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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时珍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医中之圣、世界文化名人，其所著《本草纲目》是人类“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一个科学宝藏。李时珍身上所蕴藏的深厚医道文化思想是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对李时珍医

道文化思想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对李时珍医道文化内涵进行了挖掘，提出了弘扬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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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母体滋养下发展起

来的，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涵价值

就是医道，医道是究天人之际、效法自然的一种智慧。 《黄

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 等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
就是因为天地之道未变，医之道亦未变，医道与医术相辅

相成，医术依附于医道，医之为“道”乃 中 华 民 族 所 特 有。
“道” 不是科学技术， 而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智慧。 医道之

“医”不是医学，更不是医药；医道之“道”不是道家，更不是

道教。 我国最早的医著《黄帝内经》，通篇载道达 269 次之

多，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医道、诊道、治道，其《素问》
有云：“子知医之道乎！ ”并曰：“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

为宝。 ”这是最早记载“医道”的文献，充分说明有“医”之

时，始 有“道”日，医 与 道 同 生 同 始，同 存 同 在，“医 ”蕴 于

“道”内，“道”藏于“医”里。
李时珍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其宏篇巨著《本

草纲目》 对我国乃至世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是任何时代、任何著作都无

法比拟的。 《本草纲目》不是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庞

大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分学科的知识体系，而且有综合各

学科的理论纲纪，更有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昌盛的发展历

史和无与伦比的实践积累。 《本草纲目》已远远超越科学，
从而成为人类未来文明追求的研究目标，它不仅包括对有

形世界的认识，而且具有对自然资源、生命本源及其发生

演化过程的认识。 因此，《本草纲目》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智慧结晶，已故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提出震惊中外

科学界的观点：“中医药学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

系的改革———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出现跟

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 ”这不是中医药学本身所能展示的

巨大作用，而是中医药学中所蕴藏的“医道”文化对人类现

代科学技术的颠覆作用。 作为支撑中医药学，以《黄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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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为穹隆的中医学说的三大支柱之一的《本草纲目》，自

1596 年出版问世，400 多年来， 已成为东方中医药界和西

方科学界共同追逐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唯一一部被东西

方医学界共同接纳并被推崇备至的学著。这其中必有一种

特殊的文化元素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李时珍研究自然、生

命、社会的文化思想统领着全篇，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在

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学术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

李时珍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智慧大观的思想先河，在

李时珍的思想深处深藏着一种“智慧精髓”，这就是支撑着

李时珍登上世界科学顶峰的“医道文化思想”。本文试从以

下三个方面对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进行研究。

1 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之形成

1.1 儒学是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形成的基础

李时珍三试不第之后，决定以医为业，于是他闭户不

出，10 年苦读，开始“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并且“上自坟

典，下及传奇”，子史经集、四书五经，无所不学，极尽吸收

各家文化流派之营养。 西汉初年文学家贾谊曰：“古之圣

人，不居朝廷，必居医卜之间。”宋代范仲淹曾提出“不为良

相，便为良医”的论述，这些都在李时珍的思想里扎下了深

深的根源，可以说，李时珍是我国历史上“不为良相，便为

良医”的典范。明代蕲州人注重医术，把不知医者列为不孝

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李时珍深受当时中华文化之

吴文化、楚文化及“蕲文化”的影响，虽然累试不中，打击甚

大，但作为一个儒学教养深厚的蕲州人，虽不能为官入仕，
但更可以寿世济民，从此李时珍调整心态，淡泊名利，超然

物外， 这种儒学思想正是李时珍业医寿世济民的思想基

础。扎实的儒学渊识，也是李时珍驾轻就熟地习医之关键，
在李时珍一生中处处展现出儒医大家的风范，这些都为李

时珍医道文化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1.2 理学是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形成的前提

程朱理学是宋明时期中国哲学之代表形式，是儒学的

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后，对儒学的

道（教）释（教）化改造，是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古代学者在

思考、解决现实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哲学智

慧”。 李时珍五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蕲州顾家私塾念书，
顾家是蕲州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声名显赫，明末清初文

学家顾景星就是顾家的后代，李时珍三试不中后，便从师

于顾景星的祖父顾日岩。 顾日岩年十八成进士，与其弟顾

柱岩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名家，合称二顾。李时珍师从于他，
受其影响深厚，李时珍的儒医色彩和理学倾向极大地增添

了《本草纲目》的历史文化内涵。李时珍将这种理学理论用

于中医药学研究是开创性的，为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的形

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1.3 道学是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形成的关键

李时珍生活在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时期，

此时的道家文化十分兴盛，李时珍深受其影响，当时的荆

王府所在地蕲州地区佛道广为盛行，据《蕲州志》载，有宫

观“九十七座”。李时珍当年为民诊病疗疾之处就设在常年

香火鼎盛的“玄妙观”内。给《本草纲目》作序的文坛泰斗王

世贞更是崇尚道家文化，这充分说明李时珍对道家文化的

认同，并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 李时珍将道家的一些哲学

思想用于自己的临床实践之中，阴阳五行学说是道家思想

精髓之一，李时珍把这一道家观点完全融入到《本草纲目》
的编撰之中，并融入到自己的临床实践之中，李时珍认为：
“药有阴阳相配”、“阳为气，阴为味”、“外为标，内为本，阳

为 标，阴 为 本”、“木 出 酸，火 生 苦，土 生 甘 ，金 生 辛 ，水 生

咸”、“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这些道家

观点指导着李时珍的医学研究活动，并成为李时珍医道文

化思想形成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是由中华文化中的儒

学、道学、理学与医学四者合一的结合体。李时珍吸取四者

之精华，并融入到中医药学之中，使《本草纲目》成为人类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使李时珍的医道文化

思想逐渐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 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的内涵

李时珍的医道文化思想把人看作是统一的生命过程，
而且把生命和自然看作是统一的运动过程， 展现了一种

“天人和通”的宇宙观。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从低级到

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之排列顺序都可

以看出李时珍“以人为本”的思想 内 涵，李 时 珍 把 人 放 在

《本草纲目》的最后，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生命”，把人

类置于自然界中的最高地位。按照李时珍的指点去挖掘生

命的奥秘，用心去体验、去审视李时珍的这一高层次深内

涵的科学原理，我们就可感觉到李时珍身上所拥有的文化

底蕴并非一般的文化层面，而是阴阳之理，精阴阳之性，大

到天地宇宙， 小到个体生命的一种特殊调摄生命实践活

动。
2.1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一种哲学思想

《本草纲目》编著成于 1552—1578 年间，总结了 16 世

纪以前中华民族丰富的医药知识，包含自然科学各个方面

的成就，同时也侧面地反映了晚明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的哲

学思想斗争，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中蕴藏着丰富的朴

素唯物主义和自然辨证法思想。 李时珍长期行医采药，往

来于山水之间，与人民朝夕相处，济世救人，仁爱为怀，弃

儒从医，不为名利，清廉正直，形 成 了 崇 高 的 医 学 伦理 思

想。 李时珍的一生是同神仙方士进行坚决斗争的一生，无

情地揭露批判道教鼓吹的所谓“长生不老”之药、“炼丹成

仙”之术、“羽化登仙”之技。《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无不闪

耀着李时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光辉，李时珍的这种无神

论思想对于人们破除宗教迷信、反对封建思想意识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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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 李时珍出身儒医家庭，并拜“圣人之徒、理学

名家”的顾日岩为师，受其影响，好谈“格物”和“性理”。 李

时珍认为本草“虽曰医学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

学”。 李时珍的这种“格物穷理”思想正是受儒家思想影响

的结果，正如王世贞所言“兹岂禁以医书觐哉，实性理之精

微，格物之通典”，可以说《本草纲目》堪称为一部“格物穷

理”的百科全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把实践引入认识

论之前的 300 多年前，李时珍的这种个人行动实属难能可

贵，为唯物主义“格物穷理”思想最终战胜唯心主义的“格

物穷理”思想打下了基础。总之，《本草纲目》全篇充满着唯

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正是李时珍的这种哲学思想才使

《本草纲目》成为人类一部不朽的著作，使李时珍的医道文

化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李时珍的这种哲学思想无疑成

为医道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2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一种养生境界

李时珍医道不是李时珍的一种医疗技术，而是一种养

生境界，是一种纵横 400 多年的大写意，是天、地、人间普

遍的道理，它也不是李时珍治病诊疗的方法。 李时珍把养

生文化贯彻于《本草纲目》的始终，形成了颇为独到而又影

响广泛的医道养生观念。 李时珍十分讲究和遵从于“天地

合一，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四时用药“必先岁气，勿伐天和

……所以体天地之大德也”，“顺四时气而养天和也”，并指

出“暮世治病，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故旧病

未已，新病复起”。李时珍这种“天、地、人为一体思想”与道

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十分相合的，把

人与天、地相联，把人、天、地与道相系，充分展示“人”非独

于自然界之外，人的一切变化与天地相关。 这其中的联系

纽带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道”。
李时珍对道家有益健康的养生术十分看重，清代文学

家蕲州人顾景星在《李时珍传》中载曰：“余儿时闻先生（李

时珍）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为

期，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哉”。 这里所言“夜即

端坐”乃道家养生术之 “静坐”，其意主静、坐忘、清静无

为，实属道家养生之理，因子时“浊气下降，清气上升，而人

体机能正旺，头清脑明，意境神宁。”“神仙”更是道家常语。
这也说明李时珍在勤奋刻苦之余，以静养生，以坐练功。李

时珍的这种道家养生术使李时珍瘦弱的身体在几十年的

著述和行医生涯中能够得到支撑和保障；同时，李时珍对

道教神学思想及神仙方术则是极力批判的，在李时珍生活

的朝代，“道士和方士们为非作歹，一时猖獗”，李时珍对利

用神仙道教思想来麻痹百姓、敛聚钱财、讨好皇帝而想达

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了坚决斗争， 曾言：“方士荒诞之

谈，不足信矣。 ”先后批判过服水银、服芫花、服黄连、蚕蝙

蝠等可长生，戳穿服丹砂、服灵芝、服松脂等可以成仙，驳

斥“养白鸡能辟邪”，“服麻勃能先知”等谬论，并提醒人们

不能遵此所言，否则会“丧命”、“殒身”。对于方士的骗人邪

说，李时珍均作了无情的揭露，锋芒直指嘉靖皇帝。嘉靖笃

信方术，一意修炼，20 年不理朝政，将神仙道教封为礼部

尚书。 针对此情此景，李时珍大声疾呼：“六朝以下贪生者

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 方士固不足道，
本草其可妄言哉！”嘉靖皇帝不听时珍之言，最后竟服王金

御医进献的丹药送了性命。 李时珍汲取道学养生之长，摒

弃道家一些糟粕之术，极力倡导科学的服食养生法，既要

重视药物服食养生，更应重视服食 食物 养 生，在《本 草 纲

目》 记载药物养生方达 290 首， 具药物养生功效的中药

180 种，对于食物养生坚持主张要以粥养、酒养、茶养、瓜

果蔬菜养等。 李时珍的这种养生思想是在继承中批判、在

批判中继承，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养生思想境界，这种养生

境界是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2.3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一种智慧艺术

李时珍坚持以人为本，以大自然、大社会为基础，《本

草纲目》、《濒湖脉学》等著作中所蕴含的深刻人文关怀、平

衡和谐思想，所展示的个性化诊疗技艺无不闪烁着艺术的

光辉。 从李时珍《本草纲目》“发明”、“附方”的记载中可以

深刻地感受到李时珍诊疗行为的艺术化， 论人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坐卧姿势、语言声调、喜怒表情、肤发颜色来

判断人的正邪之气在体内的强弱， 任何在体内的异常变

化，李时珍都可以通过“望而知之”。 即使是地表面的植物

通过其叶子的颜色还可断定其地下的矿物品种，现在科学

均已证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准确无误，这充分反映

李时珍高超的智慧。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

言：“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
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 ”欣赏《本草纲目》，犹如欣

赏无数的珍贵高雅的艺术瑰宝， 更像一道美不胜收的风

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王世贞更言《本草纲目》乃

“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 此书价值连

城，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均视为不可多得的智

慧宝库。这说明，此书确实“兹禁以医书觐哉”，确为人类一

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这其中蕴藏的李时

珍医道文化思想真乃一稀世智慧艺术品。
2.4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一种医学疗法

李时珍传承了中华中医药学中所有医学疗法，极力地

主张要“辨证施法”。 在《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疗法有 60
多种，如汤药疗法、丸药疗法、散药疗法、滋膏疗法、丹药疗

法、药酒疗法、药茶疗法、药粥疗法、药枕疗法、药汁疗法、
针灸疗法、蒸汽消毒疗法、口畜鼻疗法、熏洗疗法、香气疗

法等。李时珍认为：“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在确定

疗法前，要首先确诊病因与病机，要求“逆者正治，从者反

治。反治者，热因寒用，寒困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并

云：“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留者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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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

平之。 吐之、汗之、下之、补之、泻之，久新同法。 ”李时珍在

临床中认识和总结出来这种疗法运用思想，反过来指导自

己在选药遣方过程中辨证施法，将辨证论治思想贯彻于治

疗学之中， 充分体现出李时珍在应用医学疗法的思维法

则。从李时珍所言的汗法、吐法、下法、平法、行法、收法、缓

法、举法、除法、削法等可以看出李时珍运用各种疗法达到

治疗目的的基本治疗法则。李时珍利用辨证施法的观点来

研究“医学疗法”，从而使他的医学疗法思想理论更广阔、
更富有深度，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前辈人。 李时珍所创立的

这种医学疗法思想举世无双，独树一帜，也成为李时珍医

道文化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5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一种独特功法

李时珍新创肾间命门学说，认为肾乃“天一之源”，命

门为“精气之府”，“脱者，气脱也。精脱也，神脱也”。李时珍

的这种精气学说思想是中国古代圣贤对生命物质存在认

识的基本体现，也是李时珍受到中国道学家“练精化气，练

气化神，练神还虚”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医学功法。李

时珍这一精气学说与道学家修炼要求意守丹田、 意守命

门、练精化气可以百病不侵的思想十分吻合。 李时珍对脉

学、经络学说研究十分深入，并收集整理结合临床实践经

验编著《濒湖脉学》与《奇经八脉考》等书，为后世学者脉诊

和气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认为“医不知此（奇经八

脉），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 ”李时珍切脉诊病的

功夫十分精深，其精确度不亚于当代的 B 超、CT、核磁等

现代诊疗技术， 也从侧面反映李时珍治未病的医学功法。
李时珍把“死人诊活”、“活人断死”的神奇医术在蕲州 400
多年来至今家喻户晓，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李时珍高超的

望诊之功。 这些医学功法，在李时珍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

体现。李时珍所展现的独特的医学功法应该是李时珍医道

文化思想中的最高境界。 李时珍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

中华文化的全面熏陶，更受到由中华文化衍生的“蕲文化”
的滋养，从中华传统文化及蕲文化的营养中形成了医道文

化这道奇象，从而把中华中医药文化又向前推进了极为重

要的一步，极大地丰润了中华中医药文化内涵，为整个中

国文化增添了无限光彩。

3 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之启示

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既是生命之道，又包含着自然与

社会之道。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

华民族的大智慧。 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小小的州县蕲春县，
之所以对中华中医药文化能作出如此巨大的历史贡献，在

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一直处

于徘徊甚至后继乏人、多受歧视的中医药事业来说，其启

示是深远的。 蕲春是一块神圣的沃土，是一个曾在历史上

创造医学奇迹的地方， 受李时珍医道文化的深远影响，历

史上名医辈出，“精于医道者”人才济济；而且蕲州所辖的

广济、蕲水（浠水）、罗田、英山等鄂东地区医药事业也十分

发达。通于医、精于药、乐善好施、著述丰厚者名医辈出，近

代蕲州学者层出不穷，成才无数，被国务院命名为著名的

“教授县”，这或多或少有受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影响的烙

印。受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的熏陶，黄冈市、蕲春县两级道

教协会会长、 普阳观住持何诚道道长秉承中华中医药之

学，深识李时珍医道之理，以道学的哲学观对中医药学进

行了具体运用，在其修道的进程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李

时珍医道文化进行了深入诠释和理解， 把中医学的阴阳、
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与道

学巧妙地结合在同一体系之中，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医道

疗法，在其长期医道实践中诊治疑难杂症无数，其影响早

已声名远播，已展示出了其良好的医道功力，把中医诊治

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演绎得出神入化。何诚

道道长是“李时珍医道”文化思想的得道者、受益者，也是

一位具有深厚功力的传承者，其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

知著的能力非同一般，已得医道之真谛。 鉴于此，加强“李

时珍医道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把“李时珍医道文化”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对

弘扬李时珍医道精神、挖掘祖国文化遗产、开展李时珍医

道文化创意产业的发掘对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意义重大。如果说把“做好李时珍这篇大文章”比喻为是一

项“伟大工程”的话，加大李时珍医药企业支持力度就是加

大“硬件”建设力度，而加大“李时珍医道 文 化”的 支 持 力

度，就是加大“软件”建设力度。 “软件”对“硬件”的促进作

用不可小视。在此笔者大声疾呼：冠以“李时珍”大名的“企

业”，要多做一些“事业”，多一点功德，少一点功利；多一点

福利，少一点图利；多一点作为，少一点作秀。如果把“李时

珍医道文化”建设作为一项“世 界 非 物 质文 化 遗 产”来 珍

视，把“李时珍医道文化景区”的建设作为一项“世界物质

文化遗产”来重视，那么，李时珍的医道文化将会得到更广

泛的传播，给人类的健康带来更多的福音。

4 结语

“李时珍医道文化”是几千年灿烂文明的结晶，负载着

人类的期待、梦想和智慧，是人类从青涩走向成熟，进而登

临非凡的足迹，也是人类一个认识自我、挑战自我的辉煌

历程。“李时珍医道文化”是铺设在人类文化山峰上的一道

瑰丽奇景，记录着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绵延不绝、永不落幕

的生命传奇。“李时珍医道文化”是在无比喧嚣的历史中最

终洁净的见证，呼唤起人类对神圣生命的珍爱之情。
（责任编辑：姜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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