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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相使贵贱”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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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使贵贱”一词来源于 《素问·灵兰秘典论》，言：“黄
帝问曰：愿闻十二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

者外体”［５］。 《说文解字》 释心时云：“人心，土脏，在身之
中” ［６］。 《礼记·月令》 《吕氏春秋·十二纪》 皆称中央土，

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

“祭先心”。孔颖达疏：“中央主心。”并以心脏解剖位置居中

官也，治节出焉……” 。所谓“相使贵贱”， 《类经·藏象

作释。出于心位居中央的认识，因而将其列为五脏之先，并喻

［１］

类》 解释为：“相使者，辅相臣使之谓。贵贱者，君臣上下之

为君主而在诸官之上。许翰注杨雄 《太玄经·玄数》 说：“肺

分”［２］。“相使贵贱”指从整体看，脏腑之间是相互佐使、相

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

互为用的关系，无明显贵贱差别，但在特定条件下，脏腑之间

之”［７］。也是强调因心居中，而有君德之象。

有贵贱之别，犹如方剂有多种药物组成，经协同组合发挥疗

1.2

效，但针对不同病证，其药味有不同的君臣佐使之制。相使和

虚灵者，宁静荡淡而智慧之意。明代李梴 《医学入门·脏腑条

贵贱不可分割，贵贱是在相使基础上的进一步认识。

分》 记载：“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

虚灵不昧

虚灵， 《辞海》 云：虚者，空；灵者，聪明。

《素问·灵兰秘典论》 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

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

焉” ［１］。 《类经·藏象类》 解释：“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

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不着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

而含造化，具一理以应万几，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

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８］清代程杏轩 《医述》 曰：

能，莫不由之，故曰神明出焉。” ［２］用当时社会官制来形容五

“凡人之心，上有肺之华盖遮覆，下有包络橐护围，状如圆镜，

脏的地位，心为“君主”，肺为“相傅”，肝为“将军”，脾为

明如止水，乃虚灵不昧者也”［９］。

“仓廪”，肾为“作强”，突出了心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学认

心为君主之官的至尊地位主要是心主血和心藏神功能决定

为，心在人体中处于主导地位，主身之血脉，调节人体的生理

的，但主血和藏神功能比较，藏神功能更为重要。血与神比，

活动，为思维意识的中心。心的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影响所有

血属阴主静，神属阳主动，“元神主宰一切”“元神主宰一

脏腑的活动，所谓“心为君主之官”“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

身”
，故藏神决定心为人体生命活动之主宰者。“主明则下安，

也”“心为一身之主”
，均体现了心在五脏中至尊的地位。

以此养生则寿，殆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君主明则十二

１ 心者，君主之官

官各得其司，脏腑机能协调有序，气血津液生化如常，四肢百

明代李中梓在 《内经知要·藏象》 中认为“心者一身之主，

骸活动自如，各尽其职，共同完成整体生命活动，在外表现为

故为君主之官” ［３］，清代郑钦安在 《医理真传·离卦》 中这样

蓬勃生命力。藏神功能异常，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皆因无所主

强调心的地位，“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为手足三阴

而亦出现异常，心之行血，肺之呼吸，脾之运化，肝之疏泄，

三阳十二官之尊，万神之宰，人身之主 ”。历代医家都认可

肾之封藏，胆之贮存与排泄胆汁，胃之受纳，小肠之化物，大

心为君主地位。君主，是古代国家元首的称谓，有统帅、高于

肠之传导，三焦之通利，膀胱之贮尿与排尿，以及四肢之屈

一切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把心比喻为君主，肯

伸，躯干之俯仰，目之视物，耳之闻声，鼻之嗅味，口之摄

定了心在脏腑中的重要地位。

食，舌之运动，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故“主不明则十二

［４］

1.1

君居中央

心脏位居人体五脏之正中，是“君主”的位

置，如 《文选·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 言：“君居中心，臣

官危”。
1.3

心不受邪

《灵枢·邪客》 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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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

应 ” ［２］。心主神，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由心所主，包括了

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

魂、魄、意、志的功能。

络” ［１０］。清代程国彭 《医学心悟·卷一》 曰：“盖心不受邪，

2.3

受邪则殆，此败症也” 。清代赵晴初 《存存斋医话稿·卷二》

精也；目者，其窍也”［１］。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曰：“心者

言：“心不受邪，受邪即死”［１２］。心居尊处优，位于坚固而不

五脏之专精，故水精与心精，共凑于目而为泣” ［１５］。 《素问·

可侵犯的层层保卫之中，六淫之邪难以侵袭，诸邪之感受于心

宣明五气论》 云：“夫心主脉，为五脏之专精，而目为之窍，

眷，实心包之受邪也，非心也，体现了心特殊而尊贵的地位。

然脉为血之府，而久视伤血，则伤脉矣。血脉本为同类，此诸

心包、肺都对心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脉皆属于目也” ［１］。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１１］

1.4

不假支别

清代赵术堂 《医学指归·心经》 载：“手少阴

《素问·解精微论》 说：“夫心者，五脏之专

专五脏精

心又是五脏六腑之大主，故心与目的关系：心生化血，血养目

经受足太阴脾之交，起于心，循任脉之外……至少府，循小指

珠；心气司动，气调目明；心合血脉，脉通目利；心舍神明，

端之少冲而终，以交于手太阳小肠。盖心为君主之官，尊于他

神爽目清；心属火脏，火发神光。故五脏之专精通过心化生为

脏，故其交经授受，不假支别云”［１３］。手少阴心经因是君主之

血，养精濡目，目清神明。

经，和手太阳小肠经交接时是正经直接交接，而不是通过别络

2.4

与小肠经交接，有别于其他经脉的交接。比如手太阴肺经“支

包的宫城防护，犹如帝王在一国之中，神圣不可侵犯，统领天

者，如木之枝也。正经之外，复有旁分之络。此本经别络，从

下四方。张介宾 《类经·藏象类》 曰：“心为一身之君主……

腕后直出次指之端，交商阳穴，而接手阳明经也”。手厥阴心

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２］。心在五脏中

统领五脏

由于五脏中的心位居五脏中央，有膻中和心

包经“支者自劳宫别行无名指端，而接乎手少阳经也”，其他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五脏的统领和中心。其他脏腑的生理活

经都是本经别络与下一经交接，只有手少阴心经“尊于他脏”
，

动，必须以心的正常生理功能为基础。心与肺之间，肺主气、

不用别络而是正经直接交接，也体现了心经的特殊之处。

心主血，血为气之母，气的运行必需以血作为其载体；心与脾

２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之间，脾的生血和统血功能也依赖于心主血脉功能的正常运

2.1

通五脏气

心主血脉，心的经络又与五脏相连，“舌为

作；心与肝之间，肝藏血，主疏泄，能调畅气机，调节人体的

心之苗”，观舌切脉均可知五脏，故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情志活动，心气行血正常，肝才能有所藏，神藏于心，肝方可

《灵枢·经脉》 曰：“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

调节情志活动；心与肾之间，心在上，属火，肾在下，属水，

《内经知要·经络》 对“心系”的解释：“心当五椎之下，其系

心火必须下温肾水，使肾水不寒，肾水必须上济心火，使心火

有五，上系连肺，肺下系心，心下三系连脾、肝、肾，故心通

不炎，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可见，称心为“五脏六腑之大

五脏而为之主也”［３］。

主”并不为过。

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心

３ 心为一身之主
明代朱橚 《普济方·方脉总论·五脏像位》 言：“心名丹

主血脉，通过经络将心之气血送达全身，手少阴心经与五脏相
通，更加强化了五脏的供血渠道，使肺脾肝肾得到充分滋养，

元，字守灵，号帝王之尊，为一身之主，于五行为火，故其体

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尚明华等［１４］从经络学说角度，阐述心

状圆赤”［１６］。心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心除了藏神、主血外，还

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的经络基础，认为经脉是心与其它脏腑沟通

主一身阳气。

的纽带，手少阴心经与许多脏腑相连，许多脏腑经脉也与心相

3.1

连；经别是心与脾胃、肝胆、肾膀胱间联系的桥梁，通过经别

之脏。然胸中除心之外，还有肺，而心与肺又有阴阳之分。肺

的离、入、出、合作用，使得心与脾胃、肝胆、肾膀胱间相互

体清虚，犹如天空，而心居肺间，则象天中之日。 《医学实在

沟通，相互联系；“心系”乃心与脏腑间联系的系带；心藏

易》 言：“盖人与天地相合，天有日，人亦有日，君父之阳，

神、心主脉、脉含神，心通过神气对经络的调节，进而调节脏

日也”［１７］。故心属阳而肺属阴。心既属阳，又居阳位，故被称

腑功能活动。心通过经脉、经别、心系与其他脏腑相沟通，并
通过经络及神气来调节脏腑的功能活动，从而成为“五脏六腑
之大主”。

阳中之阳

心位居胸中，而胸中属阳，故心为居于阳位

为“阳中之阳”，或阳中之太阳。 《素问·六节藏象论》 云：
“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 ［１］。心为阳中之太阳说
明它有主持阳气的作用。

《素问·宣明五气论》 曰：“心藏神，肺藏

心为火脏，能温养一身上下，是维持人体正常体温，保持

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１］。人的精神意识活动，虽五

机体旺盛活力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人体生命活动在肝表现为启

脏各有所属，但主要还是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神生于

发，如日之初生，在心则表现得更为热烈，如日中天，凡脾胃

五脏，舍于五脏，主导于心。故 《类经·疾病类》 曰：“心为

的腐熟、运化，肾阳之温煦、蒸腾、气化，都离不开心阳的温

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赅意志 。故忧动于心则

煦和推动。 《血证论·脏腑病机论》 言：“心为火脏，烛照万

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

物”［１８］。虽然肾阳是一身阴阳的根本，但肾阳精粹，质纯而量

2.2

藏五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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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又深藏于下，并不能直接温养五脏六腑，必待肾阳上行于

本文并未从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角度论述心“贵”而是选

心，心得此阳则化蓬勃之君火，乃能发布天下，而温养一身。

择了“心为君主之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为一身之

心藏神，神为纯阳之物，必赖阳气化育之。唯有心阳隆

主”角度论述，重在论“贵贱”，而非功能。

盛，阳气升华，方能化生神明。 《素问·生气通天论》 曰：
“阳气者，精则养神” ［１］。所以，生命存在的象征在于神，而
化育、支持神的是阳气。心为阳中之太阳，故神明出于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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