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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相應 ISLT 中醫顧問－金 艷

整體觀是中醫學理論的精髓，它塑造了中醫學的思維模式，使中醫學有著生命與自
然融為一體的獨特生命觀。中醫學的健康目標模式是“正氣存內，邪不可幹＂的自我穩
定的平衡狀態，是「陰陽自和」內外和諧的生態共演。這一切使得中醫學大大有別於現
代西方醫學，也因此被很多人誤解和非議。然而，這正是中醫學的科學之處。
中醫學認為，人生於天地之間，一切生命活動都與大自然息息相關，必須隨時隨地
與其保持和諧一致，這就是「天人相應」的思想。一年之中，隨著春溫、夏熱、秋涼、
冬寒的氣候變化，自然隨時伴隨著生、長、化、收、藏的物候變化(即動植物跟氣候的變
化)，人體的臟腑功能、氣血運行、精神活動等亦隨之作出適應性調節，所以生活起居也
要順從四季的變化，才能保持體內外陰陽的相對平衡協調。如《素問·四氣調神大論》所
說：
「陰陽四時者，萬物之始終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不起，是為
得道。」
春為四時之首。從立春之日起，歷經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六個節氣。春
季萬物復蘇，自然界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然而，春季陽氣始生，氣候乍寒乍暖變化較
大，加之經過一冬陽氣的閉藏，人們體內多有積熱，春分過後，由於氣候漸暖，人體的
肌表腠理開始變得疏鬆，也容易感受外邪，所以春天是一個疾病多發的季節。
“春夏養陽＂ 是《素問·四氣調神大論》中提出的養生原則，春天萬木吐翠，春花
爛漫，是採納自然之氣養陽的好時機，而運動則是養陽的好方法，最經濟而易行的是步
行，放風箏也是一個好的選擇，還有舒緩肝氣的作用。初春時飲食上可適當多吃些能升
發陽氣的食物，如韭菜，芫荽等。可以使閉藏體內一冬的陽氣宣發到體表，使人體內外
及人體與自然的陰陽保持平衡協調，適應春季的物候變化，還可以清除體內的積熱。而
酸味具有收斂之性，不利於陽氣的升發和肝氣的疏泄，所以春季要少吃酸味的食品。另
外大棗、山藥、小麥等甘味食品，即能溫養陽氣，又能健脾預防由於春季肝旺對脾造成
的克伐，可做成大棗粥、山藥粥經常食用。
由於風為春天的主令，為六淫之首，善行而多變，常與其他邪氣兼雜為患。對於腠
理疏鬆易感受風邪的人，若想預防春季感冒可以服用北芪防風粥，或用北芪與防風煲糖
水飲用，每種用二至三錢，若氣溫偏高時可用太子參與桑葉煲糖水，每種用三錢。
以上養生方法都是針對體質平和的健康人。對於體質偏頗的人則要做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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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陰虛肝火旺的人因為肝通於春氣，春季則易肝陽上亢，血壓升高，要滋水涵木以養肝，
則宜服用天冬、麥冬、女貞子、旱連草、百合、白芍、決明子等清涼滋潤的藥物。
春夏兩季由於自然界的陽氣逐漸旺盛，春分過後則會晝長於夜，《素問·四氣調神大
論》中認為相對於冬天的夜長晝短早睡晚起的起居規律，這兩季人們都應該早些起，以
順應自然界陽氣生長旺盛的狀況，當然也要保証充足的睡眠。現在正值暮春初夏之交，
正是陽氣逐漸旺盛的時刻，人體的活動也應該逐漸活躍起來。但是不少人卻會常感到困
乏無力、昏沉欲睡，早晨醒來也較遲，民間稱之為“春困”，這是由於人體內的陽氣未能
正常的生發，可以通過增多戶外活動，加強鍛煉來進行調整。如果還不能改善，可以服
用補中益氣丸來進行治療。若是每日起床後舌頭上都有較厚的白苔，說明體內有濕，阻
礙陽氣的生發，可以煲茯苓苡米粥來驅除體內的濕邪。春夏之交人體容易出現的另一種
病理狀態就是因為心肝火旺而情緒急躁，睡眠出現障礙，可以選用桑葉、菊花和淡竹葉
來泡水代茶飲，每種用兩錢就可以。
春夏之交雖然氣溫逐漸升高，但陽氣並未真的達到旺盛，所以切忌貪涼而吃冷飲、喝冰
水與過多吃生冷的水果，以免陽氣受損。一旦損傷陽氣，到秋冬季節則會出現咳嗽、腹
瀉等一系列的病症。這也是古人強調 “春夏養陽＂的意義。

醫生還是醫病？
中國著名中醫陸廣莘在國內電視公開演講，提出一個很重要的理念：
「天地之大德曰
生」，就是說天地演化出生命（或神創造了生命），因此醫生的對象是生，是如何「贊天
地之化育」，即如何去協助天地（神）去培育生命。
陸醫生又提出「萬物併育而不相害」的道理，他認為人可以活，細菌病毒都可以活。
他說：
「細菌病毒比你來到地球上還要早，幾十億年前就來了，你才幾百萬年，你現在把
它趕走，不狂妄嗎？殺得完嗎？你身體裡的細菌數，是你的細胞數的十倍，細胞數如果
是十的十三次方，細菌數是十的十四次方，你殺得完嗎？你不是狂妄嗎？你越殺，生態
破壞，微生態破壞，上邊的細菌走了，下邊的細菌來勁了。說得再透徹一點，這個人啊，
實際上是細菌，病毒的寄生體，如此而已。你的百年，你牛氣甚麼？你才二、三百萬年
的歷史，所以如果這樣，我們有這樣的氣度，那麼我們就跟「萬物併育而不相害」
，與萬
物沉浮生長在這個環境，你活我也活。」
陸醫生又說：
「人類健康長壽的影響因素中，現代醫療佔多少？只有 8%。」即是說
人類的健康長壽靠現代醫療（西醫）是非常細小的，這與本會提倡練功、食療及藥療（中
醫、道醫）不謀而合。
另外，陸醫生提出：
「世界衛生組織 WHO 說，全球死亡的三分之一主要來源於藥物
的不合理的使用。藥物禍害，藥物禍害帶來個甚麼問題呢？藥物大量淘汰、更新，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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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藥，新的藥出來沒有三年五年又完了，從磺胺到青霉素，一直到萬古霉素，壽命很
短，就是它的壽命很短，淘汰率很高，因而研究費用也很高，從而不斷地提高了醫療費
用。醫療費用不斷上升的結果，又帶來了對社會服務的分配不公：有錢人能治病，窮人
就是因病致貧。」
今天過分依賴藥物去維持不生病已是社會趨勢，此趨勢帶來兩大問題：
1.

現代人真的更健康嗎？

2.

現代醫療費用的急劇上升引發的分配不公問題。
陸醫生總結西醫與中醫之別，他說：
「西醫是努力找病，除惡務盡；中醫的傳統是『努

力發掘，加以提高』
。」他認為西醫是「醫病」
，而中醫是「醫生」
。中醫強調體內環境的
穩定，用以抵抗疾病，勝於去治病，中醫幫助生命維持「穩態」
（Homeostasis）
，這是禦
毒的最佳辦法，所謂「邪不能勝正」
。現代醫療制度及醫學教育如何將「疾病醫學」轉化
為「健康醫學」呢？
陸廣莘教授 1926 年生於浙江，是當代著名中醫，中國中醫科學院資深研究員，曾任中央
保健局高級顧問。他十八歲拜師學醫，早年師從陸淵雷、章次公、徐衡之等中醫大家。
五十年代又考入北京醫科大學，系統學習西醫理論。在之後半個多世紀的臨床工作和理
論研究中，陸廣莘教授以其精湛的醫術和獨特的醫學理念在中國中醫界享有盛譽，被公
認為中國中醫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世界著名道家內丹養生高師邊冶中養生成果與經驗
邊冶中門內弟子：蘇華仁
當代世界著名的中國道家養生長壽內丹術動功傳人邊冶中道長，平生因修練了中國
道家養生長壽內丹之道，創造了三大生命科學奇蹟：
1.

練好內丹、能勝頑疾(能勝自己身患的遺傳先天性心臟病。)

2.

抗戰救國、從未受傷。

3.

傳功救人、名揚四海。
我三生有幸：於 1986 年被邊冶中道長收為門內弟子，邊冶中道長傳我以中國道家內

丹養生長壽之道動功。使我身心獲益非淺，此後，我與邊冶中道長相處多年，深知邊冶
中道長養生經驗主要有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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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超凡、學道華山。

2.

尊師重道、學得秘功。

3.

愛國愛教、急公好義。

4.

為眾健康、傳功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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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詳情如下：
一、志在超凡、學道華山
邊冶中道長出生於 20 世紀初葉，仙逝於 20 世紀 90 年代，眾所周知，這一歷史時期，正
是中華民族處於最艱難的歷史時期，這一歷史時期，先後發生了無數次戰爭：軍閥混戰、
北伐戰爭、抗日戰爭……
廣大人民大眾，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生活在這一歷史時期的邊冶中道長，很小
立定大志，要做一個救國救民，於世有用之才，於是他在讀了十幾年書之後，特別是他
讀了歷史書後，懂得了「華山道功甲天下」的道理，為了實現自己做一個於世有用之才
的理想，他毅然決然去拜中國道家華山派十八代掌門馮禮亮道長為師，學習享譽天下的
華山道功。
二、尊師重道、學得秘功
邊冶中道長向馮禮亮道長拜師之後，他深深懂得：這是一次天賜良緣。因此，他對馮禮
亮道長十分尊重：一是表現在對馮禮亮道長師傳的內丹養生之道，刻苦習練，一絲不苟，
因為，邊冶中道長深知，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道，是由中華民族神聖祖先黃帝、老子，
依據天地人大自然變化規律科學創立，其養生長壽，益智回春，天人合一，真實而神奇
效果舉世公認。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道，早已發展成為一項利於全人類身心健康的偉大
事業。因此，修練好道家內丹養生之道，既利於自己身心健康，同時又可以日後將中國
道家內丹養生之道，傳給天下有緣善士，使全人類身心健康。
當時，邊冶中道長一邊將馮禮亮道長傳授其秘功，認真修練，同時認認真真，反反覆覆，
細細緻緻拜讀了道家經典《老子道德經》、《黃帝陰符經》等經典。另一方面，邊冶中道
長對馮禮亮道長特別尊重，對馮禮亮道長生活起居特別關心和照顧，體貼入微。因為邊
冶中道長是站在歷史高度看待師父傳大道之恩。
基於上述，馮禮亮道長看到邊冶中道長識見高遠，又如此尊師重道，便認定他是可造之
才，於是，將他平生繼承的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道，全法全訣全部秘傳給了邊冶中道長，
并且特別允許他向馮禮亮道長的師父：中國道家華山派內丹養生之道十七代掌門道長蔡
文仙、辛義鶴道長學習秘功，於是乎，邊冶中道長在兩代前輩道長的悉心教導下，刻苦
修練道家內丹養生之道之後，成為了一位名符其實，功德高超者。同時邊冶中道長還向
馮禮亮、蔡文仙、辛義鶴三位道長學習到了中國道家華山派秘傳武術。
需要補充說明的是，邊冶中道長通過認真修練中國道家養生長壽內丹之道，還治癒了自
己家族遺傳的先天性心臟病。
三、愛國愛教、急公好義
抗日戰爭爆發後，邊冶中道長目睹了國破家亡，民不聊生，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道教被
外來敵人侵害的事實，他急公好義，放棄了自己清靜的修道生活，奮不顧身地投身到抗
日戰爭激流之中，其間，邊冶中憑藉自己一身本領，在抗日戰爭中屢立戰功。需要特別
世界傳統養生文化學會

4

說明的是，由於邊冶中道長修練道家內丹養生之道功夫高超，故此，他在漫長的八年抗
日戰爭，身經大、小戰爭無數次，竟未受過一次傷，這確實是一大奇蹟。於是足見邊冶
中道長是非凡之人，令人敬佩。
四、為眾健康、傳功著書
邊冶中道長為了弘揚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道：造福大眾身心健康。他從 1976 年開始，將
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道傳給天下有緣的善良人，這其中，有世界著名生物遺傳科學家牛
滿江、政治家陳云的夫人于若木、法國作家韓素音、拳王阿里。
影響最深遠的是世界著名大科學家牛滿江教授博士，教授因為身患種種疑難雜症，特意
慕名從美國趕來北京向邊治中道長學習道家內丹養生之道，經過持久及耐心的修練，牛
滿江博士身心便奇蹟般地開始回春。此後，牛滿江博士又認真修練四年，四年之後，牛
滿江博士身心日益回春，於是，牛滿江博士以大科學家十分嚴謹態度，在《香港明報》
於 1982 年 4 月 10 日，發表文章、的確以道家內丹養生之道是「生命科學」
，是「細胞長
壽術」，是「返老還童術」。同時，牛滿江博士以大科學家大慈大悲心懷，向全人類推荐
該功夫道：「我練這種功法受益非淺，真誠地希望此術在世界開花，使全人類受益。」
另外，牛滿江博士拿出資金，讓邊冶中道長一邊向海內外傳授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
道，一邊將內丹養生之道整理出書，同時，為了進一步推廣內丹養生之道，牛滿江博士
與邊冶中道長一塊成立了「中國古代養生長壽術研究學會」
，學會由邊冶中道長擔任會長，
牛滿江擔任名譽會長。我很榮幸，被邊冶中道長任命為副秘書長兼中國河南分會會長。
邊冶中道長為了實現中國道家和他本人「讓天下人健康長壽」的宏願，他除了在中
國北京向全世界辦班傳功之外，還特意應邀到日本、新加坡傳功。
需要補充的是，世界著名科學家牛滿江博士如今已 80 多歲，依然身心強健，像一個
朝氣蓬勃的年輕人一樣，工作在生物遺傳，這一生命科學領域的重要崗位上，於此，是
可証明，只要認真堅持習練好中國道家內丹養生之道就可以養生長壽，益智回春，為人
類進步事業，做出貢獻。

音樂療法

學員唐玉棟

音樂有甚麼用?
音樂不但可以陶冶性情，音樂還可以治病，是既沒有副作用而又不苦口的良藥，古
今中外觀點一致。
音樂療法在中國，早已有數千年的實踐經驗，《黃帝內經》中就有記載：「樂，
藥也。」西漢司馬遷《史記‧樂書》說，音樂可「動蕩血脈、通流精神而和正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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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經典《樂記》中也有相關的記載：
「樂至而無怨，樂行而倫清，耳目聰明，血
氣平和，天下皆寧。」
在古埃及，就有「音樂爲人類靈魂妙藥」的說法。羅馬、希臘的一些歷史名著中也
曾經有過音樂治療的記述。
現在，在福建省第二人民醫院推出的令人耳目一新的「靜態音樂治療」法，並設有
「音樂治療門診室」
，為人們醫病，人們到醫院去不是為了打針取藥，而是為了聽音樂 !
醫院變成了「娛樂場所」 !
在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也用音樂療法。
音樂療法在美國，能醫治一些難醫的疾病，令人嘆為觀止，而那位醫療大師就是中
國人。
音樂不但能醫病，音樂還可以使農作物增產量，使牛增加產乳量，
「對牛彈琴」不是
沒有用了。
在古代除非你會彈奏一種樂器，否則不太容易聽到音樂，更何況大合奏 ? 現代人有
福了，一隻光碟包含了好多曲子，隨時隨地聽到。
下面列出音樂醫病的樂方，隨手拈來掛一漏萬，僅供大家參考。

養生保健音樂
治療疾病／解困

治病樂方

1 情志憂鬱

| 《流水》

2 心理調適

| 《百鳥巢鳳》

3 消愁解悶

| 《黃鶯吟》

4 神經衰弱

|

貝多芬《第六交響樂》

5 高血壓病

|

梁丘明《幽蘭》
《平沙落雁》《春江花月夜》《姑蘇行》

6 舒心暢懷

| 《江南好》《春風得意》《啊，莫愁》《藍色的多瑙河》《意大利協奏
|

7 鎮定作用

曲》《小開門》

| 《塞上曲》《春江花月夜》《平沙落雁》《仙女牧羊》《小桃紅》
| 《姑蘇行》

8 失眠

| 《二泉映月》
《平湖秋月》《良宵》《燭影搖紅》《軍港之夜》
| 《出水蓮》《春思》《綠島小夜曲》《仲夏夜之夢》《催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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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札特李斯特）
《匈牙利狂想曲》《卡門小組曲》《搖籃曲》、
|
9 除煩解鬱

| 《喜洋洋》《春天來了》《悲痛圓舞曲》（西貝柳斯）《b 小調第十四
|

10 消除疲勞

巴哈的《哥爾登堡變奏曲》
交響曲》
（莫札特）《大開門》《點花天》《開柜箱》

| 《假日沙灘》
《錦上花》
《金水河》
《矯健的步伐》
《水上音樂》
（海頓）
| 《大海》
（德彪西）

11 增進食欲

| 《花好月圓》
《歡樂舞曲》
《快樂的囉嗦》
《嬉遊曲》
（莫札特）
《餐桌
|

音樂》（泰勒曼）
《畫眉序》《壽宴開》

12 便秘

|

莫札特《小步舞曲》肖邦《馬祖卡舞曲》

13 頭痛

|

格什文《一個美國人在巴黎》貝多芬《A 大調抒情小樂曲》

14 意病

|

貝多芬《田園交響曲》門德爾松《仲夏夜之夢》

15 神經衰弱

|

比才《卡門小組曲》
、李斯特《匈牙利狂想曲》《喜洋洋》

16 振奮精神

| 《豐收鑼鼓》
《金蛇狂舞曲》《狂歡》《步步高》《娛樂生平》

17 老年養生

| 《梁山伯與祝英台》
《藍色多瑙河》
《維也納森林的故事》舒伯特《小
|

夜曲》莫札特《D 大調哈夫納小夜曲》布拉姆斯的|《小夜曲》柴

|

可夫斯基《絃樂小夜曲》

內丹如何幫了我
在四月九日內丹新舊學員的聚會有如下的內丹實效分享:
1.

膝蓋以前痛，膝蓋退化，以前每每坐下或蹲著，起身時也必須忍著痛，然後找東西
支撐著才可以起來。練內丹功後不用支撐也可以起來。(ISLT 提示：練內丹功對膝
蓋好，很多學員都分享過，「樹老先老根，人老先老腿。」，膝蓋退化要坐輪椅，動
力降低了，人便開始衰老，所以一定要維持膝蓋健康。要用飲食配合，如食用亞麻
子油、魚油丸等，這些油對軟骨十分重要。加拿大有一款名叫「奧米加 3-6-9」，是
十分好的，如果有親友在加拿大可以代買，亦可以介紹有膝蓋問題的朋友。)

2.

夜晚去廁所少咗。

3.

以前有晚上去廁所的習慣，練內丹功後沒有去廁所，睡得好咗，精神咗。

4.

口水方面，一段時間沒練內丹功以後，口水沒了，再練，口水也有了，再過幾天，
愈練愈多，練多了，坐著也有口水。

5.

朝早練，個人冇乜嘢想，可以好放鬆咁練，效果好 D，口水多 D。當你可以全身放
鬆去練，練完之後個人會精神 D。我試過練功時想著工作的事，咁就「大鑊」
，練完
好似冇練咁，所以個人一定要放鬆，精神一定要放好鬆，咁先至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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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覺得練內丹功可以拉到一定的經絡。我三月學的，當我第一日上課時，老師是一
式跟一式的教，我學不了多少式時，我的頭開始痛，痛了一晚，夜晚黑慢慢開始鬆
番，知道是正在拉鬆我的經絡，通完之後 D 位鬆咗，咁就無事。練練吓會覺得有 D
位會鬆咗，如果你是一向沒事的練，也是保健，其實 keep 住練，某一 D 經絡是會
鬆的。

7.

我最大的得益：因為我有「主婦手」的問題，我練內丹功 2 星期之後，我的手好了
九成，主婦手是不停脫皮，甚至損、流血，朋友介紹好多藥膏，塗咗都唔 work。咁
冇辦法啦，如果睇 specialist 佢哋要我食類固醇，咁我就唔想食，我練咗內丹功之後
最大的得益是我的主婦手好咗九成，我有睇中醫，中醫話主婦手其實是有諸內形諸
外，可能你缺乏某一樣嘢，你個腎功能唔好，你 D 皮膚先至係咁，我洗頭要戴手套，
洗碗什麼都要戴手套，但濕親水都唔會好。但這兩個星期起碼我的左手冇再脫皮，
同埋覺得好咗。咁我就 keep 住一日練 2 次，有時就可以練到 3 次。(ISLT 提示：如
果想得到效果就要留心啦！)我一起身，第一樣嘢乜都唔做就練功，然後才梳洗，跟
住放工返嚟就即刻練功，如果可以的話，我睡前也會再練一次。(ISLT 提示：做任
何事都要投資，你投資的便是時間。)

8.

我慢慢的練功覺得是一種享受，可以放鬆，腸胃好咗，去洗手間好咗，有一樣我本
身沒留意，但聽到分享後就醒起，以前晚上要起身去洗手間，現在就不用了。

9.

我在好早之前學內丹功的，但懶，沒練功。練功之後個人精神咗，同埋工作緊張，
經常打字，肩膀肌肉好硬，練內丹功以後肩膀鬆了，還有練內丹功可以幫助減壓，
個人會冇咁大壓力，雖然工作緊張，但個人感覺上都輕鬆 D，冇以前咁緊張。我早
兩年生 BB，我問過可否繼續練功，是可以的我便繼續練，但就冇練抖功，其他我
都有練，練到我生 BB 嗰日，到我生 BB 嗰日我對腳都係冇腫，又冇乜腰骨痛，可
能同練內丹功有關係，D 人話生完後會腰骨痛，但我無，朋友都話我大肚得嚟好精
神。雖然工作壓力好大，日頭一早起身要返工，放工有時都要 8、9 點先返到家，成
11 點先有得瞓，我冇得瞓晏覺，冇得休息，但我捱到生，是內丹功幫到我。我去年
學二步功，今年學埋三步功，二步功我覺得不是掌握得太好，同埋始終工作忙，屋
企又多嘢做，所以練功只練得一次，我學埋三步功，希望可以多 D 時間練多 D。(ISLT
提示：多點出席健康營，內丹功法也會練得好些。)

10. 我發覺練功時個人要好靜，有日好凍，當我練到二步時，個人好暖。如果好靜咁練
功，出嚟個效果是很不同的。思維好靜，做出嚟個效果更加好。

ISLT
如有興趣繼續收到養生會訊，歡迎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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