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内丹学的 “ 两重天地 ”
戈国龙

任何一个大的宗教传统， 都有对于宇宙的 “本体 ” 与 “现象 ”， 对于人生的 “真实 ” 与
“梦幻” 的两重划分，前者对应于宗教所追寻的那个解脱或超越的世界 ， 后者则对应于世俗或经
验的世界。在道教内丹学中，“两重天地” 的概念可以看成是上述两重划分的一种表现形式 ， 但
内丹学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两重天地” 是内丹学 “阴阳交媾论” 的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主题，阴阳交媾的本体 （ 药物 ） 、 功夫 （ 火候 ） 与境界都与 “两重天地 ” 密切相关， 本文详
细论述道教内丹学两重天地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意义 ，由此可以理解内丹学修炼成仙所以可能的理
论依据与实践功夫之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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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教内丹学中，先天、后天的区分非常重要，这涉及到阴阳交媾的药物与火候，更涉及到
阴阳交媾何以能成仙的本体论问题， 构成了内丹学所谓的 “两重天地 ”，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
“四个阴阳” （ 即先天阴阳与后天阴阳） 。“两重天地” 是内丹学 “阴阳交媾论 ” 的理论体系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阴阳交媾的本体 （ 药物） 、功夫 （ 火候） 与境界都与两重天地密切相关， 所
以我们在本文中对此做一专题研究 。

一、何谓两重天地
任何一个大的宗教传统， 都有对于宇宙的 “本体 ” 与 “现象 ”、 对于人生的 “真实 ” 与
“梦幻” 的两重划分，前者对应于宗教所追寻的那个解脱或超越的世界 ， 后者则对应于世俗或经
验的世界。换言之，这也是宗教传统中圣与凡、染与净、此岸与彼岸的两重世界，宗教追求的共
同特征是试图从世俗的、染污的、凡夫生活的此岸世界，通过不同的修行道路，达到解脱的、清
净的、圣者觉悟的彼岸世界； 而对于这两重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 ，则构成了一种宗教世界观、人
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可大别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否定世俗世界 （ 现象界 ） ， 追求超越世
界 （ 本体界） ，现象与本体截然分立； 一种是在世俗世界中， 同时达到超越的境界， 本体即在现
象中体现； 一种是世俗世界即是超越世界，现象即本体，现象世界之外别无所谓超越世界。
若绝对地肯定现象界即本体界，完全否定本体界的存在，此种思想则易沦为世间一般的沉沦
世俗的世界观，从而不再具有宗教的本质特征。 宗教中的 “不二论 ” 只是否定将现象与本体作
二元对立的理解，肯定在终极境界上现象与本体 “圆融不二 ” 的 “大圆满 ” 境界， 但此种境界
正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超越的表现 ，并非将圣者解脱之境向下沉沦而等同于凡俗世界 。这种情形
下，亦可于超越层面圆融地说 “现象即本体” “烦恼即菩提 ”， 但其实有其特别意义， 在某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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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与第二种观点即 “本体即在现象中” 相似。
佛教所讲 “一心开二门”，即由于人心之迷悟不同，世界亦对人开显为染、 净两重世界。 故
佛教两重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划分 ，而是在境界论上区分真实的世界对于人来说所显
现的不同境界。当人在迷中，对本来是缘起性空的诸法起了实执 ， 而离开了 “诸法实相 ”， 即呈
现出自己的梦幻颠倒的世界； 唯有通过觉悟，去掉由执着分别而造成的对实相的增减 ，回归诸法
本来的样子，即可使原本的真实的世界呈现。故是否 “有执 ”， 是否领悟 “空性 ”， 乃是区分佛
教圣、凡两重世界的根本。 佛教所讲的空性， 并不是现象不显现， 而是一切现象的本质是缘起
的，因为是缘起而无实体自性，故称为空。人将本空之现象执着为实有， 故显现一虚妄的世界，
非世界之真实面目也。若以 “空” 为本体，以 “缘起 ” 为现象， 则佛教的观点实为现象与本体
之 “不二”，本体非现象之外的独立实在，本体即是现象的真实本性也。
道教作为中国三大传统宗教之一， 继承了老庄道家的 “道论 ”， 对两重世界有自觉的划分。
在道家，“道” 有其本体义， 而 “万物 ” 则相当于现象， 但 “道生万物 ”， 万物本是道的开显，
故道家的观点相当于 “本体即在现象中体现”，非将本体现象两重世界截然割裂为二 。 值得注意
的是，在道教内丹学中， 本体与现象两重世界即是先天、 后天两重世界， 对于先天后天两重世
界，内丹学有专有的名词以表现之，此即是作为本文研究主题的 “两重天地” 也。
我们将 “两重天地” 作为 “阴阳交媾论” 的一个专题， 这并非我们的牵强附会， 而是内丹
学理论的一种本来面目。因为阴阳交媾的核心问题， 即是 “从后天返先天， 以先天化后天 ” 的
问题，先天与后天的关系是阴阳交媾论的一个本质的问题 。不仅先天与后天本身表现为一对阴阳
关系，而且后天与先天各自本身又有其阴阳 ， 故内丹学常将 “两重天地 ” 与 “四个阴阳 ” 并列
而论，它们两者之间实是互为诠释的———如何理解先天后天的关系？ 答曰： 通过阴阳交媾； 如何
理解阴阳交媾？ 答曰： 通过两重天地！
先天后天，从其基本的语义上来讲，先天即指天地未生以前，后天即是天地既判之后。但内
丹学的先天后天渐成哲理名词，即指上文本体与现象二重世界，不可仅作经验论上的理解。有形
的天地形成之前，从科学意义上说亦很可能仍是后天世界而非先天世界 ， 故中国哲学中的 “天
地” 并非实指有形的天体与地球， 乃象征万物形成于其中的一阴一阳之广大场域。 当然， 此
“天地” 已是开启万物之端，故其中之 “天” 虽 “无形” 而可谓 “有象 ”， 非中国文化传统中象
征 “天道”、“天帝” 之形上本体之 “天” 也。
以下举内丹学文献以明之。《金丹正宗》 曰：
天地未判之先，一混沌而己，混沌既凿之后，阴阳生焉。得阳炁轻清而上者为天，得阴
炁重浊而下者为地，得阴阳二炁之全而中者为人。三才之位一定，而先天后天分矣！ 切谓先
天者，纯阳也，一本也； 后天者，纯阴也，万殊也。原夫上帝降裹而为人，赋性受命，皆禀
太乙含真、先天祖炁，至虚至灵，惟精惟一，纯粹中正，皆可神仙，皆可圣贤。①
在道生万物的顺向演化中，从天地未判之前的混沌状态逐渐显现出阴阳 ，由阴阳分化进一步生成
天、地、人，由此则先天后天两重天地得以分判了 。若无人，世界的区分即无意义可言； 区分两
重天地，正是因为人可以顺可以逆，可以仙可以凡。先天之纯阳为仙，后天之纯阴为物，人则阴
阳相杂，具先天之灵而杂后天之物，顺后天之化则为人，逆返先天之本真，则可为圣贤也。
刘一明在 《修真辨难》 指出：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就道之用言。 无形无象， 是就道之体言。 太极未分之时， 道包阴
；
阳 太极既分以后，阴阳生道。若无阴阳，道气不见。惟阴阳迭运其中，道气长存，历万劫
而不坏。在先天则为道，在后天则为阴阳。道者，阴阳之根本； 阴阳者，道之发挥。所谓太
① 《金丹正宗》，两宋之交胡混成撰，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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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成太极，一而二、二而一也。①
这里明确地将两重天地的关系说为道与阴阳之间的体用关系 ，道是阴阳之体，阴阳是道之用，二
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道展开为阴阳， 阴阳合则为道。 但这里所说的阴阳只是后天之阴
阳，而先天亦可有其阴阳，故刘一明又说： “两重天地，先天后天也。四个阴阳， 先天后天阴阳
也。先天阴阳以气言，后天阴阳以质言。先天阴阳，太极中所含之阴阳； 后天阴阳，太极中生出
之阴阳。金丹大道，取其气而不取其质， 于后天中返先天， 故曰： 先天大道。”② 先天为太极，
太极中亦含阴阳，但只是以一种可能性而潜蕴其中 ，故是 “以气言 ”； 后天阴阳则是已从太极中
生出之阴阳，故 “以质言”。内丹学修炼是要从后天中返先天 ，从形质之物而返其无形之气。
刘一明在 《修真后辨》 中还有一段 “先后天阴阳” 的专论，兹录于下并略作疏解：
先天阴阳，有无是也； 后天阴阳， 心肾是也。 有无阴阳而无形， 心肾阴阳而有象。 有
者，坎中之一阳为真阳，为妙有； 无者，离中之一阴为真阴，为真空。阳而曰真，则非假阳
可知； 阴而曰真，则非假阴可知。有真阴真阳，则必有假阴假阳。真阴阳出于先天，在太极
中运用； 假阴阳出于后天， 在一身内存藏。 假阴阳， 身存则存， 身亡则亡， 而有坏； 真阴
阳，出于无形，运于无象，而不朽。盖心肾阴阳乃父母交媾精血之所化 ，有气有质，所以随
身而有无。至于先天阴阳，从法身而出，乃虚无一气所生， 有气无质， 所以与天地而长久。
此先天后天之别也。 然先天阴阳虽生于先天， 一自有身便藏于后天中， 所以属于坎离。 坎
者，外阴而内阳，其外阴即后天之阴， 内阳即先天之阳； 离外阳而内阴， 其外阳即后天之
阳，内阴即先天之阴。此又先后天之别也。且后天阴阳，只行于一身，顺其造化。子时一阳
生，肾中有一阳之气上升，而昼运血脉； 午时一阴生， 心中有一阴之气下降， 而夜运血脉。
阴阳迭运，昼夜旋转。人自先天埋藏，后天用事，思虑过度以伤神，淫欲取乐以耗精，精神
衰败，暗消其气，气尽则死矣。至于先天阴阳，运于虚空，逆其造化； 当活子时到，坎中一
阳来复，即进阳火而生育法身； 当活午时到，离中一阴来姤，即退阴符而温养法身。乃至法
身成就，十月气足，脱出圣胎则仙矣。此又先后天之别也。噫！ 一身后天阴阳且不能了性了
命，彼以男女为阴阳，而行邪术者，其罪尚可言欤？ 学者果于先后天阴阳辨的分明，急求真
师印证，庶几有造。倘不识阴阳真假，妄想一言半语即欲窃夺造化， 超凡入圣， 焉有是理？
学者可不三思乎？ ③
先天阴阳是真阴阳，后天阴阳是假阴阳，故阴阳交媾本身亦有不同的层次 。在早期丹经中，常常
把阴阳交媾直接即说为 “心肾交媾”，这显然非成熟的内丹学的说法。 盖心肾交媾虽于身体健康
颇具养生功效，但毕竟属于后天阴阳交媾，只是 “世间法 ”， 不是成仙之道。 故内丹学的阴阳交
媾必是真阴真阳交媾，而以 “坎离” 或 “有无” 象之。 坎中一阳爻代表真阳， 离中一阴爻代表
真阴，取坎填离即是真阴真阳之交媾也 。明此真阴真阳之区分，则后天阴阳交媾尚不能成丹，何
况以男女为阴阳而行交媾，此后天色身之中焉有成仙之道乎！ 故内丹学 “男女 ” 层面的阴阳交
媾必另有其理，绝非行淫之邪术也。此当于 “论男女阴阳” 一文中专论之，此处不赘。
真阴真阳亦可以 “有无” 而论之。 “无为者， 非防危守城之方、 温养沐浴之事， 乃得丹之
后，脱胎神化之功也； 有为者，非采战提吸之术、 九一动摇之法， 乃安静虚无之道， 守雌不雄，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即末得丹之前， 炼己筑基之事也。”④ 就功夫论而言， 有无表现为有为
和无为。有为为后天功夫，无为为先天功夫； 有为是从后天返先天之功夫，无为是以先天化后天
的功夫。在无为的先天境界中，自然会有转化后天的功效， “形神无为，而精气自然有所为； 是

①②

刘一明： 《道书十二种》，羽者等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28 页。

同上，第 360 － 361 页。
④ 《张三丰全集》，方春阳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8 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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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天地无为，而万物自然化育也。”① 从阴阳交媾的角度看，有为无为亦不可偏重，宜有无双运：
“夫功夫下手，不可执于有为，有为都是后天，今之道门，多流此弊，故世间罕全真； 亦不可着
于无 为， 无 为 便 落 顽 空， 今 之 释 门， 多 中 此 弊， 故 天 下 少 佛 子。 此 道 之 不 行， 由 于 道 之 不
明也。”②
以上略叙内丹学 “两重天地” “四个阴阳” 的概念，明其宗教学意义上的重要地位， 以下当
从两重天地的角度论述内丹学成仙可能的依据 。

二、成仙所以可能的依据
早期道教传承了各种各样的修炼方术 ，但多为养生延年之术，成熟形态的内丹学作为道教圆
满的成仙之道，必以超越的 “证道 ” 为归， 而不再局限于世间一般的养生修炼方法。 从阴阳交
媾的角度看，阴阳交媾实际上涵盖了世间、出世间诸种修炼方法，因为一切修炼都是某种阴阳之
间的 “双修” 或 “瑜伽”，故内丹学的阴阳交媾特重两重天地之区分 ，以先天之道为阴阳交媾的
归宿，以和传统的修炼方术区别开来。
“唯先天真一之气， 可炼还丹， 乃自虚无中来。”③ 内丹学的终极目标是证道成仙， 而成仙
意味着返本还原，重返于永恒无限的本体世界，故任何后天经验世界中生灭变化的事物 ，都不可
能作为内丹学修炼成仙的最终依据。 “我师数指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致虚续曰： 既自虚无中
来，却非天之所 降， 地 之 所 出， 又 非 我 身 所 有， 亦 非 精， 亦 非 血， 非 草 木， 非 金 石， 是 皆 非
也。”④ 先天一气不是经验世界的现象之物， 乃 “自虚无中来 ” 之超越之物， 是内丹学炼丹的真
正的 “大药”。
泛泛地说，内丹学修炼的药物是 “精气神 ” 三品大药； 但一切后天的有为法的修炼， 不过
是为了 “感召” 先天而采取的方便法门， 炼丹的最终的药物必是 “先天一气 ”。 先天一气是从
“气” 一边来说先天本体世界， 它是无限的能量之海、 负熵之源， 决不是精气神三分法之中的
“气”，而是转化后天精气神的根本所在 。关于 “精气神” 与 “先天一气 ” 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理解，是内丹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本文后一节将专论之； 此处先述先天一气作为内丹学修
炼成仙所以可能的依据。
翁葆光注 《悟真篇》 “西江月” 词 “外药还如内药，外通内亦须通” 一句曰：
所谓内外二药者，以人之一身禀天地之秀气而有生， 托阴阳陶铸而成形。 故一形之中，
以精气神为主。神生于气，气生于精。此三者后天地生，至阴之物也。修真之士，若执己身
而修之，无过炼冶精气神三物而已。奈何三物一致，俱后天地生，纯阴而无阳，安能化形为
纯阳，而出乎天地之外也哉。
圣人知己之真气后天地生，本属阴阳，难擒易失。乃采先天一气，真阴真阳，二八同类
之物，擒在一时辰内，炼成一粒至阳之丹，号曰真铅。此造化在外，故曰外药。以此阳丹点
己阴汞，犹猫捕鼠。阳丹是天地之母气，己汞是天地之子气， 以母气伏子气， 岂非同类乎。
此造化在内，故曰内药乎。
以先天阳丹点己阴汞，化为纯阳，更假阴阳符火，运用抽添，十月功足，形化为气，气
化为神，神与道合而无形，变化不测，故能出乎天地之外，立乎造化之表，捉挈天地，陶铸

（ 元） 陈致虚： 《上阳子金丹大要》 “自序”。
①④
② 《张三丰全集》，第 9 页。
③

（ 元） 陈致虚： 《上阳子金丹大要》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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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而不为阴阳陶铸者，先天地生之一气使之然也。①
以上数条，乃翁注之中心思想也。 翁特重先天一气， 而以人之一身精气神皆属 “纯阴 ” 之物，
此语亦有未妥处，盖精气神本身亦分先后天也。唯后天之精气神，属后天阴阳之范畴，按照内丹
学两重天地之超越的区分，凡后天阴阳即属于 “崇阳抑阴 ” 语境下的 “阴 ” 也。 故必觅得先天
之真阴真阳 （ 此即属于 “崇阳抑阴 ” 语境下的 “阳 ” 也 ） ， 感召先天一气以为外药， 而炼成
“一粒至阳之丹”，此是外丹思维在内丹学中之继续与表现也。 此所谓 “外药 ” 只是强调先天一
气造化在外，若就内丹学之 “内在 ” 重要性而言， 则先天一气反而宜称 “内药”， “交感之精，
呼吸之气，思虑之神，皆外药也。先天至精，虚无元气， 不坏元神， 此内药也。”② 李道纯以先
天精气神为内药， 以后天精气神为外药， 此是从内在性、 重要性而言先天为 “内 ”、 后 天 为
“外”。不过，究极而言，此种内外之分其实不能用之于先天一气 ， 成熟的内丹学不再如此拘执，
而重天人一贯，内外一体，道非外来亦非局限于内，而是统内外而为一者也。以先天之阳转化后
天之阴，即是以先天之超越阴阳对待之 “阳 ” 转化后天阴阳对待之 “阴 ” 也。 以先天一气为内
丹学修炼的超越的材料，它不仅是内丹学成仙的终极依据 ，更是转化后天一身之阴的力量源泉 。
内丹学先天后天之划分，甚为重要。先天为超越的永恒的层面， 后天为经验的生灭的层面。
凡后天经验层面之物，皆不可为修道成仙之超越的依据 ； 必以先天本原之物为依据，内丹学方可
达成其超越成仙之境界。此即内丹学现象、本体界之区分，但不是客观地将现象与本体截然分成
二段，而更是 “修道现象学” 意义上的境界论的区分。 因为后天现象即本于先天本体而呈现，
本体即潜藏万有现象之种子，故有道生万物之顺向演化与万物合道之逆向演化 。此有似于佛教之
染净两重世界的划分： 于众生遍计执之染污心中呈现的现象的世界， 是 “空前假 ” 的层次； 若
经过空观之净化，于无执之本心中则呈现本体的世界， 此是 “空后假 ” 的层次， 虽有呈现而如
如，本来清净。内丹学对先天后天两重天地的区分 ，其目标不是客观地研究对象世界 ，而是在修
道的意义上心灵向本原世界的复归 。在此复归先天的过程中，依心气无二的原理，生命沟通了无
限的能量之海 （ 先天一气） ，而有后天精气神相应的转化。
《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 》 载：
夫混沌未显之前，虚无寂寞，无名可宗，强名曰道。道降而生一气，非动非静，非浊非清，
邈不可测，圣人强言，谓之混元真一之气。一气既判，化为阴阳。阴阳者，天地也，男女者也。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故自有天地以来，未有一物不因阴阳相交而得其形者。
夫欲修炼者，若以金石草木之象名，万有不同之器类，以至一身精神气血液之属，而为
丹质者，此皆后天地生滓质之物也。滓质之物有形可睹，安能生有形而入于无形也哉。后天
地生者也，皆不离乎天地之内，而有形者未尝不坏，安能变化而超乎天地之外也哉。
不超乎天地之外而有形者，未始不堕于阴阳生死之数者也。夫阳主生，阴主死，一死一
生，一往一复，此理之自然也。 设使煅炼得法， 服饵有功， 寿等龟龄， 年齐鹤筭， 及其数
尽，未有不亡。若箭之射空，力尽必坠，谓其有形未有不坏之理也。是故圣人采先天一气为
丹，炼形还归于一气，炼气归神，炼神合道，而归于无形之形，故能超乎天地之外，立乎造
化之表，掌握阴阳，挈提天地。③
①
②
③

以上数条，皆见 （ 北宋） 张伯端撰，（ 南宋） 翁葆光注，（ 元） 戴起宗疏 《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 卷七。
（ 元） 李道纯： 《中和集》 卷三。
以上数条，皆见 《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题翁葆光述，出于南宋，编成于元代，一卷。按：
《三乘秘要》 盖后人所集也，其中有 “直指详说” 一篇， “三乘秘要” 一篇 （ 即集翁葆光 《悟真篇注疏》
上、中、下三卷卷首按语也） ，其余白云子序、戴起宗叙文、本末事迹、悟真篇拾遗等，皆后人辑录而作为
戴本 《悟真篇注疏》 之附录也。其中之 “薛紫贤事迹” 保留有 《悟真篇》 薛道光注之序文，于考证薛注之
存在有价值。又，《悟真篇拾遗》 即 《悟真篇》 外集之禅宗偈颂，《中华道藏》 误作 “翁葆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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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一气又名虚无一气、真一之气等等，我们说先天一气为本体界之超越之物 ， 但 “先天一气 ”
与 “道” 仍有不同的意味。道是纯粹的 “0” 的层次，先天一气或可说为 “1” 的混沌层次。 此
“1” 尚未流于二元对立之后天世界，是先天到后天的 “临界 ” 状态， 它既保留了先天无限的场
域，又作为后天世界开显演化的现实潜能而存在 。亦即道通过先天一气而向阴阳转化 ，至阴阳则
为 “2” 的后天世界了。一切后天的存在者都是由此 “阴阳相交” 而成为有形之物， 而只要是后
天有形之物，就是经验世界的生灭变化之物，包括人身后天的精气神皆在阴阳对待流转之中 ，故
皆不可作为内丹学成仙的超越性的材料 。欲修炼成仙，则必须借由阴阳交媾，以先天一气为还丹
之根本，而重返纯粹的先天之道。
“阳主生，阴主死”，此中所说的阴与阳即是 “崇阳抑阴 ” 语境下的阴阳， 此时后天阴阳皆
称为 “阴”，只先天阴阳可称为 “阳 ”①。 在此语境中， 以先天一气之 “阳 ” 转化后天一身之
“阴”，阴尽阳纯即是仙也。陈致虚曰：
大修行人，拟太极未分之前，体而求之，即造真际。是以高仙上圣，于后天地已有形质
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气， 乃以此气炼成纯阳， 故名曰丹。 夫纯阳者， 乾也； 纯阴， 坤
也； 阴中阳者，坎也； 阳中阴者，离也。喻人之身亦如离卦，却向坎心取出阳爻，而实离中
之阴，则成乾卦，故曰纯阳。以其坎中心爻属金，故曰金丹。须求先天未形者是，若后天地
已有形者，人也物也，非金丹也。
盖念虑绝则阴消，幻缘空则阳长。故阴尽阳纯则金丹药熟，丹熟则飞神仙境。此谓之神
仙矣。②
坎离交媾即是真阴真阳交媾，通过阴阳交媾而回归先天纯阳，此是阴阳交媾之基本理论。而所谓
的 “纯阳”，最终还是要通过 “修心 ” 来体现， 后天思虑属于 “阴 ”， 心空性现则为 “阳 ”。 故
以总说先天一气为修炼成仙之依据 ，然若落实下来，则必涉及精气神之阴阳转化，精气神之先天
后天及其与先天一气之间的关系 ，我们下文再详论之。

三、精气神与两重天地
如前所述，内丹学以为后天人身包括精气神在内的一切都属于 “阴 ”， 不能作为炼丹成仙的
材料。既然内丹学明确地给出了两重天地的划分 ，强调只有先天一气才是内丹学炼丹成仙之所以
可能的最终的依据，是终极的 “大药”，那么传统内丹学以精气神为三品大药的说法难道是错误
的吗？ 实际上，以精气神为药物乃是内丹学的基本观点 ，当然不会是错误的说法，李道纯即明确
指出： “学神仙法， 不必多为， 但炼精气神三宝为丹头， 三宝会于中宫， 金丹成矣。”③ 这表明
在内丹学的整体理论体系中对 “药物 ” 有不同层次、 不同语境下的说法， 它们实有着内在的统
一。这样一来，如何理解先天一气与精气神之间的关系 ，便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陈致虚指出： “圣人言修炼合丹者，炼精气神而已。唯此三者， 千古之上， 万世之下， 无以
易之。而精、气、神有后天地， 有先天地。”④ 首先必须明确， 修炼本质上即是修精气神三者，
此是不可变易的根本原则，只不过精气神三者皆有先天、后天这两重天地的区分，当内丹学否定
精气神为炼丹成仙之材料 （ 药物 ） 时， 其所指必是后天之精气神； 当内丹学以精气神为炼丹成
仙之三品大药时，其所指必是先天之精气神。
①
②

参见戈国龙： 《论道教内丹学的阴阳哲理》，《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 5 期。
以上两条，见 《上阳子金丹大要》 卷五。

（ 元） 李道纯： 《中和集》 卷三。
④ 《上阳子金丹大要》 卷三。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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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教内丹学的 “两重天地” ◎
如 《青华秘文》 云： “丹有幻丹者， 盖学道之士， 不知正理， 而妄为采取交会， 故成幻丹。
幻丹者，未静心田，遂采一阳，故斯时也，一阳实非真阳也，乃呼吸之气也； 精亦非元精，乃淫
泆之精也； 神亦非元神，乃情欲之念也。夫人方学道，便欲为仙，得非欲念乎？ 以欲念而交会阳
生，此幻丹之所以有也。”① 以后天精气神作为炼丹之药物， 其所成便是 “幻丹 ” 也。 故 《青华
秘文》 强调： “夫金丹之道，贵乎药物，药物在乎精气神， 神始用神光， 精始用精华， 气即用元
气。精非气不盈，神非气不充，精因气融，气凭精用， 气因神见， 神凭气用。”② 必以先天精气
神为药物，才是 “金丹之道 ”。 陈致虚亦指出： “一切学人将此经语， 直以为身中之物， 乃运气
般精，以为养神，谓之修行， 非也。 此精也者， 非交感之精， 乃金精也。 此气也者， 非呼吸之
气，是铅之气也。此神也者，非思虑之神， 乃金刚之神也。”③ 此处所谓的 “金精” “铅气 ” 和
“金刚之神” 等，不过是先天精气神的不同代号罢了 。
在具体探究精气神之先天后天两重天地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精气神三者本身的关系 。精与气
可归为一组，属于 “命” 的方面， “神 ” 属于 “性 ” 的方面。 在精气神三者之中， 神是能动的
一面，对精气起主宰的作用； 而精气则对神有反作用，但精气不具有能动意识，只是客观地起到
影响神的作用。“心王乃一身之君， 万神为之听命。”④ 说到底， 修炼还是要靠心或神的能动意
识作用。而神本身又分为先天元神和后天识神 ， 炼丹最终要靠元神的观照作用 （ 真意） ， “今以
先天地之神而言，其神号无位真人 …… 修仙求佛者， 必要此神主之方得。”⑤ “无位真人 ” 本是
禅家语，指先天本性，即内丹学所谓的元神。无论修仙修佛，必须以元神为主导。
那么，精气神之先天与后天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 如何理解先天精气神与先天一气二者
之间的关系？ 内丹学文献中有关精气神之先天后天的论述 ， 可谓比比皆是， 以下略举文献以
明之。
李道纯曰：
精气神之用有二， 其体则一。 以外药言之， 交合之精， 先要不漏， 呼吸之气， 更要细
细。至于无息思虑之神，贵在安静。以内药言之， 炼精炼元精， 抽坎中之元阳也。 元精固，
则交合之精自不泄。炼气炼元气，补离中之元阴也。元气住，则呼吸之气自不出入。炼神炼
元神也，坎离合体成乾也，元神凝则思虑之神泰定。⑥
后天精气神又称交合精、呼吸气和思虑神，而先天精气神则称为元精、元气和元神。内丹学两重
天地之区分并非将先天后天两者截然对立 ， 在内丹学整体系统中， 先天与后天两者是有机统一
的。保养后天精气神乃是修炼先天精气神的基础 ，而只有修炼先天精气神，才能真正地转化后天
的精气神并使之得以安养。内丹学将后天精气神修炼纳入到其超越成仙的整体系统之中而加以升
华，并不是完全否定或排斥传统的诸种修炼养生方术。《还真集》 对此有更细致的论述：
夫人身有三宝者，皆从天地中来，居先天而生，妙体混成，在后天而化，因质感合。非
① 《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 卷上，简称 《青华秘文》，上、中、下三卷，原题紫阳真人张平叔撰。
然其文风不类伯端，应系后人伪托。但此文颇多精义，为内丹学之重要经典。此书虽非张伯端亲著，然此
书中多处以伯端亲著之口气说话，则至少作者乃有意识地托名张伯端所作也。不像 《大丹直指》 一书中并
无与丘处机有关之任何信息提示，则谈不上伪托，只是后人错误地归之于丘处机名下而已。《青华秘文》 对
丹法论述较细，虽多繁琐之谈，然其丹法思想亦独具一格，作者当为一有师承之丹家，有意伪托张伯端祖
师而作。《道藏辑要》 本增 “小序” 一篇，谓明代道士李朴野掘地得之，故 《道藏提要》 谓 “然有人疑为
明代道士李朴野所著”。然明初之经典入 《正统道藏》，亦可疑也。此书之作者，未可确考。
② 《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 卷下。
③ 《上阳子金丹大要》 卷十三。
④ ⑤ 《上阳子金丹大要》 卷四。
⑥ 《中和集》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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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能生后天，非后天不能成先天。此二者之理，一体而分化，不可失后损先也。是故以
元精炼交感精，以元气炼呼吸气，以元神炼思虑神，三物混成，与道合真。自然元精固而交
感之精不漏，元气住而呼吸之气不出，元神全而思虑之神不起。修仙之法无他，全此三者而
已矣。祖师所谓： 精全不思欲，气全不思食，神全不思睡。又曰： 三真三全，必定飞仙； 三
全三真，必定飞升。斯言尽矣，学者味之。①
后天本从先天中来，要回归先天亦必自后天着手。而要转化后天，恰恰又需要从先天下功夫。常
常有人说自己静不下来，后天思虑之神总是不断地胡思乱想， 此时光以后天识神去平息它自己，
则易造成愈想静愈无法静下来的结果 。必须先认出自己的元神，以元神之真意默默地观照自己的
念头，有此主宰，则不求静而渐渐平定识神之妄动矣 ！ 神之先后天关系如此，精与气亦如此，皆
是从后天中觅先天，以先天化后天。道教所谓的 “真人”，即是精气神三全之人也。
精气神之先天后天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要追问： 以先天精气神为炼丹之大药
和以先天一气为炼丹之大药，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引用相关文献来说明这一问题。
刘一明在 《修真后辨》 中对精气神之先天后天两重天地有专题的论述 ：
先天精气神
紫清翁云： 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 其气即非呼吸气，乃知却是太素烟； 其
神即非思虑神，可与元始相比肩。是即所谓元精、元气、元神也。精气神而曰元，是本来之
物。人未有此身，先有此物。既有此物，而后无形生形，无质生质，乃从父母未交之时而来
者。方交之时，父精未施，母血未包，情合意投，其中杳冥有物，隔碍潜通，混而为一，氤
氲不散； 既而精泄血受，精血相融，包此一点之真，变化成形，已有精气神寓于形内。虽名
为三，其实是一。一者混元之义，三者分灵之谓。一是体，三是用。盖混元之体，纯一不杂
为精，融通血脉为气，虚灵活动为神。三而一，一而三。所谓上药三品者用也，所谓具足圆
成者体也。不得言三，亦不得言一。学人多不知三而是一，一而是三，或抱元守一而落于着
空，或炼药三品而失于执相。着空执象皆非还元妙理。 还元者， 即还元精、 元气、 元神也。
若欲修道，先要知的此三物在混元中潜藏。离乎混元，便非先天精气神本体。失却本体，不
是元物。心印经曰： 上药三品，神与气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从
无守有，顷刻而成。曰恍惚、曰杳冥、曰有无，则为无形之物可知。惟此元精如珠如露，纯
粹不杂，滋润百骸； 元气如烟如雾，贯穿百脉； 元神至灵至圣，主宰万事。知之可以延年益
寿，长生不老。学者若能识得此三药，则修道有望。②
后天精气神
后天之精，交感之精； 后天之气，呼吸之气； 后天之神，思虑之神。三物有形有象，生
身已后之物。男女交媾，精血融和，结为胚胎，胎中只有元气，并无呼吸之气。及其十月胎
完，脱出其胞，落地之时， “哇” 的一声，纳受天地有形之气，入于丹田，与元气相合， 从
此气自口鼻出入，外接天地之气以为气，此呼吸气之根也。后天之神，亦于此而生。此神乃
历劫轮回之识神。生时先来，死时先去。转人转兽是这个，为善为恶是这个，生来死去亦是
这个，出此入彼，移旧住新无不是这个。 当落地 “哇 ” 的一声， 即此神入窍之时也。 所以
婴儿落地，不 “哇” 者不活，盖以无神入窍也。 初生之时， 神气相御， 以为后天根本， 生
长幻身。至于交感之精， 尤系后有之物。 在母胎时无此精， 初生身亦无此精； 及至二八之
年，元阳气足，满而必溢，极而必返，阳极则阴生，阴生则阳消，阴气用事，阳气退位，无
形之阴又生有形之阴； 肾中窍开，真水亏而欲火潜生。稍有触动，其火上炎，蒸炙一身，激
①
②

（ 元） 王玠： 《还真集》 卷上。
刘一明： 《道书十二种》，第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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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百骸血脉，五脏六腑津液，尽皆沸腾上涌，聚会于头顶百会穴。此穴乃百脉聚会之处，其
气血从此穴下降夹脊，至肾腧过后，始化为白； 过尾闾，达阴窍，始泄焉。此精不但生时并
无，即生后亦无，特气血所化耳。 其肾窍不过是出精之门， 精何尝在肾也。 所谓交感之精
者，因有交有感而有精，不交不感即无精。至于梦遗，亦由感而有； 间有不感而遗者，是气
虚而血脉不固，邪火催逼而出之； 此交感之精之所由来也。当阳极生阴，不但精从此有，即
思虑之神从此而发，呼吸之气从此而暴。学者须要识得此三者皆生身以后所有 ，而非生身以
前之物。以生身以后之物，而欲保全性命，延年益寿，超出乎阴阳之外，能乎否耶？ 学者当
三思之。①
刘一明所论精气神之先后天关系， 已经非常系统而精要。 其论后天精气神部分， 大抵是一种
“经验论” 的进路，从当时的 “科学常识” 出发，论述了后天人体精气神的由来及其生理学 、 心
理学上的意义。此种论述当然未必是在 “科学 ” 意义能成立的真理， 但也大致有其现实层面的
立论依据。刘一明强调，后天精气神皆是生身以后所形成 ，不能作为炼丹成仙之依据。由于我们
此处重点在关注 “两重天地”，关注先天精气神与先天一气两者之间的关系 ， 故不对 “后天精气
神” 这一部分作过多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论 “先天精气神 ” 的部分， 其所说的 “三而一， 一而三 ” 的关系，
已经很完整地回答了我们先前所提出来的疑问 ，即以先天精气神为三品大药和以先天一气为根本
大药之间有无矛盾？ 如无矛盾，又将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下试作疏解。
内丹学所说的先天一气，可以说是宇宙的一种统一能场，它是万事万物最根源的创造力，也
是永恒而无限的整体场有，是人所以诞生又所以回归的超越性的依据 ，其实也就是道。不说道而
说为虚无一气、真一之气等，是从丹道修炼的更直观更形象的角度 ，也就是从道作用于人体所显
发的功能性的妙用上讲，它是一种无形的能量，是人体后天精气神的统一的本源 。气是一种能量
的作用，而贯以先天、 虚无、 真一、 天然等限定词， 就是说这不是一般的气而是道一层面上的
气。道中寓神、寓气、寓精，精气神都潜蕴其中，为什么又只说为气呢？ 这正是道教也是内丹学
的一个特质，即从气、从能量的角度来诠释道。
一般儒家偏重从道德的创造性上来诠释道 ，道是人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先天依据 ，人依其
道德自律实践道德行为而与道相通相感 ， 成为体道的圣人。 佛家则偏重从心性的觉悟上来诠释
道，道是缘起性空的中道义，人通过其心性的觉悟，破除对万法实有的执着，回归道本性空的实
相，而成为觉悟的佛。在丹道学中，修道虽也包含心性的觉悟和道德的修养等义 ，但更突出人体
能量的转化与升华作用，故特重从气一方面来诠释道体。人通过精气神的修炼与道的能量场相沟
通相统一，从而使人的身心都发生变化的作用， 成就一种心与物、 神与气相统一的更高的生命
形态。
因为重视 “气” 的作用，而 “神” 又是能动的主宰， 所以内丹学特重神与气之间的相互作
用，此即内丹学重视阴阳交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因为神气交媾即是阴阳交媾的一个主要的
方面。
如果说先天一气是从气的角度来诠释道 ，那么，依此模式，自然亦可从精或从神的角度来诠
释道。“粤若太易未分，莫之名状，太极既始，遂有混成。中含真一之精， 实为天地之母。 四象
因之而建立，万物由之以生成。”② 此处 “真一之精” 即是从 “精” 一角度来诠释道， 此种情形
下，道可称为 “先天至精” “先天至神” 等，要注意这时都不是分开说的精气神 ， 而都是对本体
层面的道的不同视角的诠释。先天之道可以分别以精、以气、以神的角度加以诠释，此时所言之
刘一明： 《道书十二种》，第 356 页。
② 《龙虎精微论》，不署撰人，疑出于宋代，一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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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神则不同于三品大药所谓之精气神也 。
以先天一气为 “一”，以先天精气神为 “三”，则先天一气与精气神之间的关系即是刘一明
上文所说的 “一而三，三而一 ” 的关系。 精气神三者， 其体是一， 故先天一气为先天精气神之
统一本体； 精气神乃由此统一本体所生的作用 ，其用为三。先天精气神既已分开地言之，则在某
种意义上已属 “阴阳” 分判之后了，但此仍属真阴真阳， 未落后天形质， 与先天一气离犹未远，
总体上仍可归于同一层次。如此，我们说以先天一气为炼丹成仙之根本大药 ，和说以先天精气神
为三品大药，两者是统一的。一者，就其体言； 三者，就其用言。
先天一气既是道一层面的能量场 ，则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切万物生化的作用都离不开
它。它无形无象，不可捉摸，却又非离开人的生命而存在于一个别的地方 ，它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体现。问题不是我们要去创造它，而是我们要去发现它。但发现它不是通过有为的方式去起心动
念、去寻觅，因为你越寻觅就越离开了那个自然的本来的状态 ，而与道分离了。正是人的妄念分
别使人自己离开了虚无的境界，只要万缘放下，一念不生， 回到那个虚静无为的 “混沌 ” 状态，
先天之气就自然呈现出来并发生作用 。既然先天一气随时都在，就不需要等待某个特定的气机状
态下才能与之相通，不要认为气机清明时就有道，气机一昏浊时道就离开了，那个先天一气不随
气机的清明与否而或有或无，你只要不动心，去掉妄念的浮云，就能显现先天一气的作用，如日
月一样光明洞达。
但是光从心性上讲无思无虑、清净无为，直接从性功入手而与道为一，这是从最高一层的功
法上来讲的，对于一般的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往往要从后天的精气神的修炼入手 。其方法是神
光返照，神与气交媾合一，通过阴阳交媾，产生身体的真气发动，以此来感召先天一气。人体气
机的发动虽不等于是先天元气，但也离不开它的作用，通过有形的后天气机的发动，可以找到先
天元气显发的契机，从有为到无为，从有形到无形，精化气，气化神，神还虚，这是从后天返先
天的渐修之路。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大致明白精气神之先天后天之间的关系 、精气神之间的阴阳交媾与先
天一气之间的关系，对内丹学 “阴阳交媾论” 中的 “两重天地”，有一清晰透彻的了解。
（ 责任编辑：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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