% CI
10.74 to 13.88. Seven participants reported perceived exertion as light, three reported as
moderate and another three reported level of exertion felt during TJQ class as vigorous.
Balance exercises such as ‘Golden rooster’ and ‘Heel kick’ were found to be the most
challenging elements of the TJQ clas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mean RP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from other studies on
TJQ [5].
Even though mean SEES scores showed improvements in all three categories, only
improvements in positive well being was ver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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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 Scale results.

Conclusion: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in the UK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JQ on people taking part
in the ERS. Even though physical activity can be stressful,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it
reduces the harmful effects of other stressor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hen performed at
moderate intensity [6].
The results showed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a single TJQ class.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observed effects were due to specifics of TJQ exercise or various other
factors sinc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can occur when we engage in activity we find
interesting and satisfying. An important finding was that a single TJQ class had positive effect
on class participants, therefore TJQ could be a form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the UK population.
TJQ can be included in the range of physical activities offered by ERS in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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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文献气功适宜疾病初探
蒋婧1
陆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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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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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现代气功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总结气功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
领域的应用，探讨现代气功适宜疾病范围，以期今后临床应用气功干预疾病提供文献
依据。方法：检索1949-2018年Sinomed、CNKI、VIP、万方四个电子数据库的气功相
关文献，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并提取信息，采用praphpad Prism 8、Microsoft
Ofﬁce软件对一般信息、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结局指标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共
纳入2233篇文献，涉及ICD-11疾病分类21个章节，最多的为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
疾病，共486篇，其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或代谢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整体年度分布呈增加趋势。涉及疾病247种，频次最高
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共143篇，其次为颈椎病、糖尿病、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
症、失眠障碍、骨质疏松症。涉及功法142种，频次最高的是八段锦，提及620次，其
次为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导引功法、放松功。结论：气功在疾病预治等领域应
用广泛，在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症、糖尿
病、高血压病、失眠障碍、抑郁焦虑等慢性病、心理及身心疾病具有一定的优势，这
些高频疾病可能是现代气功的适宜疾病，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功法与疾病的关系也
值得进一步挖掘，从而为气功优势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更确切的依据。
关键词：气功；适宜疾病；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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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Indications of Qigong Based on Modern Literatures
Jiang Jing1 Lu Yin2,3 Zhu Yin4 Li Jie2,3*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2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3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Academy of T.C.M.
4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Abstract: Objiective: To provide a literature basi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Qigong interven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Qigong in diseases prevention,
treatments and rehabilitations, and probes into the indications of modern Qigong by
analysing modern Qi-gong literatures systematically and Qi-gong clinical interventions and
comprehensively. Method: Search the Qi-gong-related literatures through SinoMed, CNKI,VIP
and Wanfang electronic databases which are published in between 1949 to 2018.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Extract and analysi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research
objects, intervention methods, outcome indicators, extracted information by using Praphpad
Prism 8 and Microsoft Office software. Result: (1)2233 finalized literatures were selec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which included 1707 cases about Qigong clinical interventions and
526 cases about intervention for healthy population. (2)21 chapters on the ICD-11 disease
classification, the most common being musculoskeletal system an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with a total of 486. Then they were followed by diseases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endocrine,
nutritional or metabolic diseases, 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mental, behavioural or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with an annually upward trend of distribution. (3)Among the
involving 247 kinds of diseases, the most frequent i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total of 143, followed by cervical spondylosis, diabetes, hypertensi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nsomnia. (4)There are 142 kinds of Qigong involved, the most frequent being the Baduanjin,
with 620 references, secondly was Yijinjing, Wuqingxi, Liuzijue, Daoyin, Fangsonggong.
Conclusion: Qigong is used wisely in medical field such as preventions of diseases, clinical
treatments and rehabili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s, the diseases that
mentioned above are potentially to be listed in the indications of Qigong and this issue is
worth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order to provide an appropriate evidence of indications of
Qi-gong, a further confirm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gong and disorders is needed.
Key words: Qigong, Qigong for Diseases,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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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是传统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书于公元610年的《诸病源候论》，虽
详论众多疾病的病因病机，却无一药一方，以气功而治之，足以见其在中国古代的重
要地位，气功流传至今，仍然被应用于临床，例如纽约州立大学卫生与衰老中心把练
气功作为减少应激反应的措施，治疗高血压病人和非药物防止早死的重要手段，并
且已经确认练功能减少运动诱发冠心病患者心肌缺血[1]。也有研究[2]表明5%的中国人
运用气功改善健康状况、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COPD）、焦虑、抑郁以及提高其他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等，除了这些临床试
验，人体的生理心理指标的观察也一直是研究热点，例如练功后肺功能[3]、心率[4]、脑
电[5]、肌电[6]、精神和心理状态[7-8]等的变化或者改善，那么气功到底能够治疗哪些疾
病？哪些是适宜疾病？就目前的研究来说，都不能很好回答这个问题，也未见气功防
治疾病的全面研究，因此，本研究总结气功干预疾病及健康人群情况，探讨现代气功
适宜疾病范围，以期为气功应用于临床及优势疾病提供更多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各种类型的临床试验，包括随机对照试验，非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
照研究，病例系列报告等。研究对象为习练气功的患者、健康人群。

1.2 排除标准
动物试验类、理论探讨类、咨询报道、调查研究等非气功临床文献。病名不规
范、诊断不明确，或很难理解其所指疾病文献。重复发表和不能获取全文的文献。

1.3 文献检索
采用主题词检索途径，以气功及相关术语为检索词，检索Sinomed、CNKI、VIP、
万方四个电子数据库，时间限定为1945-2018年。

1.4 文献筛选与质量控制
成立研究小组，根据纳入、排除标准，阅读文献题录、摘要、全文进行筛选。若
出现分歧，且研究者无法掌控，则由第三方即导师和相关专家进行评判。

1.5 数据处理
利用Microsoft Ofﬁce、praphpad Prism 8软件对文献进行统计，选取一般信息、干
预措施、结局指标为统计条目，对结果进行统计。

2.结果
2.1 检索结果
纳入文献2233篇，其中气功干预疾病统计1707篇，对健康人群的研究统计52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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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功干预疾病
2.2.2 涉及ICD-11疾病分类
根据ICD-11疾病分类方法，气功干预疾病共涉及21个ICD-11疾病分类，
最多的为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总共486篇，其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内
分泌、营养或代谢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睡眠-觉醒障
碍，具体疾病相关疾病分类及研究频次统计如下：

图1 气功干预疾病涉及ICD-11分类
2.2.3 涉及疾病
从总体情况来看，共涉及247种疾病，频次最高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共143
篇，其次为颈椎病、糖尿病、高血压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症、膝关节骨
关节炎。其中，共13种气功功法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频次最高的为八段锦，共58
次，其次为六字诀。共33种气功功法干预颈椎病，频次最高的为八段锦，共28次，其
次为导引功法、易筋经。共23种气功功法干预糖尿病，频次最高的为八段锦，共104
次，其次是放松功、少林内功。共27种气功功法干预高血压病，频次最高的为八段
锦，共45次，其次为放松功、松静功。高频疾病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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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气功临床研究涉及疾病情况

注：ICD-11无亚健康这一疾病，但由于国内疾病情况及文献的具体情况，亚健康一直是国内
研究热点，因此将此疾病归纳至此，以供参考。

2.2.4 功法选择
气功干预疾病功法选择共142种，频次最高的是八段锦，提及620次，占34.39%，
其次为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导引功法、放松功，所占比例分别为7.76%、7.27%、
6.88%、6.82%、3.44%。其中，八段锦干预疾病种类为110种，干预最高频次的疾病是
糖尿病，共94次，其次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易筋经干预疾病种类为48种，干预频次最高的是颈椎病，共13次，其次为腰椎间盘突
出症、骨骼肌减少症、骨质疏松症、肩关节周围炎。五禽戏干预疾病种类为53种，干
预频次最高的为骨质疏松症，其次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颈椎
病。高频功法统计如下：
表2 功法选择频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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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气功强调内因、注重自我身心锻炼，且都以调身、调心、调息为手段，以“练
气”为目的，从而调节人体阴阳，达到祛病延年、强身健体之效，从研究结果来看，
气功干预疾病较广泛，以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为代表的动功，以六字诀、放松
功、站桩为代表的静功气功被较多地运用于COPD等呼吸系统疾病，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症、骨质疏松症等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糖尿病等内分泌、营养或
代谢疾病，高血压病等循环系统疾病，失眠障碍等睡眠-觉醒障碍疾病，抑郁焦虑等
精神系统疾病。这些疾病可能是气功是适宜疾病或者适宜方向，究其原因，在一方
面，气功干预的高频疾病与临床研究热点具有一致性，例如WHO（世界卫生组织）
在《2018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数据显示，2016年，约41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
（NCDs），占总死亡人数的71%，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占所有NCD的44%）、癌
症（22%）、慢性呼吸系统疾病（9%）、糖尿病（4%）这四大疾病所导致，且WHO
公布2109年全球卫生面临的十项威胁，其中就包括非传染疾病。在另一方面，这也体
现了气功自身特点与优势，气功在于内练“精、气、神”，外练“筋、皮、骨”，且
强调心无杂念，宁静自然，现代研究[9-11]认为气功可调节植物神经功能使交感神经活
动降低，缓解过度的应激反应，从而实现调整相应的内脏组织器官的功能，还能影响
自调节肾上腺髓质功能及丘脑—垂体—靶腺系统，加强β细胞分泌功能或影响胰岛素
抵抗激素的分泌而降低血糖，也有研究认为[12]气功可通过意识、某些特定的动作对腰
部或颈部肌肉进行放松与调节，肌肉痉挛得以有效牵伸，增加主动系统稳定性，避免
被动系统在运动中受到的异常应力。由此可见，气功有利于改善一些慢性病及身心疾
病的症状及提高其生活质量，同时，气功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具体较大优
势，在未来研究中应深究其现代机制。再根据所获得的国内气功系统评价及meta分析
结果显示气功比常规运动（治疗）或不运动更能有效改善COPD、糖尿病、高血压病
等病症的症状，这进一步说明了气功干预某些高频疾病的有效性。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气功功法还未形成一个标准，甚至还
存在自创功法，且大多数患者或健康人群是气功初学者，对此理解不同，功法掌握不
同、气功教练者水平不一、环境的不同，都会影响试验效果，因此在临床研究中不仅
要考虑这些影响因素，气功的标准化也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于研究的可重复性及推广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由于受时间等条件的限制，纳入的研究全部为中文文献，无英
文文献，不能反映总体研究特点，且仅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出发，整理、总结、分析
气功干预疾病及健康人群研究，未深层次去分析两者的关联度，今后应采用较为多样
的数据挖掘技术，对气功干预疾病进行分析，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最后，所纳入的
研究虽然以随机对照试验居多，其真实性有待考究，但希望此次研究能够为从循证医
学角度评价气功文献打下基础，从而进一步验证气功的适宜甚至是优势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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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医戒毒临床研究进展
陈超洋1
李洁1,2
1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2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太极健康中心
摘要：中医戒毒的有效性、实用性、无创伤性、极低的成瘾性以及可推广性，给
戒毒人员的身心康复带来巨大裨益。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医戒毒的临床疗效，笔者就中
医临床戒毒研究文献作一总结。
关键词：戒毒；中医；综述

Progress in Clinical Research of TCM Detoxification in Recent
Ten Years
Chen Chaoyang1 Li Jie1,2
1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2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Academy of T.C.M.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practicability, non-invasiveness, extremely low addi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CM detoxification bring great benefits to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drug addicts.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detoxification,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on clinical detoxification of TCM.
Key words: Detoxification, TCM, Review
毒品成瘾问题已成为国际性的“毒瘤”，随着人们对毒品危害人类、危害社会认
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科和领域对毒品成瘾这一领域给予了关注，中医也不例外。
笔者现通过查阅并筛选近10年左右中医戒毒的相关文献，从中医对毒品成瘾的干预角
度，对国内中医戒毒的临床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中医与戒毒
毒品成瘾的中医病名叫“毒癖”。阿片最早于隋唐时期以“善除万病”的复方
制剂形式“底野迦”传入我国。自五代起逐渐发现并认识了罂粟在行气止痛，涩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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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泻，敛肺止咳方面的药用价值。在明代，阿片的成瘾性已经初露端倪，因其可助
人精神、助人房事被作为房中药。《本草纲目》中对阿片类毒品进行了更全面的介
绍：“阿芙蓉……酸、涩、温、微毒……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俗人房
中术用之。”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到：“太医院从人有自市中买得
古拉水，上刻永乐十八年熬造……其性大热，乃房药也……古拉水手蘸少许，㗜入鼻
中能骤长精神，强骨力……昔未有鸦片烟以前惟用此。”中医学认为阿片辛香、苦、
酸涩，性温有毒，归十二经辛香走窜，苦温燥烈，最能伤阴耗气。第一部戒烟专著
《救迷良方》中对成瘾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脏腑赖烟而后快，精神赖烟而后爽，
耳目手足赖烟而后安。”一旦停止吸烟就会“肾先苦之，肾苦则呵欠频频……五脏交
困……磋夫，此之所谓瘾也。”1892年程履丰在其著作《戒烟全法》中提出了“五脏
六腑受瘾”的烟毒成瘾病机学说。王燕昌在其《王氏医存》中对阿片成瘾的病因、病
机、诊断、治疗有了较全面的论述。①在病因学上，提出烟毒为燥邪、火邪。②在病
机上，提出膜原受瘾说，气血津液受损说、痰积寒湿内伤说。③在治疗原则上，提出
治瘾直达膜原、治瘾先防瘾脱、治瘾先治本病、治瘾问诊为先。④在具体治法上，提
出渗湿、化痰、润燥、消积、固肺、健脾六法。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中医总结出了
阿片成瘾的病机即烟毒内蕴，耗气伤血，损阴及阳，累及脏腑，正虚邪实，其相应的
治疗原则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虚则补之，实则泻之。
有现代学者通过对总结近年来的文献得出毒品成瘾的病机主要是烟毒稽留、气血
耗伤、阴阳失调、正虚邪实；主要证治分型是肝肾阴虚、肝阳上亢、气阴两虚、气滞
血瘀；因此治疗原则以扶正祛邪、排毒解毒、补气滋阴、补益脏腑、调畅气血为纲。
李树春等对戒毒人员进行观察时发现主要有肾虚、气虚、痰湿、血疲和心火尤盛五个
证型。邓木兰等总结出戒毒人员最常见的体征是舌淡紫、气滞、阳虚、脾等证素。
高学敏等认为阿片类毒品成瘾的病机大致可用“气血津液受损说”“脏腑受
损”“三焦受损”来进行阐述。杨朝阳等通过一系列研究，得出“痰”是引发吸毒人
员发生复吸的重要病理因素，肝郁肾虚是发病的基础，虚实夹杂，多脏腑功能失调而
最终导致毒品成瘾。

2.中医临床干预毒品成瘾者
2.1 针灸干预
2.1.1 单纯针刺
陈炳光、胡全喜探讨了针刺对甲基苯丙胺依赖者睡眠障碍和焦虑、抑郁情绪的
治疗作用。将86例男性甲基苯丙胺依赖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3例。对
照组不采用任何治疗措施，观察组予针刺治疗，取神门、内关、百会、足三里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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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取坐位，给予常规消毒处理后，刺针选择0.25mm×40mm毫针。神门穴取直刺
5-10mm，内关穴向上斜刺10-15mm，百会穴沿着头皮方向前平刺10-15mm，足三里穴
取直刺15-25mm。所有穴位均采用平补平泻手法，以患者最大耐受程度为标准。每周
5次。3周后，观察组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各项评分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
显的改善，且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
HAMD、HAMA各项评分指标均高于治疗前（P＜0.05）。
陶颖、曾亮等观察针刺“鬼穴”对甲基苯丙胺(MA)依赖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干预
效果。将60例男性MA依赖者随机分为对照组（20例）、针刺Ⅰ组（20例）和针刺Ⅱ
组（20例）。对照组不予任何干预措施，针刺Ⅰ组取双侧内关、神门、足三里、三
阴交、华佗夹脊穴(T5、L2)，针刺Ⅱ组取水沟、上星、承浆及双侧大陵、间使、申
脉、曲池。针刺组均每星期治疗3次，共12次。治疗4星期后，针刺Ⅰ组和针刺Ⅱ组
HAMA、HAMD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许静、侯文光等观察了针刺不同穴位对海洛因戒断后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将
90例男性海洛因成瘾者随机分为针刺Ⅰ组(T5夹脊穴组)30例、针刺Ⅱ组(内关组)30例、
针刺Ⅲ组(T5夹脊穴＋内关组)30例。针刺Ⅰ组取双侧T5夹脊穴，针刺Ⅱ组取双侧内关
穴，针刺Ⅲ组取双侧内关穴＋T5夹脊穴，留针20分钟，每周治疗3次。治疗开始后各
组在改善海洛因依赖者戒断后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方面疗效明显(P＜0.05)；在治疗2
星期后，针刺Ⅲ组优于针刺Ⅱ组(P＜0.05)；在治疗3星期后，针刺Ⅰ组在改善焦虑症
状方面优于针刺Ⅱ组(P＜0.05)；在治疗4星期后，针刺Ⅲ组在改善抑郁症状方面优于
针刺Ⅰ组(P＜0.05)。
2.1.2 针刺配合其他疗法
张月观察了针刺对甲基苯丙胺成瘾者认知功能的影响。采用对照实验方法设计，
按入戒毒所时间先后顺序，将60例甲基苯丙胺成瘾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针刺组，每组
各30人。对照组给予心理疏导治疗。针刺组在心理治疗基础上，加入针刺治疗，对神
庭、百会、四神聪、风池（双）、足三里（双）、内关（双）、悬钟（双）穴均进行
毫针针刺。针刺部位得气后，留针30分钟，期间行针1次。针刺治疗每1周2次，8次为
1疗程，共2个疗程。结果显示，即刻针刺可激活额叶区域，调节P300脑电波形，改善
甲基苯丙胺成瘾者认知功能。针刺组的MoCA量表评分提高幅度高于对照组，针刺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宋小鸽、胡玲等探讨了改善海洛因成瘾者睡眠障碍和焦虑症状的治疗方法。将
120例男性海洛因成瘾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6O例。治疗组在接受心理脱敏的
同时，针刺百会穴和内关穴，留针30min，艾灸足三里穴，30min，一周两次，共八
次，对照组不接受上述治疗。治疗后，治疗组比对照组成瘾者焦虑总分和标准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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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明显(P＜0.05)，重度焦虑人数减少明显，且恢复正常的人数增加(P＜0.01)，睡眠时
间增加(P＜0.05)，睡眠质量提高。提示针灸结合心理治疗可以促进戒毒者睡眠时间增
加，改善人睡困难、易醒等睡眠障碍，提高睡眠质量。
2.1.3 电针
梁艳、张雪纯等对电针干预甲基苯丙胺成瘾者戒断症状的治疗效果进行了探讨。
将60例男性甲基苯丙胺成瘾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电针组，对照组不采取任何干预措
施，电针组取双侧内关、神门、足三里、三阴交、华佗夹脊穴(T5、L2)进行毫针针
刺，针刺得气后选择双侧T5、L2华佗夹脊穴共两对穴位接通G6805-电针低频电子脉冲
治疗仪，选连续脉冲波，刺激频率2Hz，留针20min。每星期3次，隔日1次。观察4星
期后，与对照组比较，电针组在改善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断症状、焦虑症状和抑郁症
状方面疗效显著(P＜0.05)，提示电针可以有效治疗甲基苯丙胺戒断症状。
梁艳、徐波等比较了电针与耳针对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断症状的疗效差异。将
90例男性甲基苯丙胺成瘾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电针组（30例）、耳针组（30例）和
对照组（30例）。电针组取双侧内关、神门、足三里、三阴交，T5、L2夹脊穴；耳针
组取单侧交感、神门、肺、肝，均每周治疗3次，共治疗12次；对照组不予任何干预
措施。治疗4周后，电针组和耳针组戒断症状总分、焦虑症状评分和抑郁症状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于第4周后电针组戒断症状总分显著低于耳针组
（P＜0.05），治疗第3、4周后电针组焦虑症状总分显著低于耳针组（P＜0.05），治
疗第2、3、4周后电针组抑郁症状总分显著低于耳针组（P＜0.05）。结果提示电针和
耳针对于甲基苯丙胺的戒断症状及焦虑抑郁情绪均有改善作用，且电针优于耳针。
候文光、梁艳等观察了电针治疗海洛因依赖者戒断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将60例
海洛因依赖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针刺组。对照组（30例）不予任何干预治疗，针刺组
(30例)取双侧四肢穴位（内关、神门、足三里、三阴交）、华佗夹脊穴(T5、T6、T7)
及肾俞。进行常规针刺，足三里、三阴交、T7夹脊穴、肾俞连接G6805－2低频电子脉
冲治疗仪，每次治疗20分钟，每天一次，一周5次，共治疗3周。结果显示对照组、针
刺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在治疗一周后开始显著减轻（P＜0.05），且随观察时间延长针刺
组的改善情况开始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
2.1.4 耳穴
胡逸芳观察了耳穴贴压治疗新型合成毒品依赖者稽延期戒断综合征的疗效。根据
随机数字表将60例新型合成毒品依赖者分为耳穴贴压治疗组与空白对照组，每组各30
例。治疗组选神门、肺、三焦、内分泌、交感、皮质下、心、肝、肾，同时配合阳性
敏感点贴压耳穴，将王不留行籽贴在穴位上。嘱患者每天自行按压。每次贴压一侧耳
穴，隔3天换另一侧耳穴，双耳耳穴交替使用，10天一个疗程。对照组不给予任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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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经3个疗程的治疗后，治疗组SCL-90总分评分明显下降、QOL-DA总分评分明显
升高，提示了耳穴贴压不仅可改善稽延期戒断综合征并且能提及戒毒人员戒断期的生
活质量。
赵利华、零佩东等观察了耳穴贴压对海洛因稽延性戒断症状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的影响。将98例海洛因稽延性戒断症状男性患者随机分为：脱毒期耳穴介入组（33
例）、戒断耳穴治疗组（33例）和戒断耳穴对照组（32例），完成观察脱毒介入组、
戒断治疗组的HAMA量表积分均下降，差异有统计意义（P＜0.01），结果提示早期介
入耳穴治疗对于缓解患者焦虑情绪作用确切。戒断治疗组与戒断对照组比较，前者积
分下降较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耳穴治疗不仅是心理暗示作用。

2.2 中药干预
王思颖等对中药制剂戒毒2号对海洛因依赖者稽延性戒断症状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进行了观察。将151例受试者随机分为治疗组（74例）和对照组（77例），对照组采用
美沙酮递减疗法治疗，治疗组服用戒毒2号(主要药物组成为黄芪30g，太子参20g，仙
灵脾、当归、白芍各15g，仙茅12g，黄连6g等组成)，每6个小时给药一次。观察周期
为2009年10月至2011年10月。治疗组痊愈38例，显效24例，好转10例，无效2例。对照
组痊愈25例，显效22例，好转18例，无效12例，经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Wilcoxon秩和
检验，可以认为两组疗效不同(Z=－2.074，P=0.038)，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王卓评价了中药安君宁治疗海洛因依赖者稽延性戒断症状（PWS）的疗效及安全
性。将100例海洛因依赖者随机分为安君宁治疗组和安慰剂对照组，采用随机双盲的
临床研究方法，患者将随机接受安君宁浓缩丸或者安慰剂治疗，每次6g，每日2次，
进行6个月的治疗观察。PWS量表提示与安慰剂比较，安君宁在访视第周），稽延性
戒断症状量表睡眠因子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李代翠、卢颖雪等观察了中药归脾汤加减治疗海洛因依赖患者实施美沙酮维持
治疗后出现睡眠障碍的临床疗效。将36例实施美沙酮维持方式治疗出现睡眠障碍状况
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20例）和对照组（16例），对照组保持单纯的美沙酮维持
疗法，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予以中药归脾汤加减进行治疗。中药方剂组成：党参、黄芪
各15g，白术、茯苓、酸枣仁、桂圆肉、当归各9g；木香、远志各5g；炙甘草5g；生
姜3片；红枣5枚，该剂水煎服，一天1剂。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对照组为
43.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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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统养生术干预
2.3.1 太极拳干预
耿敬敬观察了太极拳对上海市女性合成毒品成瘾人员身心的康复效果。将选取强
制隔离女性合成毒品成瘾人员82例随机分成太极拳干预组（42例），对照组（40例）
进行治疗观察。太极拳组前三个月每周练习5次太极拳，由太极拳专业教师教学，每
次练习时间为60min。后三个月每周练习3次太极拳，由值班干警或熟悉太极拳的戒毒
人员组织练习。观察6个月后发现太极拳对于女性合成毒品成瘾强戒人员在体脂率提
高、血压下降和平衡能力提高改善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具体。与对照组比
较，实验组症状自评量表的得分均明显降低，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同时实
验组抑郁自评表各项因子的得分要明显低于对照组。
朱东等探讨了太极康复操对合成毒品成瘾者身心的康复作用。将82名女性合成毒
品成瘾者随机分配到常规康复组（39例）和太极康复组（43例），常规康复组练习第
九套广播体操、手语操以及自习。太极康复操组前三个月为每周5次的太极康复操练
习，由太极拳专业教师教学，每次练习时间为60min。后三个月为每周3练习，由值班
干警或熟悉太极拳的戒毒人员组织练习。实验组和对照组6个月后结果显示太极康复
操对新型合成毒品成瘾者的身心康复效果好于常规康复操，在成瘾者的血压控制、平
衡能力提高、有氧耐力增加以及生命质量方面有显著提高。
朱东、徐定等观察了太极拳对女性合成毒品成瘾者复吸的干预作用。将80例毒品
依赖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组40人，实验组采用经改编的24式太极拳（野马
分鬃、手挥琵琶、倒卷肱、揽雀尾、金鸡独立以及搂膝拗步动作），对照组采用常规
干预方法，包括广播体操、手语操和自习。前三个月的干预频率为每周5次，后三个
的干预频率为每周3次。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复吸率分别是9.5%和26.3%，
且在发现的复吸人群中，实验组的平均戒断天数为1209天，对照组为880天，实验组出
所后的戒断时间延长了2倍。
2.3.2 传统功法干预
黄世钧等对某戒毒所的50例练习五禽戏健身气功戒毒人员的情志进行了5个月的
临床观察。戒毒人员在教练的指导下，每天练习1次，每次30分钟。通过对戒毒人员
练功前后焦虑、抑郁程度对比（P＜0.05），结果提示五禽戏对戒毒人员的焦虑、抑郁
等异常情绪确有改善作用。
彭小雷、曹江鹏等观察了八段锦功法对艾滋病携带者的戒毒人员的情志影响。在
教练的指导下对39例艾滋病携带者戒毒人员进行八段锦的练习，每天练习1次，每次
练习30min，连续观察五个月。通过5个月的练习后发现，吸毒成瘾者焦虑与抑郁的评
分降低（P＜0.05），重度或中度抑郁和焦虑的人数减少明显，焦虑抑郁的症状得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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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异常情绪得到抑制，对促进吸毒成瘾者的心理健康，健身强体起到一定的作用。
黄晓玲、吴淑平等探讨了习练八段锦配合美沙酮疗法对改善海洛因依赖者焦虑症
状的影响。将100例海洛因依赖者分为对照组50例（美沙酮替代法）和对照组（美沙
酮替代法+八段锦），治疗组在脱毒治疗开始后即开始八段锦教学。采用视频播放带
领，并由训练员纠正动作。每天上午、下午各练习1次，每次运动时间约30min，共观
察20周。治疗前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完成20周治疗后，治疗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联合习练八段锦及美沙酮疗法可显著改善患者焦虑症
状。

3. 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临床研究中医戒毒主要集中于戒断综合征，其优势在于对焦虑、
抑郁情绪，睡眠障碍的缓解，以及干预手段本身的极少成瘾性。干预对象由于吸食毒
品的趋势的改变，已由海洛因成瘾者转变为新型合成毒品成瘾者。在干预手段上，针
刺已然成为中医临床戒毒研究的主流干预手段，但其在选穴规律及操作规范上不尽相
同，且补泄手法、疗程长短、电针波形频率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传统养生功法
及太极拳作为对稽延性综合征的干预手段，由于其安全、有效、不受环境的限制、没
有或极少不良反应及创伤，近年来逐渐被相关学者所关注，但功法作为一项临床干预
手段与中药、针灸干预不同，其干预对象有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联系的过程。习练
者的先天禀赋、自身素质、文化程度、学习能力、不同功法的选择均会对治疗效果产
生影响，且效果还受不同的气功师、练功地点及练功时间的影响，在试验中如何控制
这些影响因素，减少偏移是相关研究者将来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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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太极健康技术 —— 降糖康复操的操作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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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极健康技术降糖康复操，传承自中国古代道家养生长寿术的回春功法，
是一套采用“柔和周身，温运气机”的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具有提振阳气，消减阴浊的
功效，应有助于增进机体的代谢率，轻微升高体温，消耗机体原本停蓄的糖脂，使其化
浊生精，从而控制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前期的临床探索研究业已表明它具有一定潜在的
社区慢病管理和糖尿病防治的积极意义。本文为降糖康复操的技术操作标准规范。
关键词：太极健康技术；降糖康复操；糖尿病防治；技术操作；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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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aiji health technology, Hypoglycemi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降糖康复操）,
inherited from the ancient Taoist life-support technique of rejuvenation, is a set of moderate
and low 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s using "soft body, warm Neiqi（内气） ",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Yang（阳）and reducing Yin（阴）, and should help to increase the
body's metabolic rate, slightly raise body temperature and consumption. The body storing
sugar and lipids has to be applied, so as to control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Previous clinical explorator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has potential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is paper is the technical operation standard of Hypoglycemi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降糖康复操）.
Key words: Taiji Health Technology, Hypoglycemi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echnical Operation, Standard and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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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是介于糖尿病和正常血糖之间的一种状态，被认为是糖尿病的必
经阶段，是糖尿病的预警信号。糖尿病前期时，糖调节已受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
（IFG）和葡萄糖耐量减退（IGT）。当前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干预，特别是中低强
度有氧运动是防治糖尿病前期的有效措施。
降糖康复操，又名降糖回春导引术，传承自中国古代道家养生长寿术回春功法，
具有800余年的历史。降糖康复操，是一套采用“柔和周身，温运气机”的中低强度
有氧运动。从传统功法原理来看，该操具有提振阳气，消减阴浊的功效，应有助于增
进机体的代谢率，轻微升高体温，消耗机体原本停蓄的糖脂，使其化浊生精，从而控
制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降糖康复操，一共六式动作，分别名为：头身式、肩身式、臂身式、脊身式、胯
身式、腿身式。这些动作简明易学、周全深透；轻松舒适，柔和缓慢；圆活连贯，逍
遥自在。每式动作都由局部启动后波及周身；这六式动作分别从头、肩、臂、脊柱、
腰胯、腿部来带动全身。这些运动姿势包括涌动、扭动、摆动、拧动、蠕动、抖动等
平素生活中较少的运动模式，让人生动有趣，逍遥自在。
降糖康复操的自主干预模式，建议习练者在就餐后半小时至1小时之间进行功法
运动，坚持10-15分钟，要求达到周身温热汗出，精神振奋。一日2-3次。

一、头身式
操作：以下巴为起始，轻柔画小圆，由后往前，由下往上，逐步扩大圆转幅度，
以至于带动肩膀，让头颈肩膀同步画圆弧运动；然后逐步扩大躯体活动的幅度，从胸
廓腰背以至于下肢脚踵，做周身前后上下涌动，并逐步来配合呼吸，动作向前向上时
吸气，动作向后向下时呼气，使呼吸和动作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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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不要刻意用力，以柔和自在、轻松顺随为度；身体的其它部分自然放松，
没有动作，手贴身体。应根据个人的呼吸节奏来做动作。
收势：两脚后跟并拢，脚尖分开60度，弯腰，两手合掌，转肩翻转手掌向上，
同时提脚后跟，吸气向上，引体向上；两手合掌在身体前面自然下落，在胸前翻转向
下，呼气向下，在腹部前方分开，脚后跟放下。呼吸自然，心平气和。

二、肩身式
操作：两肩膀作前后上下、相反相成的轻柔转动，带动胳膊手臂。然后逐步加
大肩膀圆转幅度，逐步带动手臂、胸廓、腰胯以至于半侧身体，身体重心左右轻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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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当半侧身体向前向上时吸气，另半侧肩身体向后向下时呼气。

要领：柔和顺随，自然轻松。动作和呼吸配合，顺随自然，轻松柔和。
收势：同“头身式”

三、臂身式
操作：两手在小腹部前合抱，两膝微屈，以腰胯带动手臂，左右荡漾，由小到
大，逐步高于肩平。然后逐步加大腰胯带动手臂的幅度，逐步带动到下肢；重心左
（右）移，右（左）腿靠拢左（右）腿根部；两臂荡漾高于头部，呈上托球姿势；向
上吸气，向下放松呼气，回到小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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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注意尽量不用力，轻松自在。左右轮流荡漾，自在轻松，顺随流畅。
收势：同“头身式”

四、脊身式
操作：两脚并拢，弯腰，两掌相合，转肩向上，引体向上。以腰胯为运动枢纽，
带动两臂两掌呈S型圆弧下落，呈反S型圆弧上升，整体呈8字型；两掌下落时小手指
侧在前引领，两掌上升时大拇指侧在前引领；顺逆方向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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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身体尽量放松，手臂不使劲，由腰胯来带动。
收势：同“头身式”。

五、胯身式
操作：两脚并拢，两掌相合，俯身，两掌插在两腿之间；左右腰胯作轻柔的前后
划圆，带动腰部、膝踝、肩背、头颈、两臂等。然后逐步以腰胯前后划圆为核心，整
合腰背、胸背、肩背、头项的圆转，由后往前，由下往上，同时吸气；动作还原时，
呼气放松。

要领：动作柔和圆润，自然轻松。左右轮替，一左一右，动作和呼吸配合。
收势：同“头身式”。

– 226 –

六、腿身式
操作：自然站立，两臂下垂。先由小腹开始轻微而缓慢的悠动，接着带动全身，
作轻微、缓慢、富有弹性的垂直松弛抖动3分钟左右，然后逐渐降低抖动速度和幅
度，并趋于停止抖动，。
收势：同“头身式”。

七、注意事项
降糖康复操（糖前回春导引术）是遵循传统经典回春功的习练特色基础上，采用
圆柔启动气机的模式，在充分保留经典回春功原有的特色基础上，简化入门操作，使
没有练功基础和身体素质差的人群也能进入身心息整合的气功境界而设。在习练降糖
康复操时：
（1）启动小圆一定要注意轻柔，可以用“似有意似无意”这样的心态来启动运
动。
（2）启动过程一定要充分自然，不可急躁跳过；启动过程中，通过带动的小圆
逐步发展到周身，然后采用腰胯为运动中枢，实现全身的柔动、蠕动、蛹动、游动等
各式圆柔运动。
（3）呼吸的配合，不用着急。一般要求动作熟练后，再逐步配合呼吸。以呼吸
来带动作节奏，每个人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呼吸动作节奏。
（4）降糖康复操是中小强度的有氧运动，运动过程中会自觉四肢温暖，周身酥
软，微微出汗。因此，练完功后应当注意休息、避风。
（5）降糖康复操是简便易行的运动，每一式可以单独操作，有自行的启动和收
功。习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选择其中几式或全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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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岐黄——赵氏手指点穴临床分享
赵耀成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首席专家、中国医学气功学会会员

Inheriting Qi Huang -- Clinical Cases of Zhao's Finger Acupoint Pressing
Zhao Yaocheng

一、猝死——“心”之痛
201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有个重要事实报道，现在心脏病的死亡率仍然是高于
其它任何疾病的死亡率之首。我国心脏性猝死总人数高达55万，其中35－45岁人群占
60％，心脏病患者有2.9亿，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先看几个实例：
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先生82岁猝死（其保健医生讲金从来没有生过心脏病）；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75岁倒在日本讲坛；
Δ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声瑜先生39岁猝死；
Δ浙江卫视当红主播梁薇28岁猝死；
Δ青运会游泳冠军庆文怡猝死时只有17岁，类似猝死的人太多了。
Δ猝死是一种突然的、非暴力的、自然急骤死亡，不但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
失，也给家庭带来无限的悲伤，如何防治更显重要。

二、赵氏手指点穴独到之处
1、A君，男性，30岁，上海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美国。
2003年7月8日深夜，心前区痛不可支，到医院检查心脏“无异常”，在美国心电
图、放射和超声均查过，但查而无果。
根据点穴反应，我指出其病在“心”。
点穴后，周身温热微汗，通体舒泰，心前区痛亦随之消失。在不借助任何器具设
备情况下，仅仅通过手部点穴，不但可以发现疾患，而且还能够即刻见效，这令他感
到十分惊讶。他讲：“点穴时给他输送的那种静静的、渗透性的能量，由衷赞赏”。
彻底颠覆了他原先认为中医不是正规疗法的看法：“建议西方医学摆脱自己的偏见，

– 228 –

正确地去理解学习传统中医的指压治疗无疑是明智的”。
2014年随访，不但心脏情况良好，而且连原来的胃病也告愈。

2、许君，男、42岁，公司总裁，台湾。
2003年5月14日，自述患冠心病多年（其父心脏病未能活过50岁），心绞痛经常发
作，很痛苦，平时爬三、四楼人就又喘又累。
经手指点穴一个月后，不但心绞痛未复发过，而且爬十二楼都不喘不累。
2019年6月29日随访，情况良好。

3、M君，男，30岁，医疗公司市场总监，美国。
2004年4月26日，自述每到北京就胸闷，鼻子过敏，透不过气，在美国做过检
查，也请中医号过脉，称“心脏绝对没有问题”。根据穴位反应，我指出病之在“
心”。 经二个疗程点穴后，再去北京，上述症状皆无。随访，至今情况良好，逢人大
赞点穴疗法。

4、王君，男，76岁，离休军官，山东。
2013年5月25日，自述患心脏病多年，造成心血管狭窄，胸闷、气短，呼吸不
畅，睡眠不佳，精神不振，面色无华，服药未效。
点穴后，周身温热微汗，通体舒泰，当天夜里睡眠就非常好，仅点穴穴几次就自
行停药，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等症状俱消，胃口好，精神振作，气色红润，走路不
用搀扶，可以自己游泳，散步，活动，仅一个疗程即康复。
随访，至今身体一直都很好。

5、沈君，女，62岁，全科医生，上海。
2016年7月12日，自述在24岁读医大时患有严重病毒性心肌炎、早搏，经常感到胸
闷心疼，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和阿斯匹林，精神不振，面色无华。
点穴后，即使在黄梅天天气高温闷热时，也未感到过胸闷，面色红润。
上述案例中，有的是查而未果，有的是药而未效，而赵氏手指点穴有着独到之
处，具体操作与选取如下穴位：
神门、少府、少冲、内关、中冲等。（附穴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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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穴宜在饭后一小时进行，用大拇指偏峰针对上述穴位施治，每穴点压5分钟左
右，点压频率约同呼吸次数，做完一只手再换另外一只手，时间大约一小时左右，术
后喝杯白开水。

三、手指点穴理论依据
《内经》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经络
理论是《黄帝内经》的精髓，基础，也是手部点穴的重要理论依据。
人体经脉按照肺、大（大肠）、胃、脾、心、小（小肠）、胱（膀胱）、肾、包
（心包）、焦（三焦）、胆、肝，作无端循环，在手部有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循行，
足部有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循行，它们均可交汇灌注，且同名经相通，这就为手部点
穴带来方便；在手部不但有经穴，经外奇穴，特定穴，还有全息穴位反应穴，这样更
加拓宽了手部点穴治疗的范畴。
《黄帝内经•灵枢》曰：“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
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也”。其中“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也”尤为重要，穴位
反应酸胀，揭示脏腑气滞，刺痛有瘀，寒凉对应受寒，发热则脏腑积热，发麻则虚
等等，而且穴位反应的轻重与脏腑受损程度存有丰度正相关关系，反应越强，脏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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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越重，反之则轻。有些人声称猝死者从来就没有生过心脏病，其实不然，中医则
认为，“经络穴位，异常所见”，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引起疾患，在平时不易察觉的
穴位上很早就会有所反应，通过点穴，既可及早发现身心“异常”（尤其是隐匿性疾
患），又可同时进行调理，具有一举两得之功效。
手为“四末”，是阴阳之气汇合的部位，点穴作用面积大，不但有经络感传作
用，而且由于其渗透力强，更容易激发经气，促使气血环流不息，达到行气，活血，
化瘀，软坚，散结，使凝聚在体内的毒素得以迅速软化分解并随血液循环加快排出体
外，手又被称为体外脑，距脑部较近，位能较高，所以疗效更为显著。

四、赵氏手指点穴特色
点穴也称“指针疗法”，是中医推拿的一种特色手法。手指点穴重点在手部相
关穴位进行施治，它是中医“内病外治法”中“远治法”的一种，它不但可以治疗手
部附近疾患，而且还可治疗远端和脏腑疾病。它是在承认人体具有自身抗病能力的前
提下，力求保护、依靠和激发这种纯自然的祛病养生能力，是防治心脏病和其它疾患
的一种比较简便而又切实有效的方法。其最大特色是不但对已知的显性疾病可以起到
调理作用，而且对尚未察觉的隐匿性疾患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防治，在消除疲劳，防
治心脏病，尤其是预防猝死及“治未病”方面更具积极意义。它的最大优势是不受场
地限制，又不借助任何器具，取穴方便，安全可靠，没有副作用，既可他治，又可自
治，具有疗程短，见效快的特点。

五、整体调理乃中医之要旨
医的最高境界是无医，所以，中医历来注重整体调理。《内经•素问》曰：“心
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之论。
自古就有“病由心生”，治病“先治其心，后治其形”之治则。
40年来，本人遵循此训再根据具体情况，结合阴阳五行，运气于掌指之间，做到
手到，心到，神到，意到，气到，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力中肯綮，把患者已述的和
未述的诸多隐性、潜在疾患同时进行整体调理，把“治已病”和“治未病”有效结合
起来，所以整体收效较好。具体案例如：

诸症同治
周君，女，40岁，上海。
2014年11月26日，自述精神不振，每夜二、三点才睡，睡眠质量很差，面色无
华，唇色暗沉，面部浮肿，黑眼圈，眼睛干涩，视物不清，经医院检查眼压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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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手足不温，畏寒怕冷，多年前曾莫名晕倒，体质较弱。
经点穴后，11点前即入睡，睡眠质量相当好，晨起眼睛干涩，耳鸣、浮肿、黑眼
圈和手足不温等诸症皆消，身上即使比平时少穿一件衣服也感到周身温暖，气色红润
（称美容师怀疑她是否做过美容手术），精神振作，除此，还有隐性的胃病和腰痛也
同时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我指出她特别要注意肝，告知其姑姑和叔叔都是肝癌过早
去世，对于我的指出她非常惊愕，深表谢意。
随访，至今情况良好。

中风
王君，男，91岁，上海。
2009年5月18日，称前二天就感觉早上说话，口齿不清，身体右侧偏瘫，早饭后
更严重，右手不能弯曲，无法持物，右腿走路不便。医生讲主要是由于心跳不正常引
起小血栓进入脑部所致中风，服药未效。
点穴一个疗程后，上述症状皆消，说话口齿清楚，可以拿筷吃饭，握笔写字，行
走正常。
二年后随访，情况良好

哮喘
刘君，男，14岁，中学生，上海。
1996年2月5日，家长述孩子从2岁起就患遗传性哮喘达十二年之久，经常反复发
作，小小年纪，小便不利，形体虚胖，面色（白光）白，唇指紫绀，每到下午喷嚏不
断，动辄感冒，不能扫地，不能上体育课，稍动即喘，夜里盗汗不止（至少要换二床
被），经上海等多家名院名医、专家诊治，效果不佳，长期依赖激素类药物，病情越
发严重，发作时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痛苦万分，声称“情愿死，也不愿生这病”，
经常夜半急诊，后发展到每个月要住院一个多星期，不但自己受尽了折磨，家人也深
受拖累。
经近二个月点穴调理后，身体逐渐康复。多年后随访，身体状况良好。

骨质疏松
冯君，女，61岁，财务总监，上海。
2005年11月14日，自述从95年起就有颈、肩、腰腿痛等诸多不适，近年更严重，
有时难以翻身、起床、弯腰，腰腿足皆痛，经上海多家名院名医、专家诊断为骨质疏
松症，骨量减少-1～-2.5，骨质疏松-2.5以下，均称无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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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个月点穴调理后，不但颈、肩、腰腿痛等诸症皆消，走路步履轻盈，眼睛较
以前明亮，绝经后的阵汗、手足冷、腰围冷也消失，腹部缩小，睡眠不佳，自点穴后
睡眠相当好，大便槽印（说明大肠有息肉）消失（其父晚年大肠癌去世）。
随访，至今情况良好。

沉疴顽疾
1，O君，女，53岁，乌克兰。
2011年12月16日，自述40年前就有严重偏头痛病，尤其在气候变化时情况更甚，
每天要吃药，医生称偏头痛不会消失，只能靠吃药缓解，一辈子都离不开止痛药，患
有遗传性心脏病，医生建议心脏搭桥，乳房和子宫有肿瘤，建议手术，均未采纳，脾
胃不好多年，便秘、痔疮，颈椎病和肩周炎多年，手臂抬举不利，腰痛等等。
经点穴调理后诸症皆消，再到医院复查心脏无需搭桥，乳房和子宫也无需手术(
附：其女儿邮件)。
Dear Mr. Zhao, greetings.
Mother asked me to tell you that she went to doctor and he sdid that the problem she had
in her breasts and uterus is gone. She is very happy and says a bing thank you!!
Ms.Dariya

2，M君，男，博士，乌克兰。
2012年10月，自述“在2009年10月23日，潜水到70米深时设备发生故障，上升速
度过快，血液里有很多气泡，得了减压病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整个身体都瘫掉了，
只能动动左手，通过多个国家西医治疗后，虽能站起来，但有时会晕倒，走路困难，
有时会摔跤，更无法上、下楼，手足麻木没有知觉，经常便秘，小便难控制，睡眠
差，胃功能差，更无法性生活。
通过点穴调理后，睡眠好，精神好，胃功能好，手足麻木消失，小便正常，便秘
消失，明显感觉到身体平衡比以前好多了，运动机能恢复了，现在走路很稳，可以连
续3小时走10公里，可以正常上、下楼，运动基本正常，而且可以性生活，和以前健
康时没什么区别，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3，张女士，女，71岁，上海。
2018年7月7日，自述今年初和七月份分别二次因持续性心悸2个小时，感到心都
要跳出嗓子眼了，周身乏力，整个人都瘫掉了，虽服用2粒速效救心丸未起效，夜半
送医急救，住院二周，经医院检查结果，建议心脏要装二个支架，另外，颈椎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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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均未采纳。
通过一个月点穴后（整个过程都未服用任何药物）身体逐渐好转：
⑴心脏情况良好，原来睡觉只能右侧卧，且恶梦连连，每夜要起夜四、五次，现
在除去可仰卧，还可左侧卧，不起夜，无梦，一觉睡到自然醒；
⑵原来胃纳不佳，现在胃口非常好；
⑶好多年的便秘同时告愈；
⑷尿路感染不发了，竟然还来了一次月经；
⑸畏寒怕冷消失，原来天再热也要穿袜子，现在不用了，
⑹颈椎无需手术；
⑺落发明显减少，一个月后白发丛中又长出青丝，
⑻点穴前疲惫不堪走不动路，现在精神振作，到处走走也不累，皮肤变白皙、细
腻，气色红润，亲朋好友见了之后都夸她年轻了。
还有更多“不药而愈”案例不再一一赘述，所有这些都凸显了《黄帝内经》的大
智慧。

六、医源之于民，还之于民
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先生在术后嘱咐：“这是中医的瑰宝，你要好好总结”。故
常有文章在《上海中医药报》《中国中医药报》《中国保健营养》《中医健康养生》
《康复》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被《中国知网》《中国搜索》等多家网站收载，曾受
邀在上海教育电视台主讲《手部点穴祛病养生》，在CCTV《全民健身》发表演讲，
每年受上海老龄委指定多次进社区进行健康讲座，深受欢迎。

七、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赵氏手指点穴运用气功于手法，属于纯绿色自然疗法，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倡导
的“要大力发展自然医学”，“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精神。
传承岐黄，愿赵氏手指点穴能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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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功在健康养生中的作用
李伟民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摘要：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
的传统体育项目，较其他体育运动相比，健身气功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注重内
外兼修，养练结合，其健身和养生的特点更为鲜明。
太和功主要通过调息调心，通过意念控制皮肤和大脑来调节人体功能，让机体恢
复正常功能，同时吸收天地精华补充先天元阳之气，温阳固肾，延年益寿之功效。也
因为调整了脏腑的自主节律，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Effects of Taihegong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Li Weimin
Dongf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Healthy qigong is a traditional sports event which combines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breathing rhythmic and mental regul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sports events, healthy
qigong absorb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ory, and focus 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ining, combines training with nourish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distinctive.
Taihegong regulates body functions mainly through adjusting the breath and heartbeat and
adjusting the skin and brain by mind. Through that, let the body restore normal functions,
while adsorbing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to supply the original Yang Qi, kidney and to prolong
life span. Also because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l organs’ autonomous, we could have
a more healthy body.

养生气功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法，但
其内在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历代都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演练方法和思想观念。中国医书
《黄帝内经》，为中国医学、气功理论的渊薮，为历代医家必精心研读之宝典。在这
部医典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专门论述气功养生和气功治疗。
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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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体育项目，较其他体育运动相比，健身气功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注重内外兼
修，养练结合，其健身和养生的特点更为鲜明。
太和功就是建立在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道家的胎息吐纳法形成的功法，
主要以吸收自然之能量，来平衡身体内的阴阳环境,提高我们的体能和预防疾病能力。

一、太和功的练习方法
太和功练功方法，主要有二种，站桩和打坐，下面就练功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无论是站桩还是打坐，其目的就是让身体重心下降，使下面充实，下面充实了，
肾精就会充实，肾精充实了，宗气运行通畅，心肺之气下降，肝肾之气上升，这样
一来，人就进入了上虚下实的状态，就能健康长寿。《黄帝内经》对站桩有具体的论
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骨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
这里给大家介绍太和功的基本要领，在练习前，应排空大小便，穿比较宽松的衣
服，尽量不要在饭前、饭后马上练习；练习主要注意3条，第一调身，第二调息，第
三调心。

第一调身
（站桩）
1、脚
两脚呈内平形站立，两脚站得不能太宽，和肩差不多宽，五个脚趾微微用力钩
地，这样构成了下盘稳实的态势。

2、膝
膝盖微微屈，膝盖不要过足尖，大腿不要用劲，放松，呈似坐非坐状态。

3、身体
身体保持挺直，不要塌腰翘臀，刚开始可以站的直一点，含胸腹部微微收起，
会阴部往上提，不要翘臀，气就能往上提，配合着百会上领，这样上下气机连成了整
体，气机平衡，这样就是平时说的“站如松”。

4、肩
肩部放松，自然下垂，不能端肩膀，肩膀要很自然地耷拉着，肩下松时还要往两
侧外撑一点，自然放松。

5、手
右手臂肘关节微微弯曲，右手握固放在丹田处，左手臂弯曲向内收，打剑指，放
于胸前，双手臂都自然放松状态，不要刻意用力。

6、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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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要正，百会上领，下颏微收。口微微闭，舌抵上腭，神情平静。目光平视，似
睁似闭，自然呼吸，全身放松。使周身上下气机平衡、和畅。

（打坐）
1、下肢
可以采用盘腿的方式，有双盘、单盘或散盘三种形式，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来定，以自然轻松的状态为主，倾向于散盘为主，因为比较放松，可以持续比较长久。

2、其余部位和站桩一致
保持这个姿势，全身放松，思想守一处，或者冥想，让气血自然流动。一般刚开
始的时候，可以短一点10-15分钟，以后逐渐增加到30分钟。一般练功以30分钟到1小
时，不易过久。开始练习站桩时，可以全身抖动一下，有利于全身放松。初始练习者
会觉得很费力气，膝盖、大腿酸痛。有的人还会哆嗦，这个是因为下蹲太低，可以将
下肢稍稍伸直。

第二调息
调身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调息了，首先心静下来，放松以后，让我们的思想
跟着呼吸走，吸气时，腹部收紧，胸廓上升，意念想着皮肤，让有清气（是指有用的
物质）随着吸气有皮肤进入人体，然后上升到大脑，气吸足了，微微停一下，然后呼
气，这时胸廓下沉，腹部放松，意念让头部的清气下传到腹部丹田部，呼气完成后，
也微微停留一下，把清气存起，每一次呼吸尽量达到最大肺活量，但不是刻意用力呼
吸，这样反复练习，呼吸要慢，大约1分钟8-10次。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眼
睛，眼睛可以微微闭上，也可以微微睁开，睁开时，眼睛不要注视任何物体，泛泛而
视，一般就看到10米左右就可以了。

第三调心
这时练功中最难的部分，关键是让心静下来，对于大众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步，
首先让心静下来，不要天马行空，有三个简单的方法，

1.导引
让手引导思想，本来抱球不动的姿势，可以变成抱球上下运动的姿势，思想跟着
手走，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上。

2.背经文
当我们背书的时候，思想是集中的，因此可以背一些和练功相关的经文如《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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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印妙经》。也可以是一些诗文。

3.数念珠
念珠就是为练功而生的，以后发展为装饰和其他作用，数数时我们的意念思想也
是集中的，我们可以用18子手持或其他更多珠子的手持，如36颗72颗，108颗等，如果
是基督教的可以用55颗玫瑰念珠，伊斯兰教可以用33颗，或11颗、99颗的念珠，这里
以道家的18子手持为例，教大众数念珠的方法，首先从斗母边上一颗开始数，数到18
颗后，不要越过斗母，然后反转，再从这边第一颗开始数，数到18颗再反转，如此反
复。让心静下来，然后意守丹田。
太和功练习一会后，就能感觉到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四肢发热，这是因为气血
运行起来了，再站一会儿，您就会自然地感觉到体内气的运动，人体体表有气体在运
动，衣服和身体有一层气体隔着，这是因为您身体内的气血畅通了，经络也贯通了，
这就是《黄帝内经》中说的“营在内，卫在外”，营指身体内的血，卫指身体里的正
气，这时就到体外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疾病侵犯。

二、太和功的作用机理探讨
首先我们从传统理论探讨一下：

1、吸风饮露，吸收天地精华，补充元阳之气
太好功法注重意念对皮肤的控制，吸收周围环境中的天地能量，满足自身的物
质需求，这在古今大量的练功者中得到了证明，尤其现在大量的辟谷修炼者中也得到
了佐证。另外由于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可以补充我们日益消耗的元阳之气，有温阳固
肾，延年益寿。同时也提高体能，让生命力更加强大。

2、运行气血
在练功时，通过运行内部气血，打通经脉，让气血达到全身，营养五脏六腑和肌
肉皮肤毛发，使五脏六腑运行正常，祛除体内的邪气，也可以补虚泻实，纠正身体的
不正常，恢复自然状态。例如在练功时，人体会发热，并微微出汗，在如在打坐时，
尽管是曲腿盘起，但长时间打坐，腿不会发麻，但如果不是练功时，盘腿时间稍长一
点就会发麻。

3、增强卫气，抵抗外邪
气功练习中，都有体会，就是调气息，意念不在肺的呼吸，而在整个人体的气
息，当得气后，会感觉周身外围有气息运行，身体和衣服之间有气在运行，真正体会
到营在内卫在外的理论，练功人员，在练功期间，可以避免外感风寒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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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

1、充分吸收氧气，减少无效腔
太和功练功时要求呼吸“细长绵”，每一次都是深呼吸，由于呼吸比较慢，有利
于氧气的充分交换，另外由于是深呼吸，这样就减少了无效腔，保证了组织细胞的氧
需求。

2、升高体温，提高免疫力
在练功时，人的体温升高，这样促进血液循环，尤其是毛细血管的通透性，有利
于组织修复，恢复健康状态，同时由于体温升高，可以提高免疫系统的活性，提高免
疫力，预防感染和消除机体内的细胞变异。

3、外静内动，恢复内脏的自主节律
在太和功的练习修炼中，由于呼吸是“细长绵”，胸廓的运动很大，也促进了其
他内脏的运动，调节其运动节奏，可以恢复内脏的自主节律。

4、提高大脑皮层功能，调节内脏功能
太和功的练习，要求意念将气引致百会，然后下沉丹田，可以刺激大脑皮层的兴
奋性，将一些微弱信号放大，从而起到中枢性的内脏调节作用，促进内脏的功能，对
一些慢性病起到治疗作用。

5、吸收自然物质
众所周知，合成人体的蛋白质的成分主要就是碳、氢、氧和氮这些元素，而这些
物质在空气中含量最高，人体的皮肤又是能吸收物质的器官，通过练功时，人的意念
集中在皮肤上，可以加强皮肤的吸收功能，从而合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物质，而且是
最原始和纯净的物质。

讨论
由于这些推论都是练功者的感受，没有确切的数据支持，这只能是初步分析，有
机会，寻求合作，共同探讨气功的真正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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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八虚拍打调理法
王泰东
上海中医院
摘要：拍打疗法是长期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防病治病的自疗手段，起源于道家
的“调伤”技术，是通过自行拍打身体，将体内跌打损伤和风寒暑湿形成的瘀、毒清
除体外，从而进行疗伤治病，同时还强调心存正念，聚精会神。拍打不但能治常见
病、多发病、而且还能治疗部分疑难病。本文重点论述阴阳八虚拍打法的来源机理和
功法操作。
关键词：拍打疗法；阴阳八虚拍打法；来源；机理；功法操作

Yin and Yang Eight Dummy Beating Therapy
Wang Taidong
Shangha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bstract: Beating therapy is a kind of self-therapy method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that has been circulating for a long time. It originated from Taoist’s “Tiao Shang
(调伤)” technique, which is formed by self-slapping the body, causing bruises in the body and
cold and dampness. The poison is removed from the body, and the treatment is cure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mphasizes the mindfulness and righteousness. Beating can not only
cure common diseases,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s, but also treat some difficult disea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urce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of the yin and yang eight dummy
beating therapy.
Key words: Beating Therapy, Yin and Yang Eight Dummy Beating Therapy, Source, Mechanism,
Therapy Operation

拍打疗法是长期以来存在于民间的一种防病治病的自疗手段，没有系统性理论基
础，也不被中西医家所重视，因它不登大雅之堂，故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金子总是
会发光的，它起源于道家作为养生治病的秘法，原称“调伤”，是通过拍打身体，将
体内跌打损伤和风寒暑湿形成之瘀及毒素清除体外，从而进行疗伤治病，同时强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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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正念，聚精会神，进行自拍。
近年来逐渐被医家所重视，特别有台湾医生候秋东写了一本《拍打治百病》，其
中提及“拍打能快速增强免疫力”。拍打不但能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能治疗部
分疑难病。我也曾写过一篇《拍打自疗法》，重点论述经络、穴位、拍打治病的机理
及治疗效果，在这里不再重复，本人重点论述阴阳八虚拍打法的来源机理和功法操作。

一、来源机理
《内经•灵枢经•邪客第七十一》提及：“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二肘；肝有邪，其
气留于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二腘。凡此八虚者，皆机关
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筋络骨节机关不
得屈伸，故拘挛也”。《内经》提出之八虚邪指人体的八个关节的阴面，即“八窝”：
两肘、两腋、两髀、两腘。所谓窝，就是凹陷处，是上下肢十二经脉必经之处。由于
是窝，易于藏垢纳污，当经络气血经过是易于形成阻塞，造成气滞血瘀，经络阻塞，
不通则痛，病将成矣。故在那个经常拍打八窝，就能有利于清除淤积于窝内的瘀血、
垃圾、废物及毒素，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活利关节，对防治大小关节病、延年
益寿、抗衰老，从理论到实践，达到防病与治病的效果。
《易经•系辞》提及：“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依人们意志
而转移，同时强调天人合一，因此“阴阳”规律，是人们必经遵循的原则，既有八窝
的阴面，那么必定有它的阳面，在拍打八窝阴面的同时，必须同时拍打八窝的阳面，
这样才能阴阳和合，符合道的规律，共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效。

二、功法操作
第一节：预备式。要求自然站立式：虚领顶劲，下颌内收，两眼睑轻轻下垂，露
一丝之光，含胸拔背，沉肩垂肘，中指对袴缝，竖脊沉胯，尾闾之中，开裆合膝，挺
膝挺踝，五趾轻轻抓地，涌泉穴松开，全身放松，吸气想静，呼气想松，意沉丹田，
面含微笑，意念青春（图略）。
第二节： 拍手分阴拍（掌拍）及阳拍（背拍）二种。（图略，机理略）
第三节：手巧心灵：曾有句老话“手巧心灵”，手与脑是密切相通，手指是人类
最敏捷的部位们也是创造智慧、用途广泛地部分。手是人外在的头脑，它的行动与大
脑一致，是人类心灵的外在窗户。手部反射区70多个，手部贯通12经脉，分布穴位、
经外奇穴、特定穴和手部病理性及反应点将近400个。双手特别敏感，功能齐全，因
此拍打双手确实能反映某些脏腑、组织和器官的病理变化，同时确实能防治疾病，提
高人体的健康水平。拍打时，肩和臂会跟着手动，手上的穴位又与肩、臂、颈、大脑

– 241 –

和心脏相连，因此拍打可同时防治肩周、颈椎、脑等疾病。总之，拍手其作用机理：
平衡阴阳、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符合神经反射原理，增强记忆，预防老年痴
呆，防治多种慢性病机多发病。
操作：（1）拍手时在意念上默念“回春功”三字经。 回春功 开心功 记青春 春
意浓；回春功 虚静功 意念静 身轻松；回春功 经络功 经络通 无病痛；回春功 吐纳功
心肺强 气血畅；回春功 健脾功 脾胃和 乐呵呵；回春功 脊柱功 脊柱好 抗衰老；回春
功 养精功 精补脑 青春葆；回春功 柔和功 身心柔 人长寿；回春功 丹道功 修丹道 智慧
高；回春功 长寿功 天天练 百步健。（2）调身：在拍手的同时要配合缩腹提肛，五趾
抓地。双掌相拍时腕指关节放松特别劳宫穴要放松，使左右掌气相通。（3）调息：
当拍手膝五趾抓地是为呼，当吸气时全身放松，两掌外开。
注意点：拍手背、掌切忌僵硬强拍，不然使气血不通，而受损伤。
第四节：肘拍。操作：先以左手手指拍肘窝，腕部放松（1*8*6拍），再以右手
手指拍肘窝，腕部放松（1*8*6拍）（图略）。注意点： 拍打力度因人、因病而异，
不宜不及，也不宜太过，如有痧粒，则瘀拍出，有治疗效果。
第 五 节 ： 腋拍。操作：左手拍右腋，即右手上举过头顶，左手掌拍打右腋
（1*8*6拍）；右手拍左腋，即左手上举过头顶，右手掌拍打左腋（1*8*6）（图略）。
注意点：站坐卧姿均可，拍打时如有条件可利用腰部发劲带动手臂及手腕进行拍打腋
部，则效果更佳。
第五节：髀拍。操作

双手小鱼际肌拍的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气拍，吸提呼拍，力

度按人按病而决定轻重。（图略）
第六节：臀拍。操作：用双手掌指进行臀部拍打，要求上肢及手腕放松，采用气
拍。提吸拍呼，充分引起臀部肌肉的震动。（图略）注意点：拍臀时要求全身放松配
合呼吸，其他同前。
第七节：腘拍。腘窝是足太阳膀胱经之行经，因腘窝屈伸频繁，易于劳损，引起
气血阻滞而造成病变，因为肾与膀胱互为表里，间接影响先天之肾气，因此拍打腘窝
既能疏通膀胱之经气，又能充盈肾气，灵动下肢。操作： 站立时弯腰伸膝用掌指拍打
腘窝，采用气拍。（图略）注意点： 拍打时用手掌，拍呼离吸，手腕要放松。
第八节：膝拍。操作：

拍打膝髌要注意手型要符合膝突的解剖形态，要求劳宫

穴对准髌骨上缘，五指呈抓型，采用气拍。（图略）
第九节：拍肩井。

“三才”即天时、地利、人和，人居其中。它是人和自然和

谐相处的重要条件，符合自然客观规律，因此我们提出拍肩井通过天时（阳），命门
通人和，踮足跟通地利（阴）。（图略）
第十节：拍打神阙及命门。操作：以腰为轴心，左右带动双手，拍打前神阙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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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后命门用手背，手腕要放松，用气拍。（图略）
第十一节：涌泉吸抬。操作：方法很多，有泡足法、按摩法、按揉法、拍打法、
贴膏法、火烘法、意守法。涌泉穴是人之长寿穴之一，若要人安乐，涌泉常温暖。
我们采用踮足跟法刺激涌泉穴，足跟踮起时为吸地气，足跟下时为拍浊气，充分起到
吸地气，排浊气的功能。 次数：1*8*2（图略）
第十二节：全身抖动。操作：先由慢的抖动逐渐到快速抖动，最后逐渐再慢下来
到停止。1*8*4（慢） 1*8*12（快）1*8*2 慢到停（图略）
第十三节：顺息养气。

气是充养人体的一种精微物质，是人体活动的能量，是

人体精神，肢体和脏腑功能的原动力。道家养生认为人与大自然是大宇宙与小宇宙的
关系，通过气体的相互交换，不断地将天地精微之气，通过意念和姿势导引，使之转
化为自己的内气，充实精气，更好地滋养五脏六腑之精气，达到增强机体素质，平衡
内外环境。操作： 当两手掌侧前平举缓慢地从体侧斜上举到头顶上方时，两手掌心相
对，合十，吸气，然后屈腕，掌心向下，十指相对，两中指相距10cm，呼气，从印堂
（上丹田）经膻中（中丹田）下行到脐（下丹田），然后两手分开，回于体侧。（图
略）意念天地精英之气，被我所抱，贯入体内，并导引经上、中、下三丹田（由外导
引内气），活跃体内之精气，沉聚于下丹田。
第十四节：引气归元。

《内经》提及：“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

安从来。”在虚静无为的前提下去识神、出入神，让自己的精气活跃起来，以滋养脏
腑和四肢百骸，从而达到扶正祛邪，健康长寿的目的，也是在动功时精气向四肢百骸
加速运行，进行滋养和调整五脏六腑的平衡，再逐渐由动到静，回入丹田，引气归
元。操作： 双手子午扣放于脐下，吸气想静，呼气想松*8次。（图略）
第十五节：收势。双足合拢，双手在袴前合十，手指向下，吸气，合十，双手上
行到膻中穴，指尖朝向上，拇指对天突穴，呼气，再吸气，合十，双手上举过顶，踮
足跟，然后再呼气，双手下落至脐回归体两侧。

三、讨论。略
四、阴阳八虚拍打调理法口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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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日文化的“气”
日本 杉冈茂

Discussion about Qi
Japan Sugioka Shigeru

1、首先，我想谈一谈与上海市气功研究所交往的渊源。
那是我刚满40岁的时候，应该是2000年千禧年前后的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
对上海产生了兴趣。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国外，可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一个想法：
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上海。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我这个人，是一个连比自己体重
大无数倍的飞机能飞上天这种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人。在那之前，乘坐飞机的次数屈
指可数。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坐飞机的时候，总是害怕得让我幼小的女儿用她的小
手握住我的手。像我这么害怕坐飞机的人，当年为什么竟然能痛下决心一个人坐飞机
来到上海？至今我也搞不明白自己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态。
在第二次来上海的时候，我认识了潘红江先生，由潘先生照应。从那以后，一直
跟潘先生保持着交往。忘记了那是第几次来上海的事了，大概是2002年或者2003年的
时候，我跟潘先生说想学气功，潘先生告诉我：有一个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是中国唯
一一所国家级气功研究机构。那时我还根本没弄明白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是如何了不起
的机构，就迫不及待地闯了过来。我当初来上海本来是为了寻找商务合作的机会，没
想到却对气功产生了兴趣。每次来上海，几乎都要来拜访气功研究所，这个习惯一直
坚持到现在。算起来，我跟气功研究所的交往已经有15年以上了。
我跟李所长相识、交往也有9年了。我们每年都来上海好几次，多的时候，隔
一、两个月就来一次。每次来上海，都要到气功研究所访问。李所长每次都在百忙
之中抽出时间，安排和我们一起会谈、一起用晚餐，给予我们非常热情的接待。现
在，我们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了。以前，我搞不明白为什么非来上海不可，当然
现在也没弄明白具体的理由，不过，现在我意识到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气功，为了与
气功研究所打交道，为了结识李所长。另外，能够与气功研究所保持这么多年的友好
交往，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超越国界、突破语言的障碍、穿越时间的限制、没有
职业与立场的差别，保持着长达15年的交往，这种情况，我想是不多见的吧。这归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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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李所长及气功研究所诸位的深情厚意，我一定努力把真正的气功传播到日本乃至亚
洲，来回报诸位的深情厚意。

2、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日本人的生活中经常用到“气”这个字。
日语里面有一个说法“気が多い”，意思就是“气”分散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和
人身上，无法集中到一个地方，中文就是“心情浮躁，见异思迁”的意思。（不是“
阴”，而是更接近“阳”。）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另外，日语里面还有许多跟“气”
有关的词语。“元気、病気、空気、気持ち、勇気、気力、短気、天気、人気、気
配”等等。可以说，我们日本人经常用到“气”这个字，日常生活被“气”所包围
着。日本有一种武术叫“合气道”，字面来讲是“把气合并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训
练如何把对方的攻击力量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反击对方的一种武术。合气道大师
盐田刚三先生曾说过，合气道的秘诀就是“将攻击自己的对手的气调和转化，与自己
的气合二为一”。
“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于这个单纯的问题，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琢磨。
尽管至今自己也没太搞明白，可是在与气功研究所的交往中也领悟到一些。今天，
我就谈一下我的心得。首先，我认为，所谓“气”，是肉眼所看不到的、类似于能
量的一种东西。人，可以看作是由肉体和精神相结合而成的，将身心两方面结合起
来的、类似与能量的这种东西，应该就是“气”吧？另外，所谓“气”，是不是一
种超越自我，比自我更强大的一个存在呢？人在世间生存，是不是可以看作就是被
超越自我的这个庞大的存在——“气”所围绕、保护着的呢？气，是不是就是被称
作“Something huge（庞大的存在）”、或者“cerestial（神明）”这种东西呢？也说
不定就是宇宙、灵魂、佛陀或者神灵吧。
人是会笑的。笑或许是只有人类才能享受到的幸福体验吧。我们来研究一下“
笑”这个现象：人感觉到精神愉悦，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脸部肌肉同时开始活动，人就
笑起来了。“喜悦”这种情感和身体的动作同时发生，人就笑了。这个同时支配着人
的情感和肉体，把情感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气”呢？在日语里有
「結ぶ」（结合、连结）这个词，我想把人结合为一体的应该就是“气”吧。「結
ぶ」（结合、连结）这个词很有意思，把绳子的两端系（连结）在一起，就形成一个
圆圈。就是说，通过连结，两个端头没有了，产生了一个圆。把无数的部件结合为一
体的，是不是“气”这个东西呢？人，由无数的部件（器官）构成，可以进行许许多
多种活动，拥有各种各样的机能和情感。把“人”这个存在，合而为一，结合为一体
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气”呢？我想，如果没有“气”，对于一个人来说，应该是不
可能在世间生存下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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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人在下决心、做决断时的情形。人确实是通过大脑思
考，产生勇气来决定做某件事的，但是在最后做决断的那一刻，有时候会觉得是受一
种超越自我的力量所驱使。实际上，人确实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想法来决定自己的行
动的，可是仅仅是这样的吗？人在下很大的决心、做重大的决断的时候，是不是有那
种超越自我的力量在背后推动着自己呢？我觉得这个超越自我的力量就是“气”。我
想，或许是由“气”驱动精神，人才能下决心、做决断，并开始行动。

3、中西医的结合
今年4月，我们有幸邀请到李所长等两位中医师到日本参加了“治未病中心”的
开业典礼，我在此再次表示感谢。我们“治未病中心”是以把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相
结合为目的而设立的。日本这个国家，从古时候开始，就从中国学习、借鉴了许多制
度规则，引进了大量的中国文化。明治维新之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开始迅猛地进入
日本，这种情形延续至今。日本身处东方与西方之间，可以说的上是一个兼收并取了
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国家，比较少见。我们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值得做一
下中西医结合的尝试。
尤其在预防医疗方面，我确信中医理论今后将会引领世界医学的发展。我认为，
可以把中医以及气功看作是针对世界人口爆发增长及人类长寿化发展趋势的一个对症
处方。西方科学是以“化验分析”作为理论核心发展而来的。从阴阳的理论来讲，应
该是属于“阳”的考虑问题的方法吧。今后，应该从“阴”的角度来考虑，“结合”
这个词会成为关键。形象一点来说，西方医学是“watch”（注重看一点），而东方
医学是“see”（观整体）。
当然对于人类来说，西方医学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紧急时刻的应急处理，
西方医学所发挥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当今的医疗界，似乎过于注重西方医
学。我认为，对于当今注重于西方医学的医疗界来说，到了应该汲取中国自古以来的
中医思想精髓，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了。把西方医疗与中医相结合，将阴、阳结合
而成太极，这是我们的使命。我认为，完成这个使命，也是报答李所长及气功研究所
诸位对我们的深情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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気の話
1、まず、上海市気功研究所とのご縁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ます。
私がちょうど40歳になったころですから、たぶん西暦2000年のミレニアムの前後
です。どういうわけか、上海が「気」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まで私は海外に行ったこと
がなかったのですが、どうしても上海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たのです。具体
的な理由など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だいたい自分よりも重たい飛行機が飛ぶということ
が信じられない。それまでに飛行機に乗ったことなど数えるほど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
た。どうしても飛行機に乗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きには、いつも幼い娘の小さな手に私
の大きな手を握ってもらっていました。そんな私が、一大決心をして一人で上海に来
たのはなぜか？今でもその時の気持ちははっきりとはわかりません。
確か二度目に上海に来たときに、潘紅江くんに世話してもらい、その後ずっと
潘くんに付き合ってもらっています。それから何度目かの上海で、たぶん2002年か
2003年だと思いますが、「気功」のことを学びたいと潘くんに言うと、潘くんは、
「上海市気功研究所」という中国で唯一の国立機関があると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ど
れだけすごいところなのかもわからないまま、気功研究所に飛び込みました。私
は、本当はビジネスを探しに上海に来ていたのですが、その後は「気功」がとても
気になりました。上海に来たときには、ほとんど気功研究所にお邪魔するようにな
って今まで続いています。もう15年以上のおつきあ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李所長とは9年のおつきあいです。私たちは年に数回、多い時期は１、２ヶ月
に一度くらい上海にきていました。そして、その度に気功研究所を訪問しました。
李所長は、いつもミーティングの時間を作ってくださったり、夕食を一緒にして
くださったり、とてもとても丁寧におつきあい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今では「老朋
友」と言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なぜ上海に来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
か、あの時にはわからなかったし、今も本当のことはわかりませんが、今では気功
に出会って、気功研究所に出会って、李所長に出会うために上海に来たような「
気」がしています。そして、気功研究所と私たちのおつきあいがこれだけ長く続い
たことを私はとても不思議に思っています。国を越えて、言葉を越えて、時間を越
えて、仕事や立場を越えて、15年の長い期間おつきあいが続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
あんまり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これはひとえに李所長をはじめ気功研究所の方々
の「お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私は必ず、気功を日本にさらにアジアに正しく広め
ることで、この恩に応え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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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さて、私たち日本人は「気」に囲まれて暮らしています。
日本語で「気が多い」というのは、いろんなものや人に気が移って一つの場所
に落ち着かないことを意味します。つまり、陰ではなく陽に傾いたことを指し、あ
まりいい言葉ではありません。ところが、日本は「気」の多い国なのです。元気、
病気、空気、気持ち、勇気、気力、短気、天気、人気、気配など無数の「気」がそ
こら中にあります。我々日本人はまさに「気」に囲まれて暮らしています。日本の
武術に合気道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気」を合わせることを、つまり相手の力、
エネルギーをうまく自分の力、エネルギーに変えることを課題にする武術です。こ
の合気道の奥義は「自分を殺しにきた相手と気を合わせて友だちになること」とそ
の道の大家である塩田剛三氏は言っております。
「気」とは何か？私はこういう素朴な疑問を小さい頃からずっと胸に抱いて
来ました。今も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が、気功研究所とのおつきあいの中で、私が今ま
で考えてきたことを少しお話しします。まず、「気」とは目に見えないエネルギー
のようなものだとおもいます。そして、人間は、身体と精神、からだとこころから
成り立っ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ますが、この２つを統合するエネルギーみたいなも
のを「気」という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さらに、「気」というのは、自
分を超える何か大きな存在ではないか。人間が人生を生きるというのは、自分を
超える大きな存在である「気」に抱かれ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イメージで
す。Something hugeとか cerestialとか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宇宙とか魂とか
仏とか神というも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人間は笑います。笑うというのは人間だけに与えられた幸福なことでしょう。
この笑うという現象を考えてみると、その精神がうれしいと感じ、身体の一部であ
る顔を動かすいうことが同時に起こって笑うのです。うれしいという感情とからだ
の動きが同時に起こって笑います。この感情と身体を同時に支配し、結びつけてい
るものが「気」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日本語に「結ぶ」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が、
人間を一つに結んでいるのが「気」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この「結ぶ」という言
葉はとても面白い言葉で、紐の端と端を結ぶと一つの輪になります。つまり二つの
端がなくなって、一つの輪になることを言います。無数にある部品を一つに結んで
いるものが「気」な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たくさんの部品で構成されて、たくさ
んの動きをし、たくさんの機能や感情を持つ「人間」という存在を一つにしている
もの、結合しているものが「気」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気」がなければ、人間は
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その人の人生を生き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
す。

– 248 –

今度は、人が何かを決心したり決断したりするときのことを考えてみましょ
う。人間はたしかに頭で考え勇気を持とうともするけれども、最後の瞬間は何か自
分を越えるものに動かされたような気になる時があります。実は人間は自分の意思
や思考に従って行動を決定していることもあるけれども、それだけではないのでし
ょう。大きな決心や決断は、あの自分を超える何かに背中を押されて行われている
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この自分を超える何かが「気」である「気」がします。そ
の「気」に従って人は精神を動かして決心や決断をして、体が動くということでな
いかと思います。

3、中西医の結合
今年の4月には、李所長をはじめ２人の中医師に日本にきていただいて、「未
病センター」を始めるセレモニーに出席してもらいました。本当に本当に感謝して
います。この「未病センター」は、東洋の医学と西洋の医学を統合することを目的
に設立しました。日本という国は、大昔からたくさんの制度や文物を中国からいた
だきました。そして、明治維新後は西洋の制度や文物も急激に入ってきて、現在に
至っています。東洋と西洋の中間にいる国で、東洋思想と西洋思想を両方もってい
る珍しい国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日本という国で、中西医統
合をやってみる価値を私たちは強く感じています。
特に予防医療という点で中医の考え方は今後世界をリードするものと確信して
います。世界の人口爆発と長寿化に対する処方箋は、中医つまり漢方と気功による
ものと考えていいと思います。西洋の科学は「分析」をその考え方の中心において
発展してきました。これは陰陽思想にいう陽の考え方でしょう。今後は、陰の考え
方である「結合」ということがキーワードにな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このことをち
ょっとイメージ的にいうと、西洋は見つめるwatchですが、東洋はながめるseeのイ
メージでしょうか。
もちろん西洋医学も人類にとっては必要なものです。特に緊急の場合における
対処においては、その効果を疑うことはできません。現在の医療の世界は西洋に傾
きすぎ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ます。西洋に傾いた医療の世界が中国古来の考え方を取り
入れて、両者が結合する時期がきた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西洋の医療と中医を
結合すること、陰と陽を結んで太極を実現することが私たちの使命であり、この使
命を果たすことが同時に李所長をはじめ気功研究所のみなさんの恩に応えることだ
と、強く思っ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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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的历史回顾
美国

林厚省

Historical Review of Qigong
U.S.A. Lin Housheng

一、1979年中央政治局指示 ，由三科（中国科学院、科委，科协）、一委
（体委）、一部（卫生部）组织，由上海中医研究所林海所长和上海原子能研究所党
委顾涵森研究员牵头，与全国几位著名气功师，在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
学、北京力学研究所及清华大学等鉴定下，于1979年在北京西苑饭店向方毅、耿飚、
陈慕华副总理和谭震林副委员长，及三百多位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当场测试气功外
气的物质性。不同气功师测试到不同的生物电波，包括受低频调制的红外电磁波、
磁、静电和某种粒子流等，方毅、陈慕华当场肯定测试成功。见中央转发各省市、各
部委的中国科学院简报。

二、中央首长在气功方面直接指示：
1、邓小平总书记：因年老，身体有些虚弱与他补气，每天练习三个太极气功十八
式动作，十天后就有起色，体力增强，走路轻松多了。他说：气功确实能增强体质，指
示中央组织部沙洪部长，帮助林厚省在上海衡山饭店成立国际气功信息研究所。
2、叶剑英委员会长：因感冒，喉咙浓痰卡住，用吸管不能根本解决，80年我、
林海所长及薛来娣到他处，用气功充气方法几分钟将浓痰吐出。他很感激，指示原广
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卫生部顾问柯林帮助我与中山医学院合作，举办太极气功十八式
第一届国际训练班，现在许多国家有了万人操场面。
3、江泽民总书记：他太太严重肩周炎，手扶在腹部无法提起，到医院麻醉后手
法治疗，回家后疼痛好几天手仍提不起。我用气功五天五次，手可提到头顶。他对我
说对人民有益的事就大胆地干。在取缔法轮功高潮期间，为了证明法轮功不等于气
功，同意我以个人名义在上海举办国际气功强身健体交流会，参加各国外宾三百多
人，不受任何干扰，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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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十年代气功研究所在气功科研、教学和训练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
1、组织全国气功师与上海原子能研究所合作，到中央国务院做气功物质性现场
测试获得成功。得到中央的肯定。
2、气功麻醉获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科学进步一等奖。
3、气功信息治疗仪的发明得到国家医疗总局批准投产，并获得国际金奬。
4、1980年受叶剑英委员长委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举办首届国际气功训练班。
5、1982年受中央卫生部的委托，在庐山举办首届全国气功训练班。
6、1987年日本电视台在上海拍摄气功麻醉现场，捐款100万人民币，上交上海外
事办。
7、1985年以个人名义捐款几万元人民币成功举办首届中外气功研讨会，现延续
至今年已第15届。
8、1988年与上海体委合作，组织气功代表团到马来西亚现场表演气功和开展太
极气功十八式第二套训练班，获得200多万美元，根据中央指示捐给马六甲建造体育
馆，为中马建交起到了气功外交之作用。
9、全所人员著有二十几本气功书籍，与30多个国家进行气功交流和训练。1991
年，中国教育部和卫生部把太极气功十八式编入中医教材。
10、联合国的重视：1993年受联合国秘书处邀请，在联合国大厅为400多位各国官
员作气功麻醉和功法演讲，并开展太极气功十八式训练班，得到好评。由联合国计划
开发署向世界各国推荐此健康功法。2016年在德国举办太极气功十八式训练班，学员
来自英法俄罗斯意大利瑞士等20多个国家，影响大，效果好。让强身健体的中国气功
之花，在中国开花，在全世界结果。

– 251 –

培元补气功：动练脊柱 青春常驻
曾庆余
摘要：人体脊柱既是人体生理结构之纲，也是气功下手内练之基；纲举则目张，
基固则体康！脊柱终生具有造血及造干细胞机能！有129种疾病皆与脊柱功能失常相
关。故而坚持动练脊柱，强化脊柱的造血及造干细胞机能，能够有效地祛病延年，保
持身康体健。

Elementary Practice (Zhuji Gong):By Exercising the Spine to
Keep Healthy
Zeng Qingyu
Abstract: As the basic physi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body, the spine is also the basis of
Qi Gong practice. Once the general plan is laid out, the details are easy to arrange. And the
foundation is fixed, the body will be healthy. Spinal column has lifelong hematopoietic and
stem cell making functions! 129 diseases are all related to spinal dysfunction. Therefore,
insisting on exercising the spinal column and strengthening the hematopoietic and stem
cell functions of the spinal column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diseases and prolong life and
maintain health.

前

言

不少著名的医学家都认为，人体的衰老不是从眼角的第一道纵纹、鬓边的第一根白
发的出现才开始的，身体柔韧性的减弱（气虚）才是人体衰老的第一征兆。其中脊柱的
变化尤为典型——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脊柱功能的退化或者病变而引起的。
每当早上醒来，总是感到很不舒服，乃至身体僵硬、卷缩……，医学上把这一现
象叫做脊柱功能退化。
脊柱的功能状态取决于肌肉和韧带的功能状态。如果平时你疏于活动，缺乏锻
炼，未能使自己的肌肉和韧带保持良好的功能状态，它们就可能逐渐松弛。脊柱因而
也开始慢慢地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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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的病变发展缓慢且不明显，一般是多年形成的。椎间盘因磨损而逐渐变薄，
椎骨间隙内的所有神经根和血管受到压迫，与它们有关的器官都因此受到伤害，血液
流通和神经感应不畅，亦即大脑指挥失灵，相关生理组织必然受到影响。
脊柱病变的最糟糕情况莫过于椎间盘突出。钻心之痛令人难以忍受。现代医学治
疗一般采用手术，但又不能根治，往往一次手术之后，不久又需要进行二次、三次手
术，更糟糕的后果是还会蔓延到其它结间盘中去。
“动练脊柱，青春常驻。”脊柱的病变防重于治！坚持每天动练脊柱，不但可以
有效地防止机体的过早衰老，即使年龄已进入中、老年期者，持之以恒地动练脊柱，
仍可望重返青春，老当益壮。

脊柱的构造
脊柱是人体结构的基础，由7块颈椎、12块胸椎、5块腰椎组成。腰椎下方有骶骨
和尾骨各一块。骨内的红骨髓终生保持着造血机能。同时也是产生干细胞的大本营。
脊柱内自上而下有一条管道，容纳着脊髓。椎管的内外含有丰富的静脉丛，与脑、前
胸、腹、盆腔脏器的静脉丛直接、间接相互交通。
有31对脊神经和内脏神经与脊髓相连。这些神经调控着四肢和全身脏腑器官的功
能和运动。人们常常因不良的生活方式与习惯，造成脊柱变形或错位，从而带来许多
疾病的出现，如颈椎病，腰椎病，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压迫了某根神经，
又导致四肢和某些脏腑器官或组织的严重病变。从中医经络学说来看，脊柱背后是领
气的阳脉之海的督脉，前面有主血的阴脉之海的任脉，以及调节诸脉功能的冲脉。脊
柱内里的通道名叫“曹溪、天河”，是丹道小周天炼精化炁的必由之路，“三关九
窍”都依附着脊柱。由此可见，脊柱的功能状态，对我们的生理状态的影响是多么地
重大！因此经常地运动、锻炼脊柱，使之总是保持正常的功能状态，既可防治脊柱变
形或错位而引起的诸多疾病，又可使人体经络畅通，气血充盈。脊柱一动，人体四
肢，肋骨、内脏，无有不动，轻轻翻动内脏，不断刺激、按摩椎间神经干……使人体
机能始终保持高度协调的正常状态而身康健体，抗病延年。
总而言之，脊柱既是人体结构之纲，也是下手练功之基。纲举则目张，基固则体
康。整个脊柱的动练过程，意念、观想亦随之上下。古人曰：“目（内视）之所至，
心即至焉；心之所至，气即至焉。”意到气到，气到血行，气和血畅，百病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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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部位和它的调控范围及防治内容
脊柱序

调控范围与防治疾患内容。

颈椎1

头部血管，脑垂体，面部，中耳、内耳，交感神经系统，大脑其它组织。
头痛，健忘，精神病，神经衰弱，高血压，眩晕。

颈椎2

眼、舌、耳神经，额、项肌。
鼻炎，耳聋，丹毒，眼病，昏厥等。

颈椎3

项肌及枕部皮肤，腭部、外耳、面骨、三叉神经、牙。粉刺，湿疹，神经病，痤
疮。

颈椎4

鼻、唇、耳。
中耳炎，耳聋。

颈椎5

声带、咽喉、颈部腺体。
咽炎，喉炎，声音嘶哑。

颈椎6

颈部肌肉、肩部、扁桃腺。
落枕，肩痛，扁桃腺炎，百日咳，哮喘。

颈椎7

甲状腺，肩部，肘部。
粘液囊炎，甲状腺病，伤风。

胸椎1

食管、气管，手、手腕。
支气管哮喘，咳嗽，呼吸系统疾病。

胸椎2

心脏，冠状动脉。
种心脏病，冠心病。

胸椎3

肺、乳房，胸部肌肉及皮肤。
肺部疾病，支气管炎、胸膜炎、流感。

胸椎4

胆囊、胆管。
各种胆病，带状疱疹。

胸椎5

肝、血液。
肝病，发热，贫血，低血压，关节炎、

胸椎6

胃。
胃部疾病。

胸椎7

胰腺、胰岛，十二指肠。
糖尿病，胃溃疡，胃炎。

胸椎8

脾，横膈膜。
脾脏疾病。

胸椎9

肾上腺。
过敏症，麻疹，低血压，电解质不平衡，炎症。

胸椎10

肾。
肾脏疾病，血管硬化，功能性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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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椎11

肾、输尿管。
皮肤病，湿疹，疥疮。

胸椎12

小肠、淋巴系统、输卵管。
小肠疾病，风湿病，腹胀气。

腰椎1

结肠、腹股沟。
结肠炎及其它大肠疾病，痢疾，腹泻。

腰椎2

腹部，结肠、盲肠。
阑尾炎，肠痉挛，静脉曲张，呼吸困难。

腰椎3

生殖器官、卵巢、睾丸、子宫、膀胱、膝。
生殖泌尿系统疾病，膝关节疾病。

腰椎4

前列腺、腰肌、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痛，排尿痛，月经不调。

腰椎5

小腿、踝、足腕、脚掌及脚趾。
腿部血液循环不良，腿部皮肤病，足踝关节炎，脚掌、脚趾疾病。

骶椎

骨盆、肾。
骶骨关节炎，脊柱角形弯曲，腰以下皮肤、肌肉疾病。

尾椎

盲肠、肛门。
痔疮，尾骨痛。

脊柱动练要领
起势

站与肩宽，轻闭双目，双手自然下垂，重心在脚跟，自然呼吸。意念存于

尾骨处。
第一个导引动作：前后蛹动。双膝自然下蹲，观想尾椎、骶骨及第一、二、三腰
椎（从下往上数）向前、朝上轻轻地呈波浪状微微蛹动，意念随之；向后蛹动时则顺
其自然；第二波蛹动时意念上移，观想第三、四、五腰椎向前、朝上轻轻地呈波浪状
微微蛹动；第三波蛹动时意念再向上移，观想第五、六、七腰椎向前、朝上轻轻地呈
波浪状微微蛹动……如此循序渐进地向前、朝上蛹动锻炼，直至颈椎末节。
整个脊柱前后蛹动锻炼完毕，之后进行整个脊柱都呈波浪状大蛹动三次。然后再
倒过来从颈椎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蛹动锻炼。
意念存于颈椎，观想第一、二、三颈椎（从上往下数）向前、朝下呈波浪状微微
蛹动……如此循序渐进地向前、朝下蛹动锻炼……直至尾骨。之后进行整个脊柱都呈
波浪状大蛹动三次。这样一上一下完成一次整个脊柱的完整锻炼。
在前后蛹动锻炼的过程中，双臂可自由配合而自然甩动。蛹动的幅度、节奏，视
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自行掌握，并随时调节之，不必过于拘泥，愈自然愈妙。
根据自己的时间与兴味，每次下手可连续进行3、6、9次全脊柱的蛹动锻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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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视自己的身体状况，在相应部位着重锻炼。如便秘者可着重锻炼腰椎部分；心脏
有病变者可着重锻炼胸椎部分；咽喉、扁桃体有疾患者可着重锻炼颈椎部分；其它以
此类推。
接下来第二个导引动作：横向摆动。蛹动锻炼完毕，不要收功。意念存于尾骨，
接着进行横向的摆动锻炼。其导引原理与蛹动锻炼相同，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观想尾骨。意念尾骨第一、二、三腰椎朝左手方向轻轻地呈波浪状横向摆动……，
至极处转为朝右手方向轻轻地呈波浪状横向摆动……；手臂、腰部则顺势自然配合；
第二波横向摆动锻炼时，意念上移，观想第三、四、五节腰椎朝左手方向轻轻地呈波
浪状横向摆动……，至极处转为朝右手方向轻轻地呈波浪状横向摆动……；第三波横
向摆动锻炼时，意念上移，观想第五、六、七节腰椎朝左手方向轻轻地呈波浪状横向
摆动……，至极处转为朝右手方向轻轻地呈波浪状横向摆动……；如此循序渐进地向
上摆动锻炼，直至颈椎末节。
整个脊柱横向摆动锻炼完毕，之后进行整个脊柱都呈波浪状大摆动三次。然后再
倒过来从颈椎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摆动锻炼。
每个程序的锻炼次数可为3、6、9次，宜与蛹动锻炼次数一致。
接续的第三个导引动作：左右扭动。摆动锻炼完毕，不要收功。意念存于尾骨，
接着进行左右扭动的锻炼。其导引原理与蛹动锻炼相同，只是方式不同。
观想尾骨。意念尾骨第一、二、三腰椎朝左手方向轻轻地呈麻花状扭动……，至
极处转为朝右手方向轻轻地呈麻花状扭动……；手臂、腰部则顺势自然配合；第二波
左右扭动锻炼时，意念上移，观想第三、四、五节腰椎朝左手方向轻轻地呈麻花状扭
动……，至极处转为朝右手方向轻轻地呈麻花状扭动……；第三波左右扭动锻炼时，
意念上移，观想第五、六、七节腰椎朝左手方向轻轻地呈麻花状扭动……，至极处转为
朝右手方向轻轻地呈麻花状扭动……；如此循序渐进地左右扭动锻炼，直至颈椎末节。
整个脊柱左右扭动锻炼完毕，之后进行整个脊柱都呈波浪状左右大扭动三次。然
后再倒过来从颈椎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左右扭动锻炼。
每个程序的锻炼次数可为3、6、9次，宜与蛹动锻炼次数一致。
第四个导引动作：全脊柱综合运动——蠕动。蠕动锻炼的目的，既是弥补前三种
锻炼方式之不到之处，又是将它们三者组合起来进行综合锻炼。又蛹、又摆、又扭；
蛹中有摆，摆中有扭，扭中有蛹；或蛹中又摆又扭；法无定法，式无定式，从上而
下，自下到上，不拘一格，可自由发挥，全方位地进行综合的蠕动锻炼。
第五、收功。逐渐减小蠕动动象……双掌重叠于脐前，引气归元，随机收功。
第六、糊涂练功，糊涂成功。入手练功，古人曰：“着相头头错，无为又落
空。”是说练功过程过于认真、执着不对，不认真更不对，真是众妙之门，玄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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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从练功到成功的辩证法大玄门！这就意味着古人真传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大事
要清楚些——功必须练，“一气自立能更生”，不能落于空亡；小事不妨糊涂些，如
观想脊柱，意念导引，不必要求十分的清晰、明白，动作也勿追求完全到位，有那个
意思就行。观想、导引过分认真，反而自耗内能。笔者在教功过程中就经常发现，一
般家庭妇女和低文化水平者，上功特别快，而知识份子反而慢些——他们总是想先
把“原理”弄清；而真正的“原理”又非语言所能说得透。正如过来人云：不妨先糊
涂练一阵，一门深入，进去了再说，日久功深，糊涂到家，恍兮惚兮，道眼开启，一
切都洞观无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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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一指禅软组织点压术
陈友明
摘要：本人长期从事气功锻炼，经五十年的实践探究创编了《简化太极养生气
功》，并在第十四届国际气功科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和演练，得到好的效果。接着
我又创建了一套太极一指禅软组织点压术，以下简称“太极点压术”。这个“太极点
压术”运用气功导引理论，中医经络，针灸推拿原理，结合中国软组织外科学创始人
宣誓人的科学创举，掌握对软组织损伤性包括头、颈、背、肩、臂、骶、臀、腿痛的
认识，结合自己十五年临床实践，总结出一套方法简单、效果明显的人体软组织点压
术，对整个人体分四大区域，腰骶、心肺、消化和头面部，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推
拿、点压、按摩，由浅到深，甚至到骨膜，由轻至重，使人身体得安康，由亚健康转
为健康，并治愈许多疑难杂症，造福人类，愿天下人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Taiji One Thumb Push Soft Tissue Pressing Technique
Chen Youming
Abstract: I have been engaged in Qigong exercise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50 years of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I have created "Simplified Taiji Healthy Qigong",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14th International Qigong Science Symposium and performed at the conference, and got good
effect. Then I created a set of Taiji ONE THUMB PUSH soft tissue pressing technique, in the
following text refer it as "Taiji PRESSING THEORY " for short. "Taiji PRESSING THEORY" applies
the Qigong index Theory, the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principles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and uses the scientific initiative of the founder of
Chinese soft tissue surgery.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good knowledge of the harmful of the
soft tissue, which include head, neck, back, shoulder, arm, sacrum, buttock, leg pains and
also have experience of 15 years in the clinical. Therefore, I summarized a set of simple and
effective soft tissue spot-pressing techniques. My theory divided the human body into four
parts: lumbosacral, cardiopulmonary, digestive and head-face. I can use this technique in
different hand ways, from shallow to deep, also from light to heavy, even to periosteum. In
this way, the human body can be treated from sub-health to health. Even more I cure many
difficult illness cases. I want to devote it to the human being. Wish all the world people long
live and have a happines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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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几十年编创的两套养生和经络功法以简解。
（一）《简化太极养生气功》
（二）《太极一指禅软组织点压术》
简体太极养生气功，是我经过五十年的实践探究创编的功法，在2017年10月28日
的十四届国际世界气功研讨会上演练，得全世界的认可，现在海内外、国内有900多
人来学习，效果很好，我把当时在国际世界研讨会上的演练《简化太极养生气功》共
9个动作，时间15—20分钟，使人体增强内力后，也提高了太极点压术的功效。
《太极一指禅软组织点压术》，以下简称太极点压术，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独
创，已有经15年临床经历的实践，方法简单，效果明显，一个70岁的老人，全身器
官衰竭，经过这种方法治疗，又恢复健康，并有返老还童的现象；一个68岁的女病
人，四年前得脑梗，3个月昏迷，后醒后失忆、失言，经一个时期用太极点压术方法
治疗，现恢复记忆（完全）和讲话，体重从180斤降到130斤；还有一位癌症患者采用
太极点压术方法调理治疗，维持各方面状态良好。再有浙江平湖一位49岁男子，强烈
头痛，不能工作，三甲医院也未治好，花了一万元医药费，运用“太极点压术”，完
全用双手在患者身上点压、按摩，由浅到深，甚至到骨膜，有轻有重，完全治愈了头
痛，能正常工作。
“太极点压术”大体分四个方面，一为血海，二为气海，三为水谷之海，四为
脑髓之海。这四个方面均有不同的手法，分别为：血海点按在后背肾区；气海点按在
心肺区；水谷之海是按揉在腹部；脑髓之海按在头面部。这个太极点压术，我是跟随
大师宣誓人（世界软组织点压的创始人）三年，又参加了国家中医药局在上海中医药
大学举办的宣蜇人软组织点压培训班学习，又加上我自己的努力、创意，加上长期临
床十五年实践才学成的，我不保守，愿传给大家，不过本人要有一定功力，学气功很
难，有的人，花了几万还没学到功夫，那我就是为了这一点才创编了《简化太极养生
气功》这个功法，在十四届国际气功研讨会上作了功法展示，同时在该研讨会论文集
中作了功法介绍，我可继续发送给大家，让大家功力大长，医术大长。
下面具体分解太极一指禅软组织点压术的操作，手法和过程。

（一）血海，即点压后背部
所谓点压后背部，用双手在病人的肾区点压，包括整个背部膀胱经，直指压到脚
跟，首先以手代针的手法，点揉八髎，进行强刺激，再推骶骨，用撑跟推揉，上下各
100次，再搓腰和后背整条膀胱经，凡触摸到的所有结节，都要按开、疏通。
一般来讲，根据我15年以来临床实践体验，人的五脏六腑的痛症，在人后背脊柱
两旁和膀胱经部位都有不同的结节和痛点，就在这些部位进行软组织点压和按揉，从
而解除病痛和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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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海即点压前胸和上肢
做完后背部后，患者翻身仰卧，做上半身，先按胸肺，顺着肺经，从中府云门开
始，一直按到鱼际、少商，用手触摸结节和压痛点，特别强化在中府云门这个部位，
各人的痛点部位是不同的，要看的手法和触角，患者一定要配合，不能抵抗。然后对
心经、心包经进行点压按揉，手法要轻，进行弹拨按压，轻拨、轻按，直至结节等疏
通。心肺许多疾病，按现有体检设备不能识别，如慢肺阻，全国2.9亿人有病痛，只有
5%有了明显症状才查出，但往往已晚，而运用“太极点压术”，能直接触摸你的病
根，从而加以治疗。

（三）水谷之海即对脾胃消化系统的点压按揉
首先对巨厥、梁门（2个穴）三个穴下手，进中度点揉2—5分钟，用手指腹按，
接着用掌跟揉和四指揉，还有把掌跟揉与用指合起来的揉法揉腹部，按顺时针方向一
直按揉5—10分钟，接着从胆经上的渊 腋开始，沿整脾经的经络从上到下进行深层次
的软组织点揉，两边反复做，以提高脾的运化与代谢功能。最后对整个身体前面的经
络进行点压按揉，如女子盆腔的问题，甚至不孕等，用另外特殊的方法等，也可以解
决，还有四位男子的不育和五位女子的不孕都自愈，得到喜讯。

（四）脑髓之海，即太极点压头面部
首先患者仰卧，医者坐在头后，用双手给患者进行按摩点压，心主神明是一个方
面，但脑也主神，脑指挥全身的神经系统，头昏头晕头痛以及四肢身体部位的病痛都
与大脑相关，整个身体所有阳经，都在头上， 还有阴经的脉络也在头面上，因此对头
面部的软组织点压按揉相当重要。如浙江平湖一病人，就头痛，总感到房子、车子都
在转，去上海瑞金医院多次治疗，自费花了一万多元，未见效，经人介绍，用太极点
压术进行治疗，只用了35分钟就见效，能开车、工作、正常生活，至于脑髓之海的点
压术具体如下：
首先从头部神庭和两边的本神着手，进行反复点压，接着按揉点压四神聪，百
会，再又点压经过头上的膀胱经，点揉晴明穴，反复按摩两耳的全息穴为翳风等后脑
的要穴，按面部的按摩点穴，这方面全靠你的手法，不用介质，把脸部黄褐斑、痘痘
等全部做掉。无锡一位客户，他得二十年的鼻炎（非常严重）一直未治愈，用了“太
极点压术”也完全治愈。
以上是太极软组织点压按摩术的几个重要方面，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头痛治
头，脚痛治脚是不能从根上治愈，主要是治本，也要治标，要有一个整体的疗法，光
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也不行，本人要有一定体力和体能，加上把握古人的健身原则，三
个字“饿”、“睡”和适度的“动”，至于适度的动，“简化太极养生气功”是最合
适的运动，不受环境条件等限制
愿全人类均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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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易有效的白领办公室健身气功
茹根宝
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创编的一种针对白领在办公室锻炼的简易有效的健身气功功
法。我们说明了功法目标、设计原理、动作结构和要领。希望以此改变困扰白领的亚
健康问题。

An Easy and Effective Qigong Practice for Office Workers
Ru Genbao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easy and effective Qigong practice that the author created
for white collar office workers to exercise and improve their sub-healthy status. It covers the
goals of the Qigong practice and the mechanisms to achieve the goals. It provides the details
of each step of the Qigong practice so that Qigong practitioners can examine it and practice
accordingly.

一、背景
白领从事办公室脑力劳动，神经容易紧张，长期伏案容易导致颈椎病，而久坐又
容易带来腹部气血瘀堵导致大腹便便，所以白领深受这些亚健康问题的困扰。随着移
动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即使非白领也会久坐看手机，从而扩大了亚健康的人群。
白领因为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去锻炼，难以摆脱亚健康状态。目前流行的瑜
伽、长跑、太极拳、健身房健身等活动是单纯体育锻炼和消耗性肌肉活动，容易疲
乏，对精力和体力的高要求对于本来就疲于奔命的白领反而成了额外负担，而且对环
境和时间都有特殊要求，并有筋骨损伤等风险，所以难以坚持。而传统气功除了要求
环境安静之外，又要求意守丹田，反而造成一些人神经紧张甚至出偏差。所以白领人
群需要一种简易有效、好学易懂、坚持不难又身心安全的健身功法。

二、功法目标
1、让白领可以10分钟之内就可学会基本动作并锻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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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办公室随时随地坚持每天锻炼5-30分钟
3、1-7天之内就感觉轻松、舒适、更有精力
4、固本培元，让男士更帅气，让女士更健美
5、身心安全，没有筋骨损伤，不出偏差

三、功法设计原理
1、通过腰胯运动带动腹部经络活动来固本培元，加强先天元气，培补后天宗
气，让人精气神旺，让男人不但可以预防和消除前列腺炎疾病的苦恼，而且晨勃始终
有，夫妻生活有质量。而让女士可以预防和改善妇科疾病（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
小叶增生等），身形健美，美丽动人。
2、通过全身经络的拍打和运动，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启发自身免疫功能，祛
除疾病，消除亚健康，使人肠胃好、吃饭香、大便爽、睡眠佳。
3、通过精心设计的、特殊有节奏的、简单而和谐的肢体导引，弱化杂念，避免
普通气功锻炼需要意守丹田而导致紧张和偏差的风险，也降低了对环境安静的要求。
这样自然肢体练习时，没有意识要求，可以同时玩手机、看电视、看书学习，甚至与
人交谈，所以特别适合白领和企业管理层在紧张忙碌中锻炼。
4、是内养型而非消耗型，不需要精力集中和高投入，做完后气血更足，所以即
使疲惫时也可以做，就便于坚持。
5、节奏轻柔圆缓，使相关区域的组织有机地因人而异地运动起来，调和气血。
因为不需要热身，不激烈，也不会带来兴奋，所以时间也灵活，早晨清醒时、晚上睡
前低调时和工作中间疲惫时都可以。
6、多级进阶式的、松散的套路组合，让初学者轻易入门，也让有更高追求者可
以进一步深造。
7、动作组合松散，不必有严格顺序和依赖关系，从而让练习者可以针对自己身
体症状有选择地对应练习对应，也可以根据可用时间的长短和身体状态选择1组或多
组动作。
8、通过避免意守和大幅动作而降低场地要求。双手平举，转一圈碰不到人就可
以了。最好找一个空气清新、环境优雅的地方，但不是必须的。功法名称中有办公
室，其实不限于办公室，而是强调连办公室都可以练习。

四、功法特点
好学易懂，一学就会，坚持不难，随时随地有兴趣就可以锻炼。
固本培元，长期坚持，必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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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意念，不靠意守，可同时做其它事情，不出偏差，身心安全。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五、功法结构
白领办公室健身法含起势、收势、整理活动共3个部分。起势最简单易学，不到
10分钟就可以学会，可以单独做而不做收势等其它2个部分。收势全面疏理经络，相
对复杂，可以单独做而不做其它2个部分。整理活动是结束起势和收势的气功态后放
松手脚的随意活动，没有特定动作规范要求，只要放松肢体即可。放松后再慢跑跳一
百下，要求脚后跟抬起，踢到臀部，目的是把起势和收势聚起的气输送到肌体。

下面分别介绍起势和收势。
六、起势
（一）动作口令词
1、两脚并拢，立正站好。两手自然下垂，中指贴于裤缝。
2、两脚尖抬起，左右30度分开；脚后跟抬起，左右30度分开。
3、两脚平行，与肩同宽。（直接与肩同宽也可以）
4、一、左膝盖（向）前（弯）屈，右膝盖向后挺直。
5、二、右膝盖前屈，左膝盖向后挺直。
6、一二、一二、一二，…（反复屈膝扭胯）。

（二）要领
1、脚后跟不能离开地面，双肩不动。这样两头固定便于大幅度地有效地活动开
腰胯部位。
2、前屈后另外的膝盖同时向后挺直，这样才协调。
3、屈膝扭胯，以膝带胯。
4、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更明显。
5、不必意想，不用意守，不靠意念，完全自然肢体运动。
6、松静自然，轻柔圆缓。

七、收势
收势有5组动作。以下是练习口令词和简单注解（在括号里）。

（一）捧气灌顶
1、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自然下垂，中指贴于裤缝。
2、两手转掌心向外，从两侧向上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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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捧至头顶向百会灌气，停留10秒钟。
4、沿头面下降至小腹。
5、两手返回原处下垂，中指贴于裤缝。
6、重复以上步骤（2-5），反复共3回。
7、拍打带脉：双手从前到后拍打腰部带脉，再从后到前拍打。反复共3回。（拍
打不用很重，但会听见拍打声。）

（二）上身拍打
1、右手自右胯（髋关节和腰带之间）向左斜上方拍打，经腹部、左胸一直拍到
到左肩。每个拍打点拍打3下，下同。
2、从左肩沿着左手背内侧拍到指尖。
3、翻掌心向下，从指尖沿着左手背慢慢拍打，拍到肩部外侧再到大椎，沿颈椎
经后脑至头顶。
4、从头顶百会沿头面部向下拍打，经咽喉、前胸到肚脐，再回到右胯。双手交
替，和上面步骤（1-4）正相反。
5、拍左手，向斜上方，到右肩。
6、沿右肩向下拍到指尖。
7、翻掌心向下，拍手背，至大椎，从脑后至头顶。
8、从头面下降，再回到左胯。
9、重复以上步骤1-8两回：反复共3回。
10、拍打带脉：双手从前到后拍打腰部带脉，再从后到前拍打。反复共3回。

（三）全身拍打
1、双手拍打，从腹部至腹股沟，沿大腿内侧、小腿内侧、脚内侧至到脚趾。
2、沿脚外侧拍打到脚后跟，沿小腿后部、大腿后部、臀部、腰部、背部直到手
上不去了，再转手跨过肩膀接着沿大椎、颈椎、后脑勺向头顶百会拍打。
3、沿头面、咽喉、胸部拍至小腹（丹田），回到原处。
4、重复以上步骤（1-3），反复共3回。
5、反方向重复以上步骤（1-4），反复共三回：
沿小腹向上拍打，经腹部、胸部、咽喉、下颚，沿头面上升至百会；
向大椎拍打，转掌心向腰部向下至大腿后侧、小腿后侧到脚后跟，沿脚外侧拍打
到指尖；再沿脚内侧经小腿、大腿返回原处。
6、拍打带脉：双手从前到后拍打腰部带脉，再从后到前拍打。反复共3回。

（四）三气归一
1、男左手在里右手在外、女右手在里左手在外，沿腹部逆时针转圈，由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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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1圈起于肚脐，而第9圈达咽喉。（每一圈的半径逐渐增大，成螺旋线。）
2、顺时针转9圈，由大至小，直到肚脐。（每一圈的半径螺旋逐渐减小，成螺旋
线。）
3、男左手在里、女右手在里捂在神阙穴（肚脐，非下丹田）上，闭眼用意识去
体会神阙穴的感觉。凝神静气，意守神阙穴，想象三气归一并丹田：百会之气、丹田
之气、涌泉之气，归一并丹田。体会神阙穴里面的感觉1-3分钟，可以更长时间。（如
果有热跳动最好。如果体会好得好话这个就可以进入静功态。）
4、睁开眼睛。

（五）收功结束
1、两手自然分开，握拳3次。
2、左脚向前一步，右手高举用力向下拍打左掌，同时大声喊一下阿姨的“姨”
字。（仿佛老师喊“下课了”而结束气功态。）
3、全身放松，恢复常态，收势结束

八、注意事项
1、整个过程要松静自然，轻柔圆缓。
2、饭前饭后半小时不要锻炼。
3、每次锻炼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更明显，以后时间越久效果越佳。但也不要坚
持太久，一整天都做。要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功法自然水到渠成。

九、总结
我创编设计了这套简易有效的白领办公室健身法，可以只练起势，也可以练收
势，起到固本培元、启发先天、培补后天的作用，解决精气神不足等亚健康的问题，
进而帮助练习者开发潜力，达到聪明美丽、气质好、健康长寿和事业成功的境界，实
现人生三快乐：快乐学习，快乐锻炼，快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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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保健医生靠自己
汪心田

Let Yourself to be the Best Care Doctor
Wang Xintian
摘要：提高全民体质，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及时检查和治疗。近40年
来。以传授健身气功、结合养生、讲病、真言治病等，练功养生抓住培育精气神这个
中心。练功三个调整，以调心为主，贯串练功全过程。除病根心中找。养生要袪邪。
开源节流保精气。防病治病，有病治病，无病能强身，利国利民。

生气发火会生病
中医认为人体五脏，脾、肾、心、肝、肺，按五行土水火木金和情志怨、烦、
恨、怒、恼相对应，互为相生和相克，阴阳自我修复平衡，保持健康。人体的疾病，
除了受各种外毒[包括不当服药]、外伤和六淫、劳累等致病外，人的情志过度是致病
的重要因素，如怒气伤肝、恨气伤心、烦气伤肾、怨气伤脾、恼气伤肺，心里生气发
脾气，体内气血受阻，五脏六腑生理功能混乱，阴阳失调，疾病滋生，中医称为“情
志致病”。心理变化，引起生理失调，人体内外相表里，病就反应出来：
一、生气致头病：人体外五行：头为上，是应父母；脚在下，是应子女。左边臂
腿应兄弟；右边臂应姐妹；身躯应夫妻。1、头上病，与父母、长辈、老师、领导和
导师不和，感应头脑气血受阻而得病，如脑萎缩、脑肿瘤、脑梗死、脑出血、精神错
乱等。2、偏头痛：左痛是跟男长辈生气，右痛的是跟女长辈生气。3、颈椎病，背后
议论父母、长辈、领导、导师等有关。
二、生气致五官病：1、喜欢抢话，言多口干，伤精生火.患咽喉炎。2、看别人缺
点多，心动生气。肝开窍于目，生气伤肝目不清.易生青光眼、白内障。3、怨老人易
得鼻炎。4、怨气重，穴位经络受阻，易失嗅觉不灵。5、对男长辈不和，嘴吧向左斜
歪；向右歪，与女长辈不和。
三、生气致四肢患病。1、与子女不和，脚患病，行走困难。2、兄弟姐妹不和，
膝盖疼痛患病。3夫妻及平辈生气不和，头颈到下腹部，躯干易患病。4、与兄弟姐
妹，生气得的，四肢易生病。5、跟父及男长辈生气，身体左边瘫痪病；右边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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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跟母及女长辈的生气得的。
四、人体五脏，心、脾、肺、肝、肾，称内五行，生气五毒伤五脏。肺的毛病来
自于恼气，或者和老人生气。老人忧愁儿女，伤肺，或大肠病，肺和大肠相表里。
五、肝病；1、常生怒气，闷气郁结，气阻血瘀，损伤肝疏导，致生血管瘤，馕
肿。2、胆空属阳性。大多数是跟男的长辈生气，易生胆结石。3、生怒气、闷气得
的，毒气扎在肝上。乙肝多和女士生气来的。4、胆囊炎、胰腺炎：过度饮酒，或生
气发火，毒气上逆，感染病菌。
六、生气致心病：1、心痛、头痛：恨气大，伤了心脏。2、过度惊恐恨，气血逆
心，患精神病。气逆心，周围是白沫子；血逆心，周围就有淤血。如能认识过错后，
吐出来就好。3、心脏和全身疼：火气上行，上焦得火，下焦是寒。若急烦躁，烦伤
肾，肾主骨，这股阴气往骨髓里扎，阴气导致关节疼痛，引发各种疾病。心致病，心
又可治愈病。患者回忆：对谁憎恨，多看人家长处，认自己的过错.使体内气血顺畅，
疼痛消。
七、生气致肾病：1、肾炎：对人对事烦气太重，损伤肾的气化、水液代谢功
能。2、膀胱炎，属阳性，一般是男士，不是憋尿得，就是烦气得的。3、肾主骨，
骨膜炎：烦气重上来的，肾脏毛病。4、小腹冷、腰风病：心里对人寒心和怨烦气大
了。腰里透风，肾气不足。腰酸腿痛，浮肿。
八、生气致妇科乳腺瘤，子宫瘤，甲状腺肿大，都与夫妻及平辈生气不和谐得
的。
总之，病有心生心也能治愈病，启心动念为私利。所以,人要改掉自己的坏脾
气，更除私念，弘扬善行，培育爱心，预防和治疗疾病.。

爱心行善除病根
中医气功养生，心身健康。练身与养心相结合，一阳一阴谓之道。修心是修什
么？修人的“道德”。这“道德”在何处？老子讲的“道”是宇宙万物及其运行规
律。万物包括人，人体原有物质及气血生化的运行规律，称之为“道”，执行“道”
的思想行为表现，称之为“德”。“道”是客覌规律不变，“德”有好坏之分,如德
行好旳人，表现：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热爱家庭，友爱互帮等，心情开
朗，人体五脏六腑气血生化运行顺畅，故病不生。反之易生病。
当人己生病，要找病因，认了错，心结解开，气血顺了，生理功能调节正常，病
就会消失。上海玻璃厂刘先生，厂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他传谣是反革命时，他听后受到
惊恐，恨气冲心里，常发病，昏倒在地，服药6年无效果。后用气功养生法治疗，教
他如何消除这股恨恐毒气，认自已的不是，练功养生3个月上班，至今10多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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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医大吴教授，先辈革命中战乱身亡。他总怀恨在心，常生气骂人，恨气逆心，
发展到狂言乱语，二次自尽未遂。几年服药无效。2011年，对他讲病养生，使他认识
到：由过去的对组织不满，现在对组织四个满足，对有关人检讨认错。所以，怨恨
气排出，注重养生，病愈多年，现己97岁。浦东石油公司负责人高某，原海军舰艇政
委，转业定营级干部，他对局领导；安排工作不满意，加上不良生活习惯，身体气
血亏损，65岁时脑生肿瘤，两次手术切除，仍复发，后改炼气功养生法，三个月后复
查：脑正常，现86岁健康。

练功效果来自决心
练太极气功，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据不完全统计，近40年来受益二千多人。
治疗有膀胱癌、脑癌、脑垂体瘤、直肠癌、子宫癌、肺癌、前列腺癌、淋疤癌、乳
腺瘤、甲状腺瘤、食道癌、胰腺癌、肝肿瘤、皮肤瘤等。以及其他慢性病，肝炎、肾
炎、胃炎、关节炎、糖尿病、气管炎、贫血、头痛等疑难病症,也都有一定疗效，
我们练功做法：一是充分发挥“意念”作用，贯穿在每节动功的全过程，二是把
中医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人与自然关系、气血及治法等，结合进出，贯串功法，
指导如何练功。三是把教练气功、与上课、讲病、治病结合为一体。使患者跟着做，
听得懂，学做快，得气快，治病快。收效快。
练功养生，能否块速培育精气神是个关键。根据中医扶正袪邪治疗原则，釆取开
源节流的方法，才能快速恢复体质，所谓开源，增加体内能量：一是调整好心态和改
掉工作生活上的不良行为和习惯，使体内恶性循环,变为良性运作，二是坚持练好一
种功法，如选其他功法，只能用加强功力，而不能相反，确保外炼筋骨皮，内炼精气
神。三是治病期，每天专一练功一吃饭一睡覚，使体质快速得到调整恢复。四是根据
体质和病情，适当服些中草药，增强功力。
所谓节流，减少体内能量消耗；一是治病期间，禁止房事，确保聚津炼精，炼精
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返虚。二是避劳累，少看少思少听，少耗精气神。三是禁服用
假冒伪劣毒药和无效药，以及弊大于利的药。市场经济中，医疗教训多，学会自已保
护自已。四是戒“七情”，即喜怒悲恐思，情志过度伤身。要心身同修。五是防“六
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六邪伤身。总之练功调养，遵守戒规，靠自已的决心和恒心。

气功对症治疗
气功真言声波治病。也是传统医学中的瑰宝，称之善巧方便法。以真言为医方，
声波为载体，气血为药，袪邪扶正，化腐生肌，病灶消。经10多年的应用，效果都很
显着。如建行姚女士子宫炎出血，西医未治好，诵念化脓生肌真言一天，血止，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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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天后，至今七八年未发。医院职工李女士，32年的经脉曲张老寒腿，多方治疗无
效，改真言治疗，先念祛寒消肿真言二月，腿消肿，乘下一个4公分肿块，再念化脓
生肌的真言一月，寒腿痊愈。至今五年未发。温州汪女士，长期患慢性胃炎，念消炎
真言二十天，胃指标正常。等不一一例举。这样养生保健法。不服药，不花钱，有益
而无害，何乐而不为。现将部分真言善巧方便法介绍如下：
一、内科病，真言治病
（一）治胃病：1、胃炎：嘛哈哈。2、胃下垂：揭谛咪呀。3、慢性胃炎：西
呀。4腹泻：叽牙马达。
（二）治肺病：1、肺炎肺结核：呜嘛。2、咳喘：呜鲁嘎得。3、久喘不愈：
揭谛咪呀。4、感冒：春风热：西呀。夏风火：呜嘛。长夏湿热：呜嘛。秋风凉：呜
嘛。冬寒伤风：揭谛咪呀。5、支气管炎：阿卡其阿其卡。配降火真言‘火哈得’降
肺火至脚心。
（三）治肝病：1、肝硬化、腹水：西呀。2、肝痛、目赤：西呀3、乙肝炎：（1）
嗡打不拢可奇，（2）嗡阿儿阿里阿巴港扎而约阿底梭哈，（3）嗡酒给呢约阿底梭
哈。4、强肝邪气肝练功无效：卡迪西呀。5、肝热流鼻血：西呀哈赤
（四）治心脏病；1、心虚弱：恩。2、风湿心脏病：揭谛尼呀沃罗哄巴豁罗烘巴
烘烘。
（五）治肾病：1、肾炎，肾结核：咪呀。2、肾严重亏损：揭谛咪呀。3、肾
阴、阳两亏：叽呀咪呀。4、膀胱炎：咪呀。5、前列腺炎：给打嘛补赤。
二 、 治 头 部 病 ： 1、记忆减退：叽呀。2、精神不振思想不集中头昏：揭谛咪
呀。3、头痛：蔽呀。4、多恶梦思维散乱：卡赤。5、多动症：嗡拉波丢约。6、急性
脑膜炎：嗡巴卡达巴卡达咪呀西呀昂热梭哈。
三、治五官病：1、近视眼；（1）塌妈多尼，（2）课洛尼。2、老光眼：科拉密
多咪，视网膜炎：西呀。3、严重口臭：西呀哈赤。4、中耳炎：慢多齐高。5、鼻窦
炎头昏：底呀。
四、治骨病：1、骨髓炎：嗡咪呀西呀昂热梭哈。2、凤湿关节炎：西呀烘哈。3、
类风湿关节炎；揭谛咪呀。
五、治其他疾病：1、寒邪无名寒痛疮块：嗡叽给尼叽给尼咪呀西呀尔港扎烘。2、
内外化脓、溃烂症，要化腐生肌：嗡桑给鲁丁烘。3、阑尾炎：卡拉利。4月经不调：
痛经：智多金西多金。5、糖尿病：揭谛咪呀。6、减肥：（1）嘎不隆（2）揭谛咪
呀。7、败血症：嗡咪呀西呀昂热梭哈。8、痔疮：憎达奇离。9、加速伤口愈合：土
马哈多达。10、体内外浊气、狐臭：嗡阿尔港扎烘。11、防治盗气、漏气：叽呀（念
三声）咪约（一直念）。12、脚气：西呀。13、狐臭：西呀恩哈。14、清热、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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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腰、健肝：嘻呀哈赤。15、强身健体、健生殖轮：噢姆或哈姆。16、灾难中保护生
命：咪呀。由水分子入体内、滋养不饿，生命得救。
气功真言善巧方便法治病，可对症一方，也可对症多方。病复杂可分阶段治,诵
念时间多，效果越快,经患者验证，都有疗效。
总之，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医疗改革不完善。我们学点医疗保健知识，经三
十多年的教练气功、养生和气功真言治病的实践。不仅能调理好身体，还帮上千患者
解除病疼，并总结推广，为大众服务。

附：[自査七情过度对五脏六腑和身躯四肢致病]表如下：
自查五脏受七情致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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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肢体受七情致病[2]
家庭五行相生相克对人体外五行产生感应而得病。

家庭成员有血缘，家庭五行生克,对人体内外的五行生克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体五
行分内五行和外五行,内五行是脏腑,即心肝肺肾脾和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如何生病
在2011-1期已讲过.再讲人肢体是全息，体外五行，即头、身躯、胳膊、腿脚。社会五
行中的老师和领导为上，上为长辈。一般除外因伤人外，生气发火内因，触犯家庭五
行方位不同,感应到身体部位也不一样，与什么人生气不和，病就发生在某个相应部
位。为大家了解，列表如下，供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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