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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養生是中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宋金元時期又是中醫學高度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

養生學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老年養生學的發展，通過分析研究該時期不同醫家和養生

學家對老年養生的認識和論述，發現老年人養生的根本在於從顧護脾胃入手，注重飲食調理，輔

以導引氣功以疏通氣血，調和臟腑。同時結合現代老年人養生的現狀和存在的誤區進行分析，以

期為現代老年人養生提供指導意義。 

 

[關鍵詞] 老年養生；藥膳；導引術 

Abstract: Diet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TCM. TCM was intensely developing during Song, 

Jin and Yuan dysnasties, TCM dietetics were further developed in this period, especially in 

TCM gerontological dietetics. Through the analyticalresearches of TCM gerontological 

dietetics discussion dcumented by different TCM physicians and dietetics experts, we found 

that TCM gerontological dietetics are based on taking care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systems, 

which emphasized in diet recuperation, complemented by Tao Yin to dredge the Qi and blood 

flow, so that the spleen and stomach systems are strengthened, the Qi and blood smoothly 

flowing in the inner organs and reaches harmony. Meanwhile, by integrating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errors of the modern gerontological dietetics, this 

analytic research provides a meaningful guidance to the modern gerontological diet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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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和文化高度發的時期。社會的發展進步，使人們對社會

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又促進了醫學的發展，中醫學未病先防的指導思想是提高生活質

量、延年益壽的重要途徑。在這一時期，湧現出大量有關養生的醫學著作，尤其是側重於對老年

人養生的論述與指導。 

 

1 宋金元時期老年養生思想發展的背景 

在宋以前，中原地區經歷長期的動亂，破壞了社會生產，人民流離失所，經濟發展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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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宋朝的建立，中原地區的統一，為了恢復社會生產力，需要增加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 

宋代政府曾發佈有關醫學的詔令，達上百條；注重醫學教育，設立太醫局以專門培養醫學

人才；設立「大夫」、「翰林」等醫療官職，客觀上提高了醫生的地位。 

宋代設立校正醫書局等機構，保護、整理、校勘醫學書籍；設立國子監、太醫署等官方出

版機構，刊刻了大量的醫學典籍。客觀上促進了醫學知識的普及，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宋代政府執行重文抑武的政策，社會文化高度發展，士人習醫是宋代醫學的一大特色，儒

醫皆通成為當時的社會主流，宋代范仲淹提出：「不為良相，即為良醫」。 

 

2 宋金元時期老年養生思想的特點 

《素問‧上古天真論》指出今人與上古之人壽命的差異在於養生之法的不同。曰：「餘聞上

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

指出令人不懂得養生，壽命便不能長久。《素問‧上古天真論》又指出養生的最終目的，是要「法

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勞作，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

去」。《內經》提出的養生之法，為後世老年養生學的發展提供了準則。 

宋代陳直所著《養老奉親書》是世界上最早的老年養生學專著，約成書於公元1085年以前。

書中指出老年人重視養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緣衰老之人，不同年少真氣壯盛，雖汗吐轉利，未

至危困。其老弱之人，若汗之則陽氣泄，吐之則胃氣逆，瀉之則元氣脫，立致不虞，此養老之大

忌也。」[1]陳直又指出老年養生須「若遇水火、兵寇、非橫驚怖之事，必先扶持老人，於安穩處

避之……輕薄婢使，不可令親。家緣冗事，不可令管。」[2] 

南宋周守忠所撰《養生類纂》是一部綜合性的養生學專著，約成書於公元1220年左右。書

中提出了養生的要訣：「養生大要：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

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過此以往，義可略焉。」[3]在書中，又提

出十種養生大法：「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筋骨有偃仰之方，閒邪

有吞吐之術；流行營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養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

先將草木以救虧缺，服金丹以定不窮，養性之道，盡於此矣。」[7] 

這一時期老年養生思想，具有以下特點： 

2.1 調理脾胃以達養生之本 

金代李東垣為補土派代表，其所著《脾胃論》指出脾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運

化的正常是生命活動存在的基礎，養生須當養脾胃。 

元代朱丹溪在《格致餘論》中論述老年人的保養之法，指出老年人年老氣血虧虛，臟腑功

能失調，脾胃虛弱，應保養胃氣以達體健，指出老年之人：「氣耗血竭，筋柔骨痿，腸胃壅閼，

涎沫充溢，而況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爾

留連，又藉水谷之陰，故羈縻而定耳……」[5]；又提出老年人不應過飽，應節食，因胃強脾弱，

「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饑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

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6] 

2.2 飲食藥膳以固年老之體 

北宋政府官修書目《太平聖惠方》中，記載了許多有關調理脾胃的食療方法，可見



其重視食療的程度。  

北宋張君房在《雲笈七簽》中，指出飲食不當的後果：「故食不調則傷脾，脾藏不調則傷

質，質神俱損，則傷人之速。故人之不欲餳生硬堅澀之物，全人之道也。人不欲食，為脾中有不

化食也。多惑者，脾識不安也。多食者，脾虛也。食不下者，脾塞也。無顏色者，脾傷也。好食

甘物者，脾不足也。」[7] 

宋代陳直在《養老奉親書》中指出，老年人飲食宜「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

谷氣長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滿，緣衰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8] 

宋代陳達叟宴請客人，「呼山童，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煙火氣」[9]。著有《本心齋疏

食譜》一書，專門論述素食，提倡素食養生，老年人脾胃虛弱，肥甘油膩之物有礙於脾胃功能的

正常運化。 

宋代詩人蘇軾在《贈張鶚》一文中，提出了日常養生四項措施，尤其注重素食養生，「一

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

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10] 

元代醫家忽思慧所著《飲膳正要》，是一部有關飲食和營養養生的著作，書中指出老年人

養生應做到：「故善養性者，先餓而食，食勿令飽；先渴而欲，飲勿令過。食欲數而少，不欲頓

而多；蓋飽中饑，饑中飽。飽則傷肺，饑則傷氣。若食飽，不得便臥，即生百病。」 

2.3 導引氣功以通氣血經絡 

金代醫家劉完素指出，導引術的作用在於「智者明乎其理，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

伸，導引按蹺，所以調其氣也；平氣定息，握固凝想，神宮內視，五臟昭徹，所以守其氣也；法

則天地，順理陰陽，交媾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12]。 

宋代初期道士陳摶[13]經過長期修行，創造了具有道教特色的十二月坐功[14]為修煉養生之

法，其功法分二十四勢。每一勢包括動功及靜功，以動靜結合的方式來達到健身祛病的目的。 

宋代蒲虔貫著有《保生要錄》一書，他創立了小勞術，作為導引養生術。書中指出：「養

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污。養生之人，欲血脈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

至倦，行不欲至勞，頓行不已，然後稍緩，即是小勞之術也……。」[15] 

南宋洪邁著有《夷堅志》，書中首次提到了八段錦，「政和七年，李似矩為起居郎……嘗

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16]，八段錦是這一時期重要的養生導引之術，並

流傳至今。 

這些功法鍛煉，重在形與神的結合統一，其動作和緩舒暢，無高難度的姿勢和要求，適合

老年人日常鍛煉。 

宋金元時期重視老年人養生，也從側面說明了這一時期社會生活水平較高，人們的壽命普

遍較長，老年人增多，對於養生的要求很高。這一時期，有關老年養生的理論及內容更加豐富，

根據老年人的形體特點，注重後天的調養，未病先防。多從脾胃着手，輔以飲食藥膳，從飲食、

起居、情緒等方面，將養形與養神結合起來，以氣功導引吐納術疏通氣血經絡，達到延年益壽的

目的，同時在養生中防止過猶不及的做法，以適度為原則，為後世中醫養生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

的指導作用。 

 

3 對現代老年人養生現狀的啟示 



在現代社會中，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而隨着老齡化的加劇，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追求高質量

的生活狀態。由於老年人臟腑氣血衰弱，咀嚼吞咽及脾胃運化功能下降，正氣虛弱，對於疾病的

抵御能力下降。日常生活中，又多食膏粱之物，加重了腸胃的負擔；同時由於對子女生活的關心

及各種社會關係的處理不當，也會導致精神壓力的增大，出現情緒低落或急躁易怒、睡眠不佳，

食慾不振等身心方面的改變，而情志的改變又引起臟腑功能的紊亂；隨着機體的老化，老

年人多頸椎、腰椎、膝、手足關節出現病變，活動功能受限制，導致日常活動鍛煉不足，

氣血經絡不通，進而易於產生各種疾病。現代社會，老年人多發高血壓、冠心病、高脂血

症、糖尿病、中風及頑固性失眠、腰腿痛等疾病，多與長期不正確的生活方式有關。 

現代老年人雖已認識到養生的重要意義，但在實際生活中，對於養生存在很大誤解，許多

老年人常服各種保健品，但多盲從於保健品的宣傳功效，或聽從保健品銷售人員不正確的指導，

有時不但起不到保健效果，反而損害了健康；有些老年人買回來各種保健器械，最後卻受益不大，

而保健品市場魚目混雜，某些銷售人員缺少專業的醫學知識，產品實際保健效果往往被誇大數

倍；有的老年人自謂虛不受補，其實非不受補，而補非其時，須先去其邪，後補其氣。 

老年人這種盲從養生保健的做法，多由年老精神空虛，兒女不常在身邊照顧，老人無法體

會到家庭的溫暖，同時保健銷售人員投其所好，不厭其煩的甜言蜜語，暫時迎合了老年人的心理

狀態，使老年人自願拿出自己的積蓄購買各種保健品，結果往往花錢而達不到保健效果。 

在現代老年養生中，不盲從、不跟風，應從自身做起，根據自身的特點，運用正確的養生

思想和理論才能夠起到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作用。脾胃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五臟六腑、

四肢百骸皆賴於脾胃運化功能的正常，脾胃又是氣機升降的樞紐，百病生於氣，調理脾胃即是條

暢氣機，氣血運行通暢則機體功能正常。因此老年人養生應認識到調養脾胃的重要性，宜食易消

化食物，多清淡飲食，防止暴飲暴食；多日常鍛煉，鍛煉方式要有正確的指導，防止久坐久臥損

傷筋骨；日常起居應盡量順應晝夜規律，情緒上多積極樂觀，心態平衡。常言道：「笑一笑，十

年少」，老年人應努力去達到《內經》所述的「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勞作」，這樣才能夠

保持身心健康，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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