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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医药阴阳的概念出发，导出了土家医阳主阴从的唯阳论的基本内容，研究了土家医唯阳论在生理与

病理上的表现，介绍了土家医对阳病的分类，总结了土家医治疗不同阳病的方法与药物． 认为唯阳论在土家医药理
论体系中具有主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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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g-centered Tujia Medicine that the Yin is subordinate to the Yang is extended from the concept of Ying

and Ya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paper analyzed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Yang-cengtered Tujia Medicine，classified the diseases caused by the disorder of Yang in Tujia Medicine
and generalized related treating methods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for different diseases caused by the disorder of Yang in
Tujia Medicine． To conclude，the Yang theory has occupi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theoreticl system of Tujia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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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阳主阴从的土家医唯阳论

1

． 它通过分析相关事物的相对属性以及某一

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从而认识并把握自
然界错综复杂变化的本质原因及其基本规律 ． 阴阳

土家先民自古羌南迁后世居湘鄂渝黔，周朝八
百年以巴子国与中原文化一体发展． 先秦华夏的阴

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的
概括． 一般来讲，事物或现象相互对立两个方面的阴

阳和谐思想也是土家先民信奉的中心思想与核心价
值． 秦后流落五溪，文化相对独立发展，以后的分分

阳属性，是由这两方面相比较而言的，是由该事物或
现象的性质、位置、趋势等因素所决定的． 既不能任

合合奠定了土家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同
时又相对独立发展的民族共同体的地位 ，其医药作

意配属，也不允许随便颠倒或置换，而是在一定的条
件下，按着一定的原则所规定的．

为中国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自身特色．

阴阳具有相关性： 阴阳双方表达的性质具有相
关性，如温度、湿度、长度、高度、亮度、速度、聪明程

主要体现在土家医药将中医的阴阳全盘接受并作为
其核心理 论，但 在 此 基 础 上 凸 显 了 阳 主 阴 从 的 观
［1］

念

，并构成土家医药理论的核心理论 ．

阴阳学说是研究自然界事物的现象与运动规
，
律 解释宇宙间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变化的一种哲学

度等． 这种关联性一般可以用某种一维坐标来度量 ．
阴阳具有对立性： 阴阳所代表的性质的值往往处于
一维坐标的两个极端，或处于零点两边相同的度量
值，即数量相等，符号相反． 如冷与热相对立，高与低

收稿日期 2014-06-30
作者简介

洪宗国（ 1958-） ，男，教授，研究方向： 民族医药，E-mail： hongzongguo@ yahoo． com． cn

基金项目

国家 973 计划资助项目（ 2009CB522900）

48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3 卷

相对立，明与暗相对立，男与女相对立，高山与深渊
相对立． 它们都分别是温度、高度、亮度、性别、海拔

土家医全面接受中医的阴阳学说，但对阴阳的
方向性进行了发挥，明确强调阳的主导作用． 土家医

坐标零点两端的度量值． 阴阳具有方向性： 阴为负，
阳为正． 一般说来，凡属温热的、上升的、明亮的、兴

认为阴阳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阳为主，阴为从． 在人
的生理上，阳气是主导生命的力量． 在病理上，阴邪

奋的、轻浮的、活动的、功能的、机能亢进的等方面的
事物或现象，统属于阳的范畴； 凡属于寒冷的、下降

通过损伤阳气而致病，阴邪是外因，阳气是内因，外
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阳气存内，邪不可干． 因此诊

的、晦暗的、抑制的、沉重的、相对静止的、物质的、机
能衰退的等方面的事物或现象，统属于阴的范畴． 阴

断疾病首先应该判定阳气的盛衰，治疗则以扶阳、补
阳为主． 这就是土家医的唯阳论．

阳还具有相对性： 同一事物与现象在不同关联上有
不同的性质． 如心作为脏相对于腑而言是阴，而作为

2

脏器的上下位置而言，心在上为阳．
阴阳描述事物的一种状态． 太极的双鱼代表了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包含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还
具有一定方向性的两个方面的因素或部分． 对立性
意味着斗争．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关联性意味着统
一． 事物也总是合二为一的． 这种状态是对立统一的
状态． 但不止对立统一，还有方向性，还有相对性，这
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和”． 也可称之为矛盾．

土家医生理上的唯阳论

土家医认为： 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可分成
阳气与阴气两个部分． 阳气指一切有利于生命成长
与持久生存的内在的与外在的力量． 内在的阳气主
要是父母遗传的元气，它提供了人体遗传趋势中发
育与生长的模板． 外在的阳气来源于水谷精微与运
动锻炼对人体各种功能的涵养与培育． 阴气指一切
导致生命体受损，不利于持续生存的内外力量． 内在

阴阳还描述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双鱼的运
动描述了这种过程． 阴阳互藏．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的阴气同样来源于父母遗传物质遗传趋势中导致生
命衰败的因素，外在的阴气则来源于生命过程中一

阴鱼中有阳斑，阳鱼中有阴斑． 阴阳互根． 阴阳互为
前提，互为背景． 无阴就无阳，无阳也无阴． 阴阳消

切损伤机体的因素，如中医的六淫七情与不内不外
因． 所有内在的阳气与阴气都蕴藏于遗传物质中 ，人

长． 阳长阴消，阴长阳消． 阴阳互变． 阴可变成阳，阳
可变成阴．

力大多不可为． 而所有的外在的阳气与阴气则取决
于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类

阴阳消长相当于辩证法的量变，阴阳互变相当
于质变． 阴阳互变可以一直变下去，构成一种循环．

健康的差异与寿命的长短．
“万物之精，莫不以阳统阴，故阳者，阴之主也．

相当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只是没有螺旋式上升，
波浪式发展． 我们称这种变化过程为“谐 ”，与前面

［4］
阳盛则壮，阴盛则老 ” ． 人体生命就是阳气渐生至
盛，再由盛致衰直至消亡的过程． 汪古珊胎化死生论

的“和”合起来就是和谐．

曰： “赤子初生，元气混纯，纯静无知，体虽属阳 （ 内
在遗传趋势） ，而象则属阴 （ 生命功能 ） ，故于卦为重

阴阳学说作为中医的核心思想，与中医药学的
具体内容融为一体，构成中医学的阴阳学说． 中医的
阴阳学说是用阴阳的运动规律解释人体的生命活
动，病理变化，指导临床实践的一种基本理论． 中医
阴阳的方向性只确定了阴为负、阳为正的原则，尽管
在《黄帝內经 》中，可以看出‘阳为主导 ’的概念． 如
《生气通天论》：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
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是故陽因而上，卫外者
［3］

也” ． 阳气卫外，阴精能够固守于内，阳不能固密
于外，则 阴 亦 不 能 內 守 了． “凡 阴 阳 之 要，阳 密 乃
固”． 但阴阳的地位是基本平等的． 在中医的历史上
有主阳的培土派，也有主阴的寒凉派与养阴派． 相对
于健康状态，寒热均可致病，作为器官，脏与腑均可
受损，上下脏器均可得病． 作为病因，既有外感六淫，
也有内伤七情等等．

坤． 自一至三岁长元气六十四铢，则一阳生而为地雷
复． 至五岁又长元气六十四铢，则二阳生为土泽临．
至八岁又长元气六十四铢，则三阳生而为地天泰． 至
十岁又长元气六十四铢，则四阳生而为雷天大壮． 至
十三岁又长元气六十四铢，则五阳生为泽天夬． 及至
十六岁又长元气六十四铢，则六阳已具，阴尽而阳
钝，是为重乾． 际斯时也，元气弥沦，流动充满，知觉
运动，先天主宰，盗天地三百六十四铢之真阳元气，
原父母二十四铢之祖气，所谓先天三百八十四铢之
真阳元气，以全周天之造化，共为一斤之数者，靡不
于是乎全焉”． 此时人体功能达到极盛状态．
“由十六至二十四岁谓之一关，耗去元气六十
四铢，一阴暗伏于下，即剥去纯阳一爻，于卦象应乎
天风垢． …至三十二岁又耗元气六十四铢，于卦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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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山天肫． …至四十岁，又耗元气六十四铢，于卦象
应乎天地否． …至四十八岁，又耗元气六十四铢． 于
卦则应乎风地观． … 至五十六岁，又耗元气六十四
铢． 于卦象应乎山地剥． …至六十四岁，卦气已周，其
所得天地父母之元气，共三百八十四铢，而足一斤之
数，至此阳气则耗散已尽，于卦象乃复为重坤． 当此
时也，纯 阴 用 事，真 阳 无 存 ”． 此 时 人 体 功 能 达 到
急衰．
人体的生长发育在生理上与心理上达到成熟期
是不同的，并且随时代的变化与营养条件的改善而
变化，性别之间也有差异． 在生理上中医认为男子按
八计算，二八十六为成熟，女子按七算，二七十四算

49

精亏． 气血精滞，诸病始致．
人体气分阴阳． 气有元气、宗气、营气、卫气． 气
有功能与物质之分，功能为阳，物质为阴，阳气主要
指元气与卫气，即人体的各类生命功能． 元气来源于
精，卫气是人体功能的外化． 从物质层面讲气有能量
与实物，能量为阳，物质为阴，气中的宗气为能量，为
阳，营气为食物精微，为阴． 故阳气主要指人体的各
种功能以及推动这些功能实现的能量． 人体功能受
损，能量虚弱，不能完成生命整体与各器官的使命，
不能推动物质 （ 血液、津液 ） 的正常流动，本身即为
病态． 当遇到外邪病气进攻时，不能捍卫人体健康，
各类疾病也就长驱直入．

［3］

成熟

． 土家医统统以 16 岁为成熟年龄． 但生理功
能不完全等同于性功能，故人体的生理成熟期可能
要推后几年． 考虑到心理的成熟期个体差异更大 ，很
多民族在 18 岁时给孩子举办成人礼． 不考虑成熟年

龄的精细计算，土家医胎化死生论认为身体的健康
主要在于阳气的涵养与生命功能的保全 ，具有深刻
的思想意义，也具有科学性．

3

土家医病理上的唯阳论

人体性命的根本是阴阳二气相交，五元化生而
生，五脏分属五行，五行金木水土各一行，唯火有
二，即君、相二火，君火即隔上之心阳，于象为离，阳
重阴轻，统上元之阳为用． 相火居下，为肾中之真阳，

土家医诊治上的唯阳论

4

土家医审求病因，基本接受中医的外感六淫、内
伤七情以及不内不外因的三因分类． 由于土家医更
重视阳气的协调与充盈，更重视人体脏腑功能的健
康，因而更重视三因对阳气的扰乱与损伤 ． 认为只要
阳气协调充足，就能抵御任何阴邪病气的入侵． 因而
阳乱阳虚是疾病的重要病因．
土家医阳气首重上元君火心阳、中元脾胃乾阳
与下元相火肾阳，即心肾脾三脏的功能对人体健康
至关重要． 土家医阳病主要有损阳、乱阳、弱阳以及
由此引起的气血精亏与气血精滞． 主要的治疗方法
相应的有赶清除毒以防损阳，调和三元以谐阳，温补
三元以壮阳，最后通过强阳以补气血精亏，以通气血

于象为坎，阴重阳轻，统下元之阳为体． 但坎离相交
而成乾，为中元之阳． 乾元之气，人之立命者，健运

精滞．

不息． 上下二阳本乎乾一气所分，即一元之气，一元
即阳气，阳气流通，阴气不滞； 阳气不足，稍有阻滞，

土家医的病机主要有五毒侵袭，三元受损； 阳不
统阴，气血精亏； 气血精滞，诸病始至． 其中五毒侵袭

［5］

阳病丛生

．

三元阳气的功能是下阳主升，上阳主降，中阳主
和． 下阳是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则无上、中二阳，
下阳本于先天所生． 中阳乃是后天所赖，中阳不运，
上下即不相交，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后天概以中
土立极． 三阳各有专司，处上、中、下三焦，负天、地、
水三元，一焦一元阳气． 阳盛则壮，男女一样，阳气无
伤，百病自然不作，若五毒侵袭，三元阳气受伤，则群
阴峰起．
人以精、气、血三元为本． 气血即阴阳，阴阳即水
火，病症百端，无非水火不济． 精乃气血之精微，故为
阳中之元阳，阴中之真阳． 阳行则阴行，阳停则阴凝，
阳衰则阴盛，阳微则阴绝，阳气健旺，百病难作，阳气
稍病，群阴蜂起． 万物之精以阳统阴，阳不统阴，气血

可导致三元受损与功能紊乱，进而导致阳气虚弱． 阳
气虚而不能统阴，不能防范与抵抗阴邪病气的进攻，
不能有效地造血生精，因而造成血亏与精亏． 阳气虚
弱时，还会导致气机紊乱与脏腑功能紊乱 ，不能有效
推动血液、津液、精神物质的运动，导致产生一系列
疾病． 故阳气是土家医病机的中心枢纽．
土家医 的 治 法 主 要 有 赶 清 法、温 补 法、消 活
． 赶清外邪，温补内虚，消活内瘀． 赶清消活需

［1］

法

要阳气，温补主要补充阳气． 在消除外邪内瘀与调整
补充正气之间，土家医多倾向于先补后消，认为只有
使正气充盈和谐，才能有效地赶清消活． 而在调整补
充正气时更多强调补阳与补气． 因此调阳补阳是土
家医治病的第一要法．
土家医调阳补阳，在于调整补充三元阳． 上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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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下阳主升，中阳主和． 上元心阳不足，宜补心阳．
心阳太过，则宜补下元肾阳，使肾水上炎以济心火．

冷苦之蜂窝球为主药，用其赶火败毒之功，去中元重
火； 土大黄赶火通便，清下元火气，消大便硬结； 朱砂

而中元脾阳为上下之枢纽，天下之本． 故土家医调阳
补阳主要立足于温补脾阳与肾阳 ．

莲止血止痛，去肚子痛及便血； 百味莲，赶火健肚止
痛，加强主药功用； 开喉箭赶上元火气，除口干等证．

土家医将疾病分成七十二症，七十二痧，七十二
风，三十六痨，三十六疮疡、三十六惊，三十六伤疾，

5． 3

其中一百单八症为常见病与多发病，是土家医特色
［6］
的疾病谱 ． 其 病 因 大 多 在 于 身 体 本 身 阳 乱 与 阳

服，一日三次，每日一剂． 忌生冷． 功效温下元，止白
尿． 主治白浊． 小儿属纯阳之体，小便应清． 由于先天

虚，或由于五毒侵袭导致三元受损，继而阳不统阴，
气血精亏，阳气无力，气血精滞． 故土家医治病，首要

不足或后天失养，火气低下，不能温暖下元，精微物
质不能得到升化，而随尿排出，平时伴有夜尿多、纳

赶清外毒，防止外毒损伤三元阳气，其次通过温补扶
阳补阳使阳气充盈． 只要阳气充足，气血精也就健

差、精神差，可见大便稀软． 方中小杆子温下元，固精
微，为主药； 海金沙根清尿止白，为帮药； 山高粱壮肚

旺，并在全身流布顺利． 由气血精亏与气血精滞引起
的诸病可不治而愈，或只需稍加消活即可恢复健康．

气补后天，提转精微物质，为客药． 诸药合用有温下
元、壮肚气、转化精微物质功效．

土家药分七十二参、七十二七、七十二莲、三十
六风、三十六还阳、三十六蜈蚣、三十六血，其中有疗

5． 4

［6］
效卓著的“一百单八将” ． 其中七十二参与三十六
还阳均为补阳药． 麻、辣、咸味的温热药主温，甜、淡、

每日一剂或二剂，每日 2 ～ 3 次． 忌生冷食物． 功效补
火回阳． 主治火虚证． 命火生于腰中，见于功能体现．

滑味平淡药主补． 土家医用药类似中医，但更重视补
阳药的应用．

一旦生命之火衰退，使人体功能下降，表现为功能不
足． 命火衰退不能温养四肢而见畏寒肢冷 ，面色蜡

5

土家医常用调阳补阳方剂
［7］

土家医方剂丰富多彩 ． 按功效分类，以《寿世
得效方》手抄本为代表，即表出剂、清败剂、化散剂、
赶排剂、提升剂、补益剂等十四剂． 按病症分类方法
分类，有七十二症剂、七十二风剂、七十二痧剂、七十
二劳剂、七十二惊剂、七十二窍剂、七十二疱疮剂、七
十二痒剂、二十四气病剂、二十四痢剂、二十四伤剂、
三十六妇女病剂、二十四霉剂、二十四疡剂、十二癫
痫剂、十二走胎剂、一百单八症剂等．
5． 1

益气解表汤
棉花根 12g，大麦 9g，小人参 9g，红苏麻 9g，水

蜈蚣 9g． 取上药加工片，加水一碗，先武火后文火，
煮取汁一小碗，温服，以皮肤有温热感为度． 主治表

温阳止白方
小杆子 6g，海金沙根 6g，山高粱 6g． 水煎兑甜酒

补火回阳汤
韭菜根 15g，阳雀花根 15g． 水煎取汁兑白糖服，

白，精神差，男子阳痿不举，女子性淡经闭． 方中韭菜
根补命火，生火气； 阳雀根补中气、提神气． 两药合
用，一补先天，一补后天，一补中元，一补下元，先天
之命火充足，促中元运动，生化能量； 后天中元健运，
不断为下元提供物质基础，使下元旺盛．
5． 5 益火壮阳汤
一点白 50g，补骨脂 15g，刺首乌 10g，仙茅 6g．
每日一剂，水煎二次，分二次温服． 也可将该方研粗
粉与猪腰蒸食． 忌生冷． 功效益火壮阳． 方中一点白
性热壮腰，能壮命门之火，为主药； 补骨脂、仙茅性
温，能助火壮阳，助一点白强壮阳器功能，为帮药； 用
刺首乌意在强体生精补血，使命火产生有源，是谓
“阳中求阴 ”，为客药． 四药 合 用，共 奏 益 火 壮 阳 之
功效．

唯阳论的意义

虚着凉症． 本方为补阳发表方，适用于阳气虚外感．
用棉花根、小人参补表气、固汗窍，为主药； 大麦助棉

6

花根固毛窍，为帮药； 红苏麻散风寒不伤表气，为客
药； 水蜈蚣搜邪出表，引诸药达皮窍，为信药． 全方以

阳主阴从是《黄帝内经 》中的重要思想，但在中
医发展的过程中，阴阳更多地处于平等的地位，仅仅

补表气为主兼散风寒，达到表气旺，邪气出目的．
5． 2 火气汤

只有方向性的内涵． 土家医高举阳主阴从大旗，将之
作为自身的核心理论，作为其生理、病理、药理以及

蜂窝球 15g，土 大 黄 15g，百 味 莲 10g，朱 砂 莲
10g，开喉箭 10g． 水煎日一剂，分二次内服． 忌辛辣
干燥食物． 功效败火通便． 主治火气证． 本方用性味

辨证论治的基础，是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构成了自身
的理论特色．
中医历史上有以李杲为代表的温补脾阳的培土

学派，提出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以补益脾胃
［8］
为主 ． 也有以郑钦安为代表的温补肾阳的火神学
［9］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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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 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 人生立命全在

坎中一阳． 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 ”． 土家医吸收了
“培土”与“火神”学派的精华，在土家医药体系中结
合其特征的理法方药构建出唯阳论理论框架 ，独树
一帜，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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