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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道教医学，是道教研究众
生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健康
长寿的一门科学体系，属于自
然科学的范畴。

道教医学，是一种融道教
信仰（心理治疗）和药物方术
（生理治疗）于一体的宗教医
学。道家医学，既是中国道家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
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道士，修仙学道之人士；
医生，掌握医药卫生知识，专
业从事于防治疾病工作的医务
工作人员。道士医生，简称为
道医，是修仙学道者当中专门
从事于医药保健的医务人员。

医通仙道。医道同源。古
之道寄于易，易医相通。易具
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古之道
医者，援医入道，以医传教，
借医弘道；又援道入医，以道
治心，以术治身，行道施医。

道医当中多神仙。医神、
医王、药神、药王等，多为古
代的名道医。如杏林之董奉，
悬壶之壶翁，神医扁鹊、华佗，
医圣张仲景，药王菩萨孙思邈，
韦慈藏，药仙吕洞宾等等。据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
的大概统计，在东汉时期，道
医占国家整个医家人数的 22.2%，
魏晋南北朝时占 28.3%，隋唐
五时占 20.2%，东汉至明代占
9.9%，明代占 7.2%，清代以后，
道教衰落，道医所占比例就很

小了。从东汉至明末来看，道
医占国家整个医家人数的百分
之十，这就雄辩地证明了道教
医学流派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
地位。

晋代道医葛洪说：“古之
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所
以民间历来就有“十道九医”
之说。仙道贵生，利物济人。
救贫济病，历来就是道教的优
良传统。特别是在社会民间，
祖国各地历朝历代都有神医和
仙家出山济世利人。中国土生
土长的宗教和医学，她本来就
是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虽然
“墙内开花墙外香”，但她的根
却还是在墙内的。

鲁迅先生在 1918年 8月
20日《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
曾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
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
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国泰民安的当代，中国的
传统文化将会有一个大的传承
和创新，中国的传统宗教，特
别是道教，也将会有一个大的
发展，自然而然，中国的传统
医学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作
为道医这门科学，也将在不失
时机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并造
福祖国人民。

承传和创新道教医学的道
医们，你们大家前途无限！功
德无量！ 

  
              雪峰山人：姜

钧

        
2003年季夏于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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