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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CM is rich in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not only br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of YI,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but also the way of health care to remove the disease and prolonging life.
So “YIDAO” is the core spirit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typical Xin’an medical “Yitie Zhang”
family inheritance sequence of thought, we can find the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theory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such as benevolence and sincere filial piety and
good deeds, mercy. A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Yitie Zhang" family inheritance. It can
be seen, medical heritage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basi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the inherent power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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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学术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它既是易儒道释等传统文化孕育的载道之术，又是养生保健却疾延年
的生生之道，所以“医道”是中医药的核心灵魂。从新安医学的典型代表“张一帖”世医家族的传承脉
络，我们可以发现，对仁和精诚孝和行善积德、慈悲为怀等儒道释传统文化理论地继承与实践，才是“张
一帖”世医家族绵延传承的根本原因。由此可知，医道传承是中医药传承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医药传
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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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人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又云：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其中缘由，皆谓家传、业儒者于医易
学能精。而笔者以为，古语内涵远不止此，其中包含了医道传承和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內在动力机制。
今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张一帖”世医家族传承进行探讨，以析其本。

2. 医道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精神
《庄子·养生主》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1]，认为“道进乎技”。医乃载道之术，保
生之技。故医源于道又本于道，所谓“本立而道生”，即是说有“道”才有“术”，即医技传承首先要
有医道的传承。《黄帝内经·著至教论》谓：“子知医之道乎”？“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
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
可以为宝”([2], p. 1133)。从《黄帝内经》对医道的定义来看，医道至少包含“医”和“道”以及教化传
承三个方面，即贯通人体阴阳表里上下雌雄之生理，明达天文地理人事三才之要道，方可立言传世以继
往圣之绝学。已故国医大师陆广莘对此概括为：究天人之际，明天人之分，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
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
古人对此颇多论述，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以方技论医道，指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
([3], p. 75)。并序方技为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与神仙家四种。但今天独经方家兴盛不衰，尚为医学界
尊奉，其余三家或流于民间，或附于道教，或亡于失传。这是因为经方家能够“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
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3], p. 76)。即

8

程志立 等

可以治愈疾病，其实用性较强，于民生日需更近，籍以谋生者以为技艺相传而发扬光大。而医经家则“原
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
宜”([3], p. 76)，其理奥词艰，必得其人，非博识、通经、明道者所能授受。房中家乃“情性之极”，本
为节欲保精之道，反而流于淫乱、妄邪而遭唾弃、失传。神仙家则因“保性命之真”，荡意平心而“同
死生之域”([3], p. 77)，不悦生恶死追求长生而被诬为怪诞而流民间或附于道教。故今日医界，大雅不作，
医道罔传。《黄帝内经》谓治之道“极于一”([2], p. 186)，“圣人杂合以治”([2], p. 178)，即是说医道不
可偏废。但今人对经方家独垂青眼，实乃舍本逐末。好在古人已著书立言相传。
《医碥》有云：“文以载道，医虽小道，亦道也”。然医以治身，性命攸关，不可轻视。故张景岳
谓曰：“既称性命是关，医岂小道云哉？”故《景岳全书·医非小道论》指出，“医道，难矣。医道，
大矣。是诚神圣之首传，民命之先务矣。吾子其毋以草木相渺，必期进于精神相贯之区，玄冥相通之际，
照终始之后先，会结果之根蒂，斯于斯道也”。他认为其中的旨义十分深奥、广博，没有超乎常人和灵
觉圆明的智慧与修为，是不能领会其中微妙的道理和细微差别的。他还指出，医道要从正心、诚意、修
身等传统文化中去求索，“修身心于至诚，实儒家之自治；洗业障于持戒，诚释道之自医。身心人己，
理通于一，明于此者，必明于彼。善乎彼者，必善于斯。故曰：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必有真知，而
后有真医。医之为道，岂易言哉”？从张介宾的论述来看，医道要从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与修身实践中求
得真知，先做“真人”而后乃能成为真医。
古人认为“学医费人命”，即是说医之为学，艺兼九流，无有穷极，学医之苦，精医之难，非同一
般。故宋人张耒为庞安时所写墓志谓：“吾尝谓医之在天下，其资民生之用，盖与谷帛等，窃怪世之工
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来至今，以医名世者多矣，其为论说方术大备矣。又尝怪夫世之医者，皆忽而
不学，大抵从里闾俗师，其治病苟不杀人，众已指为良医矣，使孝子慈孙不能无恨于疾苦之际者，以此
也，可不悲哉”。孙思邈《大医精诚》也说：“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唯用心精微者，
始可与言于兹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故自汉代以来就有“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医
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和“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的为医古训。朱丹溪《格
致余论·序》认为，医道隐晦，《内》《难》等医书，“非吾儒不能读”。《医旨绪余》吴维魁序亦谓：
“《素》《灵》为医学之祖，厥旨精深，脱非高智，曷能洞彻玄窾而融奥妙”。明·烨元素·叙《医旨
绪余》谓，医之为道，陶铸天地，和顺阴阳，宣节气化，立言秘旨，洁净精微。学者“性非霁哲，养非
深邃，蕴积非以岁年，与夫受衷非慈祥长厚，则无能窥阃奥以观其妙，调瘥疠，回夭札，而登之康宁黄
发也”。《医旨绪余》程涓序亦云：“岂非穷理考故之难，切脉达药之要，主养生而重民命之道乎?自三
坟湮而九丘隐，方术行而经论乖，局制盛出，俚师竞习，于是愈剧而生死者比比然，恶乎祟哉，人实崇
之耳。论者至激，而云有病不治，恒得中医，岂其然乎”?
《灵枢·九针十二原》有云：“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
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4], p. 1299)这实际是医者父母心和慈悲为怀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的
体现，这也是医道精神的根本出发点。《医旨绪余》程涓序所谓“居常念医以起病者也，必精神与病者
通而后能用吾医”。这实际是医道传承的基本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济世利人情怀与“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是不能为医的。这恰恰就是医道文化的根本精神与基本内涵。

3. “张一帖”世医家族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为“张一帖”等世医家族的形成和新安医学的孕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一生
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痴绝”二字，可谓徽州人文与地理的最佳注解，而“无梦而至”更是徽州令
人神往妙境的巅峰体验。正因为徽州“山峭厉而水清辙，君子务为高行奇节”，所以历史上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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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释三家均有不朽建树。
如继程颢、程颐之后，引领儒学转折，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理学体系的南宋大儒朱晦庵自称“新
安朱熹”，影响后世数百年，至今犹有余香。而徽州学者亦视朱子为独得孔孟真传之圣人，对其顶礼膜
拜，因而徽州“理学阐明，道系相传，如世次可缀”“师友渊源，后先辉映，如霞蔚云蒸”，人才辈出，
著名新安理学家有休宁程若庸、吴锡畴、陈栎、倪士毅、赵汸、朱升，歙县唐仲实、曹泾、姚琏、郑玉，
婺源许月卿、胡方平、胡一桂、胡炳文、程复心，祁门汪克宽等，并形成以朱学为宗旨的新安理学，对
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而清代屯溪戴震主张“由声音文字求训，由
训诂以寻义理”而开考据训诂之新风，继黄生、江永、汪绂等人后引领朴学，涌现出程瑶田、胡匡衷、
金榜、汪龙、洪榜、凌廷堪、汪莱、江有诰、胡培翠、程恩泽、俞正燮、汪文台、汤球等一大批成就卓
越的徽州朴学家[6]，在中国经学史上开创徽派朴学和皖派经学。近现代更有“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
海空无人”的著名学者绩溪胡适，以提倡白话文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与
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先驱之一。
除了学优致仕的儒学盛行，道家学术同样在徽州有不凡的成就。据《弘治徽州府志》、《道光徽州
府志》和《新安志》载，徽州历史上的著名道家人物有后汉方储，晋代罗文佑，唐代许宣平、郑全福，
五代胡得胜、聂师道，宋代聂绍元、江处士、丘浚、郑姑、汪四、新安道人、舒道翁、孙元明、何仙姑、
金野仙、曹原宥、甘露仙、李玉琳、程惟象、张扩，元代赵定庵、胡月潭，明代邋遢仙、张楣、李赤肚，
清朝章天山等 27 位。其中五代歙人聂师道，北宋歙州郑姑，南宋婺源李玉琳，歙人新安道人等异迹颇著。
史载聂师道“有弟子五百余人”[7]，道教名山齐云山曾被乾隆题字“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山”。
可以想见，历史上徽州道家学术十分发达。近代更有怀宁陈撄宁引领道家学术，以强国保种为己任，创
立仙学派，学生遍及国内外。
佛学在徽州的传承传播更是突出。自从唐代金乔觉被尊为地藏菩萨应化，徽州九华山遂成为地藏菩
萨道场和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其后秉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行愿，以化渡众生、孝道第一所
成就的肉身菩萨在九华山有据可查的就达 14 尊，他们生前无一不修持严谨，或深山苦修，或入世行医或
现疯傻颠倒相，外现凡行，内存清净，应机说法，利乐众生，教化风行，广泽当地。如百岁宫无暇禅师
寿 124 岁，1623 年圆寂后，其形骸坐缸处屡放光霞，异香不散，三年启缸，颜面如生。后山双溪寺大兴
和尚(1894~1985 年)圆寂后坐缸，1989 年开视，颜面如生，筋骨显现，指甲犹存，喉节可见，如初跏跌
坐。地藏禅寺慈明和尚(1904~1990 年)圆寂后坐缸，1995 年开视，跏跌端坐，肉身未腐，毛发无损，须
眉可见，果呈瑞相，异香扑鼻。神光岭明净和尚(1928~1992 年)圆寂后坐缸，1999 年开视，其颜面如生，
身体完好无损，全身肌肤皆有弹性。通慧禅林仁义师太(1911~1995 年)圆寂后坐缸，1999 年开视，其肉
身不腐，黑白相间的头发长出寸余，牙齿完好，皮肤毛孔晴晰，装缸时穿的衣服紧贴身上，乳房消失，
下身长合无痕。松树庵宽德和尚(1942~1999)圆寂后坐缸，2002 年开视，只比生前瘦了许多。关圣殿普文
和尚(1933~2000 年)圆寂后坐缸，3 年后开视，毛发尚存，肌肤完整，是九华山第十四尊肉身菩萨。九华
山肉身菩萨现存的有唐代金地藏、明代无暇和尚、新中国(1979 年后)大兴和尚、慈明和尚、明净和尚、
仁义比丘尼、普文和尚肉身保存完好。其中大兴和尚、普文和尚、仁义比丘尼行医济世，助人为乐，广
结善缘。而清代隆山和尚、法龙和尚、常恩和尚，民国定慧和尚、华德和尚等肉身均在文化大革命时被
毁[8]。
此外，对易学的重视和研究也是新安学派的重要特征。新安学派治《易》不仅继承了朱熹“取经文
本义”的释《易》原则，而且发扬了“既不废取象学说又注重义理”的解《易》风格，聚焦于《周易》
“开物成务”之本旨。如南宋休宁程大昌与朱熹齐名，著有《易原》和《易老通言》。朱熹对其《易老
通言》推崇备至，赞谓“立言之旨奥博，非先儒思虑所及”。著名易学家有二胡父子等人，其中胡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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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易旨》，沈潜反复二十余年”，胡次焱“以《易》教授，从者常百许人”。而且易著颇丰，除
了朱子《周易正义》，还有陈栎《读易编》，汪深《易占例》，程时登《易学启蒙辑录》《太极图说》，
程直方《程氏启蒙翼传》《四圣一心》《观易堂随笔》，方回《读易释疑》《易中正考》程龙《三分易
图》，王埜翁《见易篇》《周易分注》，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周易启蒙翼传》，胡炳文《周易
本义通释》，吴澄《易纂言外翼》，朱升《周易旁注》，郑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汪克宽
《易程朱传义音考》，赵汸《周易文诠》《序卦图说》等等[9]。
由此可见，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萃聚的结果，它既是易儒道释一源三流汇通的典型代表，又是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和发展的主要地区。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地理环境孕育出无数优秀人物与人
文奇葩。徽学之外，徽州还有徽商、徽菜、徽派建筑，乃至徽州罗盘等地域文化或产品都较有影响。黄
山美景胜出五岳，西迪、宏村成为世界级文化遗产，黟县境内至今还保存着 3500 多幢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建筑。而新安医学正是徽州优美的自然环境，发达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药材资源，繁荣的经济贸易等历
史地理和经济文化滋养下发展起来的医学流派。
据不完全统计，从宋代至清末，新安医家有 900 多人，医籍有 800 多种。宋代张杲所著《医说》，
明代汪机所撰《石山医案》和江瓘所辑《名医类案》等著作成为传世名著。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影响
之大，堪称第一。新安医家由儒而习医者占 70%，而另 30%为家传世医，或者道医、僧医。新安有名世
医家族传承 3 代以上的共有 63 家[10]，仅歙县就有传承 25 代 800 余年的多个名医世家传承至今[11]，尤
其是定潭“张一帖”世医家族“世援家传，代不乏人”，素有“定潭向有车头寺，半夜叫门一帖传”的
说法。从宋代张扩、张杲世代相传至明代张守仁，传承谱系虽无典籍确切可考，但祖辈口耳递延相传，
其中阙疑自可释然。从明代张守仁之后，“张一帖”世医家族至今已有 15 代人法脉相传，而且历代均见
诸史载书传[10]，可见其医名已经大成，社会影响广泛而深受世人景仰。所以新安医学是我国中医药学术
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流派，而“张一帖”世医家族又是新安医学传承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家族。

4. “张一帖”世医家族传承的医道文化特征及内在动力
从“张一帖”世医家族四百五十多年、十五代人的传承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歙县“张一帖”传承的
特点十分显著。其中体现了“精”、“诚”、“仁”、“孝”、“和”等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并博
得世人的敬仰而广为流传[12]。如“张一帖”历代传人或者“少攻儒学，长而习医”，或者习儒业医，“奉
祖训而以医济世，良多德报”，或者以医为业，“兼修艺事，勤于笔耕”。其他各代传人虽未以儒名世，
但是皆从小立志向学，具有深厚的儒学文化底蕴，故都是以儒入医，亦医亦儒。
其次是历代都自强不息，勤奋力学，笃志医业而精于医道，医术上开拓创新，精益求精。其祖上张
扩就以脉法著称，有诗赞谓：“夜半常谈内外经，飘风骤雨迅雷霆”“放指测人无遁形，三尸九虫潜震
惊”。其孙张杲更以“儒医著称，活人无算”。其他各代或者“积验颇丰”“功效弥著”，或者“弃繁
取要”“由博返约”“有裨后世”，或者“精研药学”“亲赴深山”“参比己身，发奋习医”，或者“贯
通家法”“旁通而精”“反复求证”“倍增效验”。如第 1 代张守仁“穷究医理，博采良方，精勤不倦”。
第 2 代张凤诏“孜孜以求，寒暑不辍”，第 4 代张康荣“积劳成疾”。第 13 代张根桂“药书不厌千回读，
熟读心思理自知”。以孝行著称的第 14 代张舜华“不为家学所拘，医技弥精”“独树一帜”，因疗效卓
著而被称为“女张一帖”和“老舜”。尤其是第 14 代李济仁“少时勤苦，先攻儒学，后习医术”“精研
中医经典，对《内经》造诣颇深”([13], p. 92)，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至第 15 代传人则已是“一门七教
授，兄弟仨博士”，各自事业多与中医药相关联。
再次，“张一帖”轻财尚义，济世利人，可谓“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
对待患者能够不论贫贱均能悉心治疗，长年在门口大路边摆放茶水供人解渴饮用，并据时令变化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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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和预防时疫的药物置茶水中无偿供应。据有关史料记载，第 1 代张守仁“为人淳厚，善济贫寒，
经常给病人赠方送药，留饭馈金”。此后“张一帖”家族便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形成了大医济世利民
的伟大情怀。世人评价“张氏治病，不计报酬，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随叫随到，还常接济经济困
难的患者，为患者排忧解难，故而深受群众爱戴”([13], p. 166)。著名国学大师吴承仕曾联赞“张一帖”
“术著岐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
“张一帖”第 15 代传人张其成先生指出, 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徽州儒家精神文化、徽州宗法制
度文化、徽商经济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儒家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所以推己及人，博施济众，“仁
者爱人”、“克己复礼曰仁”、“君子体仁”、“学者须识仁”，“五常之德统于仁”，“仁义之理就
是天理”等儒家心法为新安医家所吸收。而行医也成为儒者实现“行仁义”这一崇高目标的最佳选择。
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成了新安医家的器识宏愿。这种儒
家的道统思想，也造就了“张一帖”一代又一代传人至诚志医。《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
者，人之道也”。《孟子·尽心》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由于徽州儒学的传播和“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等儒学心法的实践，深受儒学影响的“张一帖”世医家族，全面继承了祖上修身返诚的优
秀传统。故“张一帖”世医家族得以绵延传承，至今代传不衰。
此外，儒家孝道精神也是“张一帖”世医家族传承不衰的又一动力。儒家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
慢于人”。“孝子之孝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四库全书·儒门事亲》提要谓：
“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原序云：“医家
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烨元素·叙《医旨绪
余》谓，“人而不精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颠连，将何以济”？所以古云：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儒者若要“使天下父母之子若女，不至短折而死于庸妄之手”，就要通达医、易、
命等三理，否则，“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一帖”世医家族由于儒家文化的传承，所以深明大义，崇德广
业，奉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君子周急不济富”的儒学教诲。故能舍利喻义、行乎仁义，“日承仁训，遂体求仁之旨，
以精活人之术”，从而得有 450 年的传承，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私，故能成其私”。亦如孔子所言：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张一帖”世医家族所昭示的正是这种“后其
身而身先”的天道无私与希冀天下归仁的济世情怀。
“张一帖”世医家族所传承的始终以仁德传家，践行以“仁”为本的“大学”精神，以“诚”为先
的“大医”理念，以“精”为上的“大业”思想，以“和”为贵的“大化”之道，以“孝”为纲的“大
慈”情怀，以及儒家博施济众，希圣希贤，兼善天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等事功思想。这正是“张
一帖”世医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新安医学兴盛发达的内在精神力量与主要动力[11]。

5. 结论：医道文化的传承是中医药传承的根本
中医药的传承不仅仅是一种医术传承，更重要的是一种医道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就是对儒道释等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淡泊名利，积功累德以及仁义礼智信的实践，因为在某种程度
上讲，业医意味着奉献而不是索取，当今的医学伦理并没有涉及对业医者的品质考察，而是仅仅作为一
种职业教育来对待。而中医则是作为一种希圣希贤的事业来处理，所以中医传授需要合乎医道要求，非
其人不传。中医医道对于传承者的品德要求非常高，张仲景《伤寒论序》和孙思邈《大医精诚》都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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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所要具备的品德和基本素质作了论述，如扁鹊就被考察多年方得真传。《黄帝内经》和其它医典中，
有许多地方一再叮嘱“非其人勿传，非其人勿授”。实际就是因为医者操人性命之权，若怀荣利之心而
无敬业之念，便不能孜孜以求，医技精良，轻者误诊误断草菅人命，重者滥施贵药图财害命。
另一方面，中医的“非其人”除了人的本质品行的优劣外，还要考察其特性与适宜性，如《灵枢·官
能》篇谓：“明目者可以见色，聪耳者可以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
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
轻人者，可使吐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人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人，方乃可行，其名乃彰。
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4], pp. 1990-1991)。即医术的传授
要因材施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医，适合学医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习所有的技术方法，而应当
各有所重，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来选择传授学习的内容。
在现代西方主流文化背景下，医药产业化，效仿西方商业经营模式而缺少西方福利保险，使得本是
治病救人的高尚事业，反而成了垄断致富的生财之道。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人大多对此不屑，认为中
医故弄玄虚，并以此攻击中医难以标准化和不可复制，只知与国际接轨，而不知传统的医道文化乃是本
自慈悲之心济世利人的首善之举。“张一帖”世医家族得以传承数百年，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一种医术
的祖辈相传，更重要的是一种医道文化与精诚仁孝的和道精神传承和践行。所以，中医药的传承发展首
先要有医道的传承，其次才是医术的学习。如果没有医道的传承，那么医学技术就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可以利人亦可以害人。在诚信缺失、唯利是图的当下恐怕为害更甚、为祸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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