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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难经∀有左肾右命门说,后世如王叔和、滑寿

等医家皆从之。然!内经∀无此论。李时珍本着辨疑
正误的宗旨,首倡两肾之间为命门,并谓鼻为命门之

窍说。尝著!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等书, 惜原篇

已佚,其辞不可复得。然在!本草纲目∀、!奇经八脉
考∀等书中间有涉及,仍可窥其大意。本文对此试作

溯洄求源之探。

1  肾间命门及鼻为命门之窍的倡说探源
明代道教盛行, 炼丹家长生不死之言固为李时

珍所不取, 而内丹术者的养生论, 其合理者, 时珍却

常采撷。#濒湖曰: 丹书论及阳精河车, 皆往往以任

冲督脉命门三焦为说∃,而且#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

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丹道家在论及河车妙旨,

亦即内气经任督小周天循环时, 常涉及命门三焦。

李时珍相信,擅长内丹术者,能够照察内脏血气周流

的情况,所以对于丹家所论及的命门三焦,他认定可

从。关于命门, 道家称下丹田。有关下丹田, 说法不

一。有以脐为下丹田者, 有以脐下一寸二、一寸五或

三寸为下丹田者, 皆谓之前丹田。有以命门为丹田

者,正对脐而在后, 谓之后丹田,命门穴即丹田之气

灌注的体表穴位。李时珍说: #胎在母腹,脐连于胞,

胎息随母。胎出母腹, 脐带既剪, 一点真元, 属之命

门丹田% %故脐者% %前直神阙, 后直命门。∃他认
为命门部位与神阙相对, 乃人之丹田, 真元之气藏

之,显然取道丹家后丹田说,李时珍进而结合医家之

说论述命门的本体与作用, 谓: #三焦者, 元气之别

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

居之府而名%%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

旁,两肾之间,二系著脊, 下通二肾, 上通心肺, 贯属

于脑∃。他从位置、形态及功能上明确指出, 命门为

肾外的一府,较稍晚于他的赵养葵首倡两肾之间为

命门说,并阐明了命门与肾、心、肺、脑等脏器的密切

关系。

李时珍将命门丹田并称, 即认为二而一也。因

为道家之丹田元阳实即命门元气。故又说: #医家所
谓元气相火,仙家所谓元阳真火,一也。∃其仙家即指
道家。

命门藏人身真元之气的观点得到后世医家的支

持, 如清&徐灵胎说:人生元气, #其根本所在,即道经

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 !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
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

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说可为李
时珍据道家而倡立肾间命门说的极好注脚。

人在母腹,不以口鼻呼吸谓之胎息。李时珍指

出, 胎出母腹后,脐带既剪,则胎息亦止,真元之气遂

归藏于命门, 为人生根本。人出生后, 以口鼻呼吸,

但内功家强调仍要返本还原, 重新回复到胎息的境
界。此实为炼内功者所求达到的精纯程度, 是一种

极度深长而微弱的呼吸。要炼引功夫,由鼻呼吸,吐

惟细细, 纳惟绵绵。从鼻中纳入天地的清气,当徐徐

注入命门丹田,则气以养精; 而丹田之精又能化生内

气, 有养生祛病的作用。幻真注!胎息经∀说: #口鼻
即玄牝出入之门。∃玄牝指下丹田而言,即谓清气必

由鼻窍而入于下丹田。故李时珍说: #鼻为命门之
窍∃,认为鼻气通于命门而为其外窍,其义即从道家

之说来。

2  命门的功能特点
李时珍说:命门#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

府, 人物皆有之∃。乃认为命门内藏精气, 为相火生

成之本原。他指出命门为元气之原,三焦为委, 命门

元气经由三焦发出,温养脏腑百脉,表现为相火的功

能, 故又说: #三焦即命门之用。∃命门之元气由三焦
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中连脾胃肠腑, 下通二肾、胞

宫、精室,激发各脏器,维持其正常功能。故说: 命门

#精气内充,则饮食自健,肌肤光泽,肠腑润而血脉通

%%命门既通, 则三焦利∃, 命门# 为藏精系胞之物
%%生人生物, 皆由此出∃。可见凡精神衰旺, 呼吸

和畅, 血脉周流, 纳化健运, 水液入出, 藏精系胞等

等, 无不与命门相火相关。

李时珍又说: #营气之粹, 化而为精,聚于命门。

命门者,精血之府。∃指出命门精血乃营气之精粹化
生。而营气生成于中焦,若脾胃无以生营化精, 可致

命门精血不足,则元气相火因之虚衰, 必诸症丛生。

如用黄柏、知母等若寒泻火, 久服#降令太过,脾胃受

伤, 真相暗损,精气不暖, 致生他病。盖不知此物苦

寒而滑渗;且若味久服 有反从火化之害∃ 说明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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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伤中,则脾不能生营化精以滋养命门元气; 同时苦

味燥伤精血,阴虚不足以配阳,导致相火妄动。故又

说: #命门藏精血而恶燥∃,说明命门相火由于精血涵
养而不燥刚,才为阳和温煦之元气,经三焦布散各脏

器,从而发挥它正常的作用。

3  命门与肾的关系
李时珍认为, 肾藏精血主水属阴, 龟甲能养其

阴。命门藏精气主火属阳, 鹿角可补其阳。故说:

#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其甲,以补心补肾补

血,皆以养阴也。鹿鼻常反向尾, 能通督脉, 故取其

龟,以补命补精补气, 皆以养阳也。乃物理之玄微,

神工之能事。∃此乃从大体而论,命门属阳,肾属阴。

然而肾有两枚, 左右攸分,故又有阴阳之别。则

左肾藏精血主水,为阴中之阴; 右肾藏精气主火,为

阴中之阳。李时珍说: #椒红丸虽云补肾,不分水火,

未免误人。∃又说: #鹿角之茸角补阳, 右肾精气不足

者宜之;麋角之茸角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此

乃千古微秘,前人方法虽具, 而理未发出, 故论者纷

纭∃, 明确指出了两肾有阴阳水火之别。
李时珍说: #命门气与肾通。∃按此义,其一,命门

藏精血,左肾亦藏精血;其二, 命门主相火元气,右肾

亦藏精气。故二者阴阳之气相通。因此, 李时珍常

肾命并提。如谓胡桃与#破故纸同为补下焦肾命之
药∃; #阳起石右肾命门气分药也∃; #葫芦巴右肾命门
药也; #按丹溪治虚损补阴丸, 多用猪脊髓和丸,取其

通肾命,以骨入骨,以髓补髓也∃等等,皆本此义。是

以后世虽有肾之真阴真阳说, 时珍之论, 实其权舆

也。

由上可见, 命门之气既与肾相通, 但又别为一

府,为立命之门,不可与右肾阳气混观。所以李时珍

批评#扁鹊!难经∀不知原委体用之分, 以右肾为命

门,谓三焦有名无状;而高阳生伪撰!脉诀∀, 承其谬
说,以误后人∃, 从而确立了他的两肾之间为命门的
倡说。

4  命门证治
李时珍说: #命门相火也,起于北海, 坎水也,游

行三焦。∃命门藏精血而生相火,乃一阳居于二阴之

间的坎象, 以阳气用事, 其证治亦以相火盛衰为特

征。李时珍对此用药阐述殊恰。

4 1  火衰补阳,分温养与温热

命门火衰, 阳气不足, 脏腑失其温煦, 影响及脑

则头晕目眩, 及于心则胸痹心痛, 及于肺则虚喘吸

短,及于脾胃则出纳失调,及于肾则腰酸足软, 精关

不固, 白带不孕, 或阳虚水泛, 疮疽肿痛, 色白坚紧。

治当温补命门阳气, 以图其本。然命门藏精血而恶

燥,温补阳气则有温养柔和与温热刚燥之别。

药如胡桃、补骨脂、淫羊霍、鹿角、麋角、韭子、硫

磺等, 皆温养之类, 其性柔和, 可补精血以养命门阳

气 服之#肾命不燥 精气内充 命门既通 则三

焦利,故上通于肺而虚寒喘咳者宜之, 下通于肾而腰

脚虚痛者宜之,内而心腹诸痛可止,外而疮肿诸毒可

散矣∃。
药如乌附、仙茅、阳起石、蛇床、蜀椒、益智、胡芦

巴、秋石等, 皆温热之类, 其性刚燥, 可散寒湿以温

阳。凡命门火衰而症见气弱寒湿者宜之, 非温补常

剂久服之品。故李时珍说: #蛇床乃右肾命门少阳三
焦气分药∃; #仙茅盖亦性热, 补三焦命门之药也, 惟

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

之, 反能动火∃; #阳起石右肾命门气分药也, 下焦虚

寒者宜之,然亦非久服之物∃;蜀椒#命门虚寒有湿郁
者相宜∃; #益智大辛, 行阳退阴之药也,三焦命门气

弱者宜之∃; #胡芦巴,右肾命门药也,元阳不足, 冷气

潜伏,不能归元者宜之∃;秋石#惟丹田虚冷者服之可
耳∃; 而乌附毒药, 非危病不用,其补下焦命门阳虚,

亦只宜#少加引导,其功甚捷∃。此类药刚猛雄劲,用

之不当, 恐其燥伤肾命精血, 反助虚阳而成邪火。叶

天士尝说: #温养柔和与温热刚燥迥异∃,说明李时珍
的观点深得后世医家之推崇。

4 2  火旺济阴分甘寒与苦寒
命门精血不足, 相火偏旺, 则随三焦外炎, 证见

头眩耳鸣, 目赤鼻干, 咽干喉痹, 口舌生疮, 结核瘰

疠,心烦不寐, 咳痰咳血,大便秘结, 尿黄尿血, 梦遗

盗汗,白浊白淫, 经期超前,月经过多等。然命门相

火依赖精血涵养, 故为水中之火,其因水不配火者,

当济阴以配阳,而济阴却有甘寒养阴与苦寒坚阴之

异。

如阴虚火浮者,宜补益阴精, 用#甘寒平补, 使精

气充而邪火自退∃,亦即王太仆# 壮水之主, 以制阳

光∃法,药如枸杞、地骨皮、元参、生地、猪脊髓等甘寒

滋水养阴。

命门偏旺之相火亦称伏火、阴火、邪火,滋阴精

恐不及制过亢之阳, 必用苦寒之药坚阴降火。李时

珍指出: #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 #黄柏知
母苦寒, 以治下焦阴火∃, #盖气为阳,血为阴,邪火煎

熬,则阴血渐涸,故阴虚火动之病须之∃。他认为古
方用牡丹皮治相火偏盛, #后人乃专以黄柏治相火,

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由于黄柏知母苦寒,虽#谓
之补阴降火, 久服致伤阳气∃, #必少壮气盛能食者用
之相宜;若中气不足, 而邪火炽甚者,久服则有寒中

之变∃。说明用苦寒坚阴降火,在中气弱者须慎用;

不宜久服,既恐苦寒损伤中阳,又恐其暗损真阳, 而

且苦味化燥,又能燥伤阴精。用得其宜则在医者视

证候而权衡之。

5  鼻为命门之窍的临床意义
五官各为五脏之窍,然而肾开窍于耳, 心寄窍于

耳, 则耳为心肾二脏之窍。鼻为肺窍, 李时珍又谓鼻

为命门之窍, 则鼻为肺与命门二脏之窍,可谓是对藏

象学说之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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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为命门之窍从道家之说来,故养生家无不重

视此窍,因此有专门鼻功的练法。鼻为一身之气出

入的门户, 内通命门, 命门元气充实而内藏, 则鼻息

微细平和;若元气虚而上奔,则鼻息喘促。故若鼻病

不独从肺治,亦可从命门求治。

例1: 某女, 42岁。患鼻鼽, 经中西诸药治疗, 8

年而未愈,其症鼻痒,清涕涟涟,喷嚏频频而作,打喷

嚏时牵及腰痛大腿筋痛, 心胸发凉,得热则舒,畏风,

无汗、神倦,有时咽痛,舌散在瘀点,质淡,苔黄滑, 无

乳蛾, 脉沉弱。诊为命门火虚, 肺卫不足, 风邪客于

鼻窍所致。拟温阳益气, 祛风摄津法。方用麻黄、附

子、细辛、黄芪、防风、白术、金樱子、芡实、秦皮,服数

剂诸症悉除。按:命门上通心肺, 开窍于鼻, 若命火

不足, 则肺卫阳气亦虚,鼻窍易为风邪所客, 风扰波

动,故症见鼻痒流涕;阳虚失煦,则心胸发冷, 腰腿皆

疼。乃借麻黄附子细辛汤,既温命门之火,复散外窍

风寒, 佐以玉屏风散益气固卫去风。水陆二仙能涩

下焦精液, 则亦能涩上焦津液, 以命门通肾, 肾主五

液也。且与芪附合用, 则温阳益气摄津相得益彰。

秦皮性能止水液,李时珍谓其#涩而补∃,则合诸药能
温命火,益卫气,祛风寒, 摄津液。开合动静, 并行不

悖。方症合拍, 虽数载顽疾亦能收功。

例2:某女, 8岁,患鼻衄,经医院注射止血药、消

炎药并服药、局部压迫等治疗, 皆不能止血, 惶恐之

际,于下午驱车前来问余。告急以大蒜捣烂, 敷于涌

泉穴, 2h 揭去。明晨来诉, 当夜衄血即止。惟恐再

出,多敷了 2h,足心皆已起泡。嘱涂以紫药水面愈。

按:鼻为命门之窍, 命门相火上炎,窍络被伤而血溢

于外,故发鼻窍出血。命门下通于肾, 乃取肾之井
穴,敷以蒜泥, 一则上病下取, 二则蒜善引热下行。

敷后命火得以归元而血即止。

6  命门元气在气功理论中的地位与作用
道家内功即今之气功。命门元气对气功内气形

成作用至关重要。李时珍认为,丹田元气源于命门,

他引张平叔语: #铅乃北方正气,一点初生之真阳, 为

丹田,其虫为龟,坎之二阴也, 地轴也。一阳为蛇, 天

根也。阳生于子藏命门, 元气之所系,出入于此。其

用在脐下, 为天地之根, 玄牝之门。∃铅为内功术语,

即水。谓肾乃坎之二阴, 主水, 在北方之神为龟,为

地轴。肾间命门乃水中之真阳,为一阳,在北方之神

为蛇,为天根, 为丹母。而命门真阳乃元气之所系,

其用在脐下。按:脐下者,前丹田也。观此论则谓前

丹田之元气乃肾间命门所发出,即说明前后丹田之

气实皆本于命门,二者也就得到了统一,此观点亦为

其他丹家所取, 如元阳子说: #命门者,下丹田精气出

飞之处也∃,义与此同。前丹田既为命门元气作用之
地,故无形亦无定位。是以周学霆说: #脐下为丹田,

有活见之处,而不可以分寸计∃。这就是丹田在脐下
有分寸之殊、说法不一的原因。!老子&六章∀载: #玄

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白玉蟾!紫清指玄集∀说:

#玄者, 天也, 阳也;牝者,地也,阴也。∃玄牝即阴阳,

为万物变化的根本。谓下丹田为天地之根, 玄牝之

门, 其作用乃命门元气的体现,凡气功家之特异功能

皆由此发源。李时珍说: #生人生物, 皆由此出。∃由
此可见,李时珍的命门元气说在气功理论中的重要

地位,为气功实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课题。

肾间命门说不但为医家接受, 并为后世内功学

者所支持。如潘尉说: #肾脏形如刀豆,有两枚, 一左

一右,中为命门,为男子藏精女子系胞之处也, 位居

下背脊第十四椎, 对脐附腰。∃内功有认为: 以意领

气, 使鼻所吸入之清气经山根过泥丸, 下天柱经双脊

入命门,是古代练气功术最佳方法。潘尉说: #按古
仙有言曰:夹脊双关透顶门, 修行径路此为尊% %古
仙则吸天地之气, 由山根而泥丸, 直达命门也。∃自然
之清气由鼻纳入命门丹田,则气以养精,而丹田之精

复又能化生内气, 循任督之脉循环, 便为河车功法。

练此法功则#本身自有之水火得以相济, 则神旺气

足, 邪不敢侵。∃因此有却病养生, 强壮延年之效。若

进而打通大周天, 便能激发生命潜能, 发挥#内气∃的
作用,从而产生许多奇特的生命现象。

精气神为人身三宝, 内功称之为药物。如陈虚

白!规中指南∀说: # 采药者,采身中之药也。身中之

药者,神气、精也。∃故李时珍说丹家之#药物火候,自

有别传∃,即指此而言。命门乃道家炼丹之地, 炼精

化气, 百日筑基,神气相注, 可炼成丹, 结于丹田, 谓

之内丹, 即命门之精所化生的内气,其作用往往超出

药物疗法的效能, 其为非药物疗法开拓了广阔的途

径, 是以李时珍十分重视命门元气在内功中的作用。
7  结语
本文讨论了李时珍的两肾之间为命门及鼻为命

门之窍的倡说。指出其理论源于道家的内功学派。

肾间命门论一向视为明&赵养葵所创立,其实李说早

赵说约半个多世纪。鼻为命门之窍说丰富了藏象理

论。肾间命门说已明确阐明了命门的解剖、生理、病

理、药治等诸方面的内容,鼻为命门之窍也有一定的

临床指导价值, 其理论体系已初具规模。命门元气

作用于丹田, 是内气形成的基础, 统一了气功学说中

前后丹田以及下丹田位置的歧说, 故在气功理论上

也有其特殊的贡献。今人研究命门有以下丘脑 垂

体 及相关的肾上腺皮质、性腺等功能状态为说, 若

以命门阳气在人体脏器的作用方面言之或可当之;

若仅以此认识命门元气在气功方面的重要作用与内

气形成的复杂机理, 恐远远尚未揭示其微观内涵。

因此,李时珍的命门说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讨的科

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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