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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特稿」，是北大哲學系程樂松教授懷念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先生的文章〈信仰與溫情讓他如此親切〉。辛丑正月初七，年近

九旬的施舟人先生駕鶴歸真，國際漢學界、道教界的耀眼巨星不幸隕落，引

發了各方的紛紛哀悼與真切懷念。正如樂松教授文章所言，「無論從哪個方

面看，施舟人先生都是具有標誌性的，他的辭世終結了一個時代，終結了一

種模式，也留下了難以估量的文化和學術遺產」，「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

當代道教研究學者都是他的學生，無論是從他的課程、講座，還是著作中獲

益，我們都是在他的指引之下接近和理解道教為中心的中國人的信仰世界」。

記得本刊主編於上世紀年末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施舟人先生恰也在宗教

系執教，德高望重的他曾熱情邀請我每個星期都去府上「喝咖啡」，討論有

關道教的一些問題；年輕氣盛的我曾以自己的固有觀念挑戰施先生的一些看

法，但在先生的耐心解釋和幫助下，我對道教研究的理解最終發生了質變，

為此常對先生心懷感恩！我到山東大學工作後，又得知所在「饒宗頤宗教與

中國文化研究所」於 2015 年成立時，施舟人先生曾不辭年邁，代表饒宗頤先

生親臨泉城致辭祝賀，令成立典禮蓬蓽生輝。施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平易近人、

頗顯「親切」的大師，我們祈願他一路走好、飛昇上清！

「道教論壇」中劉仲宇先生的〈吳越文化為道教重要源頭說〉，是一篇

非常重要的文章。長期以來，學界對於道教起源的認識，多關注「正一道」

所在巴蜀地區或「太平道」所在中原地區，亦有溯其源而至「方仙道」、「黃

老學」所在燕齊、荊楚地區者，但對於地處東南一隅的吳越，卻頗有冷落之嫌。

此間雖有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論及道教與沿海的聯繫，

但繼之而深入挖掘吳越文化在道教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之文章，卻寥寥無幾。

劉仲宇先生此文，則系統地梳理了吳越文化自上古至魏晉與道教之間的聯繫，

認為吳越文化亦是道教形成之「重要源頭」，可謂是一種新說。該文的價值

和意義，恐不止於對吳越文化的褒揚，當更在於促進學界對「道教起源」問

題的討論，促使我們對各種陳說進行反思。

其他欄目中也有不少好的文章，如朱越利先生的〈陰陽雙修的明清士大

夫〉，梳理了明清時期士大夫們從事「陰陽雙修」的情況，展現了當時道教

在世俗人群中的影響；姜守誠教授的〈「沐浴」與「還庫錢」：清代臺灣的

民間喪俗〉，根據志書記載來描述了清代臺灣民間的一些喪俗，從中揭示了

臺灣與大陸之間的緊密聯繫；韓煥忠教授與吳卿博士的文章，則通過分析《寒

山子詩集》與《藥地炮莊》，討論了儒釋門人對於老莊哲學、神仙思想的態度。

此外，汪桂平教授的文章，乃是近期出版的王卡先生遺著《敦煌道教文獻合

集》之「整理後記」，從中可見整理、出版的艱辛；本刊發表這篇「後記」，

一方面是為了感謝付出辛苦努力的整理團隊，另方面也是為了緬懷曾對道教

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王卡先生！

又，本期即將付梓之時，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學監教授（Regent 

Professor）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先生寄來了他懷念施舟人教授的

文章，我們特請田茂泉博士譯出並同時以中英文形式刊於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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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iam 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1934-2021

Stephen R. Bokenkamp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When I first learned of the passing of 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like anyone experiencing the death of an acquaintance – an all too 
frequent occurrence for all of us recently – I felt a sinking pain in the 
solar plexus. Flee or hide?  

Gradually, the reality began to sink in and my thoughts were 
flooded with images: Professor Schipper (I could never call him “Rik”) 
in Tokyo, 1985 or so, telling me earnestly that I should…I forget what 
it was, but it was probably good advice and I hope that I followed 
it; or at the first Chinese-sponsored international Daoist Studies 
conference in Beijing, 1996 – an event cautiously titled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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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aoist Culture,” spelled 道 家 文 化 (no Daoists here!) – when, at 
the banquet on the last night when the Korean contingent, it being 
National Liberation Day, sang a patriotic song and the Japanese group 
was starting to act offended, Schipper took the microphone and, 
beating time on it with a chopstick, sang a Taiwanese Daoist hymn, 
calming everyone down and reminding us why we were there; or at 
some conference in Shanghai, where I first met his daughter Maya, I 
think she must have been five or so at the time; or the same secret 
pride I could see emanating from him at our gathering at Aussois. 
These and other images have been swirling through my heart and 
head for days now. It might be actually how 白日昇天 actually happens. 
But then I remembered the words of Lü Dongbin that Schipper 
himself cited: “If you see the Master, dismiss him from your mind.”

Everyone who knew the man will have their own Professor 
Schipper with them until they too become ascendant, so that is likely 
good advice. My Professor Schipper is not yours. But what I want to 
try to communicate in this note is something about this man that is 
even more rare on this earth and worthy of commemoration than the 
individual memories we all have.

There are an only a few scholars, very few, maybe one in a 
generation, who are able to survey the lineaments of a field of study 
and discern the possibilities that lie hidden in directions not taken. 
Often those directions themselves are open to view in afterthought, 
plain on the ground.  

I am thinking of feats of the scholarly imagin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ike what George Lyman Kittredge did for the collection of 
American ballads and folklore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the songs of 
their European and African places of origin.  Or what Albert B. Lord 
accomplished through connecting the composition practice of Serbian 
folk minstrels with the epics of Homer and the unknown authors of 
Beowulf. 

Shipper’s accomplishments we all know…or should: his fieldwork 
in Taiwan in the 60s; his numerous pathbreaking publications; his 
sponsorship of the Projet Tao-tsang and the eventual publication with 
Franciscus Verellen of the important The Taoist Canon; th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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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in Daoist scholarship whom he trained. But I would want us to 
remember the insight that made all of these things possible. Though 
it sounds simple in the many formulations Professor Schipper gave 
it, it is a brilliant inspiration concerning what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all reverberates throughout Professor Shipper’s work 
and teaching. Vincent recalls for us one formulation: it is important 
not to forget “the Other China,” the “Real China” as expressed in th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 often through Daoism, that is.  
Another way he put the same inspiration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to secure funding for the Projet Tao-tsang: “Daoism is part of the 
world cultural gene bank,” “something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Chinese people alone.”  

It is fascinating to me, now that I have dismissed the vision of 
the Master from my mind for a bit, the better to hear him, how this 
startling insight that, say, the Daoist Masters working among the 

people in Tai-nan might 
represent the important 
treasures of a culture more 
accurately than thousands 
of editorially-altered books, 
seems so apposite to the 
rustic things that Kittredge 
and Lord and other geniuses 
took as their fields of study. 
We make things too difficult 
for ourselves sometimes. 
Professor Schipper leads us 
to a consideration of what is 
to be found in the quotidian, 
the unremarked, or  the 
repressed where we live our 
lives. Thank you, Professor 
Schipper!

27 February 2021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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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悉 施 舟 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教授仙逝，就像所有經歷

故友辭世的人們一樣——近期對於我

們來說實在太頻繁了——我內心深處

湧來陣陣痛楚！想逃也逃不掉，想躲

也躲不了！

漸 漸 地， 我 意 識 到 這 一 切 是 真

的發生了，腦海中也漾滿了一幅幅畫

面：1985 年 左 右， 日 本 東 京， 施 舟

人教授〔我永遠不可能稱呼他為「立

科（Rik）」了〕1 認真地告訴我應當

如何如何——確切的內容我已不記得

了，但肯定是很好的建議，希望我自

己 聽 從 了。1996 年， 北 京， 第 一 次

由中國舉辦的「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2，因為恰逢韓國的「民族解放

日 」（National Liberation Day），

韓 國 學 者 在 告 別 晚 宴 上 高 唱 愛 國 歌

曲，而日本學者則對此頗顯不悅；只

見 施 舟 人 拿 過 話 筒， 用 筷 子 打 起 節

拍，用閩南話唱起了一首臺灣的道教

小曲——他使得大家平靜下來，並提

醒我們為甚麼來到這裏。上海的某次

研討會，我第一次見到了他的女兒瑪

＊譯文＊

紀念施舟人（1934—2021）

 柏  夷（Stephen R. Bokenkamp） 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系

施舟人《道教總體》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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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Maya）， 我 想 她 那 時 大 約 只 有

五歲的樣子；在法國著名道教學者高

萬桑（Vincent Goossaert）為其師舉

辦的祝壽大會上，我又親眼目睹了施

先 生 的「 散 發 」（emanating） ——

諸如此類的自豪 3，在我的心靈裏和

腦海中盤桓多日而至今天，或許事實

上的「白日昇天」已經實際發生了！

然而，我又想起了施舟人引用呂洞賓

的 一 句 話：“If you see the Master, 

dismiss him from your mind”（遇明

師則忘之）4。

每個認識他的人都有自己心目中

的施舟人教授，直到他們也同樣昇仙

（become ascendant）， 所 以 上 述 忠

告或許是個好的建議。我的施舟人教

授不是你的，但是，我想在這篇小文

中表達的，是有關他的一些比我們所

有人的個人記憶都更加顯得珍貴，也

更值得紀念的東西。

僅 有 少 數 學 者 —— 很 少， 或 許

一代人中只有一位——能夠審度某個

研究領域的輪廓並辨識其隱而未彰之

可能的研究取向。事後來看，這些研

究取向本身多是平鋪於地、顯而易見

的，然而事前卻鮮有人知曉。

我 想 到 了 因 學 術 性 想 像 力 而

改 變 世 界 的 一 些 巨 人， 例 如 喬 治•

萊 曼• 基 特 雷 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 他 對 美 國 民 謠、 民 間

傳說進行了搜集，並將它們與其起源

地——歐洲和非洲——的歌曲進行了

比較；又如阿爾伯特•B•洛德（Albert 

B. Lord）， 他 將 塞 爾 維 亞 民 間 詩 人

的創作手法與《荷馬史詩》（Epics of 

Homer）、《貝奧武甫》（Beowulf）5

進行聯繫，取得了非凡成就。

我 們 都 知 道 施 舟 人 的 非 凡 成

就……或者說我們應當知道：二十世

紀 60 年代他在臺灣展開了出色的田

野 調 查； 他 出 版 了 無 數 的 開 創 性 作

品；他發起了「《道藏》研究計劃」

（Projet Tao-tsang），並最終與傅飛

嵐（Franciscus Verellen） 主 編 出 版

了權威的《道藏通考》；他培養了道

教學界的許多領軍人物。但是我想，

我們更應當銘記的是使這一切得以實

現的洞察力。施舟人教授的許多闡述

（formulation） 看 似 簡 單， 然 而 卻

是關涉中國文化之中心何在的絕妙靈

感。這種靈感的呼喚，貫穿於施舟人

教授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之中。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為我們回憶了

其中一個闡述（formulation）：重要

的 是 不 能 忘 記「 另 一 個 中 國 」（the 

Other China）， 即 通 過 民 間 的 傳 統

和習俗——通常是道教——來表達的

「真正的中國」（Real China）。相

同靈感的另種闡述（formulation），

則在他為「《道藏》研究計劃」籌措

經費時提出：「道教是世界文化基因

庫的一部分」，「有些東西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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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僅僅留給中國人民」。

恍 惚 杳 冥 之 中， 我 腦 海 裏 這 位

大師的形象已經散去些許，但我又更

加清晰地聽見他在說道：那些服務於

台南民眾的普通道士，或許比經過編

訂修改的浩瀚典籍，更能準確地代表

一種文化之珍寶所在。這一令人驚訝

的洞察，與基特雷奇、洛德和其他天

才將鄉野鄙物作為他們的研究領域，

簡直若合符節！有的時候，是我們自

己把事情變得過於困難了。施舟人教

授則帶領我們關心身邊的那些平凡事

情，那些不被注意的地方，那些被壓

抑的部分——它們往往會帶給我們新

的發現。謝謝您，施舟人教授！

2021 年 2 月 27 日

（田茂泉 譯，郭武 修訂）

1　譯者按：「立科」（Rik）是施舟

人童年時期的「小名」。參閱施舟人著、

袁冰凌譯：《我的童年生活》，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99 頁。

2　譯者按：原文中此句後有注釋：

「這次會議的名稱謹慎地使用了『Daoist 

Culture』，其中文寫法是『道家文化』而

非『道教（Daoists）』。」後來譯稿呈柏

夷先生審閱，其批註曰：「其實，中國人

都知道文革後不到十年『道教』、『宗教』

都還是有問題的詞彙。可把這話刪掉。」

故特刪之。

3　譯者按：原文作「the same secret 

pride I  could see emanating from him at 

our gathering at Aussois」。「Aussois」

蓋為法國地名，施舟人先生八秩壽慶曾在

此舉行。譯稿呈柏夷先生審閱，其為了便

於讀者理解而將中文表述改作如上，並批

註曰：「（我在這裏想）要表達的意思：

他對於女兒的自滿與我們給他開會的自滿

差不多」。

4　譯者按：該句英文出自施舟人

著《 道 教 總 體 》（The Taoist Body） 頁

158，原書注曰該文引自《鍾呂傳道集》（見

《修真十書》）；但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未

能找到完全契合英文的「中文原文」，只

能揣測其意蓋取自《鍾呂傳道集》「論內

觀」、「論魔難」諸節所謂修行過程中若

見到各種景象（如「三清玉皇、四神七曜、

五嶽八王」以及「仙娥玉女、羅列成行」

等等）須不為所擾、「若見不得認」，以

防「陽神」在昇仙過程中出離定境、功虧

一簣。

5　譯者按：《荷馬史詩》（Epics 
of Homer） 相 傳 是 由 古 希 臘 詩 人 荷 馬

（Homer）創作的長篇史詩。《貝奧武甫》

（Beowulf）是有記載的英國第一部文學作

品，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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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正月初七下午五點四十五

分，從宗昱老師那裏得知了施舟人先

生於今天早些時候在阿姆斯特丹羽化

的消息。彼時剛剛從學校的食堂吃完

晚餐回到辦公室，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有些茫然，自六點半開始，斷續地有

朋友通過微信告知或詢問施先生辭世

的消息，消息來了，就一直十分機械

地回覆「知道」。直至八點零五分宗

昱老師轉來高萬桑教授的郵件，悲傷

和不捨才慢慢溢出來。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施舟人先生

都是具有標誌性的，他的辭世終結了

一個時代，終結了一種模式，也留下

了難以估量的文化和學術遺產。萬桑

教授說得好，「我們很難想像任何一

個做中國宗教研究的人沒有讀過他的

著作或受到過他學術工作的啟迪」。

 程樂松 北京大學哲學系

懷念施舟人先生

信仰與溫情讓他如此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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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當代道教研究

學者都是他的學生，無論是從他的課

程、講座，還是著作中獲益，我們都

是在他的指引之下接近和理解道教為

中心的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他都在某

種程度上形塑了我們這個時代對道教

信仰的文化態度和研究方式，也引領

著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整個學術共同

體對道教信仰和中國文化的理解。

從歐洲漢學傳統的承續、道教研

究的當代圖景、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

面，他都是一個偉大的傳奇！一個來

自荷蘭的漢學家創立了當代道教研究

的所有問題域和方法論，道藏學為基

礎的經典文獻與思想的研究、科儀文

本和實踐的深入詮釋與結構性分析、

社會歷史學視角下的道教信仰與中國

社 會、 民 間 社 會 生 活 與 廟 宇 中 的 道

教，直至中國古代思想經典的多語種

翻譯，他學術研究的寬度、深度和達

到的高度都是令人歎為觀止的。他代

表著這個時代最優秀的學術精神和最

誠摯的文化熱情。施舟人先生可能是

整個道教乃至中國宗教學界最深切地

理解道教文化，最深入地參與道教實

踐，最熱情地擁抱道教信仰的學者。

我特別不善於把某些細節性的記

憶固定在一個時空坐標之中。記憶的

點滴湧出來的時候，是零散的，它們

在我眼前一閃而過，讓我一時不知從

何說起。我們總不自覺地糾結於日常

的繁冗和瑣碎，然而，只有當你嘗試

回憶並且拼湊出一個可以敘述的當下

時，才會驚訝地發現，任何一個場景

的豐富性遠遠大於我們的表達能力，

卻又遠遠小於我們的感受力。

1999 年 的 秋 季 學 期， 我 在 北 大

靜園四院的會議室裏第一次見到施先

生。彼時他拿著一遝打字機打出來的

道 藏 通 考 的 初 稿， 內 容 是「 六 朝 天

師道經典提要」。第一次接觸數十種

道教經典的內容提要，第一次幫我開

啟了關於道教經典的理解。更為重要

的是，他提到了道藏學以及在歐洲已

經進行了近三十年的「道藏通考」項

目。以此為起點，我開始逐步知道並

熟悉了法國道教研究的系譜，也熟悉

了沙畹、馬伯樂、康德謨、石泰安、

司馬虛、賀碧來的學術研究。我已經

記不得是在哪一次課上或者講座上，

他提示我要去閱讀宗昱老師寫的《道

教的六天說》。我後來知道這是宗昱

老師在萊頓訪學並在先生指導下學習

道教研究的時候完成的，施先生特意

提示我要注意從六天到三天轉變過程

中重整祭祀系統的努力。我大概花了

三四年才逐步理解他的用意，以及他

何以對六天的祭祀系統以及天師道的

文化價值如此重視。

我是在 2000 年的時候第一次聽

宗 昱 老 師 說 起， 施 先 生 居 然 在 台 南

當過八年道士，而且是一個受職的高

功。我至今都很難形容我聽到這個消

息時的震驚，這種震驚很快便轉變為

欽佩和讚歎。我後來聽過施先生和陳

鼓應先生談天的時候直接用閩南話，

先生還和陳先生說，講閩南話比講普

通話舒服多了，畢竟他是用閩南話施

演科儀的，唱誦之功讓他覺得閩南話

更加親切吧。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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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憑這一點，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像

他 那 樣 的 道 教 學 者。 也 就 是 憑 這 一

點，我始終堅信，無論在學院裏做多

長時間的道教研究，我仍然是道教信

仰的門外漢。他確立起來的範式，是

浸入自己的研究對象並投身於其中，

大 大 超 越 了 同 情 的 理 解 和 深 度 的 詮

釋。這個範式讓我至今保持著對自己

研究對象的敬畏，保持著對自己研究

能力的克制認識。

當 然， 閱 讀 施 先 生 不 同 主 題 的

研究是貫穿著我過往二十年的學術經

歷的，這些閱讀的經歷讓我不斷體悟

到何謂道教研究。這些閱讀讓我真切

地感受到，道教學是以整個中國思想

文化與社會生活為語境的學術探索，

以極其複雜和晦澀的文本資源為出發

點，面向歷史時段與地方社會生活的

巨大跨度，說明自然主義底色的超越

性何以成就了中國人的信仰生活和社

會禮俗。不妨說，他用他的學術視野

和研究成果讓我始終保持清醒和有限

的熱情。在香港讀博士期間也有幸聽

過施先生的課，他授課的主題是法國

漢學與道教科儀的研究，他提及他受

到列維 - 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的

影響，也受到了茅斯的社會學理論的

啟發。跟著他的課程，才慢慢讀懂他

關於不同主題的專題研究。那段時間

是第一次時常有機會和施先生談天，

具體談得甚麼我已經徹底忘記了，大

抵是他和饒宗頤先生、柳存仁先生的

學術交往，以及他在康德謨先生那裏

聽來的掌故。時間長了，就不確定哪

一段軼聞的出處是施先生，也就不敢

細究了。

2004 年 夏 天 的 時 候， 在 傅 飛 嵐

教授和黎志添老師的幫助之下到巴黎

1991 年施舟人教授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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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學，期間還去了施先生曾經任教的

萊頓大學，在萊頓的漢學圖書館的書

架之間見到了許理和先生。施先生說

過，他為許理和先生提供了很多道經

的文獻梳理，為許先生關於六朝時期

道教靈寶經中所見的佛教元素的著名

論文提供了很多資料。訪問期間，也

拜訪了馬克教授、呂敏教授、馬頌仁

教授等施先生的學生輩的知名漢學家

和道教學者。於是就有了難得的機會

聽到施先生和法國道教學界的很多故

事，這些故事往往都是施先生已經提

及了的。在法國遠東學院碰到了方玲

老師，她也和我說了不少施先生的事

情。很奇怪，這些當時記得十分清楚

的事情，而今竟絲毫都想不起來了，

大概是這些被轉述的故事很快就被與

施先生面對面交流的鮮活記憶淹沒了

吧？

2013 年 以 後， 施 先 生 受 哲 學 系

和道家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在北大

哲學系開過數次道藏學的密集課程。

鄭開教授和宗昱老師囑我參與這些課

程的相關安排，因此有很多的機會與

先生談天討論。印象中，與先生的談

天，幾乎沒有特別嚴肅和專門的學術

討論。現在想來，可能是因為覺得學

力不逮怕露了怯，乾脆就東拉西扯，

順便聽先生講一些掌故。無論甚麼時

候見到他，先生總是穿戴整齊，一絲

不苟的。最近兩次來北大的時候，他

有腿疾，所以拄著拐杖，但總堅持不

要人扶。我記得有一次在校園裏碰見

宗昱老師給他送去檯燈和咖啡機。為

了方便授課，他總選擇住在條件很一

般的勺園。為了不給人添麻煩，他總

盡量吃得簡單。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從他的堅持中看到他的熱情與期待。

這 種 熱 情 和 期 待 往 往 讓 我 們 倍 感 壓

力。他總用很溫和的語氣稱呼我，每

次他叫我「程老師」的時候，我都感

到愧疚和窘迫。畢竟，在他面前，我

覺得我甚至缺乏最起碼的學術能力！

課上，他用很緩慢的語速講授他

精心準備的道藏學資料。這個語速，

與他想把自己所知的都一股腦兒傳授

給我們這些聽課的中國學生的急切，

形成了奇妙的反差。他總愛強調儒家

的叫儒生，而道教的專家則是道士，

更是道官，以此凸顯道教在中國的精

英性和道士在文化體系中的定位。此

外，他也總要強調「科」、「儀」、

「律」的差別，特別要細緻解釋甚麼

是「科」。雖然他的課程是從道藏入

手的，但這絕不妨礙他隨時跳躍到科

儀實踐中的某個細節之中。他喜歡在

課上帶著同學一字一句地讀道經，更

喜歡有人用提問打斷他。他不喜歡提

問的時候沒人應聲，更不喜歡聽課的

人太多，他說那樣他會顧不過來。對

於課程教學的認真程度，以及他在道

藏文獻方面的熟悉程度，讓包括我在

內的聽課者都有些怯，有幾次，我都

因為害怕被問得瞠目結舌而有了一種

默唸「你看不到我」口訣的衝動。

課下的談天就輕鬆多了。

有 一 次， 他 提 及，1979 年 他 作

為第一個研究中國宗教的外國人來到

中 國， 參 訪 了 社 科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而且期間巧用計謀，拜望了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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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住 院 的 顧 頡 剛 先 生， 難 掩 得 意 之

情。就是這次參訪期間，他和任繼愈

先生提及了他在歐洲正在進行的道藏

通考項目，由此帶動了國內學者開始

關注道藏，並且有了《道藏提要》的

團隊工作，並以此項目培養了一批具

有突出文獻能力的道教學者。施先生

說，他在歐洲申請道藏研究項目的時

候，用了文化基因庫的比喻。道教是

中國的文化基因庫，也是人類文化的

基因庫的一部分，因此歐洲人也有責

任去研究道教經典，描繪人類文化基

因庫。持續了三十多年的道藏研究項

目， 是 施 先 生 最 引 以 為 傲 的 成 就 之

一，這個項目實際上也讓他有機會培

養 了 一 批 優 秀 的 道 教 和 中 國 宗 教 學

者。

施 先 生 有 一 次 和 我 提 起， 他 第

一次見到陳國符先生的時候，行了跪

拜大禮，據說其時著實把陳先生嚇了

一跳。施先生誠懇地說，陳國符先生

的《道藏源流考》是他道教研究的入

門，也讓他始終關注道藏學的研究，

並以道藏為道教研究的起點和基礎。

他也會說起 1960 年代第一次到臺灣

的時候，直接告訴大學教授和研究員

們，他想拜訪道士，而教授們的回覆

是臺灣沒有道士，也不認識道士。無

奈之下，他就自己走訪，在臺北碰到

了靈寶派的道長。有一件他總會說起

的小事就是，要讓道長給你講真話，

認真對待你的問題，你必須首先用喝

酒的方式把道士混成好朋友，成為自

己人才行。我想他就是先和道長們混

成了兄弟朋友之後才得到入道的機會

的吧？我見過施先生的受職儀式的文

書，頗有興味，其中明明白白地寫著

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的學術頭銜。我

私意裏覺得施先生對他的道士生涯是

頗 感 得 意 的， 因 為 他 是 學 術 的 行 裏

人，更是道門的門裏人。

施先生總會強調自己的道士身份

以及他的道家信仰。在他身邊，我會

時常懷疑我們倆到底誰不是中國人。

與施先生對中國文化及信仰的投入和

熱情相比，我倒更像是一個與中國文

化 和 道 教 信 仰 格 格 不 入 的 外 人。 他

也會跟我唸叨他的「愛山」基金會以

及洞天福地的研究，也會和我講述他

的父母和家庭，講述他在巴黎如何在

康德謨先生的指導下閱讀《漢武帝內

傳》。更會一本正經地告訴我，斯賓

諾莎的思想如何受到了道教的影響，

甚至整個歐洲的自然神論都是源自道

教的猛斷。他總認為中國文化的價值

被大大低估了。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傳

播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責任，他也有責

任、有義務做好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傳

統，因此，他總在堅持做中國經典文

本的翻譯工作。

我 從 沒 有 問 過 施 先 生， 他 何 以

會信仰道教，何以會對中國文化有如

此興趣。可能由於年齡上的差異吧，

我總覺得施先生歷來如此。作為一個

外國人信仰道教，並且保持對中國文

化的持久熱情，似乎在施先生這裏不

是問題。他的信仰與熱情應該是常識

之外的特例，卻在我眼裏沒有任何特

別。

這些記憶的點滴，往往經不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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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感覺上很豐富且生動的回憶，一

旦變成文字之後就顯得單薄和蒼白。

想 起 施 先 生， 我 總 覺 得 自 己 是 幸 運

的，畢竟一個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意

義上的傳奇人物，曾經以如此貼近的

方式與我交流，讓我感受到他的熱情

和溫潤。

撇開學術研究，施先生於我是十

分親切和謙和。他對於每一個道教研

究的學生都有一份難得的熱情和始終

不變的親切，那是因為他對於道教研

究有深切而真誠的期待。他將自己對

道教的信仰和對中國文化的溫情轉換

為這種期待並寄託於我們。

信仰和溫情讓他如此親切、如此

謙和，於我，那是溫潤，更是沉甸甸

的期望。作為一個學院裏的學者，我

並沒有施先生的那種熱情與深切的信

仰，因此，我注定要辜負他的期望，

然而這仍然不影響他的熱忱。他把自

己活成了一種態度，這種態度的價值

恰在於始終讓我這樣的道教學者感到

慚愧和自責，也保持清醒與敬畏。

生活就是如此，你永遠不知道，

平常得有些無聊的一天會給你帶來甚

麼變化，你不知道哪一天的晚飯之後

你會面對怎樣的相聚或離別，你更不

知道某些回憶掃清你無聊的抱怨之後

升騰起來的不捨與傷感、乃至愧疚。

離別，不過是懷念不斷升騰的起

點……

2021 年 2 月 19 日

農曆辛丑年正月初八

凌晨一點十七分完成初稿

十點十四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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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說道教，大量說的是黃巾起

義，和正一盟威道的成立。這完全沒

錯。但是對於道教的文化源頭，卻論之

不多。從地域文化去討論，就更少了。

直到 1936 年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

海地域之關係〉1 出，才將道教的出現

和傳播與地域文化聯繫起來考察。繼陳

先生之後，道教與地域文化關聯的研究

方逐漸開始。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對於

道教與燕齊和蜀文化的關係，考察得較

多，而對它和吳越地區關係的討論仍然

不多。這也很自然，東漢末諸派並起，

但黃巾被鎮壓，而三張在蜀地創立的

正一盟威道則保存了下來。研究者的重

點自然會放在巴蜀身上。筆者曾於上世

紀 80 年代撰寫過一篇〈道教的形成與

燕齊楚蜀文化〉，主要從這些地方的地

域文化如何給道教形成提供資源和土壤

著眼加以討論。那篇文章，是本人在寫

《中國道教文化透視》2 一書的一個章

節，表現了自己考察道教的一種視角。

現在回頭看，自以為這一視角，在方法

上看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因為當時還

是道教研究的初期（從卿希泰先生《中

國道教思想史綱》1979 年出版，可說

開拓了一個新的學術時代，拙書的寫作

離此 7 年，出版則離此 11 年，只能算

是道教研究的早期作品），還有許多粗

疏和稚拙。其中講到吳越文化，只是將

之當成楚文化的附庸，從班固《漢書 •

地理志》所說「本吳粵（越）與楚接

比，數相並兼，故民俗略同」立論。現

在看來，局限很大。主要在泥於成說，

對吳越文化的獨特性，對它們在中華文

明整個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貢獻，沒有多

加著眼。事實說明，吳越之地為荊蠻、

文化落後的觀念長期以來佔據著人們的

頭腦，對於認識中華文明的發展是個障

礙，對於道教形成的土壤這樣的具體問

題的認識，也是個障礙。要說清吳越文

化在道教形成中的重要基礎性作用，首

先要轉變思想，拋開對吳越乃至整個長

江流域在中華文明發展中地位的低估。

一、被大大低估了的吳越文明

吳越文明，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

地位，很長時間被低估了。長期以來，

人們對於黃河流域文明的地位有非常多

的研究和高度的評價，但對於長江流域

特別是江之南的文明發展總免不了後

起、落後的偏見。然而在近幾年的考古

報道中，一再刷新了人們對於長江流域

吳越文化為道教重要源頭說

 劉仲宇 華東師範大學明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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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認知。就吳越地區而言，在今

浙江的義烏發現了迄今為止年代最早的

男性屍體，距今天大約 9000 年；在距

今約 7000 年時，又出現了河姆渡文化

（前 5000——3300），隨後是馬家濱

文化（前 5000——4000）、崧澤文化

（前 4000——3300）、良渚文化（前

3300——2300 年）。這些文化前後相

繼，讓人看到，長江中下游的文明發展

是層層相繼，自具特點，決不亞於黃河

流域的同期文化，有些方面還超越了黃

河流域。最讓人震撼的是，距今 5000

年的良渚文化，讓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有

了切實的考古支撐。如今良渚文化遺

址，已經聯合國確定為人類文化遺產。

這些都說明，長江流域特別是中下游的

文化，足以與黃河流域並駕齊驅。在道

教各教團紛紛出現前的漢代，吳越地區

就是一個有著高度文明的發達地區。其

中包括豐富的宗教資源。

特別應當指出，有人認為，曾經

有一個良渚古國，其勢力甚至一度到達

現山西省。據百度網介紹：

良渚古城對應的良渚古國，

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鶡冠子》

講的「成鳩氏之國」。按照宋代

著名學者陸佃的注釋，「成鳩氏」

（新石器時期）就是天皇氏（舊

石器時期）。《鶡冠子》講的「成

鳩氏之國」，位於楚國的領土上，

而吳越之地，在戰國晚期已經是

楚國領土的一部分。《鶡冠子》

講到「成鳩氏」手握「王鈇」。「王

鈇」就是斧鉞。而良渚古城內的

反山墓地 12 號大墓主人左手邊確

實有一件舉世無雙的玉鉞。《鶡

冠子》還提到成鳩氏之族「兵強，

世不可奪」。而田野考古學結果

顯示，從公元前 3000 年到 2500

年這 500 年裏，良渚文化集團進

行了「北征」，即大規模對黃河

下游地區用兵。另據《說文解字》

介紹，吳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

為族屬標誌。《路史》記載：「粵

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

天皇氏「鱗身」。「鱗身」就是

蛇身。可見，古文獻裏的天皇氏

從族屬標誌來看，應該是吳越之

地的人氏。從天文考古學角度看，

浙江杭州良渚古城反山 12 號大墓出土的玉鉞，是迄今發現的
唯一一件帶有神人獸面及鳥紋的玉鉞，被稱為良渚「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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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

紀」對應的土地，而星紀之次乃

木星 12 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

之地。文獻記述說「天皇氏以木

德王天下」。《春秋命曆序》：

「天地開闢……日月五緯俱起牽

牛。天皇出焉，號曰『防五』，

兄弟十三人……乘風雨，夾日月

以行。」從引文我們看到，前面

講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啟

程於牽牛星宿，後面講到木德之

人天皇和他的諸多兄弟「夾日月

以行」，那麼這段引文實際上告

訴我們天皇氏是從「牽牛星」（也

就是「星紀之次」）對應的吳越

之地啟程，開始治理國家的。所

以說，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鳩

氏之國，天皇氏之都。

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

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

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

改成良渚。這個問題，嚴文明教

授說，需要留待考古進一步證明。

但他也認為，良渚文化沒有消亡，

而是在歷史的過程中，逐漸發展

繼承下來了，並且明顯影響著以

後的夏、商、周時代，像商周的

青銅器上有一些良渚玉器上的花

紋。

「國」字外圍有個框，說明

能稱為「國」的，外圍都有城牆。

城牆，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

別的一個重要標誌。所以，找到

了圍繞著莫角山的城牆，也可以

說是期盼已久的事。  

良渚文明距今約 5300—4300

年，大體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

文明、哈拉帕文明同處一個時代。

然而在輝煌了 1300 年後，「良渚

文明」卻神秘消失，就連歷朝歷

代的歷史文獻都難覓痕跡，大量

的歷史遺存和珍貴文物就此被掩

埋於時光和塵土之中。這個時代，

中國大地上發現的古城約有 60 多

座，小的只有 10 多平方米，大的

為 280 萬平方米，面積達 290 萬

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良渚文化的分佈主要在太湖流

域，包括餘杭良渚這裏，還有嘉

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

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

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

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

為了佔領這裏，還打了一仗；再

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

南部地帶。

可以看出，當時「良渚」勢

力佔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

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

到的。

所有這些勢力，源頭在餘杭

的莫角山，這裏住著統治整個良

渚時期的「王」；我們又發現了

外面的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

都，你說，這個發現有多重要！ 3

對於良渚古國，後來突然神秘地消失，

考古學界有種種的猜測，且不來詳說。

大致可推測的是，良渚古國消失後，政

治版圖的中心便轉向中原。但其文化本

身，後世頗有繼承，如玉器中有玉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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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玉琮上的獸面紋，都在後世成為

禮器。此後，夏、商、周的政權更替，

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中原文

化似乎才是文明的象徵。於是，從北南

下的人們，用此為基本的知識框架和心

理背景來看南方，包括吳越的歷史。

《史記 • 吳太伯世家》稱：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

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

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

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

避季歷。季歷立，是為王季，而

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

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家，立為吳太伯。4

按此處所說，吳的立國，由來自周族的

太伯始，其年代，略比周文王早一輩，

他來之前，此地為荊蠻。《史記索隱》：

「荊者，楚之舊號，而以州言之曰荊。

蠻者，閔也，蠻夷之稱，蠻亦稱越。……

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如此，當

時吳處於楚越之間，故稱荊蠻。而在中

原的眼光看，荊蠻，都是對於周邊未開

化地區的稱呼。現在吳太伯墓在無錫鴻

山，仲雍墓在常熟虞山，說明當時他們

的活動區域中心即在此處。其實，就文

化說，後來稱為「吳」和稱為「越」

的，自有自己的文化，有發達的農業，

主要是稻作文化。太伯奔吳，可能有中

原文化和南方稻作文化的交融，但很難

說是他帶來了文明，因為以前都還處於

野蠻。至於越，斷髮紋身，應當是百越

族的代表，也是由本地的文化特徵的民

族，只是掛上了禹的世系。《史記 •

越王勾踐世家》稱：「越王勾踐，其先

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

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

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

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說禹

之子孫，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恐怕

既說明他們是因俗而治，也可能有點誇

張，把此地原有文明貶低了。須知，越

雖號禹之後裔，但所處之地，正是古良

渚國的近中心：良渚處今天之浙江餘

斷髮紋身的古越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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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面北右行則進入會稽，左行則是

太湖，雖已滅千年，但留下的文明

則不可能全部不見痕跡，不見得

全是草萊。吳越戰爭，則已進

入春秋時期。

總的來說，春秋時的吳

越之地，實際已經歷近三千

年的文明發展；只是春秋的歷

史，人們常以中原文化為標準

予以評價，故給人蠻荒之感。

實質當地自古以降，有自己的文

化特徵，且連綿不絕，至春秋時，與中

原文化的交往也非常密切。直至於漢，

既保留著自己某些文化特徵，又參與著

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到了東漢末

至於三國，吳越地區的文化既繼承了古

代先民的精神，特別是信鬼好巫的宗教

精神，治國方略上的道家傳統，也與中

國其他地域的文化增進了交流，甚至與

海外國家和地區有了相當多的交流。於

是這一地區的文化呈現出相當高的水平

準備，其間保留了大量的基礎性資源，

為道教的創立和傳播提供了豐厚的土

壤。

二、吳越文明為道教提供了許多

基礎性的資源
   

前面說了吳越地域的文化，原來

就有很深的淵源，十分豐富的資源沃

土，是中華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原發之

地。而下面我們也要說到，這塊區域，

也為道教產生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土壤。

蓋道教的形成，有多重因素，僅

就文化資源而言，厥有三者為最要：傳

統的巫文化是其一，方仙道又是其一，

但把各種社會、文化資源，加上創教者

的宗教體驗，整合起來的，則是黃老的

大旗。黃老思想，係道家的一支，到了

宗教家手裏，又有新的變化。春秋時

期，吳越都出了幾位傑出的思想家、政

治家乃至於經濟學家。舉個例子，吳

有孫武，越有范蠡，范蠡師為計然，

有人考證，係老子弟子文子。後一點特

別重要，說明了在吳越地區，從春秋以

來，就有道家的傳統。看《國語 • 越

語》、《史記 • 越王勾踐列傳》，我

們都非常欽佩范蠡的智慧。但是很難索

解，他的這些智慧從哪裏來，是他的獨

創？係天縱之聖，所以天才降於越？及

至 1973 年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才讓

人們看到，有一批黃老學派的經典，其

中有四篇抄在《老子》前面的，分別是

〈經法〉、〈十大經〉（一說當讀〈十六

范  蠡



18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經〉）、〈道原〉和〈稱〉，有學者認

為係失傳已久的《黃帝四經》。讀〈十

大經〉看述黃帝戰蚩尤的故事，才突然

省悟：原來范蠡的計謀，或者說整個戰

略戰術思想，均來源於此！老子為春秋

時人，范蠡的年代比他晚，是否為他的

真接後學，尚無定論，但在思想上受其

影響，則確定無疑。那麼可以說黃老的

傳統，早在春秋末年即已在吳越地區形

成。所以東漢末上虞魏伯陽著《周易參

同契》，說大《易》、黃老和爐火「三

道由一」。而從吳至於西晉，黃老學說

的學習、流傳，在這些區域一直沒有停

過。陸機、陸雲是西晉時著名的學者，

他們的學問，就有很深的道家印記。陸

雲曾著《陸子》，現已佚失，馬國翰《玉

涵山房輯佚書》等有所輯。著名文史專

家胡道靜先生〈三續道藏芻議〉5 就主

張，陸子屬道家，應當入藏。三陸的祖

先，是三國吳大將陸遜。他們對老學的

研究有沒有家學淵源，待考。

東漢是道教初起的年代，其時各

種道派紛紛創立，其中有好幾個在吳越

地區活動。其中不排除來自中原或其他

地域的，但也有一些是原創於吳越之

地。之所以能有創立，與這地地區的遠

古文明、傳統民俗就有很大關係。

還在西漢時，吳越地區的巫文化

就與中原地區的文化合流，有的還直接

輸入到皇朝中心。《史記 • 封禪書》：

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

乃言：「越人俗鬼，其祠皆見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

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

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無壇，

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6

按，《封禪書》記載戰國方仙道、秦皇

漢武的求仙活動及漢皇室內的一般祭祀

活動甚為詳細，是研究道教發生的重要

必讀資料。漢武帝求仙，是為了長生，

而越巫提供的也正以長壽為說。至於雞

卜，係百越族的統占法，至今在一些南

方少數民族中尚時可見之。

范曄《後漢書 • 方術列傳》上卷

多記占驗方術，與東漢時的圖籙緯候

之相呼應。而下卷則多各類治鬼療病之

方，其中有不少方術，為道門所汲取。

上卷記吳越地方的三人：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

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7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

也。少篤學，明於風角。8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

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9 

而下卷之記述方士則有與道教有非常深

的聯繫，其中王方平為東海人，與吳地

相近，而徐登、越炳則是標準越人：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

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

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

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

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

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

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

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

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

也。

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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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

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

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

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

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

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

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

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

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10

（唐李賢等注：）「炳故祠

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

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

傳趙侯禁止法以療疾云。」11

道教施法中常要凝神結氣，書符前要調

氣，施法時要以氣「禁鬼」。氣法，在

驅鬼如道術中稱氣禁。葛洪說：「吳越

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多炁耳。知之

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己不

染。又以群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

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12 可見氣禁之

法是吳越一帶流行的巫術。趙炳和徐登

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而且直到唐代，

對於禁架、禁咒還推崇備至。只是道教

採取之後，更加精微玄妙罷了。據筆者

考證，道門以炁布符、手訣、唸咒，都

與古炁禁之法有關。

除了方術，還有一些早期道書，

也在吳越地區流傳。陳國符先生《道藏

源流考》述「抱朴子古之靈寶經」，並

指《抱朴子 • 辯問》關於古靈寶經的

說法，淵源出自《越絕書》：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

人焉，乃謂禹曰：「勞子之形，

役子之慮，以治洪水，毋乃怠

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

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

蛟龍水。子能得之，不日期而

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

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

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至吳王闔

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

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

賫符以問孔子。……13

洞庭包山，即今太湖西山，在洞天福地

系統中，稱為第九林屋洞天。古靈寶經

最早出自哪裏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

的流傳區域，在吳越之地。《越絕書》

為東漢袁康所著，其書述孔子警告說，

此經不能夠輕出，並引童謠說，「龍威

丈人竊禹書，得此書者喪國廬」。尋而

吳果滅。顯然是給夫差失國拿出一個理

由。這應當時東漢時流在吳越地區的說

法，從中可以看到，靈寶當時的傳播地

域。後來靈寶派的重大演變，也是在這

一地域完成。所以究其根源靈寶經與靈

寶派孕育的土壤，乃在吳越之區。

現今江蘇句容茅山，則是上清的

宗壇，雖然上清一派有魏夫人傳授之

說，但其流與蔚為大宗，則是由吳地開

始的，而三茅真君於此修道，更在西漢

時期，也可看成是吳地原生性的宗派。

道教丹鼎派的歷史，也與吳越地

區有關。葛洪《神仙傳 • 魏伯陽》說

到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並在家鄉

開展煉丹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煉

丹之士，多兼學黃老，淮南王就是一個

代表。魏伯陽也是如此。但一般從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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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漢，煉丹士多依於王朝或王公貴族，

因需大量財力故。而魏伯陽雖非平民，

也非顯貴，其以個人的魅力，吸引一部

分信仰者開始煉丹，係讓煉丹術走向民

間的一大步。他的《周易參同契》被後

世奉為萬古丹經王，多為丹家所重，尤

其其中的內外丹兼修的思想，直到現在

還有影響。這是吳越之地的原產也是獨

特性貢獻。

總之，東漢三國時期，現今天的

吳越地區，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神仙信

仰、秘傳的道教經書和修道者的宗教實

踐，正為道教的傳播和創新奠定的基

礎。

                                                                     

三、吳越地區善於吸收外來成份

也為道教創新提供了養分

吳越為濱海地區。在交通史的角

度看，與內地不同，其通途往往直達海

外，異域的貨物和人員易於進入，當地

人們的見聞也必然增廣。人來貨到，自

然也會挾帶著異域的文化包括宗教。而

這種異域的文化因子，必定會與本地固

有的文化相碰撞，有時竟會擦出思想的

火花。而這於道教的創新，無疑是有利

的，甚至是必要的。

這裏且舉個例子，說明吳越包括

的濱海地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

地區。這就是佛教的早期傳播。人們

一說佛教的進入，會馬上想起漢明帝

夢金人而遣使求法的故事。但這件事

的可靠性，學術界是有過懷疑的。不

過在明帝時，楚王劉英確實已在宮中

祀浮圖，「學為浮屠，齋戒祭祀」14。

漢明帝對他的答詔中也有「楚王誦黃

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15。東漢明帝時期佛教確已

初入中國，但未必是從西域引進，至

少楚王英的故事是從青徐吳越濱海地

區開始的。

值得注意的是，楚王英的封地在

今江蘇、安徽、河南、山東交界處。這

兒正是青徐濱海地域，是巫術思想濃

厚、道教重要的發祥地。楚王英「學為

浮屠」與祠黃老並存，顯然是將二者同

樣看待的。二者的實行正同基於祭祀求

福的巫術思想，佛教也是同樣被當作

祭祀方術。而且尚有一個問題，楚王英

「學作浮屠」的教者是誰？明帝答詔中

言及將楚王英所奉獻之物，「其還贖，

以助伊浦塞、桑門之盛饌」。伊浦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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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一般譯作優婆塞，意為男居士；桑門，

即沙門，為出家的僧人。這些人顯然是

劉英招致的賓客，亦即他學為浮屠的教

師。如此說來，佛教的在東方徐泗一帶

的傳播，首先是在民間已有伊浦塞和沙

門在活動，然後才獲得劉英這些貴族的

禮遇的。劉英其人，後來因招致方士、

妄造圖讖，被揭發後自殺。那些佛教居

士、僧人恐怕就是混在方士中的吧。從

劉英的例子看，早期佛教的能被接受，

乃是它被當作方術的一種，在巫風濃重

的地區首先立足的。

不僅如此，佛教漢代就在東方青

徐濱海地域傳播，還有一個重要的證

據，就是連雲港外的孔望山摩崖石刻。

《中國名勝詞典》介紹說在江蘇連雲港

市南二公里孔望山。山上古刻最為珍貴

的是漢代摩崖畫像石刻，依山岩的自然

形勢鑿成。畫面東西長 156 米，高 97

米，共有一百零八個人像，最大的人物

畫像 154 米，最小的頭像僅 10 厘米。

內容有宴飲圖、疊羅漢圖，還有關於佛

教的涅槃圖、捨身施虎圖以及立佛像、

坐佛像、供養人等，是我國最早的石窟

藝術雕刻。後出的《中國宗教名勝》

介紹相同。二者的介紹，都沒有提及有

道教造像，其實，孔望山造像中有道教

所信奉的西王母等，是佛教題材與道教

題材（嚴格說是道教的前身方仙道）的

混合，而後來的發現，說明有三尊立像

係神仙造像。它充分地說明了漢代佛教

與民間的神話、方術混生的情形，也極

為鮮明地表明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實在

與巫風的濃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同

時，它也說明，佛教的早期傳播，絕不

僅僅像文獻所述的那樣，為個別達官貴

人所激賞而推向民間，倒是由民間進入

宮室朝廷。所傳明帝求法一說，講的是

從陸上通道傳入佛教的情形，然而陸路

是否佛教輸入的唯一通道呢？連雲港為

古代重要口岸，孔望山摩崖石刻正當面

海近港之處，十分值得深思。按，關於

古代海上的域外交通，一般人不像陸上

之路印象深刻。「張騫通西域」為人所

熟知，而海上交通則常茫然。實際上海

路的交通，可能還要再早些。廣州的越

王趙胡墓出土的波斯銀碗與平板玻璃，

這兩件舶來品，可能會對原有觀念產

生衝擊。趙胡與張騫（通西域回程於

前 126 年）的時代相近而略早，他的

墓中出現的舶來品，或許輸入時還要更
江蘇省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刻中的道教造像
及立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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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漂洋過海將貨物運到今天的廣州，

再輾轉由商人之手引入皇宮，其間的經

歷一定十分曲折。人們對於古代絲綢之

路的研究，近三十年來有很多成果，限

於篇幅，不作詳引。但就孔望山摩崖石

刻看，佛教進入此地一定已經有一段時

間，才能獲得資金做這項偉大的工程。

所以說，楚王英的學佛，顯然已經一段

時間的醞釀。

至 於 在 東 吳， 據《 三 國 志 • 吳

書 • 孫綝傳》記載，孫綝在吳太平三

年（258）十月廢吳主孫亮為會稽王，

立琅邪王孫休為吳主，控制吳國朝政大

權。「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

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

而孫皓在即位後也「棄淫祠，乃及佛

寺並欲毀壞」16。孫綝「侮慢民神」的

內容之一，是壞「浮屠祠」，孫皓更將

佛寺與淫祀一律看待，棄淫祠而危及佛

寺，正說明在當地佛教與淫祀相混，至

少在人們心目中，這佛寺與伍子胥祠一

類神廟，沒有甚麼區別，佛教是樹立在

吳地素向流傳不歇的巫風的基礎上的。

也說明，佛法的傳入，海上通途佔有重

要地位。徐州、連天雲港今都屬江蘇

省，與廣義的吳地本為一區。

可見，吳越之地，是對外交通的

重要通道，這裏不僅有貿易，也有宗教

的傳播。這種區域特徵，對於道教的發

展是有利的。下面就道教說。道教在吳

越之地，曾出現過一個道派——靈寶

派。此派自敘的歷史，淵源於三國時的

葛仙翁葛玄。至東晉末，其四世從孫葛

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在東晉

時所出的靈寶經，有非常明顯的域外成

份。即以重要經典《玄靈寶無量度人上

品妙經》（簡稱《度人經》）說，其中

一部分內容，原來是從梵文翻來的，

《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明說

其「書是梵書，音是梵音」。由此，我

們推測，當時的造經者，得到過梵文經

典，但對這些經典的性質，學人多以為

係佛教，但筆者認為，實是古代婆羅門

教。

婆羅門教最早傳入中國是甚麼時

候？殊難斷定。由於它沒有像佛教這樣

在中國紮下根來，甚至沒有以獨立的形

式（例如像摩尼教、祆教那樣）在中國

出現，更難索考。不過，婆羅門僧人和

婆羅門經典於東漢末年已進入中國則是

可以肯定的。《歷代三寶記》所記竺法

護事尤可注意：「月支國沙門曇摩羅

剎，晉言法護、本姓支，歷遊西域，解

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大攜梵本婆

羅門經，來達玉門，固居敦煌，遂稱竺

氏，後到洛陽及江左。」其實比這些晉

時由西域來的僧人更早，婆羅門學說已

經傳入中國，而目前所知的最早傳播地

區即是三國吳地。其中關鍵，就是盤

古的出現。盤古，本來不在中國的古史

傳說中，如果從史學的角度看，東漢前

沒有一部史籍提到過他。最初出現盤古

名號的著作，是三國吳徐整的《三五曆

記》，其書已佚，《藝文類聚》等古籍

留下部分文字。據此書說：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在

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

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

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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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

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

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

於五，盛於七，極於九，故天去

地九萬里。

又說：

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

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

佈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也。

這此學說，據香港饒宗頤先生考證，係

來自印度的金蛋說，而為魏晉時的宇

宙論所採納。17 而道門中第一個採納此

說的是葛洪。葛洪更將盤古與道教尊神

元始天王合二為一，並且將之與道家的

宇宙演化學說統一起來。他在晚年著作

《枕中書》中說：

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

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

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

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

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

上無所繫，下無所根，天地之外，

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

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

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結，

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

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

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

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

水生元蟲，元蟲生濱牽，濱牽生

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

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

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

飲地泉。

在這裏，元始天王被置於開天闢地之先

的「溟滓鴻濛」的狀態中，但作為「天

地之精」的元始，並不是如西方的上帝

那樣是天地的創造者，而只是隨著宇

宙一起演化的，後來道教的三清尊神，

都為氣所化。宇宙演化、道化天地，與

尊神的一致，是道教一個久遠的傳統，

也是她的哲學和神仙譜系的一個特徵。

《枕中書》的闡述，比起漢代對老子

的描述，更為系統更為具體了。《老

子想爾注》雖有「一」聚形為太上老君

的說法，但並未討論宇宙起源、演化諸

問題，葛玄講老子「與大道而淪化，為

天地而立根」，但沒有描述其過程，葛

洪則在對元始天王的描述上，具體探討

了宇宙演化的問題。他將道家由道的虛

無洞達狀態演化出天地的學說、漢代以

來最有影響的天文學說渾天說、道教由

道、炁化生尊神的學說，及儒生對天地

開闢神話的探索，總匯而熔成一爐，從

而在道教理論上，比其前人來，更勝一

籌。

葛洪的《枕中書》稱最初的神靈

為盤古，到了他從孫葛巢甫的手上，便

直接稱之為大梵、梵炁，而他在神仙世

界中的地位也更加確定，他就是元始天

尊。其實，葛氏一系與古婆羅門經典的

接觸，還在葛洪之先。

諸道書述《靈寶經》，都說由徐

來勒等傳給吳葛玄。《雲笈七籤》卷三

引《靈寶略記》曰：「（葛玄）入天台

山學道，精思遐徹，未周一年，感通太

上，遣三聖真人下降，以《靈寶經》授

之。其第一真人自稱太上玄一第一真人

鬱羅翹，其第二真人自稱太上玄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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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光妙音，其第三真人自稱太上玄一

第三真人真定光。三真未降之前，太上

又命太極真人徐來勒為孝先作三洞法

師。」這裏，傳經三人的名字值得推敲。

徐來勒以外，三真人竟有光妙音、真定

光二人名列三十二天帝中，而鬱羅翹一

名又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鬱羅蕭台」。

這種情形傳遞了甚麼信息，很值得玩

味。傳經之人為甚麼要特別取一個梵

名？或者原是天竺婆羅門？是不是《度

人經》中的若干資料如「大梵隱語」之

類葛玄已經獲得過？葛巢甫據之再創新

靈寶經，所以新靈寶經也徑托於葛玄名

下？如此等等，都是道教史和中外文化

交流史上的謎。

如果說，對於傳經的神話所反映

的信息，我們還只能限於猜測其含義，

那麼葛玄自己的著作中透出的信息則更

為確鑿一點。其〈《道德經》序〉云：「老

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

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

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

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

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

名也。」這兒有幾句話特別發人深省，

「天地終始」不就是一劫嗎？經歷天地

終始不可稱載，無非是指歷劫無數；

〈序〉下文又言「老子之號，始於無數

之劫，其竅竅冥冥眇邈久遠矣」，即是

此意。《度人經》「渺渺億劫」亦正與

此同。可以說葛玄是第一個稱「劫數」

的道教徒。「布炁十方」、「闡教八方

諸天」二句也很突出，上面說過「八方

諸天」的說法不根於中土而源於天竺婆

羅門，「十方」亦同。那麼葛玄接觸婆

羅門思想並有所採擷是無疑的了。

總而言之，吳越之地，曾是與海

外交通發達，中外文化交流也較發達的

地區。這種地理上的便利，加上善於包

容的吸收外來文化的心態，給道教的創

新和新道派的誕生，提供了條件。

上面所說吳越之地和文化對於道

教的形成所做的貢獻十分重大，這些貢

獻，是帶有根源性的，是在道教形成產

生之初即發生，因而是原生性的。事實

上，東漢形成的道教，有的已經消失，

或歸併，留下正一、上清、靈寶，宋代

稱為三大符籙宗壇，而其中兩大符籙上

清與靈寶，即源於吳越地區。至於丹鼎

一派，並無組織，其中有些人受過符籙

以取得道士身份和較高的道階，是後來

葛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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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以東漢時言，魏伯陽的活動區域

正是越地，而初傳《周易參同契》的，

乃是青州徐從事。而就在三國時，吳地

就出現了于吉的道派，他教人燒香讀道

書，信徒很多，一次孫策在樓上宴請，

正好于吉經過，賓客中三分之二下去參

拜，呼喝禁止不住。孫策怒而殺之。此

為治道教史者所熟知。這說明于吉之

道，在當地有很深的群眾基礎。這一小

道派的滋生盛長，也說明了吳越之地有

肥沃的靈性文化的土壤。吳越之地對於

道教形成的這種影響，長期以來被低估

了。本文只是引子，期望能有更多的研

究成果出現。

1　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冊，後收入《陳寅

恪文集之二：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2　劉仲宇：《中國道教文化透視》，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 年。當時作者在

扉頁上手題：「此書 1986 年 10 月交稿，

89 年 6 月校閱。」此書代表八十年代中期

本人的觀點。

3　「360 百 科 」 之〈 良 渚 古 國 〉

（https://baike.so.com/doc/6992047-

7214906.html）。

4　《 史 記 》， 北 京： 中 華 書 局，

1982 年，第 1445 頁。

5　載《宗教問題探索 ‧1983 年文

集》（上海宗教學會編，內部出版）。

6　《史記》，第 1399—1400 頁。

7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第 2713 頁。

8　同上，第 2716 頁。

9　同上，第 2733 頁。 

10　同上，第 2741—2742 頁。

11　同上，第 2743 頁。

12　《抱朴子內篇 ‧ 至理》。

13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訂

版）》，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49

頁。

14　《後漢書 ‧ 楚王英傳》。

15　同上。

16　《高僧傳》卷第一〈吳建業建初

寺康僧會〉。

17　參看饒宗頤：〈安荼論（ANDA）

與吳晉之宇宙觀〉，收入《選堂集林 ‧ 史

林》。

于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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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真道是宋金之際興起於山東半

島的道教革新派。這個教派的興起，有

多種因素推動，如道教「肉體成仙」

信仰的困境、隋唐「重玄學」思潮的

影響、五代「鍾呂金丹派」的出現 1，

以及北宋徽宗「溺信虛無」2 的負面效

應、宋金交戰帶來的社會苦難等等。陳

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在分析

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時認為：「全真

何以能得人信服乎？竊嘗思之，不外三

端，曰異跡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

也。」3 所謂「異跡驚人」，蓋屬各種

宗教藉以吸引世人目光的神秘方式，茲

不多言。而所謂「畸行感人」與「惠澤

德人」，則是全真道對待眾生的善舉，

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曾據〈圓明

李先生墓表〉、〈真常真人道行碑銘〉

敘述李志源、李志常等全真道士先人後

己、捨身救民的事蹟：

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

在，至者如歸。嘗歲饑，資用乏

絕，（李志源）先生辟穀數旬，

略談全真道的濟世度人
精神及其當代價值

 郭  武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饒宗頤宗教與中國文化研究所

李
志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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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己類此。4

（李志常）公至即墨之山

東，屬貞佑喪亂，土寇蜂起，山

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

其中，眾以公後，拒而不納。俄

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

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

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

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

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

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

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5

這種先人後己、捨身救民的善舉，實是

全真道教理教義、修行宗旨的一種體

現，如元初士人徐琰言：「其修持大略

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

己利人為宗。」6 對此，筆者曾撰〈略

談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一文予

以剖析，並討論了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意

義。7 不過，「苦己利人」尚不足以表

達全真道精神之全部，故現擬從更加廣

闊的「濟世度人」之角度來進行闡述 8。

「濟世」與「度人」是各種宗教

經常使用的詞語，用以表達對芸芸眾生

的悲憫情懷，以及試圖「拯救」眾生的

各種努力。在漢語文字中，「濟」謂

「過河」、「救助」，「度」者「渡」

也，謂「載運過河」、由「此岸」而到

「彼岸」，引申為幫助凡俗之人脫離世

間苦海、到達理想世界。道教典籍中多

有「濟世度人」之語，如《雲笈七籤》

在談及漢代張道陵創立天師道「二十八

治」時言：「治隨天立，歷運設教，劫

劫有受命為天師者，各各申明，濟世度

人，以至太平。」9 元代趙宜真《原陽

子法語》則言：「人天路上，作福為

先；生死海中，修慧為本。蓋專於修慧

者，攝性明心，堅持戒定，以資慧力，

而證夫道，則可以度脫生死苦輪、超躋

仙祚矣。未種緣福，不免艱難，豈得身

心清靜？專於作福者，濟世度人，廣行

方便，以培福基，則當來託生人天、受

諸快樂矣。」10 明代正統年間編纂的作

為「道經總集」之《道藏》，開卷的第

一部經典即是主張「仙道貴生，無量度

人」的《度人經》（《靈寶無量度人上

品妙經》），由此可窺「濟世度人」在

道教中的重要地位。只不過，以往學界

較多關注道教的「長生成仙」這一核心

信仰，喜歡討論道教之抽象玄奧的哲學

觀念、思想義理以及可致健康長壽的修

煉行為、養生實踐，而對道教之面向世

俗社會、普羅大眾的「濟世度人」情懷

關注不夠、研究不足，以致人們往往對

道教有一種主張超凡絕塵、不食人間煙

火、專注個人修煉的印象。但事實上，

包括全真道在內的道教諸派，從未割裂

道教與世俗社會的關係、放棄對普羅大

眾的關懷，而是大力提倡「濟世度人」

並以之為「得道成仙」的前提條件，詳

如下述。

二

與 主 張 積 極 進 取 的 儒 家 文 化 相

比，提倡「無為」的道家道教多被人們

視為具有「出世」傾向。所謂「出世」，

通常指在某種程度上脫離現實的世俗

社會，或對世俗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念、

行為方式等持否定態度。事實上，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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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教還是作為其「前身」的先秦道家

和神仙家，都確實具有這種「出世」色

彩，如先秦道家認為儒家提倡的世俗價

值觀念是需要摒棄的，而主張「絕聖棄

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見

素抱樸、少私寡欲」 11，戰國神仙家嚮

往的蓬萊、方丈、瀛洲等「三神山」，

則屬遠離世俗、超凡絕塵之象徵。漢

代以後的道教，更以其獨具特色的「長

生成仙」信仰表現出了強烈的「出世」

傾向 12。但還應該看到的是，道家學說

實際上擁有「治身」與「治國」兩個

方面 13，而道教在渴望成仙、傾向「出

世」的同時，也有著種種「入世」的

言論和行為。所謂「入世」，乃與「出

世」相對，指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世俗社

會流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甚至

頗為積極地參與世俗社會的某些活動。

作為一種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的宗教團

體，追求「出世」的道教實際上很難脫

離其生存環境，需要對來自現實社會的

種種問題或挑戰做出回應。如果將追求

成仙視為道教徒之「精神追求」的話，

那麼回應現實的問題或挑戰則可被稱

為是他們的「現實需要」。也正是由這

種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謀求自我發展的

「現實需要」，使得道教的思想學說和

行為方式出現了明顯的「入世」傾向，

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著各式各樣的「社

會角色」。14 甚至，其「出世」與「入

世」這兩種看似矛盾的傾向，還在隋唐

以後道教的「心性」學說中得到了深

度圓融 15，如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雖在

《立教十五論》中主張「出家」、「住

庵」，但同時又聲稱：「色財叢裏尋超

越，酒肉林中覓舉昇，在俗本來無一

罪，蓋緣學道萬重增。」16 而全真諸子

也多主張「入世」，如譚處端認為：「為

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

這般功德路，定將歸去步雲霞。」17 丘

處機則因「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

一二留」18，而懷著「我之帝所臨河上，

欲罷干戈致太平」19 之目的，不遠萬里

地前往中亞面見成吉思汗，力勸其「必

在乎不嗜殺人」20。也就是說，看似「離

塵出世」的道教，甚至提倡「出家住庵」

的全真道，實際上也涉足世俗社會、關

注普羅大眾。由這種明顯的「入世」傾

丘處機面見成吉思汗（一言止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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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窺全真道「濟世」情懷之一斑。

道教的「入世」傾向或「濟世」

情懷，不僅與其作為一種宗教團體謀求

自我發展的「現實需要」有關，而且與

其思想中本來就擁有的「度人」觀念有

關。道教的「度人」觀念，與「成仙」

信仰緊密關聯，所涉領域也很廣泛，如

其所謂「人」不僅包括現實中的凡俗之

人，而且包括已經死去的亡魂，其所謂

「度」，也不僅僅指宗教性質的脫離世

間苦海、到達理想世界，同時可指幫助

民眾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厄。《靈

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言「仙道貴生，

無量度人」，所謂「貴生」之「仙道」

實涉及仙、人、鬼三者，且「仙道」不

過是「度人」的一種結果，經曰：

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上開

八門，飛天法輪。罪福禁戒，宿

命因緣。普受開度，死魂生身。

身得受生，上聞諸天。諸天之上，

各有生門……

也就是說，這裏所謂「仙道貴生」，

實際上是針對那些「普受開度，死魂

生身」的亡魂而言的，指的是亡魂經

過「開度」後而「身得受生，上聞諸

天」，亦即所謂「死魂受煉，仙化成

人」21。也正由於此，道教非常重視各

種濟度亡魂的齋醮科儀，並以為「其

功至重，不可稱量」22。這種將「度人」

與「功德」聯繫的觀念，成為了道教

「成仙」信仰的重要內容，只不過，

後世道教齋醮科儀的「度人」亦兼有

祈福禳災、濟困救厄等服務民眾的內

容，而所謂「功德」則可泛指一切善

舉。23

關於行善積功（度人）與「成仙」

之關係，南北朝道經《太上洞玄靈寶

本行因緣經》曾有過很好的闡述，如該

經記載得道成仙之後的「太極左仙公」

葛玄回答諸地仙「吾等學道至今已六百

年，尚散跡於山林間」之問曰： 

子輩前世學道受經，少作善

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

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經弘

遠之辭，不務齋戒，不尊三洞法

師，好樂小乘，故得地仙之道，

然亦出處由意，去來自在，長生

不死，但未得超凌三界，遊乎十

方，仰瞻太上玉京金闕耳。子欲

使法輪速昇、飛行上清諸天者，

當更立功，救度國土民人災厄疾

苦。大功德滿，太上錫迎子矣。24

這種以「度人」（善功）作為「度己」

（成仙）之前提條件的「大乘」思想，

在後世道教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如唐末

五代「靈魂成仙」之說興起後，「鍾呂

金丹派」曾在內丹修煉過程中專設「煉

道入聖」環節，要求修煉有成者繼續留

在人間行善積德、濟世度人，以此作為

得成「天仙」之前提條件 25，如《西山

群仙會真記》引《洞天語錄》言：「夫

修養真氣，真氣既成，而煆鍊陽神。陽

神既出，得離塵世，方居三島。功成神

遷棄殼，須傳流積行於人間。行滿功

成，受紫詔天書，而居洞天矣！」26 這

裏所說的「傳流積行」，是指繼續留在

人間傳播道教的內丹修仙方法以圖積累

自身的功德，而「不可不傳」則表明了

此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所以有這樣

的要求，一方面是為了「度人」，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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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更多的人得知內丹修仙方法，另一

方面也是為了「度己」，亦即為自己的

升遷積累功德，最終「受紫詔天書而居

洞天」。

作為宗承「鍾呂金丹派」而來的

道派，全真道也特別強調行善積德、濟

世度人，如王重陽在《立教十五論》中

說：「入聖之道，須是苦志多年，積功

累行。」只不過，在戰火紛飛、民不聊

生的金元亂世，全真諸子之「度人」目

的或與鍾呂之追求「天仙」境界不盡相

同，其更為關心的，是世俗社會中普羅

大眾的疾苦，如丘處機曾告誡弟子：「今

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

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

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27 弟子們

在丘處機的教導下，紛紛奔赴各地、立

觀度人，如李志柔「恪遵玄訓，於是始

建長春（觀）於漳川，奉天（觀）﹑棲

真（觀）於大名……其門弟諸方起建大

小庵觀二百餘區」28，宋德方在編纂《道

藏》的同時，「猶假餘力即萊州神山

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自燕至秦晉，凡

四十餘區」29，趙志淵則在「大名﹑磁

（州）﹑相（州）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

立庵觀十有餘所」30。一時間，即令全

真道教團的發展進入了高潮，以致「東

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莫，雖十廬

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31。也就是

說，這種普惠性質的「度人」模式，有

力地推動了全真道團的迅猛發展，成為

早期全真道走向成功的關鍵因素。

三
   

由金元全真道之「濟世度人」的

事實，及其迅速走向成功的現象，我們

可以獲得許多啟發。以下簡單地談談本

人的認識，藉以說明全真道濟世度人精

神的當代價值。

早期全真道之大力踐行「濟世度

人」，一方面與道教本身具有的「度

人」觀念有關，另方面也與全真道領袖

能夠積極審時度勢、適應現實社會環境

有關。如前曾述，作為一種存在於現實

社會中的宗教團體，追求「出世」的道

教實際上很難脫離其生存環境，需要對

來自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或挑戰做出回

應。而早期全真道的領袖們，頗能根據

當時社會的具體環境，適時地制定出各

種適應「現實需求」的策略，如深諳「道

同時異」而「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

一，猶存而勿用」32 的丘處機，在戰火

紛飛、民不聊生的金元亂世，一方面積

極結交統治者以爭取獲得扶持，另方面

則要求弟子抓緊時間「立觀度人」，同

時又教導信徒：「高下如能各處分，始

終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災障，蓋為

人心胡縱放。」33 這種符合道家「虛無

為本，因循為用」宗旨的做法，無疑是

金元全真道獲得迅速發展的關鍵原因，

可為當代中國道教獲得良好發展提供經

驗和思路。

當代中國的現實環境，對於道教

來說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所謂「宗教中

國化」。筆者認為，這裏所謂「中國」

應當是指「當代社會主義中國」，而所

謂「宗教中國化」則是指各種宗教都需

要在各方面進行調整，以使自己的思想

觀念、行為方式、組織制度等與當代的

「社會主義中國」相適應。34 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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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考察道教的歷史，可以發現其

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處於不斷的發展

革新之中，例如：漢代張道陵在蜀中創

立的「正一盟威道」，實際上乃是對黃

帝以來的古代宗教之變革結果，亦即以

「三天正法」代替「六天故氣」35；兩

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也曾「屈服」於主

流社會的壓力，對自身的組織制度進行

過「清整」，而逐漸從「民間」走向「官

方」；36 隋唐金元的道教，更拋棄了傳

統的「肉體成仙」信仰，而主張「靈魂

（精神）成仙」。37 總之，適應社會變

化、時代要求而不斷地對自身進行革

新，是道教有史以來的一貫做法。當代

道教各派欲適應「社會主義中國」，必

須對當代中國的國情進行研究，對執政

黨的思想主張、發展戰略等進行瞭解；

在此基礎上，才能對道教傳統的思想觀

念、行為方式、組織制度等做出合乎時

代要求的闡釋，並進行適應當代社會發

展進步的改革。

當代中國的國情，是執政黨提倡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事實上，全

真道之「濟世度人」精神與當代「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許多契合之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24 個字，

實包含「社會」與「個人」兩大領域，

其中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之主體是「社

會」，涉及「國家治理」諸問題；而「愛

國、敬業、誠信、友善」之主體則是「個

人」，屬「個人修養」之領域。世人或

以為「修養」與「治國」乃是儒家「修

齊治平」學說之內容，但事實上，道家

文化之特長也恰在於「治身」與「治國」

兩個方面，如著名學者陳鼓應先生言：

治身與治國是道家兩個重要

的組成部分。《老子》主要談治

國，兼談治身，莊子承楊朱而談

治身，尤重於個人精神境界的提

升。黃老道家中，帛書《黃帝四

經》僅談治國，《管子》四篇（《內

業》、《白心》、《心術》上下）

則是治國治身二者兼顧，而《內

業》偏重治身，《心術上》則偏

重治國。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中所標舉的道家，有兩個要點，

即「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以及對於形神關係的重視，《心

術上》即以前者為主題，而《內

業》則以後者為主題。38

這裏所謂「治身」與「治國」，某種程

度上相當於道教所追求的「度己」與

「度人」。39 筆者認為，無論道家或道

教的學說多麼高深龐雜，其實都是落腳

於這兩個具體的問題之上的，只是在不

同時期對這兩個問題的偏重有所不同。

全真道之「濟世度人」，也同樣涉及這

兩個方面的問題，如王重陽一方面主張

通過宗教修煉追求「身且寄向人間，

神已遊於天上」40，另方面則要求信徒

「行方便，救度一切眾生，忠君王，

孝敬父母師資」 41。而全真道的其他主

張，如《三州五會化緣榜》中的「修仁

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

心」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

私」42，以及《長春真人規榜》中的「柔

弱為常，謙和為德，慈悲為本，方便為

門」，實與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之

「個人修養」領域的許多觀念有相同或

相通之處。



32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由上可知，傳統道教的許多思想

觀念和行為方式，實際上是可以與當代

中國的文化相契合的。如何進一步挖掘

傳統道教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相契合的內容，甚至在可操作的層

面上詮釋並推行之，以求更好地繼承和

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服務於當代

中國的「文化自信」建設、推動當今中

國社會的道德建設，乃是包括全真道在

內的當代道教面臨之重要問題。

（本文曾於 2020 年 12 月在山東

省道教協會主辦的「融合齊魯文化精

粹，挖掘道教時代價值——推進道教中

國化學術研討會」宣讀發表，特此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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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子》一書中有眾多人物形

象出場，例如莊子這一形象，在《莊子》

全書三十三篇中有十五篇曾被提及。關

於莊子形象的出場，有我們所熟知的莊

周夢蝶、濠梁之辯等，這些記載或來自

於莊子本人的記錄，或來自於後人的記

錄與杜撰，不過無論何種方式，都無礙

於我們對莊子這一形象的認知。除莊子

形象外，《莊子》一書中還有十九篇涉

及到孔子、顏回、子貢、曾子等儒家人

物形象。其中孔子這一形象的出場，有

時是作為儒家人物接受道家教化的典

範，有時則是作為道家人格特徵的正

面形象出現，這樣的安排均是為了貶儒

尊道、充分表達道家思想的內涵。在莊

子形象和儒家形象之外，《莊子》一書

還虛構了不少的人物形象，比如天根、

無名人等，以及道家代表接輿、南郭子

綦、老子等人，還有不符合大眾判斷的

畸人形象、超然物外的真人形象。另

外，在《莊子》一書中還有不少非人形

象的存在，比如樹人形象、鳥人形象、

骷髏形象等。

以上形象只是《莊子》一書中眾

多人物形象的主要類別，這些人物形象

的出場不一定符合史實，甚至有些形象

為杜撰，但是人物形象以及其所塑造的

故事背後，是作者想要傳達的道家思想

精髓。這些人物形象通過間接的對比或

直接的陳述來表達道家的理想人格形

態，或展現道家理想人格的某個面向。

通過對眾多人物形象進行分析，可以一

改我們傳統所認為的「仙風道骨」式的

人物形象。為了對道家的理想人格進行

闡釋，我們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對《莊

子》一書中出現的人物形象進行解讀。

一、畸人形象

與對外在形體及身份地位的追求

相比，道家中的理想人物形象更看重內

在超越，致力於使個體意志不受外在氣

化生命的影響，從而做到安時而處順。

因為在道家看來，氣化生命是一個自然

而然的過程，同草、木、瓦、石等的存

在一樣屬於氣化生命的一部分，刻意改

變這一過程反而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

 殷亭亭 蘇州大學哲學系

從《           》中的人物形象

來看道家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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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有別於草、木、瓦、石的地方則在

於人具有主體意志，可以去追求內在的

超越境界，與自然之道相契合。因此從

道家的立場來看，形體的美醜並不會成

為道家的人格形象追求內在超越的阻

礙，甚至對於世間關於美醜的判斷標

準也不會在意。因而，從莊子的思想來

看，背離自然之道的人難以做到內在的

超越，更多的是沉溺在世俗偏見中不自

知，原因便在於背離自然之道者的道心

被成心所取代。成心即為偏見之心，抱

持成心之人以自己的偏見之心來評價事

物，是非便就此產生。

《莊子》一書中便出現了不少身

體殘缺的人物，他們被統一稱之為「畸

人」。對畸人這一群體進行分析是瞭解

莊子道家理想人格的關鍵。關於畸人，

莊子借孔子之口講到：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1

意為畸人雖不同於世人，但卻與大自然

相合。這句話旨在表明對畸人的評價標

準是人所規定的，天道並不以人所規定

的標準認為形體殘缺之人為畸人。因此

有：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也。2

天然與人為對於事物的評價是不同的，

甚至是對立的。莊子想要傳達給我們的

意思是：符合天然未必符合人為，而符

合人為亦未必符合天然。道家思想要

求我們寧願不符合人為，但需要符合天

然，故而，對於世俗之評價標準的駁

斥，便在畸人這一形象上體現出來。在

《莊子 • 德充符》中，有六個著名的

畸人形象，分別為王駘、申徒嘉、叔山

無趾、哀駘它、無脤和大癭。這六個人

或身體殘疾或長相怪異，但通過對這些

人物形象進行分析，可知莊子對此六人

的評價很高。甚至在因過錯被砍掉腳的

王駘面前，作為儒家典範的孔子也自歎

不如，對這些畸人多有稱讚之詞：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

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

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

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

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

「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

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

與從之。」3

莊子借儒家代表孔子說出此番話來讚美

王駘，這些讚美之言表達的是莊子對社

會生活的看法。孔子作為儒家的教育典

範，門下弟子眾多，但孔子卻主張天下

之人向王駘學習。原因便在於王駘雖為

殘缺之人，卻能將生死看淡而與萬物同

化；又因其恬淡寡欲，使自己內在的德

行得以保全。王駘這一畸人形象所展示

的超拔境界是一般人難以達到的，他深

知天地萬物的變化道理，能夠同等對待

生死、萬物；對世俗社會上的價值意識

採取恬漠的態度，沒有刻意指出世俗間

不和自然的事情，也不曾致力於改變社

會現狀。人們感受到王駘的高遠意境，

自發成為其弟子向他學習，此處的王駘

可以說是「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

者」的最佳代表。

另外兩位畸人形象——申徒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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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山無趾——的遭遇很相像，申徒嘉與

鄭子產同在伯昏無人門下學習，受到身

居高位的鄭子產的歧視；叔山無趾去面

見孔子，卻受到指責。申徒嘉面對子產

的輕怠時這樣講道：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

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

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

亦過乎！ 4

叔山無趾面對孔子的指責時說道：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

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

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5

申徒嘉與叔山無趾均達到了內在的超

越，因而形體的殘缺已然忘卻。世間所

認定的「全德」之人，或是像鄭子產這

般身居高位、或是像孔子這般門徒眾多

聲望鼎盛之人，但是莊子通過畸人形象

傳達了道家意義上全德之人的定義：全

德之人以自然之道為根本追求，沒有生

死、貴賤、形體的分別，將對內在超拔

境界的追尋放在首位。

在這些畸人形象中，哀駝它這一

形象所承載的內涵更多，他已徹底顛覆

世俗對人這一個體的評價標準：

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

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

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6

哀駘它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讓接觸他的

人對他表示喜愛，這個故事不僅是對世

俗外在評價體系的顛覆，而且也對傳統

的人才評價標準作出了反駁，從〈德充

符〉篇記載哀駘它的文字來推敲，我們

看到的是一個沒有主動讓周圍的人接受

自己樣貌的無為者，他甚至在被周圍的

人信任後也不曾為世俗事務出謀劃策。

但這樣一個人卻使接觸他的人感受到真

實的快樂，他的離開又讓接觸過他的人

茫然若失。這一過程，難免不會使接觸

他的人產生思考，而接觸他的人所引起

的思考才是符合道家風格的，因為這一

思考完全是接觸者主動發生而非沒有他

人指使，這一思考是自然而然、潛移默

化中發生的。哀駘它被莊子塑造成了一

個道家理想人格形象來體現道家精神，

莊子接下來又借孔子之口講出了想通過

畸人這一群體闡述的「才全而德不形」

觀點：

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

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7

「才全而德不形」意為自然賦予此人的

特質不曾被損害，內在的德行隨著事物

申徒嘉與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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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顯現出來，「才」與「德」其實是同

一事物的兩個面向，即二者均是「道」

的體現。沒有被外界事物所侵擾的特質

被稱為「才全」。「才全」之人方是「全

德」之人。而才全這一內在特質最終被

他人所感知到，這一由內而外的過程便

是「才」或「德」的顯現。但才全之人

沒有刻意去展示其德行，這也恰是全德

的體現。哀駘它作為「才全而德不形」

的代表，莊子用一種誇張的敘事手法將

能夠秉持本性而德不刻意外漏的畸人形

象塑造出來，與畸人誇張醜陋的外表相

比，其保全自己內在本性以獲得內在超

越的行為才是莊子意欲表達的主旨。

《莊子 • 德充符》中的另外兩位

畸人是無脤和大癭，8 二者的「全德」

同樣決定了二人內在生命的超越境界，

因而接觸他們的人很容易遺忘他們的

外在形態，跟隨二人去追求一內在的超

越，這即是莊子所說的：「故德有所長

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9

在此記載的畸人們是相對於世俗

之人的覺知者的形象，莊子對畸人形象

的描述，警醒了世俗之人若對外在景象

或人之形體過於關注，便容易導致對個

體本身真性的忽視。因此當我們將外在

景象或自身的形體置之度外時，對自然

之道的體認會更直接無礙，自己的本真

天性也能夠得到施展。莊子在〈德充

符〉篇章最後講到形、情、天、人之間

的關係深化了畸人形象傳遞給我們的精

神：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

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

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

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10

體道之人有稟受自然而生的形體，但是

沒有後天因成心而生出的是非情感。因

為有人的形體，所以能夠與人相處，又

沒有因成心而起的是非情感，因此世

俗的偏見不會對其原本的主體性造成影

響。正因如此，體道之人才能夠與自然

之道相契合，從而做到內在超越。

二、非人形象

《莊子》一書中還記載了不少的

非人形象，這些形象的出場多通過寓言

的形式展開，此類形象在《莊子》一書

中俯拾皆是。最為經典的非人形象有樹

人形象、骷髏形象、鳥人形象等，這些

形象的出場為道家的理想人格做了補

充。

在《莊子 • 逍遙遊》中出現了一

棵按照世俗評價標準來說是「無用」的

樹，莊子站在樹的立場看出了這棵樹的

獨特之處：

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

可用，安所困苦哉！ 11

正是因這棵樹的生長狀態不與世間「有

用」的標準契合，因此這棵樹得以免受

刀斧的砍伐而繼續生長。在《莊子 •

人間世》中，樹木再次出現，此處的樹

木完全擬人化，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

法：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

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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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

也。12

在樹人的立場來看，樹木自然生長的過

程是無所謂「有用」與「無用」的，「有

用」與「無用」是以人的評價標準來

看。但在樹人的立場，人所評定的「無

用」反而成全了樹人的「有用」，此

「無用之用」保全了樹木後續生存的可

能性，此種可能性在樹人的立場上是難

能可貴的。匠人們對「有用」、「無用」

狹隘的討論帶有人為的主觀色彩，以此

推論，我們可以看出世間的各種評判標

準若由成心者制定，是很難做到符合客

觀存在的本然狀態的，反而會造成是非

混淆、真偽難辨的情況。因此，「無用

之用」可以說是對成心之下的世俗評價

標準的一個消解。樹人這一形象在《莊

子 • 山木》中再次出現，生長散亂的

大樹因不符合伐木者的取材標準而得以

自由生長。「文木」或「散木」的評價

標準是木匠所定，以文木為貴，散木棄

之不用，將萬物放在人所制定的狹隘標

準來評價的同時，這一舉動戕害的是萬

物的自然本性。因此站在樹木的立場來

看，反倒是以生為散木為貴，生為文木

為次，畢竟不能自由生長的樹木是談不

上自然本性有無的施展的。樹人形象的

出場，是體道者對成心造作者的警醒。

除了以上對樹人形象的描述，在

《莊子 • 齊物論》中還有關於樹人形

象與鳥人形象的記載，此處的記載傳遞

給我們的內容更為豐富：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

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

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

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

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

若？」

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

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

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

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

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

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

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

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13

關於瞿雀子這一鳥人形象與長梧子這一

樹人形象的對話，談論的重點在於眾人

與道家讚美的聖人的區別：眾人愚惑，

多累於世俗，故多生是非；道家讚美

的聖人則能夠渾一尊卑、是非，體道自

然。長梧子這一樹人形象很符合道家中

的得道者形象，面對眾人對道家聖人的

誤解之言，長梧子並不想要以言辭來辯

倒對方，因為眾人由成心所出的語言並

不能使問題的本質顯現出來，反而遮蔽

了自然之道。但長梧子還是嘗試為道家

的聖人正名：道家聖人的高明之處在於

從根本上消解了社會價值的高低，將萬

物置於自然齊一之中來等一對待，即萬

物彼此相蘊而是非不起。

除了以經典的樹人形象和鳥人形

象來對世俗的評價體系進行消解，《莊

子》一書中還記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寓

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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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

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

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14

這則寓言故事一般從以下幾個方面進

行解讀：一是從為政當無為而治方面

解 15；二是從做人應保持其天真本性上

方面解；三是從自然現象方面解，將清

濁未分的渾沌喻為自然。16 這三種解讀

均有依據支撐，而且有共通之處，即：

混沌本來的狀態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

態。但若將渾沌這一形象放在對世俗

評價體系的批駁上來看，也未為不可。

畢竟相對於「皆有七竅」的他人而言，

未分七竅的渾沌模糊一團，以世俗之

眼光來看著實怪異。在這裏，「人皆

有七竅」便成了一條普遍的判斷標準，

將此標準用於每一個個體時，個體的獨

特性便被抹殺掉了。而正是因為沒有七

竅，渾沌得以不受耳目口鼻這些感官所

產生的欲望侵擾，生活更為灑脫自在，

對他人「待之甚善」，無有偏見。但當

渾沌的個體性消失時，則加速了渾沌的

滅亡。這個滅亡不僅是生理意義上的滅

亡，還在於個體之自然本性的消亡。

並且，《莊子》一書也傳遞了這

樣一個道理：身體的消亡並不是值得驚

詫的事情，因為這不過是自然之流變，

萬物均要安於此中變化，而主體意志的

自由才是人們應當關注的重點。道家中

的理想人格形象對於身體死亡的態度超

拔脫俗，對於自然本真的追求則更為純

粹，對此，《莊子》一書借骷髏形象作

出闡釋：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

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鋮之誅而為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

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

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

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

髑髏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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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17

在這個故事中，骷髏這一形象作為生理

上被消滅的主體，面對莊子所提出的

「重生」建議卻不為所動。莊子在此處

的出場代表了世俗所重視的價值意識，

而骷髏則是作為自然灑脫、逍遙遊放的

形象出現。骷髏不以生理上的生存、世

俗的生活作為自己的追求，樂於享受無

掛礙的逍遙。骷髏這一形象不僅是對過

於關注形體之人的駁斥，還是對於世俗

價值體系的消解，骷髏形象所體現的對

於自然本性的追求，是道家理想人格的

一個面向。

三、儒家形象

在《莊子》一書中，儒家代表人

物孔子、顏回、子貢等人的出場次數較

高，特別是孔子這一人物形象，《莊子》

全書三十三篇中有十八篇涉及孔子。關

於孔子及其門人的記載，其目的大多是

作為持有世俗價值立場的代表來接受道

家的教化。但也有一些記載是對孔子及

弟子的讚許，而這種讚許是以符合道家

理想人格形態為前提。上述兩類記載或

以師徒對話的形式展開，或對孔子經歷

的事件進行演繹：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

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

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

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

丘也請從而後也。」18

此段對話中出現的仁義禮樂正是儒家所

重視的，作為孔子得意門生的顏回卻先

後「忘仁義」、「忘禮樂」，而孔子竟

表示讚許。對此還需站在道家的立場

來進行釋義：在莊子看來，「仁義」是

有明確方向意識的執著，因此要將仁義

消解掉；但消解掉內容上「仁義」的執

著還不夠，形式上「禮樂」的執著也要

消解。19 在此二者之後還有一個更根本

的消解：坐忘，即消解最基礎的執著意

識，這是拘役於社會文化事務的個體向

自然本性回歸的過程。莊子最後借孔

子之口講道：「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

也。」成玄英釋為：「既同於大道，則

顏回坐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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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

也。」20 孔子與顏回在此處的形象已經

擺脫了儒家經典的以仁義禮樂教化眾人

的形象，消解了是非好惡，體認到「大

道」與「造化」的魅力。以儒家的模範

代表——孔子與顏回——這兩個人物形

象，來對仁義禮樂進行逐步的消解，更

能體現莊子的目的。

另外，《莊子》一書中所塑造的

孔子形象對「造化」的闡釋也傳達了莊

子本人對世俗價值體系的駁斥：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

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也。孔子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

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

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

不得及彼乎！」21

此處記載了莊子與惠子的對話，二者談

話的對象是孔子。莊子認為孔子是「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22，認為自己沒有達

到孔子的高度。孔子這一形象在此則故

事中已經服膺自然，對利義是非的認識

超脫常人，因而孔子最終棄絕用智，使

瞭解他的人能夠心服口服。這一段記載

可以說是對孔子、顏回師徒對話的補

充，對用以「服人之口」的語言進行

反駁，一改用語言、文字傳遞思想的做

法，再次對一般意義上的仁義禮智進行

消解，貫徹了以不言之言行不教之教的

做法，順應眾人的意願，天下也因此安

定下來。

《莊子》一書還將孔子困於陳蔡

的故事進行演繹 23，孔子在此表現出來

的是一個對困厄環境無動於衷、安時而

處順的、具有道家特色的人物形象。對

於子路和子貢面對困厄的不滿，《莊

子》一書中也進行了思考，借孔子之口

表達了道家立場：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

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

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

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

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丘首。24

此記載中表達了道家面對困境的立場，

「通」與「窮」的定義也與世俗不同，

作為具有道家精神的人，就算身處險境

只要抱持自然之道，就是通達之人；而

不管一個人身處何種順境，背離自然之

道的人則難以做到內在的超拔。如果說

以上的人物形象是孔子為道家代言，對

世俗的價值體系進行駁斥，那麼在《莊

子 • 盜蹠》裏面的孔子形象則作為一

個反面例子存在，不僅對外在形態評價

標準進行駁斥，也對世俗的價值體系進

行反駁。孔子對盜蹠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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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將軍……身長八尺二寸，

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蹠，丘竊為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

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

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

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

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25

孔子稱讚盜蹠的形體之健美，又為盜蹠

出謀劃策，建議盜蹠建功立業以光耀先

祖。孔子的提議在儒家看來是一條常規

的人生發展軌跡，但在灑脫的盜蹠看來

則未免愚陋。形體是父母所給，世俗所

認定的美醜本沒有意義，因此對於孔子

的稱讚盜蹠並不認同。而對於孔子為盜

蹠所謀劃的事業，盜蹠也不屑一顧，因

為在盜蹠看來，汲汲於名利之人最終也

被名利所陷。《莊子》一書在此出現的

盜蹠形象，旨在對名利進行鄙棄。需要

指出的是盜蹠的殘暴行為並不是莊子想

要稱讚的重點，倒不如說是一種誇張的

寫作手法。盜蹠的狂狷形象與孔子儒雅

的形象形成了對比，最後以孔子的落敗

結束，增添了幾分諷刺意味。

四、真人形象

《莊子》一書中除了記載上述形

象對世俗外在的評價標準進行駁斥外，

還記載了一些「真人」形象。對真人形

象的記載多見於《莊子 • 大宗師》，

《莊子 • 天下》也有關於真人的記載，

並用不同的形式將真人的獨特之處闡釋

出來。另外，相比於畸人形象、非人形

象和儒家形象，真人形象傳遞給我們的

內涵更為豐富，可以說是集三種形象想

要表達的理想人格於一體。在關於真人

形象的記載中，以〈大宗師〉篇最為詳

實，其中最能體現真人形象特質的描述

如下：

古之真人……以刑為體，以

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

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其一

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

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26

真 人 形 象 作 為 人 所 應 追 求 的 終 極 境

界 27，在《莊子》一書中所出現的眾

多人物形象中應被格外重視。真人把

刑法作為治理事物的主體，可以任刑

殺伐；將禮儀用作處理事物的輔助；

憑藉智慧來審時度勢，不刻意作出改

動；將道德作為行為的準則。真人混

同萬物，既能合於自然之道，又能與

世俗相處，天人之間不相抵觸。作為

真人形象的代表，在〈大宗師〉篇下

文所列舉的幾位道家人物形象也印證

了這點，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

人以道相交，形體、生死的變化不能

擾亂他們的心志，莊子因而稱他們四

人是「莫逆於心」，子輿生病時同子

祀的對話更能體現真人的態度：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子祀曰：「汝惡之乎？」曰：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

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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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

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

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

矣，吾又何惡焉！」28

子輿生病後形體產生了病變，他以超然

的態度對待這一變化正是真人形象的最

好表達。真人秉持著「天與人不相勝」

的原則，子輿在面對形體的變化時能

「安時而處順」，既不驚於形體的變化，

又在此次變化中尋找新的樂趣，面對困

厄仍舊具有的超然心境是體道之人的灑

脫表現，這一表現無矯揉造作的姿態。

此外，莊子在〈應帝王〉篇記載

的壺子，也可將之歸為真人形象的代

表，壺子在「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29 的季咸面

前四次顯示出不同的境界，使一向以看

人形體來揣測人之生死、存亡、福禍、

夭壽的季咸大為驚慌，他通過看人外貌

來對人作出判斷的本領在得道之人面前

陡然失靈。壺子的境界即是人所能達到

的最終境界，這樣超拔的內在境界讓一

向揣摩外貌的季咸難以琢磨，也是一般

人所難以達到的。因此莊子在此則故事

後講道：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

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30

莊子在此篇中再次提到「至人」這一概

念 31，至人形象不作智巧、名譽、謀略

的承受者，以無為為準則，不戕害萬

物。通過將「至人」與「真人」的描述

相對比，可以認為至人與真人即是同一

種人。至人心不攀物、任物自為，真人

則無意勝天，二者的形象均是對自然之

道的體現。另外，聖人形象、神人形象

也可以稱之為至人形象。關於這一點，

成玄英曾經對「至人無己，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進行注解：

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

其名……其實一也。……一人之

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

故有三人之別。32

因而至人形象即是真人形象、神人形

象、聖人形象的別稱，至人形象的代表

壺子同樣可作為真人形象的代表來對世

俗之外在的評價標準進行消解。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道家的理想

人格形象絕非世俗所普遍認為的「仙風

道骨」，《莊子》一書出現的形象更多

的是對世俗評價標準的駁斥，這也是莊

子在〈齊物論〉篇章中一直所強調的觀

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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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物之不齊才是萬物的本性，人之普

遍的判斷標準不僅是對萬物的戕害，也

是對人之個體性的否定。畸人形象、非

人形象、儒家形象的出現均有對一普遍

標準進行消解的意味，而這幾種形象的

出現不僅僅是對世俗之外在評價體系的

駁斥，更多的是體現道家之理想人物的

形象魅力，他們的言行舉止更能與道契

合。而作為道家理想人物的真人，既不

被外物所左右，又不被自己先天氣質稟

賦所影響，對於自己之外的一切事物亦

無普遍必然的主張，故而能達到任運自

然的超越境界。

1　《莊子 ‧ 大宗師》。

2　同上。

3　《莊子 ‧ 德充符》。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莊子 ‧ 德充符》記載：闉跂支離

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

9　《莊子 ‧ 德充符》。

10　同上。

11　《莊子 ‧ 逍遙遊》。

12　《莊子 ‧ 人間世》。

13　《莊子 ‧ 齊物論》。

14　《莊子 ‧ 應帝王》。

15　陳鼓應先生認為：「應帝王篇，主

旨在說為政當無治。本篇表達了莊子無治主義

的思想，主張為政之道，毋庸干涉，當順人

性之自然，以百姓的意志為意志……渾沌喻

真樸的人民。」見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10 頁。

16　陸長庚認為：「南海之帝火德也，

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

火能「焰」，故名之曰「儵」、曰「忽」。

土沖氣，故名之曰「渾沌」。參見崔大華：

《莊子岐解》，北京：中華書局， 2012 年，

第 290 頁。

17　《莊子 ‧ 至樂》。

18　《莊子 ‧ 大宗師》。

19　杜保瑞先生認為：已經放下價值觀，

卻不一定放得下伴隨價值觀的行為模式。能回

歸到道妙的普遍關懷的樸拙之情，未必就同時

回歸到道妙的自然質樸及其無所雕塑的輕鬆

行止中……見杜保瑞：《莊周夢蝶：莊子新

說》，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年，第207頁。

20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

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 164 頁。

21　《莊子 ‧ 寓言》。

22　在《莊子‧則陽》中也曾記載：「蘧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這兩處記載內涵

相同，均表示不逃於自然變化，與大化流行

相合。

23　《莊子 ‧ 山木》中出現了兩次孔

子被圍陳蔡的故事，《莊子 ‧ 讓王》中也出

現一次。兩篇所表達的觀點並不一樣。

24　《莊子 ‧ 讓王》。

25　《莊子 ‧ 盜蹠》。

26　《莊子 ‧ 大宗師》。

27　杜保瑞先生認為：〈大宗師〉一破

題就在處理人的境界問題，提出人所應追求

之最終境界，「真人」是這個境界的觀念匯

集點。見杜保瑞：《莊周夢蝶：莊子新說》，

第 169 頁。

28　《莊子 ‧ 大宗師》。

29　《莊子 ‧ 應帝王》。

30　同上。

31　「至人」概念首見於《莊子 ‧ 逍

遙遊》：「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32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

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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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想

   

螳螂擋車

「螳螂擋車」這個典故出自《莊

子 • 人間世》。魯國的賢者顏闔將要

去做衛靈公的太子的師傅，臨行前向智

者蘧伯玉請教，說：「有這麼個人，其

德性該當天殺。要是沒有辦法教化他，

就會危及到國家社稷；要是有辦法教化

他吧，又會危害到我自身。他人啊，其

智識能夠知道百姓甚麼事情做錯了，卻

從來不反省根源在於君主自身。像這樣

的人，您看我該咋辦？」

蘧伯玉回答道：「這是個好問題。

你啊，對此要戒懼、謹慎，先端正你自

身。然後，你的姿態看起來很遷就他，

內心看起來很附和他。雖然這麼說，其

實真要這麼做也是很有問題的。你啊，

遷就他，卻並沒有與他相同；附和他，

也並不如同己出。要是你遷就他並完全

：

「螳螂擋車」等二則

 李大華 深圳大學文學院

編者按：李大華教授撰寫的「莊子的智慧」系列故事，係根據《莊子》

一書進行白話改編，並輔以作者自己的一些評論；基於作者對《莊子》的

深入研究和精確理解，這些故事顯得通俗易懂，具有很強的可讀性。這些

故事，曾於2011年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集結出版為《莊子的智慧》一書，

並於 2019 年獲北京大學出版社再次出版。《弘道》自 2015 年 4 期（總第

65 期）開始刊載這些故事，目的是為了更加廣泛地宣揚道家文化；本期已

將全部故事刊載完畢，在此謹對作者授權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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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相同，那麼就會顛覆滅絕，就會崩

摧敗壞；要是你附和他而如同己出，那

就是為了聲名，就會助長他作妖作孽。

他像個嬰兒，你也像個嬰兒；他像田野

那麼無跬界，你也像他那麼無跬界；他

要是心無涯際，你也隨他無涯際。通達

於此，就幾乎沒有毛病了。你有沒有看

見過螳螂啊？牠奮力張開自己的雙臂，

試圖擋住正開過來的大車，可是牠不知

道自己的力量不能勝任這樣的事啊！這

就是牠自恃其才能之美的原因。由此看

來，你確實要戒慎之、驚懼之。如果你

積蓄才能又自我欣賞，並以此干犯那

人，你也就很危險了！」

藉這段對話，莊子表達了這樣的

見識：如果你一定要去輔佐一個無德性

可言的君主的話，那麼你不能不靠近、

甚至親近他，讓他感覺到你與他在行為

和內心上都是完全一樣的；可是到此你

就要提了神了，千萬不可同流合污，不

可助長他的劣習，要有一道連他也覺察

不到的界限。然後，你再想辦法去影響

他，改善他。但是，遇到這樣的人，你

不可矜持自己的才能，以為可以改變一

切，使這個本該遭天殺的人能夠變成一

個賢明的人。如果你一定要這麼做的

話，也就如同螳螂擋車一樣，可笑而無

濟於事。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德充符〉中，莊子與惠子，這

一對老友討論起人的情性問題。

莊子說：「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所以可以與他人相群；無人

之情，所以人間的是是非非都不染身。

從渺小的方面說，屬於人；從偉大方面

去說，是能夠與天為友的聖人。」

很顯然，莊子談的是聖人，是理

想中的人格。然而，惠子並沒有領會莊

子的意思，他反問道：「既然是人，怎

螳螂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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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無情呢？」

「這不是我所說的情。我說的無

情，是指人能夠不以喜歡、或者厭惡傷

害到自己的身體，能夠因循『自然而

然』，不有意培植它。」莊子回覆道。

「不培植它，怎麼會有人的身體

呢？」惠子又問。

莊子說：「道給予他以相貌，天

賦予他以形狀，不以喜歡、或者厭惡傷

害自己的身體。如今，你用你的神追逐

外物，使你的精處於勞頓，無精打采地

倚著樹呻吟，靠在梧桐打瞌睡，天選擇

了你的形貌，而你卻以『堅白之論』爭

論不休。」1

莊子所說的情，指情欲，而惠子

所理解的情，是性情。自然而生的情屬

於性情，有意追逐的情屬於情欲。

為甚麼說從渺小的方面說是人，

從偉大的方面說是聖人呢？既然能與人

相群相處，自然是人了，也就是不脫常

人的形貌，老子所說的「和其光，同其

塵」正是這個意思；而可以為聖人，是

說形同凡人，心同聖人，其偉大可與天

為友，不可限量。

說到惠子的時候，莊子幾乎是批

評的態度，意思是天選擇了你的形貌，

你本當堅守本真，不外泄情欲，而你卻

放縱自己的情欲（善辯的欲望），喋

喋不休地爭論甚麼是「堅」，甚麼是

「白」，「堅」與「白」如何的不相容，

等等，這才把自己的精神搞成這個樣子

了。

1　《莊子 ‧ 秋水》：「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吾自以為至達己，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然異

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

無情與有情



思

48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想智慧

編者按：該文是觀虛書院新弘女士與一位道友就「回歸清靜生活」的對話，

對一些忙於俗務的企業家朋友或不無啟發。蒙新弘女士將其整理後惠賜本刊，在

此表示感謝！

道友：我最大的問題是心無法清

靜，每天都放在事物上。我現在是辦了

一家企業要去承擔責任，我真的很想放

下，回歸清靜的生活。

新弘：這個宇宙一切都在自動平

衡中，包括你所辦的企業，企業的運轉

情況，盛衰，得失成敗，都是你的心的

顯化。一切都是你的心，萬象顯化在你

的心中。你選擇了你的心散發甚麼能

量，你就會創造自己甚麼樣的世界，

經驗不同的體驗。也就是說你的成功與

否，企業能做多大，舞台有多大，背後

最直接的根源取決於你的智慧、你的心

態、你的意識存在品質。

當 你 明 白 了 一 切 都 是 我 心 的 顯

化，你一定會選擇湛然常寂的浩瀚的

臨在，深入地觀自在，敞開自己的心，

連通無限宇宙的能量源泉，一刻接一刻

地品嚐存在的空無與豐美。有一句話說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的心有多

清醒覺知，就會有多光明的生活。這是

宇宙的愛，祂愛你如你所是。

所以你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如果

你想要自己生活得更幸福，不是向外

求，到一切相上去求，相是變化的，你

抓不住任何的東西，相只是你心的一個

投影、一個展現。你要超越一切的相，

聚焦生命的本質，本立道生。生命中最

重要的事恰恰就是時時復歸清淨心，安

詳地存在，那麼你的世界一片精彩。這

純真之子常自在，
隨時隨地放光明

 新  弘 觀虛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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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本是平常事，生命本來就是清靜

的，就是自在喜樂的，就是富足圓滿

的。

我想對你說的是，當你明白了我

的心創造了一切，你一定會向內在尋找

大平衡的，你的大平靜就是對你生命中

的一切的一切最好的加持與祝福。

修行與生活不矛盾，它們是一，

不是二。全部的生命都是你的道場，六

祖大師也說「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

角」，覺悟就在世間。所以你的明覺功

夫直接決定了你的世間成就，你看清一

切人事物的空性，就能放下一切萬緣，

復歸心的清靜，而有一種超越的境界。

這個當然需要有一個過程，有一個從量

變到質變的過程。一方面要有意識地專

修，通過某種修行方法，記得自己，並

且隨時隨地廣種福田，深植善根。一方

面就是在一點一滴的生活中煉心，在一

切的工作、生活中提升自身的素質，去

深入存在的中心，讓意識之光更明亮，

更有智慧和愛心。然後某一刻你頓悟

了，你會領悟到生命的真實。那麼在這

個過程中，你發財了，升官了，愛情更

美滿了，身體更健康了，這個都是自然

而然的依報。

這是一個規則：你越是深入存在

的中心，你的心越清淨；你的心越清淨，

你越深入存在的中心，世間的一切越圓

滿。

心不清靜，說明你理上的見地還

不透，覺照功夫也不夠。沒能真正體驗

到生命的實相，所以各種各樣的事情就

看不清，放不下，超越不了。

我給你的建議是：深入正見的學

習，並堅持實踐功夫，包括坐上的專修

和坐下的生活中修。

一方面理論上要明白。理明則不

盲，就能走在正確的方向上。如果理上

通達了，做起事情來就會事半功倍。

正確的見地又會指導你的行動，

使你的專修不會被各種境界所惑，同時

更有利於你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真理的智

慧的精神。正見和正受缺一是沒辦法達

至圓滿的正覺。

在修行的某個階段，你會發現理

論是理論，專修是專修，生活是生活，

很難把理論和實證功夫合而為一，知行

合一。妄念來了，也能覺察到，但是你

沒有辦法轉化它，就是要跟著流轉一

陣。就是道理都懂，但是在實際生活當

中，一遇到事情，就不自在了，那個心

就不清靜了。這個有點兒實證功夫和

境界了，或者說明心見性以後，就會好

些，你能覺知到自己的起心動念，而且

能照顧住自己的起心動念，在念頭生起

之初，就能夠轉化它，擇善去惡，念念

在道，不跟著妄念流轉，這就已經能夠

一定程度地自控身心了。這個就是境界

通達一分，行解跟上一分；行解跟上一

分，境界通達一分。

空性是超越所有的界線的融合與

一體，證得諸法的空性，明白了「你是

誰」，心才有真正的自在清淨，智慧無

限，你做生意就會有無限的力量源泉。

就是說你了悟生命的實相，才能有超越

的境界，不為境緣所擾，才能更好地承

擔責任。你在做事業過程當中行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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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慶祝地活在此時此地，無我利他，

幫助更多的人覺醒，過幸福快樂的生

活，也才真正連通了幸福快樂的源頭。

你的覺照功夫有沒有，智慧和慈

悲的覺醒程度，決定了你的企業做得順

不順利，做不做得成，財富豐盛與否，

這個關鍵是在於你的心態。如果你做生

意，心沒有打開，也沒有辦法連通宇宙

的智慧，事業也做不大。心本是清淨

的，沒有妄想、執著的，可是由於我們

太有為了，掛礙太多了，想法太多了，

本有的智慧、財富顯化不出來。越追越

沒有，無求而求，財富自然成。就是你

當內修般若行，以至究竟，才能日理萬

機而徹底無為。你對一切人事物持開放

的態度，認真而不較真地看待一切，因

為畢竟一切終是幻化空花，從容面對得

失，淡定地看待一切，佛性境界就在一

點一滴的生活中顯化出來，放光彩。

生活處處是道場。沒有離開生活

之外的修行，回歸清淨心只能在日常生

活中，即相而離相，心常住寧靜愛喜悅

和平的中心不動搖。

執相修行，不究竟。這就像我們

買了一盒糕點，特別大的一個盒子，包

裝精美，裏面只有幾塊點心，你如果停

留在盒子與點心的大小的分判上，你就

不歡喜，你吃到裏面的點心，「哇，好

美味呀！鮮香軟糯……」，你享受美

食，當下很幸福，就究竟了。我們做生

意，如果停留在得失上，就會焦慮、恐

懼，一時歡喜一時憂，如果能保持不動

心，看明白都是夢裏空花，不隨境轉，

讓良知做主，能夠永恆慶祝地活在此時

此地，那麼心態就會特別好，即使暫時

是虧損的，也能很快實現大翻轉。為甚

麼？因為你在究竟之地——無死地，誰

也不能戰勝你，動搖不了你。還有我們

彈琴，如果停留在追譜上，那譜子太多

了，汪洋大海，你是學不完的，但是如

果你能透過彈奏，回歸和悅安詳的心，

那就歸家了。等等。所以說八萬四千法

門，法法歸家，不管你做甚麼，如果執

著在相上，這都不究竟，我們要當下回

歸自性，安住在那個家園裏，致中和，

再來創造財富，化育萬物，改變命運，

就究竟了。你說我要練三千個曲子，才

會達到九級，不究竟；練很多的曲子

有一定的用，但是不需要練到三千個譜

子，你可能就精通了。你說我要有多少

財富，我就安心快樂了，這個還是自我

設限；你不需非創造多少財富，就可以

過上快樂幸福的生活，只要你願意，當

下就可以的，況且你到底能賺多少錢，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心靈狀態決定了

能創造多少財富。所以無論你暫時擁有

多少的財富，貧窮還是富有，心裏快樂

無憂最重要，好吧，觀照！不要停留在

一時的得失上，也不要給自己設限定，

永遠保持安詳喜樂的心，啟動良知的力

量，知行合一，才能實現你想要的結

果，最終結果甚至比你想像的好無數

倍。無論做甚麼，都不執相修行，不隨

境轉，你就展現大神力了。

還有如果你在創業過程當中，抱

一個有所得的心的話，那是你的錯覺，

終極來講別無所得。所以以了無所得的

境界，也就是有一顆平常心，但為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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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想

事，這樣你就不會為結果而掛礙，而計

較了，心就更能靜下來。雖有願心而不

活在目標上，雖勤於耕耘，積極行動，

對結果無期待，你只是活好當下，全部

的生命活在這一刻。無論你做甚麼，你

都享受它。得也快樂，失也圓滿，不需

要活在苦痛中不能自拔，智慧地生活。

那麼當下活好了，終極來講全部的生命

只有當下這一刻，未來是當下的延續，

那麼明天自然更美好。

您能以這樣的一個心態去工作，

就是修行，無修之修，內聖外王之修，

一切都是圓滿福慧之成就。我們不是排

斥生活，就是在生活中修，在一切的生

活中看護好這顆心，常住清淨光明的金

剛心，不隨境轉。

道友：有時也明白這個道理，但

面對事物時有煩惱，體驗到內心清淨和

喜悅的感覺是我所要的。我現在堅持每

天站樁一小時。

新弘：我明白。做不到，還是不

真的知道煩惱都是心想生的。就是說你

理論上還沒有真正明白，真正相遇真

理，你的心一定有清淨和喜悅的感覺。

所以你需要體驗到，而不是理上

理解。好！我們一起精進，共證菩提。

純真之子常自在，隨時隨地放光明。讓

那蓮花盛開的聲音，震撼世界。

你每天能堅持站樁一小時很好，

有意識地通過一種手段，回歸心靈的寧

靜、心靈的家，來喚醒自性。記得自己，

自性的力量就開始起用了。

打坐、站樁之關鍵在於煉心！你

人在站樁，心要在那裏。包括你的一點

一滴的生活，無論你做任何事情，心都

要全然地覺知，專注在這件事情上，合

而為一。當你忘我的時候，你就連通了

源頭活水。這時候無論你做甚麼，在所

有旋風的中心，那個靈明不昧的觀照者

一直如如不動地微笑著。

其實就是精勤於戒定慧的修持，

一切都是無修而修。你深入地領悟一下

這句話。此心光明！此心無念！此心無

相！此心無住！此心無求！此心無所

得！但觀心為遊戲，放鬆下來，自然而

然地臨在。

感恩你的問題，在給你講的時候，

我自己也提升了，這是給我一個無我利

他的機會。道，超言絕相，無心才能融

入。一切都歸零，回歸心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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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典籍

截止目前，對「故曰」的解讀和

譯法尚無專門的全面論著。「故曰」在

古文中常見，出現的位置多樣化。一部

《圭旨》七萬多字，「故曰」有五十見，

出現頻率非常高，相同及類似表達方式

更多，有 155 見以上。「故」是所以的

意思，「所以說」是故曰常見的譯法。

這種譯法看似明瞭簡單，但如果真這麼

做，無論閱讀還是今譯該書，都難以做

到準確地處置。比如〈紫中道人答問〉

篇「而《內經》故曰：『人身中殆有兩

精者，一魂一魄是也；夫隨精往來者，

神即是也』」，這裏的「故曰」如何釋

譯就是問題。有鑒於此，為更好地傳承

此古籍，理解作者寫作遣詞，本文試對

「故曰」作一次初步的梳理和解析，分

之為三種類型對應今譯，並對不少同類

型可替換語一並介紹。不對之處，敬請

批評指正。

一、因果性語譯

1、「所以說」譯文由來

故，連詞，表示因果，多用在下

句首，意在總括上文，並引導出表示原

因的結果，可譯為「所以」、「因此」

等。「故」的這種用法同樣適用於「故

曰」，由此「故曰」有「所以說」、「因

此說」的釋譯範式。有著述將「故」的

這種用法表述為順承關係或連貫關係，

筆者認為：既然表示因果，前句與後句

之間一定連帶有此類關聯，區別在於是

否有因果相承。筆者查閱大量的古今白

話著述和今人對「故曰」的研究成果，

本想總結一下對故曰的釋譯技巧，結果

發現在以下三種情形中「故曰」常譯為

「所以說」、「因此說」等，作因果性

譯文。

（1）在解文中使用。這種情況往

往是上文有預設或假定的前提，以「故

曰」為結句，作解釋特徵而使用。例如：

《素問‧脈要精微論篇》：

「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

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

心為牡臟，小腸為之使，故曰：

少腹當有形也。」

《性命圭旨》「故曰」集釋譯
《性命圭旨》「故曰」集釋譯

 陳錦平 鹽城市市場監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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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問‧脈解篇》：「所謂

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

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

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

《黃帝內經》中常有問答解惑，往往就

上文某句話、某個概念進行回答，使用

到「故曰」情形。《韓非子》的〈解老〉、

〈喻老〉兩篇專門以老子《道德經》為

解釋的文章，用了大量以「故曰 + 老

子言」為形式結句。1 在正文中，以作

解釋而用的「故曰」，均屬這類。

（2）註疏中使用。這種方式，學

界常稱說為「訓詁中用故曰」，「故曰」

成為訓詁中的標誌詞。例如：

《淮南子‧主術訓》：「群

臣輻湊。」高誘注：「群臣歸君，

若輻之湊轂，故曰輻湊。」

《素問‧生氣通天論》：「蒼

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張介

賓注：「天色深玄，故曰蒼天。」

《說文‧十二下》：「婚，

婦家也。禮，娶婦以婚時，婦人

陰也，故曰婚。」

「故曰」常作為注釋用語使用，對詞義

等產生的解釋，可譯為「所以說」等。

（3）在因果中使用。以「故曰」

為結句，前後文有明顯的因果關聯，前

文的言論可以得出「故曰」後面的結論

或推斷。此時「故曰」為聯結詞，伴隨

表原因的分句配對使用。「故曰」之後

的內容，應當視為著重之說，實是作者

想要藉以強調的語句。這部分句子共有

十二見。

「故曰」之後的結句文字，常常

是兩種情況：一是作者自撰的句子，一

是引用他人的句子。經筆者檢閱《圭

旨》全書，真真實實屬於作者自身產生

以「故曰」為結句的句子沒有，都是借

用他人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如：「凡夫

不能證者，由不識自心故，故曰：『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第一節

口訣）「海枯終見底」這句話早在唐宋

之際就有記載了。

在以上三種情形中，《圭旨》書

中「故曰」句子顯然不適用於前二種情

形。在古籍翻譯中，「故曰」句子若涉

及到引用他人的言詞，譯為「所以說」、

「因此說」等就顯得不嚴謹。學界謹慎

的譯法是在「所以說」之間插入必要的

補充內容，如上文例中「故曰」可譯為

「所以古人說」、「所以古語說」等，

已故語言學家楊伯峻翻譯《孟子》等就

採用這種方式；另外學界也有將補充內

容加括號作備注處理，即譯為「所以

〔古人〕說」、「所以〔古語〕說」等，

也是一種可取補救辦法。

釋譯「所以說」等因果性譯文表

示有明確的因果關係，「所以說」之前

出現的部分是表原因，「所以說」之後

是上述原因造成的結果。如果在前分句

的起始位置添加「因為」，若整個句子

仍然成立，說明前後分句的因果邏輯關

係比較清晰。

2、《圭旨》「所以說」等因果

性語譯類表達方式

除「故曰」表達「所以說」外，《圭

旨》中還有幾種「所以說」的表達方式。

主要分以下兩種情形：

一是「所以云」的表達形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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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一心療萬病，不假藥方多。」

（第一節口訣）「所以云」即是「所以

說」，歷史上出現較晚。如果要說區別

的話，其不同在：（1）在古文中，「所

以」有時是兩個詞，常譯為「（因）……

的原因」、「（用）……的方法」等。

（2）「故曰」偏重導出結論，宜語譯

為「所以說」；「所以云」偏重原因分

析，為此宜語譯為「因此說」。「所以

云」有不拆分（3 見）和拆分（7 見）

兩種形式。《圭旨》還有「所以紫陽言」

（1 見）等表達，與拆分的「所以 + 云」

形式一樣。

二是「故云」表達形式。故云：「萬

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大道說）

「故云」即是「所以說」，有不拆分（1

見）和拆分（30 見）兩種形式。

筆者注意到《圭旨》同樣有「故

+ 曰」的拆分形式表達，共 32 見。「故

+ 曰」與「故 + 云」的搭配使用相同，

有三種類型：故 + 人名 + 曰（云）；

故 + 書 名（ 篇 名 ）+ 曰（ 云 ）； 故 +

人名 + 書名（篇名）+ 曰（云）。在用

法、釋義和釋譯上也沒甚麼區別，可以

互換使用。可將視之為壓縮型「故曰

（云）」。在此指出的是，「故云」的

釋譯和「故曰」一樣，並不局限於「所

以說」一種。因限於本文討論主題及篇

幅字數要求，此處釋例及分析從略。

二、溯源性語譯

1、「古語說」譯文由來

（1）引文標記「古語說」。有時

「故曰」並不釋因，不表達結果、推論

關係，而是表達順承的解說關係。即句

子段落雖然以「故曰」結句，後文並不

表示結論，而是承接前文，達到申引前

文的效果。這種情況通常是故曰之文作

為引語出現的。「故曰」當譯作「古人

說」、「古語說」、「古書說」等，作

溯源性譯文。例如：

上古之人有息無睡，故曰

「向晦入宴息」。（臥禪法）

「向晦入宴息」出自《周易》，《易 •

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該書未

說明出處。「故曰」前後文之間無因果

關係，作者引《周易》卦文之言來印證

前一句是正確的有依據的；「故曰」之

後的引文是進一步陳述、申說前文，前

後文之間是一種承遞性的互為補充解說

關係，若譯為「所以說」等不妥。又如：

虎居北方坎水之中，而坎中

陽爻原屬於乾，劫運未交之先，

乾因顛蹶馳驅，悞陷於坤，乾之

中爻損而成離，離本汞居，故曰

「坎內黃男名汞祖」也。龍居南

方離火之內，而離中陰爻原屬於

坤。混沌攧落之後，坤因含受孳

育，得配於乾，坤之中爻實而為

坎，坎本鉛舍，故曰「離中玄女

是鉛家」也。（取坎填離說）

「 坎 內 黃 男 名 汞 祖， 離 中 玄 女 是 鉛

家」，出自龍眉子《金液還丹印證圖》，

該書未說明出處。這裏「故曰」前後文

不存在上節所說的「解文」，也無從談

起「因果」，作者談取坎填離並非要得

出故曰之結論，前後文之間是解釋與被

解釋的關係，兩個「故曰」宜作溯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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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圭旨‧取坎填離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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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再如：

雖則是有為之法，然非真土

一生，何以施功？是以採鉛由於

真土生也，故曰「真土擒真鉛」；

鉛升與汞配合，汞得鉛自不飛走，

故曰「真鉛制真汞」。（第四節

口訣）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出自《金

丹四百字》，該書未作說明。這裏的兩

個「故曰」和上文例不存在的條件一

樣，因沒有預設或假定的前提，「故曰」

不宜用因果性譯文。引用古人的話來佐

證前文之言屬實不虛且非故意杜撰，引

證典籍以申前文，前後是解釋與被解釋

的關係。

這裏的「故曰」作為引文標誌詞，

「故曰」之後的內容，相對於是被解釋

性的語句，譯文當作為溯源性釋譯。

「故曰」這類用法在《圭旨》中共有

22 見。

對於「故曰」作為引文標志詞，

古今人的認識及解釋比較深刻：

《禮記‧曲禮上》：「故曰：

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

則必踐之。」孔穎達疏：「『故

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者，引

舊語以結之。」

《管子‧形勢》：「故曰：

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郭沫

若《管子集校》：「宋（翔鳳）

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

『故曰』猶『是故』。故，古也，

謂古語也。」高亨說：「古人引

書往往不著書名或人名，而冠以

『故曰』二字，意謂此古人之言

也。」2 

前人已明確告知：「故曰」是古人之言，

故曰之文是以前流傳下來的語言，可尋

到出處。作引文標誌詞使用，此時實即

「古曰」義。依據辭書釋義，故通古，

古故同源。古曰泛稱用於指人，可譯為

古人說、前人說等；或指語言，可譯為

老話說、古語說等；或指物，可譯為古

書說、古籍說等。

（2）引文語譯注意要點。古人在

表達時使用「故曰」引出下文，也許是

記不清楚原文，也許是不想說清楚原

文，有多種原因，這就造成「故曰」的

內容是否是引文有時難以斷定。這個看

似很簡單的表述方式，今天在現代文釋

譯卻產生麻煩，這方面我們需要搞清

楚。

本節談「故曰」為引出的引文，

實際上「故曰」後面得出結論，有時不

一定為引文。台灣學者熊公哲釋譯《荀

子》時說：「凡古籍中用『故曰』者皆

古有此言而引述之。」3 高小芳卻認為

《荀子》「故曰」的使用情況分為兩種 4：

一是先議論後總結的，這種「故曰」

可譯為「所以說」，其後為荀子語言；

一是先引述後申說的，這種「故曰」

則當譯為「老話說」，或「舊書上說」、

「所以前人說」，其後乃屬引語性質。

筆者認同這個觀點，並已在上節文中

第三點作特別說明。

順帶說一下，學界認為鑑別「故

曰」之後的內容是否為引文，在其文後

時有「此之謂」等呼應性語句，這種識

別法在《圭旨》中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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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溯源性與因果性語譯選譯。

現在要關注的是，以「故曰」引出的語

言究竟該如何選擇釋譯？筆者認為：就

《圭旨》而言，若符合上節第三點條

件，應當作「所以 + 說」等因果性譯

語；若不符合上節第三點條件，前後

有申引性解說關係，後文仍是前文的內

容，應當作「古語說」等溯源性譯語。

若介於兩者之間分辨不清之時，可用刪

除法（即放棄「所以」等因果性譯語），

以語言是否連貫通順為尺度進行選擇譯

語。

如果仍難以區分，可在前分句的

起始位置添加「因為」進行順讀，若整

個句子不能成立，說明前後分句的釋解

痕跡比較清晰；或將故曰句前置，用「之

所以……是因為」格式進行逆讀判別，

看前後分句是展現出一種因果邏輯關係

還是一種釋解申發關係。 

古人能十分靈活地運用「故曰」，

而今人卻習慣於僵化式理解「故曰」。

就以古語中常見的「吾（臣）故曰」而

言，筆者認為無論古代還是現今，可以

「所以我說」、「我所以說」，也可以

「我常說」、「我就說」等多種表達形

式，「故」字的本義決定了生存環境中

的語言表達多種多樣。同樣「吾（臣）

故曰」在不同的語境應當有不同的理

解，更有不同的語譯文字。《古書虛詞

通解》引《經詞衍釋》「（我）故曰」

釋讀為「常曰」5，《助語辭集註》「故

曰」補義為「有意說道」6，古代辭書

編撰人士作這樣的解釋，不能忽視其依

語言環境理解的合理性，然而我們多

數淡忘了，更多地在古文今譯中教條化

了。

2、《圭旨》「古語說」等溯源

性語譯類表達方式

除「故曰」表達「古語說」外，《圭

旨》中還有幾種「古語說」的表達方式。

它們分別是「古語云」（1 見）、「古

云」（1 見）、「古德云」（2 見）、「古

仙曰（云）」（3 見）等的表達形式，

還有「聖人云」、「道書曰」、「前輩

云」等。

筆者認為這些均可視為屬於「故

曰」釋譯範圍。作者將本不想說清楚的

「故曰」細分如此，甚至具體到人書，

使得今天省去了對「故曰」各種分析，

作者將其表達方式多樣化，更有利於讀

者理解原文。因限於本文討論主題及篇

幅字數要求，此處釋例及分析從略。

三、確認性語譯

1、「就叫」譯文由來

（1）強調發生或出現「就叫」。

上文討論「故曰」的語譯，未系統分析

「故曰」的字義。這會形成基礎性共識

不足，難以從根子上來認識對應的文字

語譯。這也是由於行文佈局，不得已調

整至此分析文字義。

依據《古書虛字集釋》、《古書

虛詞通解》等辭書集釋義項，動詞「曰」

可以簡略羅列幾條與本文有關文義：①

與「云」通，言，說，說道；②謂，稱，

叫，叫作（做）；③謂之，稱之，為；

④與「為」通，是；等等。這些多為《圭

旨》中的言說（或稱言語）動詞，《圭

旨》大量地引用了前人的著述，關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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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引文表達形式和理解，該書引文還

有特殊形式（如「故」、「此之謂」、

「所謂」等），研究《圭旨》必須高度

重視這類言說動詞。在此討論字義，就

是要提出《圭旨》中的「故曰」還可譯

成「就叫」等確認性文字。例如：

原夫一炁蟠集，溟溟涬涬，

窅窅莫測，氤氳活動，含靈至妙，

是為太乙，是為未始之始始也，

是為道也，故曰無始。（大道說）

這裏的「故曰」可語譯為「就叫」、「就

是」等確定性譯文，「故」作「就」解

釋。「故」，作為虛詞，用在動詞「曰」

前面作強調，表示在某種條件或情況下

自然怎麼樣，構成條件與結果或推論關

係，借用楊伯峻語「不表因果關係的結

果，而是承接上文，相當於今天的『便』

『就』『於是乎』」7。清代王引之《經

傳釋詞》等認為「故猶則」。筆者將原

作者通過描述，在某種條件或情況下自

然怎麼樣，解釋說明後得出結論，予以

確認的行為定為確認性語譯範圍。作為

確認性譯文，「故曰」可譯為「就」與

「曰」的四種釋義適當的文字組合，

「就叫」、「就是」、「就為」、「就

稱（之）」等。本文開篇的「故曰」可

譯為「就說」、「就稱」。該書「故曰」

屬於確認性語譯共有 16 見。又如：

蓋此竅，乃神靈之台、秘密

之府，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

然而獨存者也；眾生之本原，故

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

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淨常樂，

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

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

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

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

秘，故曰密嚴國；統眾德而大備，

爍群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

皆一竅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

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

（第一節口訣）

這裏的「故曰」同樣可語譯為「就叫」、

「就是」等確認性譯文。也有學者將這

裏的「故」釋為「所以」，「故曰」譯

《性命圭旨》部分內容



道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59

籍典教

為「所以叫」、「所以稱為」等譯文，

如何看待這種譯文？我們該如何取捨和

確定，我們先來看一個歷史上的文例：

彼釋迦生於西土，亦得金丹

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

故號曰金仙。（《歷世真仙體道

通鑑》8）

吾聞釋迦生於西方，亦得金

丹之道，是性命兼修，為最上乘

法，號曰金仙。（性命說）

這兩句文義及用字基本相同，前者早於

後者，可得出引用與被引用的關係。

「故號曰」即「故曰」，「故號曰」之

「故」是否要理解為「所以」？從《圭

旨》作者的解讀思路看顯然不是。這兩

句分別用了「是」、「為」、「是為」，

與「故曰」都是同義詞，即便將「號

曰」改成「故曰」，依據前面的「是」

「為」排比句慣性思維，也應當語譯為

「就叫」、「就稱」等確認性譯文。此

例句是否有代表性，筆者不能打包票，

至少說古人是朝這個方向理解文義，這

點是不會錯的。前文還可依樣改寫為：

蓋此竅，乃眾生之本原，心地也；諸佛

之所得，菩提也……。為此，「故曰」

是譯為「就叫」還是「所以叫」，我們

應當能有所分別了。

（2）確認性鑑別與語譯選譯。

「就叫」、「所以叫」都是對某事件表

述，同屬確認性譯文。符合本節討論的

確認性語譯條件，適合用「就叫」等譯

文；符合本文第一節討論的因果性語譯

條件，適合用「所以叫」等譯文。鑑別

譯文的選擇方式，「就叫」等側重對

某事件表述，不表因果關係的結果或結

論；而「所以叫」等往往在回答問題，

或在表述中去說明原因，側重因果關係

的結果或結論。筆者把前一種稱為條件

式確認，後一種稱為因果式確認，下面

舉幾個事例解釋筆者的觀點：

大藥之生於身，與天地生物

不異，總只是陰陽二氣，一施一

化而玄黃相交，一稟一受而上下

相接，混而為一，故曰混沌。（第

四節口訣）

這段是對混而為一的藥氣表述解讀，沒

有聚焦原因，也不是上下文之間的問與

答，按照筆者給出的翻譯方法，「故

曰」應當語譯為「就叫」等條件式確認

譯文。又如：

謙之按：……司馬光曰：中

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

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嚴復曰：

以其虛，故曰谷；以其因應無窮，

故稱神；以其不屈愈出，故曰不

死。（《老子校釋》）

風雨寒暑，生於外也，是為

外感，故曰陽；飲食居處，陰陽

喜怒，生於內也，是為內傷，故

曰陰。（《類經》）

蓋人身真意，是為真土。真

土之生，有時不由感觸，自然發

生，雖輿中馬上，一切喧鬧之地，

不能禁止，故曰真土。（第四節

口訣）

夫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為

如來之種子，以自造化如來也，

故曰道胎，又曰覺胤。（第六節

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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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是朱謙之《老子校釋》第六章

「谷神不死」所作按語。9 第二例是張

介賓《類經》對《素問 • 調經論》「夫

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

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

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一段的

解釋。「故曰」與「故稱」，義同，學

界稱訓詁術語。這兩例是在答疑解惑，

符合本文第一節設定的條件，屬因果確

認，「故曰」宜譯為「所以叫」、「所

以稱」等譯文。第三例是《圭旨》文字。

從上下文看這一句的「故曰」在解答前

一個「真土」概念，屬本文第一節設定

條件，可譯為「所以叫」等因果確認性

譯文。第四例同是《圭旨》文字。看似

在對某事件表述而後定名，從連用兩個

「以」說明在強調定名的來由，因而「故

曰」當譯為「所以叫」等因果式確認譯

文。《圭旨》「故曰」屬於因果確認性

語譯僅此兩見。再如：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

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

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

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

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

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

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

其民故曰樸。（《素問 ‧ 上古天

真論》）

若干《黃帝內經》今譯著述（如葛靄

春、王洪圖等譯文），幾乎沒譯好「其

民故曰樸」這句話，主要是對「故曰」

沒有把握理解，因將「故曰」譯為「所

以說」，前後整個句子非常不通順，有

人改字另解，今譯人士都知道「樸」，

幾乎在迴避這些問題。這是一個很有意

思的文例，用筆者給出的方法語譯，將

「故曰」釋譯為確認性譯文，就能處理

好這個本不該迴避的問題。這裏說的就

是：老百姓（「其民」）食其所食（以

其為甘味），服其所服（以其為時尚），

俗其所俗（以其為享受），（相互之間）

有不同差距卻不攀比，那裏百姓（的這

種處世方式）「就叫作」/「就是」樸。

「樸」實質上講的是原生態，老百姓生

活在一種享受自然而然且無起欲望的狀

態，於是《素問》下文接著才有「所以

與道而合」的結論。另如：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

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故吉凶生焉。（《易 ‧ 繫辭

下》）

這裏的文字，《繫辭》可視為正文，也

可作為《易經》釋文，不少學者視之為

孔子的言論。因此應考慮上下文的語

境，將「故曰」譯為「就叫」還是「所

以叫」，都可以有合理性解釋。《圭

旨》中的個別「故曰」也不能排除這種

情形。

2、《圭旨》「就叫」等確認

性語譯類表達方式

書中可譯為「就叫」等確認性譯

文的表達方式很多，都可以用「故曰」

來替代。就筆者所知可分四種情形：

一是「是曰」（3 見）、「是謂」

（9 見）、「是為」（28 見）、「是名」

（4 見）；

二是「則曰」（2 見）；

三是「故名」（5 見）、「故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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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見）、「即名」（8 見）；

四是「故謂之」（6 見）、「則謂

之」（6 見）等。

其中後兩種情形還涉及「所以叫」

等因果式確認性譯文，具體語譯規則仍

遵循前文所述要求。上文部分例句已涉

及到部分同類表達方式，因限於本文討

論主題及篇幅字數要求，此處釋例及分

析從略。

四、餘  論

本文討論了《圭旨》「故曰」三

種類型的釋譯，同時論及同類型的相同

表達用語，這也是考慮定此篇名的主要

因素。對「故曰」的語釋應當不至於筆

者歸納的三種類型，有興趣的人士可以

繼續就這個話題進行深度研究。提出書

中同類型的表述方式旨在促進對「故

曰」的多角度理解，未作窮盡全面收

集。列舉文例有時超出《圭旨》，敘述

上詳略不一，重點在說理和方法上，道

理明白，實際運用就能自如了。

本文主要是談直譯方法，古文今

譯並不僅有直譯一種，「故曰」的語譯

不能僵化。《圭旨》現行的譯本有不盡

人意處，筆者意在解決《圭旨》的「故

曰」理解和今譯問題，其用意是如何進

一步讀深讀透這部經典文獻，如何促進

這部經典的現代漢語高質量翻譯。

古人著書立說喜歡引經據典，加

強和充實自己的觀點，使用「故曰」是

習慣使然。「故曰」看似簡單，真正理

解到位卻不簡單，今天我們對待《圭

旨》這本書何嘗不是一樣的道理嗎？筆

者讀之有年，不斷讀，反復讀，常常是

朝夕交錯，字字句句，邊讀邊理解，邊

體會邊讀，再讀再查考，再反思再讀，

生恐不得要點，理解有差，辜負古人，

輕率人生。

因二三個月前筆者曾撰〈《性命

圭旨》神識生滅性芻議〉一文，其中涉

及「故曰」一段，文成後不時感到意猶

未盡，聚在腦海揮之不去，故又特集中

時間撰此文以補未盡事宜。筆者撰文時

偶爾在思考：古漢語的「故曰」或許還

沒有凝固為一個詞，這或許就是導致不

同理解的源頭？還是現今已經習慣將其

視為固化的一個詞，見之即「所以說」

為開路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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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典籍

林希逸（1193—1271），字肅翁，

號竹溪，又號鬳齋，南宋理學家，福州

福清人。主要著作傳世者有《老子口

義》、《莊子口義》、《列子口義》及《竹

溪十一稿詩選》一卷。目前對其生卒年

代，研究最詳細者為王晚霞，其親自奔

赴林希逸故居考察林希逸墓碑，並「結

合該碑文，從文字文獻與實物文獻兩方

面，對林希逸生卒年予以深入考辨」1。

林希逸「因自小喪父，無所依靠，他還

深受外祖母、舅舅的憐愛」2；成年後，

「交往範圍不僅包括其同門、同鄉、同

僚，文壇、畫界的名士，還包括一些方

外人士」3。林希逸為艾軒學派的四傳

弟子，而艾軒學派的開創者林光潮則是

從伊川處一脈而來。但艾軒學派的為學

風格卻有別於伊川，這一特點集中體現

在對待佛老的態度上。伊川及其門人多

排斥佛老，而艾軒學派對佛老的態度則

較為寬容，這一點在林希逸身上表現的

尤為明顯。他出入佛老，對兩家並不加

以指責。三教在他身上呈現出一種獨特

的融合形態。對於他的研究，從簡光明

於 1994 年發表的〈林希逸《老子鬳齋

口義》探義〉4，至今已歷 36 載，因此

有必要對這些研究做一個綜述。目前對

於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的研究大致

 汪  敏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部分內容

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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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老子》與理

學的關係、心學傾向、借佛解老、文章

學點評。以下試評述之。

一、調和《老子》與理學

對於《老子》與理學關係的研究，

最早開始於《老子》與儒家的關係研

究，隨著研究的深入，《老子》與理學

的關係才逐漸凸顯出來。《老子》與儒

家的關係，開始也只就林希逸在解老過

程中借用孔子和孟子的話而言，至於

《老子鬳齋口義》中《老子》與儒家

的關係，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深入的闡

釋。

《老子鬳齋口義》中關於《老子》

與理學的關係，最早也與《老子鬳齋口

義》沒有關係，只是僅就林希逸的理學

思想而言。直到 2016 年，黃雲的碩士

論文〈《老子鬳齋口義》研究〉才正式

提了出來。他認為：援儒解老的出發點

為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而林希逸

以「無極而太極」解老子之「道」，「從

宇宙化生論看，無極而太極側重於追尋

客觀世界的化生根源」5；但這條路並

未一直貫通到底，隨後其筆鋒一轉，使

用理學家的「理」解釋老子規律性的

「道」。這可說是最早從理學和《老子》

關係的角度來看待林希逸的《老子鬳齋

口義》，只是並不那麼明確。

此後在這基礎上，人們有了進一

步研究，認為林希逸在《老子鬳齋口

義》中，除了溝通道家和理學的聯繫之

外，也指出了兩家的區別，只不過這裏

的焦點不是「理」。相關學者指出，林

希逸認為《老子》和理學往往對於同樣

一個字，但是在各自那裏的意思卻不

同。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回護了老子。

比如「仁義」在使用的時候，各自的所

指並不相同，「既然老子的『仁義』與

儒家的『仁義』含義不同，儒家人士便

沒有必要批判老子的『仁義』學說」6。

相對於前人，這已經有了很大的

推進，但依然處於表層研究，雖然不乏

獨到的見解，但不得不說還沒有深入的

分析下去，即從義理上來闡釋兩者的關

係。直到 2020 年，鄭天熙的〈林希逸 

《老子鬳齋口義》的老學思想及其解老

得失〉才真正從義理層面上對此進行了

研究。該文從義理上深入的分析了兩者

的關係，開始時也是從「無極而太極」

入手，但隨後卻轉向「道器不離」，

認為林希逸「側重老子宇宙生成論中

『道』作為 『太樸』，散而為『器』

後仍不離『道』」7。這種從義理上分

析林希逸對《老子》和理學關係的處

理，實質上則起到了調和二者的作用。

以上研究雖然相對於前人有了很

大進步，但林希逸對於《老子》與理學

的關係，是不是僅限於此，依然值得探

討和挖掘，而且這樣的挖掘意義深遠，

小而言之，可以透徹的理解林希逸紛繁

複雜的思想，大而言之，對於整個南宋

思想狀況的理解也有積極作用。

二、心學傾向

林希逸有心學傾向，融涉莊禪，

別是一路。林希逸是艾軒學派的四傳弟

子，艾軒學派的創始人一般認為是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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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而林光潮則授業於陸景端，陸景端

師從尹焞，尹焞是程頤的弟子。從艾軒

學派的師承淵源來看，它是正宗的理學

派別。但整個艾軒學派，從林光潮開始

就既有別於同時代的理學家，又有別於

程頤等理學前輩，他認為重要的不是讀

書，而是在心中真正的懂得道理。這點

歷經兩代，到了艾軒學派的四傳弟子林

希逸身上則表現得尤為顯著。因此有學

者認為，這似乎有些偏離理學，更接近

於心學。最早有此傾向者為劉思禾，他

於 2013 年發表的〈南宋林希逸的理學

思想〉認為：「艾軒學派重視心的作用，

修養的重點放在自得之上，這就以自得

為歸，相對地則忽視思辨。」8 到了林

希逸則演變為強調本體的無規定性，認

為理不可說，只能用心體悟。劉思禾認

為林希逸既不同於朱熹，也不同於陸

九淵，而是更近於莊禪，因此林希逸對

於融合三教基本沒有障礙。這種觀點確

有新意，認為林希逸是理學，但是不同

於朱熹的理學，他別是一路，這別出的

一路與陸九淵的心學十分相似，都主張

從內出發，可又不同於陸九淵的心學，

因為「相對於明道和陽明顯得單薄和枯

槁」。

無獨有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

進深化的是黃雲的碩士論文。他認為林

希逸首先抓住的是「無容心」即無用

心，認為它指的是事物相成相待的狀

態，沒有永恆和恒常性。除此之外，

林希逸對心的看法更近於程顥，並在此

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出自己對心的獨到

見解，認為心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

心，是思維器官的心，第二階段的心是

不執著於感情色彩的心。進而以莊子的

「無心」為基礎發展出「無成心」「無

欲心」。這樣相對於前人而言，其對林

希逸關於心的看法研究的更為細緻，不

過這些主要是關於政治法則上的運用。

黃雲在另一篇小文章中曾述及林希逸有

受到朱陸之爭的影響，只不過論述過程

略顯粗糙。但這一視角卻不能不說是有

價值的。林希逸尤為關注「心」，而在

朱陸之辯中，朱熹對於陸九淵的指責，

不可能不觸及心學的弊端，這必然對同

樣重視「心」的林希逸有或多或少的影

響。

歷來多將陸王並稱為心學家，但

陸王就時間上來說，未免相隔太遠，這

漫長的時間裏，心學不可能自陸九淵之

後，就銷聲匿跡，一直到了明代中葉才

憑空蹦出一個王陽明。基於此，有人認

為，王陽明是一個「叛逆者」。用「叛

逆者」來解釋王陽明的出現，實在是很

難讓人信服。這期間心學畢竟或隱或顯

的以某種形態發展著，直到明代中葉遇

到王陽明才又一次迸發出活力。而心學

在這漫長的傳承過程中，也必將或多或

少影響林希逸這樣的思想家。或許正是

由於林希逸這類思想家的出現，才延續

了心學的學脈。關於林希逸與心學關係

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文章。因此

這對於進一步研究林希逸是一個很好的

進路。

三、借佛解老

林希逸在解老的過程中，佛教起

了怎樣的作用，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

點。林希逸與出家的僧人時有來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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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典教

《老子鬳齋口義》中也多處使用佛家語

詞、概念注解《老子》中的詞句。因此

《老子鬳齋口義》所折射出來的佛老關

係自然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最

早對此作出論述的是劉思禾於 2013 年

發表的〈南宋林希逸的理學思想〉，他

認為林希逸始終堅守自身的理學立場，

對於禪宗只是借其概念來為自己所用，

而不是真正的皈依佛教，例如：其借用

禪宗的「悟」，只是把「悟」當作一

個把握「天理」的工具，而並非真的改

變自身立場。為此劉思禾還做了相關論

證：林希逸對於佛家和儒家的「理」做

了區分，佛家之理為空理，即著落點在

空上，而儒家之理為物理，林希逸不廢

物理而超越之，求理體，此為儒家實在

論的老傳統；其次，從生死觀上來說，

林希逸否定輪迴而歸於對本來自性的把

握。

總之，相對於理學而言，佛教的

理論在林希逸的思想中處於從屬地位，

無論是對佛教概念語詞的運用，還是對

其相關佛理的運用，目的歸到根本處都

是要為理學服務。不過劉思禾在論述三

教關係時似乎有矛盾之處，他認為：三

教在悟的方式上相同，不同之處在於有

無世用；三教只是形式不同，根本的見

地則相同，都是歸到個人的自得上。既

然三教根本上相同，林希逸的理學立場

又何在？難道三教本身只是名言上的區

別？這點劉思禾顯然處理的略欠妥當。

與此一觀點不同的是黃雲的碩士

論文。黃文裏有一專章，題目為「攝佛

釋老」，由此即可看出，他對於林希逸

會通三教的立場，明顯與前人不同。黃

雲認為林希逸在攝佛釋老的過程中，將

佛老義理的互通建立在佛老平等對話的

基礎之上，重點放在體悟，並非刻意將

佛學納入老子系統。林希逸認為「不執

著」與「無」相通，「不垢不淨」與「和

其光，同其塵」相應，又以「彼此不二

與不分別」和「即體即用」解釋《老

子》中的「道」與「無為而無不為」的

關係，再以「莽莽蕩蕩招殃禍」闡釋老

子的有無觀，最後從修行方式上闡釋佛

家頓悟、漸修與老子的養生論相合。從

這裏無法看出林希逸的立場，似乎他是

處在一個純粹客觀的立場上，真誠地探

討佛老兩家的相通之處。然而這種客觀

和不帶立場的探討，卻導致了另一個問

題：就佛老而言，他們相對於彼此的區

別也模糊了。佛老本來在諸多概念上確

有相似性，隨著相互的借鑒與交流的深

入，這種相似性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必將不分彼此。黃雲的這一觀點很有價

值，他隱隱約約地昭示了，佛老關係在

林希逸那裏並非那麼簡單。

從研究的角度看，黃雲對林希逸

關於佛老的關係，在前人基礎上確實有

所推進，已不同於單純地認為林希逸是

理學家，林在融合三教的時候必然從理

學的立場出發，因此任何融合、任何關

於三教的詮釋都帶有理學的影子。宋代

的三教融合程度已經相當深入，很難說

是某一思想統攝其他思想。林希逸本身

就是那一時代的產物，他的思想本身就

是三教融合的結晶，在他那裏三教的關

係尤為複雜。而黃雲並不認為林希逸是

站在某一立場上來會通別家思想。雖然

這樣會導致呈現出來的狀態有些模糊，

讓人難以辨別出各家的真面目，但不得

不說這相對於前人而言是個不小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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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隨後張淼的〈林希逸的三教會通

思想〉在此問題上則挖掘得更為深入。

他不同於劉思禾和黃雲。劉思禾認為林

希逸是站在理學的立場上，借佛教的語

詞概念理論為自己服務。這其中透露

出，三教未必就有相通之處，即使有，

也是人為所至。而黃雲則指出，林希逸

認為佛老對話的基礎是平等的，但是二

者的區別卻模糊，相通之處似乎有，至

於這種相通之處是本來就有還是林希逸

人為所至則不置可否。張淼與劉、黃不

同，他也認為林希逸的立足點是儒家，

但同時也認為佛老本有相通之處，「在

用佛典和佛教思想解讀老莊時也會起到

幫助理解老莊的作用」9，除此之外，

林希逸還認為佛教思想自有高明之處。

張淼一方面認為，林希逸站在儒

家立場融會佛老，但同時也承認佛老本

有相通之處，相比而言，佛教思想還自

有高明之處。與劉思禾相比，張同樣認

為林希逸站在儒家立場，但走出的路卻

不同。張淼認為林希逸雖是立足於儒家

立場，但會通佛老的方式卻是多角度、

多方位的。簡言之，張認為林希逸會通

三教的方式更加靈活。不僅如此，他還

指出林希逸在用佛教概念解釋《老子》

的時候，多有誤解佛教概念的地方，而

誤解的目的則在於更好的會通佛老，也

正因為如此，才說明他在會通佛老時存

在著缺陷。

對於林希逸用佛教概念解釋《老

子》有誤解之處，提到的人著實不少，

除黃雲的碩士論文之外，還有鄭天熙於

2020 年發表的〈林希逸《老子鬳齋口

義》的老學思想及其解老得失〉。但他

們都沒有指出，林希逸誤解佛教概念，

是有意歪曲，還是無意歪曲。若是有意

歪曲，說明林希逸在會通佛老上確有缺

陷，他自己知道兩家的區別，但為了使

兩家會通而有意為之。若是無意歪曲，

則說明林希逸對於兩家思想的理解本來

就有自己的見解。林希逸的歪曲到底是

有意還是無意，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

題。

以上多是從義理層面來談佛老的

會通，其實除此之外，也有學者指出林

希逸還從修行上會通佛老。黃雲認為禪

宗的漸修頓悟兩不相離，但更注重頓

悟，卻不全然放棄漸修。禪宗這種重

視頓悟的修行方式給了林希逸很大的

啟發，促使他將修養的重點放在自得之

上，進而與《老子》中的「德善」、「德

信」相勾連。黃雲並不就此止步，他從

「自得」之中挖掘出心學的影子，認為

林希逸之所以會提出「自得」、「自體

認」的修行方式，主要是因為他有心學

傾向。這種推斷，不能說沒有道理，只

不過需要進一步深化論證。

鄭天熙關於修行做功夫這方面的

論述則更為細緻。他主要解讀的是得道

之人與做功夫，並從這兩個方面來談林

希逸對於佛道的融合，詳如下述：

鄭天熙指出，林希逸認為得道之

人，會處於一種無心的狀態。「無心」

一方面指不生起妄念，另一方面指看住

自己的內心，謹防迷失，這受到孟子

「不動心」的啟發。「無心」理論很明

顯受了禪宗「無念」的影響，只是「無

念」比「無心」要深刻的多，「無念」

除了有不生起雜念的意思之外，更深一

層的意思是，不執著於生起的念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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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的基礎之上進一步下貫，林又

提出「無跡」。做到「無心」就不會陷

入二元對立，就不會「分別」，「不分

別」就不會刻意為之，不刻意為之，就

是「無跡」。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化」

的結果，即如鹽入於水，渾融一片，

自然無跡。理論上論述完，自然就轉到

修道功夫上。在這個過程中，林首先討

論的是「道體」問題，類似於佛教的佛

性問題。佛教認為人人皆具佛性，林希

逸據此比附，認為道體在我。其次到具

體的修行功夫，林以「悟」為手段，強

調修道的自主自覺，這樣就使老子的修

養論更具內向性與靈動性。最後落實到

實實在在的做法上，林認為觀道需要從

「無」「有」兩邊共同觀照才能達到目

的。這裏，其轉化了道體自身的「有」

「無」特點。鄭天熙認為，這樣轉化的

目的在於說明老學不談虛，和「吾儒」

一樣關注形而下的現實人生。

從功夫修行上來談佛道融合，似

乎更容易著手，因為兩教在這方面本來

就有著漫長的交互影響史，幾乎很難分

得清哪些法門只屬於哪一家獨有，不過

如果談得不好，很容易變得玄虛，不好

把握。因此從根本的義理上來探討，進

而貫通到形而下的層面似乎是一條不錯

的路徑。此外，佛道會通是一個比較模

糊的概念，佛道會通具體是怎樣進行

的，有哪些層面，應當作出更加細緻的

研究。此外，目前一般認為林希逸是借

了佛教的概念、思想來解釋《老子》，

這樣促進了對老子的理解，達到會通佛

老的目的。但是，林希逸在借佛解老的

過程中，是不是也改變了佛教原有概念

的含義，進而起到影響佛教的作用。因

為佛教也在不斷吸收道家的思想，佛道

會通不可能只是單方向的。而目前對於

林希逸借佛解老過程中對佛教思想的影

響卻沒有涉及。

四、文章學點評

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的另一

個特點，在於其對《老子》進行了文章

學點評。這是其自我標榜有別前人的一

大特點。最早對此進行研究的是王偉倩

於 2012 年發表的〈論林希逸《老子鬳

齋口義》的注解特色〉，該文認為林希

逸的語言簡明通俗：「口義，即根據文

章語意，利用各種雜語、俚語、俗語來

解釋其義。採用平鋪直述的方法展開，

沒有艱澀難懂的語言。」10 並且，林還

能從字詞解釋著手，理順句間關係，逐

層分析，對句子文段解釋層次分明；其

次，林還能借用修辭，如比喻。最後，

王文指出《老子鬳齋口義》具有整體性

強、前後互釋的特點。整體性強是指林

希逸總是整體評述，給人以總體認識，

這樣有助於讀者提綱挈領地把握核心概

念；前後互釋則是指林希逸打破《老子》

的前後章節次序，通過前後章節的內容

進行相互解釋，這有助於把文章結合成

一個有機的整體，使一個概念前後貫

通。這些確實是《老子鬳齋口義》的特

點，但王文對於《老子鬳齋口義》特點

的把握，只簡單地停留在指出其特點，

並未進行細緻分析。除此以外，王文對

於《老子鬳齋口義》的缺點也未提及。

相對而言，黃雲的碩士論文則較

為深入。黃雲認為：林希逸將《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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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高深的語言大眾化，將《老子》本

身沒有表達清楚的地方予以補充，使其

意思完整，同時提醒讀者注意理解關鍵

詞，這種在關鍵之處的提醒，往往給人

恍然大悟的感覺。除此以外，林希逸還

將《老子》本身的譬喻明析化，使讀者

知道老子譬喻的實質。相對於以往研

究，黃雲指出林希逸語義通俗的目的在

於大眾化、使大眾明白，其對於譬喻也

不限於停留在指出其名稱，而是將其運

用譬喻的目的點出來。黃雲不僅指出了

《老子鬳齋口義》的優點，同時也指

出了其缺陷。黃雲認為：《老子》文本

有些地方的語義本已明確，不需要再作

解釋，而林希逸依然予以注解，就頗顯

得囉嗦，有時甚至將本已十分明確的義

理遮掩住。林希逸最關注的是《老子》

中的譬喻，黃雲認為林希逸有時會將實

指性的文字也當作比喻，從而造成引申

過當。黃文以〈民之饑章第七十五〉為

例，林注曰：「上貴利則民愈饑，上好

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11

黃雲則認為，這是實指治國的事實，並

非借喻之語。筆者認為：這從表面看似

乎也能說得，然而林說其為譬喻未必就

一定沒有道理，固然此兩句所言確實是

治國之事，但若拔高一層看，或可理解

為對整個政治治理原則的喻示。對類似

問題的理解，或許可以從挖掘林希逸詮

釋《老子》的價值傾向入手，如果摒棄

了這一點，單純地從研究者個人對《老

子》的理解出發，意義並不大。

不得不說，以上兩位研究者都沒

有從真正的修辭學角度對《老子鬳齋口

義》的文章學特點予以研究，這或許和

研究者的專業有關。真正從修辭學角度

對《老子鬳齋口義》進行研究的，是孫

明君於 2017 年發表的〈林希逸《老子

鬳齋口義 • 發題》釋讀〉。孫文認為

《老子鬳齋口義》對《老子》分別從文

學的三個方面予以瞭解讀：第一，借物

明道，所謂借物明道就是用比喻的手

法表達自己的思想。前人對《老子》

的誤讀多是與這一修辭手法有關。本體

和喻體有多大程度的相似，又有多大程

度的無關，這確實有很大的詮釋空間，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空間，所以才會產生

誤讀。第二，《老子》的另一個特點是

結語精妙。這一點如果不是對文學有深

入研究的人，或許不會注意到。在文學

裏特別重視結尾，而結尾的種類有很多

種，有力度的結尾一般稱為煞尾，這類

似於相聲藝術裏最後抖出來的響包袱。

《老子》裏多數章節都結語精妙，讓人

匪夷所思。第三，注重直接點評文章的

行文特點。比如「『豫兮』以下，乃是

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12 對於

這樣的特點，林希逸直接加上了「此文

法也」。這點也是文學研究者才可能關

注到的。

孫明君注意到《老子鬳齋口義》

對《老子》進行文章學的點評，具有開

創意義，但他沒有進一步探討《老子鬳

齋口義》為甚麼要對《老子》作這樣的

解讀。對這點作出探討的是鄭天熙，他

著重從「借喻」開始，認為林希逸對《老

子》中「借物明道」手法的分析有些牽

強，如此牽強的目的在於要破除朱熹等

人對《老子》的負面評價。只不過他僅

僅指出了這一點，後來者若沿此思路深

入挖掘，可能會有收穫。

《老子》的語言確實具有高度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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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性的特點，這本就是古漢語的特點，

進而言之，或可與古人的思維方式、為

學方式有關。因此，對於《老子》文章

學上的探究意義重大，如果連文本本身

的語義都弄不清楚，義理當無從談起；

同時，也可以通過研究林希逸從文章學

的角度對《老子》進行解讀，進而挖掘

出他本人的思想與價值傾向。

綜上所述，前輩學者對於林希逸

《老子鬳齋口義》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結

為《老子》與理學的關係、心學傾向、

借佛解老、文章學點評這四個方面，我

們或可沿此道路繼續深入探究。有關這

四個方面的研究，總的來說還不夠深

入，還有可挖掘的餘地。如《老子》與

理學的關係，目前多以調和論處之，於

此而外或許還有別的角度。即使是調和

論，究竟如何調和、調和的方式和過程

也可進一步挖掘。心學傾向則有更大的

開拓空間，可從陸九淵對林希逸的影響

入手，也可從林希逸對心學發展的影響

入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至於借佛解

老，雖然相對於前兩者而言，研究成果

較為豐富，但佛教的經集浩如煙海，其

思想流派紛繁複雜，又經隋唐至宋的大

發展，其本身已經歷了複雜的變化，後

又與北宋諸子交互影響，到朱子再到陸

九淵，其形態可謂一言難盡。此種情況

下，林希逸與佛教的關係，可挖掘的地

方實在太多。文章學方面，就《老子》

本身而言，其中有太多篇章前後不好貫

通，林希逸於此如何看待，又是怎麼處

理的，處理的具體方式是怎樣的，都可

進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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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修煉

明清兩代，撰寫陰陽雙修

內丹經訣的作者人數

眾多，亦有少數士大夫側身其中。後者

包括彭好古、甄淑和仇兆鰲，他們都是

「儒門而通於道術者」。更具體地說，

他們都是儒門而陰陽雙修者。他們撰寫

的經訣或注釋，在滿篇隱語中蹦出一些

直白，直截了當地講解陰陽雙修，並不

懼怕士人、儒臣們嚴厲譴責；他們的這

種自信，蓋主要來自妻妾制度。此外，

當時從事陰陽雙修的著名人物還有陶素

耜，但其布衣一生，不能被歸入士大夫

之列。

一

明清兩代，撰寫陰陽雙修內丹經

訣或注釋的士大夫主要有三位，即彭好

古、甄淑和仇兆鰲。此外，當時曾置身

士大夫之林且撰寫過陰陽雙修內丹經訣

的著名人物還有閔一得、張百燾、張松

谷三人。清前期的閔一得，壯年時遵父

命納錢財為州司馬，不久後還家為父守

孝，從此絕意仕途；他擔任的州司馬

「實是閒職」1，「前後不過三年」2，

所著《金蓋心燈》等三十餘種，絕大多

數收入《古書隱樓藏書》3。清末民初

的張百燾，中年曾從軍（士大夫亦泛指

將士），後退伍修道，於 1917 年寫成

《補天髓》4。清末民初的張松谷亦曾

入仕，被罷免（一說自己棄官）後以算

命為生，1916 年其著《丹經指南》印

刷出版 5。不過，閔一得、張百燾、張

松谷三人雖曾置身士大夫之林，但他們

 朱越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雙修的明清士大夫陰 陽

張松谷《丹經指南》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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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陰陽雙修內丹經訣時已脫離士大夫

生活，轉變為方術之士或道士，因此，

這三人不屬於本文的介紹範圍。下面，

僅介紹彭好古、甄淑、仇兆鰲三人的情

況。

1. 明萬曆年間的地方官彭好古 

彭 好 古， 字 伯 籛， 號 熙 陽， 有

時 自 稱 一 壑 居 士 6， 麻 城 縣（ 今 湖

北 省 麻 城 市 ） 人， 生 於 嘉 靖 三 十 年

（1551）， 萬 曆 十 四 年（1586） 進

士 7。彭好古中進士後任歙縣縣令，

萬 曆 二 十 年（1592） 任 山 西 道 監 察

御 史， 萬 曆 二 十 一 年（1593） 任 四

川按察司僉事」8。彭好古卒年無法

確定，但有學者說「有可靠文獻記載

其 在 萬 曆 四 十 八 年（1620 年 ） 前 後

還在世」9。

萬 曆 十 六（1588）、 十 七 年

（1589），彭好古執政歙縣期間，當

地連遭天災，他殫精竭慮組織生產自

救，帶領百姓度過了饑荒。因當時歙縣

出現過一莖五穗或七穗的麥子，方元

素曾以〈瑞麥頌〉為題，向王寅、佘

翔、程懋功等人徵詩，編《瑞麥詩集》

以頌愛民的好官彭好古 10。彭好古好讀

書，自稱「性耽子史」11。其編集的類

書《彭氏類編雜說》6 卷，分 16 大類，

類下又分門目；門目中，君道有 22 門、

臣道有 9 門、士道有 26 門、人道有 70

門 12。彭好古曾著《易鑰》5 卷，其自

序明志曰：「余著《易正義》並著《易

鑰》，啟四聖枕中之鑰，於千百載之

下。」13 這表明他著《易正義》和《易

鑰》，目的是幫助後人開啟至聖孔子、

復聖顏回、宗聖曾子和亞聖孟子的思想

寶庫。《論語 • 述而》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有學

者說：彭好古之名即取自此 14。《麻城

縣志》卷七則稱讚彭好古「剛方正直，

風格類古人」15。「啟四聖枕中之鑰」、

「好古」、「類古人」諸言，都表明彭

好古遵循孔孟之道，以修齊治平為人生

目標。

遵 循 孔 孟 之 道 的 彭 好 古， 曾 輯

《道言內外秘訣全書》，收錄道書 55

種 16。其中包括彭好古本人的丹經注解

《入藥鏡注》、《金丹四百字注》、《金

碧古文龍虎上經解》、《古文參同契

解》、《古文參同契箋注解》、《古文

參同契三相類解》和《悟真篇解》等。

王沐將其《悟真篇解》列為陰陽派著

作 17。

2. 明萬曆、天啟和崇禎三朝的

地方官、京官甄淑

甄淑，字錦石，黃岡（今湖北省

黃岡市）人。《湖廣通志》曰：甄淑，

彭
好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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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丙戌（1586）進士 18，授陽武（今

河南新鄉市原陽縣）知縣，調太康（今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俱有異政。

入為吏科給事。天啟間，以不附魏璫，

削籍歸」19。「魏璫」是對明熹宗時干

政專權的大宦官魏忠賢的貶稱。天啟

四年（1624），東林黨領袖彈劾魏忠

賢，魏忠賢黨羽反擊，誣陷東林黨領袖

左光斗、魏大中 20。御史袁化中、給事

中甄淑等相繼為大中、光斗辯護 21，此

即《湖廣通志》所說「不附魏璫」。甄

淑因「不附魏璫」而被削籍為民。天啟

七年（1627）明思宗即位。不久，魏

忠賢被迫自盡。崇禎四年（1631），

明思宗以甄淑為大理寺卿 22。崇禎十二

年（1639）， 以 甄 淑 為 刑 部 尚 書 23。

崇禎十三年（1640），刑部主事沈延

禧納賄而下獄，甄淑亦下獄，翌年死

於獄中 24。《黃岡縣志》曰甄淑「卒年

七十二」25。甄淑此享年若屬實，則甄

淑生於隆慶四年（1570），卒於崇禎

十四年（1641）。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首《集

注姓氏》曰：「甄淑，號九暎道人，崇

禎間為大司寇。」26 西周時中央設大司

寇，負責實踐法律法令，輔佐周王行

使司法權；明代無大司寇官職，刑部尚

書之職與之相當。《集注姓氏》並非仇

兆鰲手筆，而是他人添加，添加者稱

甄淑「號九暎道人」，改說甄淑為「大

司寇」，蓋是有意避開瘐死的甄淑，為

內丹經訣作者諱。前引《湖廣通志》和

《黃岡縣志》亦不記甄淑瘐死之結局，

蓋亦是為甄淑諱，或是為同鄉諱。《黃

岡縣志》不僅不記甄淑瘐死之結局，還

美化曰：甄淑「守彰義門有功，召對數

次」27。魏忠賢自盡後，隱藏在朝廷的

魏黨仍伺機報復政敵。甄淑的結局被隱

晦和美化，莫非其入獄另有隱情？東林

黨領袖左光斗和魏大中，忠君愛民，清

廉剛介，被「魏璫」迫害致死。二人分

別被追諡忠毅、忠節。甄淑為大中、光

斗辯護，亦是忠君愛民、剛正不阿。他

納賄之事若屬實，則是晚節不保。

甄淑撰有《悟真篇翼注》28 和《周

易參同契譯》29 等。王沐將甄淑《悟真

篇翼注》列為陰陽派 30。

3．清康熙年間京官仇兆鰲

仇兆鰲原名從魚，字滄柱，號知

幾、四明先生，晚號章溪老叟，鄞（今

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生於明崇禎

仇
兆
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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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1638），先後從學於駱寶權、

陸可前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

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四十四

年（1705），升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

檢討。歷翰林院侍講、侍讀、侍講學士，

充皇太子講官、武殿試彌封官、侍讀學

士。康熙四十七年（1708）升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後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康熙五十年（1711），以疾乞休。

康熙五十六年（1717）逝於家中，享年

八十歲 31。

仇兆鰲是明末清初三鴻儒之一黃

宗羲的得意弟子，為「浙東學派」代表

人物。吳淑玲總結說：「仇兆鰲 24 歲

時獲得《程朱語類》一書，『朝夕參玩，

理境漸明』，當受程朱理學影響很大；

32 歲時在古小學書院謁見清初著名學

者黃宗羲，幾年間與黃宗羲來往漸密，

受其影響較深，主要是接受了黃宗羲所

信奉的劉宗周的蕺山學說。但後來在京

都，與大學士李光地、陳廷敬、張玉書

等有交往，受他們影響，又回歸理學，

以程朱學派為宗。總其一生，多年在

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奔波，與四書五經為

伍，20 多年的坐館生涯也是以教授四

書五經為主，再加上他在自己最重要的

學術著作《杜詩詳注》中流露出的思想

情緒，基本可以判定，仇兆鰲思想的主

導方面是儒家思想」32。仇兆鰲曾著《四

書說約》、《杜詩詳注》，另有多部史

學著述 33。其《杜詩詳注》為杜甫詩學

研究集大成之作，為研究杜甫詩作樹立

了一座高峰，最為後人稱頌。

仇 兆 鰲 曾 與 陶 素 耜 研 究 修 養 密

旨，「其築棲雲草堂於霅上，獲遇真

人，得聞大道，密受心言」34。仇兆鰲

在內丹學方面的著述，有《周易參同契

集注》、《悟真篇集注》、《兩經要

義》（《黃帝陰符經》和《道德經》的

要義）、《金丹梯梁》、《黃老參悟》

（對《黃帝陰符經》和《道德經》的參

悟）以及編刻叢書《道言秘錄》等 35。

陳攖寧曾批評仇兆鰲說：「知幾子對於

丹道，雖閱書甚多，惜未得南派嫡傳，

竟為旁門所誤。」36 王沐的見解與陳攖

寧相左，其稱仇兆鰲輯《悟真篇集注》

為內丹南宗陰陽派 37。周全彬則為仇兆

鰲辯護說：「以陳先生的論調似為說仇

未得丹道真傳，也無實踐經驗……陳攖

寧先生的推測是不成立的。」38

彭好古、仇兆鰲和甄淑三位士大

夫的思想和信仰，總的看來，基本相

同。明清兩代，在義理方面三教歸儒，

程朱理學獨尊，士大夫修齊治平皆遵行

儒教。同時，在民眾教化和修身養性方

面，佛道二教對儒教具有無可替代的補

充作用。士大夫同時信佛，或同時信仰

道教者，亦大有人在。因此，彭好古和

仇兆鰲一生，以及甄淑失節之前，遵行

儒教，理所必然；他們同時鑽研道教方

術，追求健康長壽，不足為奇。

仇兆鰲曰：「春秋陸通住世七百

餘年，西漢孔安國長生四百餘歲，皆儒

門而通於道術者，鑿然可據也。」39 傳

說春秋時陸通（楚狂接輿）夫妻二人隱

居養性，孔丘十世孫西漢孔安國運氣服

丹，皆長壽數百歲。仇兆鰲以陸通和孔

安國為榜樣，稱他們為「儒門而通於道

術者」。彭好古、仇兆鰲和甄淑三位士

大夫，走的正是遵行儒教而通於道術的

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三位士大夫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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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其它道術，而是敏感的陰陽雙修

內丹術。他們署名撰寫或注釋陰陽雙修

內丹術經訣，不僅公開了自己選擇的道

術，而且將之廣為弘揚。統觀明清的正

統思想觀念和社會風習，對道教陰陽雙

修內丹術的實修和傳播，既有利，亦不

利。三位士大夫撰寫或注釋此類經訣並

刻印流傳，得益於社會環境對陰陽雙修

內丹術有利的一面。

二

彭好古、仇兆鰲和甄淑三位士大

夫撰寫的經訣，與同期絕大多數陰陽雙

修內丹術經訣一樣，使用「參同」語

言，以「參同悟真」易學為理論基礎，

屬於鍾呂金丹派南宗丹法。但其他南宗

經訣，有的通篇使用廋辭隱語，嚴密遮

蓋雙修內容；有的甚至假名外丹，再加

一層黑幕；有的有意透露雙修內容，但

作者隱身，經訣不署自己的真名實姓，

託名他人，甚至託名神仙，以託名呂洞

賓和託名張三丰者最多。彭好古、仇兆

鰲和甄淑三位士大夫，則與其他南宗經

訣作者不同，三人的經訣皆署自己的真

姓名，以在滿篇廋辭隱語中蹦出直白的

方式，直截了當地講解陰陽雙修，好像

生怕讀者讀不懂似的。

清 修 內 丹 術 以 自 己 的 真 精 為 藥

物，真精被稱為「陽裏陰精」。所以，

清修內丹術往往被批評為「守孤陰」，

也就是批評他們獨自修煉，批評他們

僅僅修煉自己的真精。《悟真篇》反

對「守孤陰」曰：「陽裏陰精質不剛，

獨修一物轉羸尪。勞形按引皆非道，服

氣餐霞總是狂。舉世謾求鉛汞伏，何時

得見龍虎降？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

元是藥王。」甄淑《悟真篇翼注》注解

曰：「又有認守孤陰為內丹者，故此詩

以『鉛汞伏』破之。」40 仇兆鰲《悟真

篇集注》卷下直接否定清修內丹術曰：

「清修不足以成道。」41 一般人聽說與

女伴陰陽雙修的操作時，都會給予嘲

笑，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下則針對

這種嘲笑，為陰陽雙修辯護曰：「金丹

起手，須用鼎爐，人皆笑為外道。此清

淨枯修，從無人笑之者。但孤陰獨煉，

不能成真。故知不笑者非道，而可笑者

為道也。」42 其大意是說：內丹開始階

段需用女伴，人們都嘲笑這是旁門左

道；丹士採用清淨丹法自己枯修，從來

沒有被人嘲笑過，但丹士「守孤陰」獨

自修煉，不能成仙；由此可知不被嘲笑

的枯修不是道，被嘲笑者才是道云云。

彭好古獨出心裁地稱陰陽雙修內

丹術為「女鼎」，稱清修內丹術為「內

丹」或「內」，稱爐火外丹術為「外丹」

或「外」。他以這樣三個術語區分三

者，且都給予肯定，如其《悟真篇解》

曰：「此章，內、外、女鼎皆可通」；

「『火裏栽蓮』，內丹為以神御氣，女

鼎為採先天真一陽氣。」43 又曰：「此

章專言女鼎，觀『家家』二字，其義

自見。」44《道藏》中的《紫陽真人悟

真篇三注》五卷，署宋薛道光、陸墅、

元陳致虛注。所謂薛道光注，實為翁葆

光注，三注皆宣講陰陽雙修內丹術 45。

彭好古表示贊同三注的宣講，說三注皆

宣講「女鼎」，如其《悟真篇解》曰：

「此章三注，皆以女鼎解之，餘亦以為

然。」46 其使用「女鼎」之稱，毫不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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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陰陽雙修必需有女伴。

甄淑《悟真篇翼注》也強調修煉

必需有女伴：「蓋尋藥者，須得同類有

情之物。」47 其所謂「同類有情之物」

即指女伴。仇兆鰲則說女伴的年齡十四

歲最好，大於二十七歲的就不用了，還

說要內外細微地考察女伴的容貌和氣

血，有病的不能用，如其《悟真篇集注》

曰：「丹室之中，佳器須備，犯病勿宜。

二七之期可貴，三九之外應停。病兼容

貌血氣，而察其內外細微。」48

《悟真篇》曰：「白虎首經至寶，

華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

尋常藥品。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

心。依時採去定浮沉，進火須防危甚。」

「白虎首經」亦稱「先天首經」，一般

解釋為少女的初次月經。仇兆鰲說採藥

必需採十四歲少女的初次月經，如其

《悟真篇集注》曰：「若還丹真種，必

取先天首經，乃五千四八所產……其藥

生於二七之門第。」49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進一步講

述採藥的時機曰：「又看唇紅如珀，瞳

黑如漆，方可下手。三家相見結嬰兒，

正在片晌之間也。」50 這是說，待丹士

看到女伴雙唇鮮紅如琥珀、眼瞳烏黑如

亮漆時，才可以開始採取女伴身中的大

藥（還丹真種）；此時採藥，片晌之間

即可成功。甄淑《悟真篇翼注》稱讚雙

修時的女伴很美：「隨即虎起應龍，因

舒情而豔美。」51 這裏的「虎」比喻雙

修女伴，「龍」則比喻丹士。

彭好古還描述了雙修情景，如其

解《悟真篇》「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

收取返魂漿」句曰：「『壺內』，我也，

故曰『旋添』。『鼎中』，彼也，故曰『收

取』。」52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描述

得更細緻，其曰：「或側身修道，或顛

倒行功，順逆皆可用之……且使深淺合

度，進退適宜，明強弱而出入。」53 仇

兆鰲《悟真篇集注》還說雙修結束後需

要善待女伴，對於其中優秀者，應勸她

修煉女丹、斷絕月經，和自己一起修煉

成仙，其餘女伴則善待辭退，如曰：「溫

養已畢，丹房器皿當委而去之，但須用

善遣之法。先天上鼎，奉為聖母，勸以

斬斷赤龍，偕修大道。其餘諸品，亦宜

厚贈資裝，擇良婚配。庶彼此兩全，免

遺失所之憾耳。」54

「對於房中術來說，明清兩代是

充滿張力的年代……憂君憂國的明清士

人、儒臣們嚴厲譴責房中術，以至於全

盤否定，尤其對採戰術深惡痛絕」55。

對陰陽雙修內丹術不瞭解的人，很容易

將採戰術誤認為道教的陰陽雙修內丹

術。一些主張清修內丹術的經訣作者和

實修者，對陰陽雙修內丹術很瞭解，他

們對陰陽雙修的譴責絲毫不比士人和儒

臣們弱。彭好古、仇兆鰲和甄淑三人署

名撰寫陰陽雙修內丹術經訣，並直截了

當地講解陰陽雙修，顯得不懼怕譴責，

他們的這種自信，蓋主要來自妻妾制

度。

三

以上三位士大夫中，只有仇兆鰲

用文字談到自己陰陽雙修的事。仇兆鰲

在《仇兆鰲年譜 • 自序》中曰：「先是，

乙酉年以旗邸獨居，娶都中馬氏女，經

兩番侍病，甚為憐切。茲以年齒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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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歸寧，多方慰論。而別有截句：『採

藥須求北地花，丹經錯認玉生芽。蘇台

凋後燕台繼，悔恨當年養鼎差』。」56

「乙酉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

該詩題說：仇兆鰲在京城娶馬氏女為

妾，因她年紀小，仇兆鰲將她辭退，寫

詩記錄此事。因詩題過長，本文暫時將

其簡稱為〈令馬氏女歸寧〉。 

仇詩〈令馬氏女歸寧〉第一句中

的「北地花」，出自《悟真篇》。後者曰：

「長男乍飲西方酒，少女初開北地花。

若使青娥相見後，一時關鎖在黃家。」

張伯端所說的「北地花」，指女伴身中

的「真鉛」，即丹士須急採的大藥。《悟

真篇》曰：「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

南認本鄉。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後

不堪嘗。」明清時期的內丹經訣，多將

大藥說成先天真一陽氣。總之，作者們

強調身藏大藥才是合格的女伴。第二句

中的「玉生芽」，出自「蘭田種玉」的

故事 57，比喻獲得如意配偶，亦有以之

借喻花開 58。仇兆鰲以「玉生芽」借喻

身藏大藥的合格女伴，以「玉生芽」等

同「北地花」開，借喻女伴身中產生大

藥。第二句中「丹經」一詞的本義是內

丹經訣。仇兆鰲使用「丹經」一詞，有

意模糊詞義，暗指馬氏女。第三句中的

「台」本是對人的敬稱，仇兆鰲以敬稱

肯定女伴合格、身藏大藥「北地花」。

第四句中的「鼎」，指雙修女伴。總

之，仇詩〈令馬氏女歸寧〉大意是：

採藥需採女伴身中的大藥，我錯認馬氏

女是合格的女伴，錯認她身中產生了大

藥；我悔恨當年對身藏大藥的女伴養護

得太差，身藏大藥的蘇去世後，身藏大

藥的燕也離我而去了。仇詩〈令馬氏女

歸寧〉明確地道出了辭退小妾馬氏女的

真正原因，是因為她不是合格的雙修女

伴。可以推斷，仇兆鰲不會久留小妾馬

氏女在身邊，其辭退馬氏女的時間蓋不

遲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

清劉文蔚《見聞隨錄》解讀仇詩

〈令馬氏女歸寧〉曰：「仇滄柱侍郎卒

年八十，著《參同契悟真篇集注》。頗

惑於陰陽採戰之術。嘗於京師娶馬氏女

為妾，尋遣還。」59 劉文蔚指出仇兆鰲

因為迷戀方術而娶馬氏女為妾，不久遣

還，解讀得還算準確。但他把仇兆鰲實

踐陰陽雙修內丹術，說成惑於陰陽採戰

術，仇兆鰲和其他的丹士們是不會同意

的。此外，清末平步青又解讀仇詩〈令

馬氏女歸寧〉曰：「士大夫汩於富貴，

安冀長生，錯認丹經，蛾眉伐性，丹未

九轉而鼎蠡先燒者，不知凡幾……滄柱

幸知悔悟，開閣放姬，壽至杖朝，優遊

仕祿，考終。」60 平步青的意思是說：

士大夫迷戀富貴，渴望長生，受陰陽雙

修內丹術經訣的蠱惑，沉溺女色，身心

受害，丹沒有煉成而身體卻垮掉者，不

知有多少人。仇兆鰲幸虧知道悔改，打

開家門放走馬氏女，才使自己享有八十

歲高壽，活躍於官場，獲得善終。我們

認為：平步青錯解了仇詩〈令馬氏女歸

寧〉，表揚錯了。仇兆鰲並沒有檢討自

己實修陰陽雙修內丹術經訣是錯誤，他

辭退小妾馬氏女並不是放棄陰陽雙修，

並不是悔改。仇兆鰲辭退小妾馬氏女

後，繼續全力以赴地修訂陰陽雙修內丹

經訣，全身心地投入，充分說明了這一

點：康熙四十三年（1704），仇兆鰲

攜帶著自己輯的《周易參同契集注》進

京，抵京後繼續考定章句、增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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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定稿。《周

易參同契集注》至刻印出版，前後共花

費了九年時間 61。此外，康熙四十二年

（1703）仇兆鰲曾纂成《悟真篇集注》，

並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增寫了〈悟

真篇提要七條〉，康熙四十九年（1710）

訂定；對於這部《悟真篇集注》手稿，

仇兆鰲自稱「晨夕披玩，行坐不離，經

十年而始授梓」62。以上兩部經訣的定

稿和出版，都是辭退小妾馬氏女後完成

的。

仇詩〈令馬氏女歸寧〉的重要性

在於，它告訴我們明清時代的士大夫以

納妾的方式獲得雙修女伴。實踐陰陽雙

修內丹術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為「法、

侶、財、地」四者，仇兆鰲作為一位

撰寫陰陽雙修內丹術經訣的士大夫，

「法」、「財」二字已經在握，其注《悟

真篇》「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

失笑」句又曰：修煉「即在夫婦居室之

間。」63 仇兆鰲所說的「婦」，不是指

正妻，而是指小妾。〈令馬氏女歸寧〉

詩吟詠的蘇台、燕台和馬氏女三位小

妾，即修煉時的「婦」，亦即雙修女伴。

家宅內小妾的居室自然就是丹室，就是

「地」。因此對於仇兆鰲來說，「侶」、

「地」二字亦絲毫不成問題。仇氏〈令

馬氏女歸寧〉一詩可謂是對「法、侶、

財、地」的現身說法。

《悟真篇》曰：「人人自有長生

藥，自是迷徒枉把拋。」持清修觀點者

解讀說，這是要人修煉自己身中的精氣

神。翁葆光則將《悟真篇》這句中的「人

人」改為「家家」曰：「此般至寶，家

家自有。」64 彭好古稱讚翁葆光改得好，

說「其義自現」65。甄淑也讚揚曰：「翁

注『家家自有』，意更明豁。」66 疑彭、

甄二位對「家家」的稱讚，包括親身體

會，他們亦有納妾雙修之舉。他們稱讚

的「家家自有」，是說「家家」自有小

妾身藏大藥。他們亦具備了「法、侶、

財、地」這四項先決條件。中國古代的

妻妾制，並不承認妾是妻，妾的家庭地

位遠低於妻。但納妾是合法的，妻妾制

是實際上的一夫多妻制。男主人與妾同

衾共枕，純屬個人隱私，並不違背當時

的道德觀念。故而，彭好古、仇兆鰲和

甄淑三位士大夫與自家小妾陰陽雙修，

別人無法給予譴責。納妾的合法性，蓋

使他們敢於署名或注釋撰寫陰陽雙修內

丹術經訣，並直截了當地講解陰陽雙

修。

那 些 撰 寫 不 了 陰 陽 雙 修 內 丹 術

經訣的士大夫，絕大多數都會娶妾，

「侶」、「地」二字同樣不成問題。他

們「財」字在握，只要拜師或聘師，學

到「法」（陰陽雙修內丹術）也不難。

由此可以推斷，明清有不少士大夫在家

中陰陽雙修。大家都娶妾暗中雙修，相

互心知肚明，只不過閉口不談罷了。此

般士大夫人多勢眾，揣著明白裝糊塗，

彭好古、仇兆鰲和甄淑三位士大夫自然

更不懼怕個別士人、儒臣的嚴厲譴責。

明清士人、儒臣們嚴厲譴責縱慾的薦紳

時，將實修陰陽雙修內丹術的士大夫視

為他們迷戀房中術和採戰術，等於沒有

譴責陰陽雙修，這可能也使彭好古、仇

兆鰲和甄淑三位士大夫覺得對縱慾的譴

責與己無關。我們認為：明清士大夫納

妾為鼎，以少女為工具，用畢即遣，實

際是買賣婦女，是極端自私的行為，是

摧殘少女身心的行為，理應受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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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了以上幾人，清代還有陶素耜

也是陰陽雙修的名家。陶素耜生卒年不

詳，號存存子、清靜心居士、通微道人、

霍童山人等，會稽（今浙江紹興市）人，

曾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題寫〈刻金

丹大要玄膚論緣起〉67。陶素耜著有《參

同契脈望》三卷，輯有《悟真篇約注》，

並曾刪訂元朝陳致虛《金丹大要》、明

朝陸西星《金丹就正篇 • 玄膚論》、

明朝彭純一外丹書《承志錄》，這些書

後來被合刊為《道言五種》。此外，陶

素耜還著有《悟真篇脈望》，被仇兆鰲

收入《悟真篇集注》中。

陶素耜曾經稱讚元代陳致虛和明

代陸西星、李文燭，並將自己劃歸陰

陽雙修內丹術經訣作者這一陣營。他

批評俞琰的清修內丹術誤人不淺，曰：

「不知金丹大藥，一切講歸清淨，外此

皆斥為旁門。小知自恃，誤人亦正不

淺。」68 又為清修內丹術者的執迷不悟

感到悲哀曰：「拘執獨修陽裏陰精可

以成道，豈不哀哉！」69《詩經 • 關雎》

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陶素耜認為《參同契》

引用這四句詩文，說明內丹修煉必須

男女雙修，如曰：「引《關雎》之始，

直指鼎器藥物所在，以明金丹大道一

陰一陽同類相從之意。」70 陶素耜認為

女伴是同類，可以幫助丹士修煉成仙，

如曰：「能以同類之真陽，點化我身

之真陰，變成純陽體質，便合作聖之

機。」71 又主張丹士要捨得花錢，要哄

女伴高興，如曰：「『闓』，歡悅也。

『舒』，暢遂也。『布寶』，不吝財也。

從其所好，歡悅暢遂，乃得情來歸性

也。」72 陳攖寧曾批評陶素耜說：「做

《道言五種》之陶存存子，有時亦被

李晦卿蒙混過去。」73 王沐則將陶素耜

著《悟真篇脈望》列為陰陽派 74。

近年來，互聯網上有幾處對陶素

耜以及對《道言五種》的介紹，都說陶

素耜是康熙十五年中進士，歷任台諫官

等。又說陶素耜著有《官子譜》。意大

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也

於 2007 年說：「很容易確定《道言五

種》編者為陶素耜（1676 年），他是

清政府官員。」75 對於陶素耜究竟是否

政府官員這個問題，本文認為很有必要

釐清，茲特作如下考證：

陶素耜與仇兆鰲曾經交往多年。

康熙三十三年（1694）冬，在京城做官

的仇兆鰲乞假還鄉，為其亡父遷葬；康

熙三十四年（1695），仇兆鰲回到故鄉

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重晤

了陶素耜，並將會見的情景寫進了《參

同悟真注 • 序》。該序說：他們會見時，

陶素耜說自己一直在修道：「往時蒲團

靜攝，不足了生死大事。爰取《道德》、

《南華》，及《參》、《悟》諸書，閉

門語論。復虛心延訪，得孫教鸞真人嫡

派，遂注《參同》、《悟真》。博採諸家，

而折中己意。」76 仇兆鰲在該序裏回憶

說，陶素耜始終是一位山野之人，如其

曰：「余交存存於越水吳山、燕台鳳關

間，已三十餘載。及近來還甬，而先生

亦笑傲林泉，有超然世外之想。」77

巧的是，陶素耜的同代人中有一

位陶式玉，號存齋，也號霍童山人 78，

也是會稽人，乃康熙十五年（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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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 79。吳貞吉〈官子譜序〉說：陶式

玉曾任蠡吾令，居台諫，康熙二十六

年（1687）奉命巡淮，康熙二十七年

（1688）以風聞掛吏議，幾致不測；歸

山陰（今浙江紹興），評輯《官子譜》

三卷；康熙二十九年（1690），荷聖天

子特恩昭雪，卒免於禍。80 另外，從陶

式玉為《洞天奧旨》題寫的序言可知，

他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時曾為廣西

道監察御史 81。仇兆鰲集補《悟真篇集

注》卷首「張道傳悟仙子」曰：「會稽

陶素耜，元名式玉，號存存子。」82「元

名式玉」即「原名式玉」，張道傳添加

的這四個字，頗使人懷疑陶素耜是不是

官員陶式玉？

《張三丰全集》卷二〈隱鑒〉中

的「陶存存」條目曰：「遺士陶存存先

生素耜，原名式玉，會稽人也。少遊越

水吳山、燕台金闕，其才華益盛。登康

熙進士，即退處山陰，往來霍僮洞天。

遇方外至人，傳以修養秘法。遂焚時藝

之文，作《道言五種》集注及《丹家雜

義》，以招後學。仇知幾稱其『笑傲林

泉，樂天達命』，洵知言也。自號『清

淨心居士』，又曰『通微道人』。」83

「陶存存」條目中所謂「登康熙進士」

和「退處山陰」，正是吳貞吉〈官子譜

序〉所述陶式玉的經歷。《張三丰全集》

「陶存存」條目塞進這些經歷，將陶式

玉的「官帽」戴在了陶素耜頭上。但事

實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陶式玉「重

戴」官帽，至少一直戴到康熙三十七年

（1698），這一年他還頭頂著「廣西

道監察御史」的官帽；而康熙三十四年

（1695）仇兆鰲會見的陶素耜，如果戴

著官帽，何來「笑傲林泉」之說？所以

說，陶素耜始終是布衣。

陶素耜《參同悟真注 • 自序》全

文之後，還附錄了刻板者或再版者對

陶素耜的介紹，其文完整地抄寫了《張

三丰全集》「陶存存」條目全文。但抄

寫後的附錄中兩個字有「誤」，「陶存

存」條目全文中的「登康熙進士，即退

處山陰」一句，變成「登康熙近上，即

退處山林」84。「上」和「林」兩個字，

蓋不是偶誤，而是附錄抄寫者對《張三

丰全集》「陶存存」條目的修改。但附

錄抄寫者修改後的對陶素耜之介紹，亦

不真實，因為陶素耜並無受到康熙皇帝

接見（登康熙近上）後即回歸鄉野（退

處山林）的經歷。但「近上」二字剔除

了陶素耜中過進士之偽說，「山林」二

字剔除了陶素耜曾為官之偽說，摘掉了

陶素耜頭上虛擬的烏紗帽，還原了陶素

耜真實的布衣身份。所以說，「上」和

「林」兩個字的修改，亦不無可取之處。

此外，仇兆鰲輯《悟真篇集注》卷首〈集

注姓氏〉乃是後人添加，其中曰：「陶

素耜，號存存子，近時，會稽人，作《悟

真篇脈望》。」85 疑「近時」亦是糾正

「進士」之虛譽，但含義不清。莫尼卡

教授大概就是看到《張三丰全集》「陶

存存」條目，未及細查，才說陶素耜「是

清政府官員」。這一偶爾失察，與她豐

厚的道教學研究成就相比，只是白璧微

瑕。

總之，陶素耜布衣一生，所以本

文沒有把他歸入士大夫彭好古、甄淑和

仇兆鰲之列。

202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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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修煉

趙 避 塵 (1860—1942)， 名 順 一，

龍門派法名一子，道號大悟、順一子，

晚年稱千峰老人，北京昌平縣陽坊鎮

人。著有《性命法訣明指》、《衛生生

理學明指》等。

趙避塵認為，外國生理學、衛生

學、精神哲學等書，都是講衛生性命延

年真理，毫無實功法訣；而道教內丹學

之精氣神論是精氣神生理學，真正的衛

生真理。趙氏於民國九年（1920）至

民國十八年（1929）期間著《衛生生

理學明指》，又稱《衛生性命生理學》

或《性命衛生精炁神真理學》。他是從

生理學的角度對內丹學進行詮釋，說：

「余今不避天譴，明言精氣神秘法，宣

講集成一書。」1 民國十七至民國二十

年（1928—1931） 年 間， 辛 亥 革 命 元

老朱子橋為趙氏向國民政府申請，由國

民政府頒發給趙氏「傳授衛生性理學」

證書。2 該書是趙氏公開傳授衛生性理

學之講稿，於 1979 年由法國卡特琳 •

戴斯博（Catherine Despeux）教授翻譯

為法文（Zhao Bichen, Traite d′Al chimie 

et de Physiologie Taoiste, Publisher: LES 

DEUX OCEANS; LES DEUX OCEANS 

edition, 1979）。

與前人相比，趙氏《衛生生理學

明指》中精氣神內涵論有何異同？其精

氣神煉法又有何異同？趙氏《衛生生理

學明指》對當代道教文化現代詮釋有何

啟示？對於這些問題，目前學界還沒有

人進行過研究，本文則試作如下分析。

 丁常春 安徽大學哲學系

《衛生生理學明指》思想析論

趙避塵對 的科學詮釋

趙避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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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  論

內丹學主張，「精」分先天元精

與後天精。元精實質是元炁 3，而後天

精即交媾精——陰精。內丹學主張煉精

就是煉元精，不用後天精。而趙氏把精

分為後天五穀之精、真陽之精和真陽舍

利之精，各有其煉法。

（一）後天五穀之精及煉法論

趙氏主張，後天五穀之精為變化

精，即陰精。它是由人每天吃的五穀經

過消化而化為陰精。變化精，即每日食

的五穀百味，進入食管過橫膈膜，與胃

相連，至賁門到胃中，受胃壁之鼓動，

食物混合，而後消化，變為糜粥，進幽

門到十二指腸，內有括約筋移動，收縮

而閉，緩張而開，名為共同管，上面有

吸收精液一小管，又分為兩小管名叫經

胸管，入靜脈以循環周身。口內津液由

舌下生，左右有兩個小管，左為金井，

右為石泉。從舌根上，吞下腹中落在丹

田，名為玉液。若是有真精補腦，名

為金液；其液由舌尖上面，舌尖倒頂

住上顎，吞下入於任脈管內，化為陰

精。若津液在身者，能潤周身，進左心

耳，即化為血，出心臟上行大靜脈，下

行大動脈，血液周流全身，一晝夜可行

三千六百餘次。其血又進身前任脈管，

下行末端處，臍下一寸三分，前七後

三，正中空懸一穴管，其血漸隱，精液

漸現，變化灰白色，名為陰精，俗名淫

水。4 這是從科學角度對後天精詮釋，

未見前人丹經。

關於煉後天五穀之精法，趙氏指

出，靜坐時，真陽無念自舉，兩手捏住

龍虎二穴，即左手中指點住右手心，右

手中指點住左手心，再接任督二脈，舌

尖頂住上邊唇內齒外，心中為督脈，

鼻內之氣，向裏一吸叫進，內裏真意

炁，由子時升，為第一步，到卯時為

第二步，到巳時為第三步，入定叫進陽

火。鼻內之炁，向外一呼叫退，由午時

為第一步，到酉時為第二步，再到亥時

為第三步，入定叫退陰符；由於子至丑

時為九數，寅至卯時為沐浴；卯至辰九

數，辰至巳為九數，巳至午皆無數，謂

之四九三十六進陽火，四揲六乘，共合

二百一十六；午至未為六數，未至申為

六數，申至酉一定為沐浴；酉至戌六

數，戌至亥為六數，亥至子皆無數，謂

之四六二十四退陰符，四揲六乘，共為

一百四十四；二共合為三百六十數，此

是進陽火退陰符之數。5 趙氏所說的進

陽火退陰符之數與以前內丹家所說基本

相同。但內丹學亦不採煉五穀之陰精，

而是煉先天元精。

（二）真陽之精及煉法論

趙氏指出，真陽之精是指有精蟲

之陽精，內有真陽之炁；陽精在內腎。

此精蟲用四十倍顯微鏡考察，皆化為小

棒形狀。男子自幼至十六歲，真陽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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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智識漸開而遂破身。真陽之精虧

欠將致使腦髓耗空。人之性命存在與

否，全以腦髓為主，腦髓虛空，身體無

有強健。6 「人之腦髓全體，可分三個

重要部分：大腦、小腦、腦蒂。大腦在

前，居於頭蓋之下，約為全腦髓，小腦

在大腦後部之下，腦蒂在連接脊髓之中

間」7。大腦、小腦和腦蒂三者各有種

種作用，且其功用亦各不同。8 趙氏從

科學角度詮釋真陽之精，但這不是內丹

學所說的先天元炁。

關於煉真陽之精法，趙氏指出，

無有色心之陽物自舉，身中活子時。就

在此時下手，心意不可有邪念，調動真

精發動，即精炁由內腎發出，行至生死

竅，一路皆是元炁。若過生死竅，必出

陽關，變為精氣，內有精蟲能生育小

孩。故精炁行至生死竅，用中指點住生

死竅，不使精炁撞出一點來，精炁來多

少度，便收回多少度。中指點住生死

竅，竭力按穩，不可放開。立用後天呼

吸之氣自鼻內起，目光上視，舌接任督

二脈，使精炁在精炁之路循環不已。最

好身體歪斜臥之，任督二脈無有隔礙，

此是上走真炁之路。下邊用中指點住生

死竅，下邊任督兩脈連接，此是下走真

炁之路。兩脈接通，全身前三田後三關

八脈九竅百脈皆通，再加上內裏暗藏四

個呼吸往來，內用口鼻，才是真道。9

這未見於前人之丹經，因為內丹學不主

張煉真陽之精。

（三）真陽舍利之精及煉法論

趙氏指出，真陽舍利之精就是大

藥。還精補腦煉足，達到童身之體，方

是真陽舍利之精。真陽之精煉足，六景

現前：光射兩眼，虛室生白，淫根自斷，

耳後生風，呼吸自斷，龍吟虎嘯於頭

頂，自知舍利子要足，正當止火採藥。

止火是不行呼吸。金光三現，正是採大

藥之時候。大藥產生之景象：六根震動，

兩腎煎湯，丹田火熾，眼有金光，耳後

生風，腦後鳩鳴，身湧鼻搐。10 趙氏所

說的大藥不是內丹學所說純陽先天炁；

但他提出大藥產生的景象襲取伍守陽所

說 11。

關於煉真陽舍利之精法，趙氏指

出，煉七日採大藥、服食過關之法：處

一靜室，必須道侶誓為同心，方敢入室

坐功。初用功時，先得六根振動；少頃

心神意定，久之恍然之間，頓覺身在雲

端，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之時候；沒有

口訣之人，六根不震動，六景亦不能

現。六景：兩腎煎湯，丹田火熾，眼有

金光，耳後生風，腦後鳩鳴，身湧鼻搐；

等到三四天後，真定未定之時候，全身

融和蘇麻，快樂不能自禁；先從兩肘空

起，漸至通身快樂難當，癢生毫竅，無

法制止；道侶用木座，頂住生死竅，六

根再震動，吸升呼降，督脈有升無降，

任脈有降無升，真陽舍利之精足，而大

周天轉動，炁滿任督自開；大藥出竅，

下有谷道陽關；由於有木底座頂住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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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修道

竅，則大藥不能撞出谷道陽關，遂往上

沖心臍腎；是時身根不動，向上不能通，

大藥無處可走，督脈自開，任脈自閉，

大藥只可直沖督脈尾閭關。斯時道侶輕

撮谷道，心意不動，單等大藥自動，過

尾骶骨，進尾閭關，心意真炁隨揉而過；

大藥又至夾脊關，關前三竅，隨阻不通；

心意亦不動，大藥動而後引，不可引而

後動；忽又自動沖關，即隨其動，而有

兩相知之微意，輕輕引過夾脊雙關；又

至玉枕關，關前三竅，隨阻不通，心意

不動，隨其自動沖關，兩相知之，輕輕

引上，自然度過玉枕關，直貫頂門之中

心，與腦蒂之仁合一；又向前引下，用

口訣：自轉動真性命，由腦蒂中心，而

下於鼻竅，若無木夾年關鎖，大藥則出

鼻竅，而前功廢；由上鵲橋玄膺穴，降

下至口內，其甜如蜜，吞下十二重樓，

即是氣嗓管，如服食降至心下一寸二分

為絳宮，稍停再降至下丹田，肚臍下一

寸三分，真炁穴，溫養於中；此為採大

藥大周天。12 趙氏在此處所論「煉七日

採大藥、服食過關之法」基本上襲取伍

守陽所說 13；不過文中所說口訣是他自

己提出的。

此時精炁神、身心意，聚在真炁

穴內，再逆運河車，入上中丹田，溫養

於中，養的炁足胎圓，百脈俱停，自

有六通之驗。14 自前至此，陰精行到外

腎，化為陽精，再升到內腎，陽精內有

趙避塵《衛生生理學明指》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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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蟲。七返九轉精蟲化為舍利子，舍利

子由陽火、陰符，煉為胎炁，胎炁用口

傳真法出頂，是為這個○。復用三昧真

火煉之，化為陽神，就是先天之我，是

為真我。15 這與內丹學所說的煉炁化神

已相去甚遠。煉炁化神是指元炁助元神

變為純陽，而不是元炁化為元神。

總言之，趙氏把精分為後天五穀

之精、真陽之精和真陽舍利之精，其內

涵與前人已不同。煉真陽之精與真陽舍

利之精法，基本上是襲取伍守陽內丹

學之煉精化炁論。但伍氏的煉精化炁

是指使元精返還為元炁，不變為後天

陰精 16；趙氏在此指出，陽精的精蟲化

為舍利子，再煉為胎炁，再化為陽神。

二、氣  論

內丹學主張，「氣」分先天炁和

後天氣；後天氣即呼吸氣；煉氣是煉先

天炁。而趙氏把氣分為後天呼吸之氣、

內外呼吸之氣和先天不息之炁，且各有

其練法。

（一）後天呼吸之氣及煉法論

關於後天呼吸之氣，趙氏指出，

人呼吸在母腹時候，胎兒隨母親呼吸而

呼吸，此乃先天呼吸。離開母腹後，性

命分開，即由口鼻呼吸後天之氣，氣入

腹內，則性歸於心發於二目，命歸於

腎，發於淫，相距八寸四分，自生至死，

終不能合併一處。17 後天呼吸氣，吸的

是吸收空中氧氣，呼的是呼出體內二氧

化碳。這是趙氏用科學知識對後天氣的

解析，未見前人之丹經。

關於煉後天吸呼之氣法，趙氏指

出，面向東南，兩腳分開，氣要平和，

不可心急；閉口鼻內一吸右手掌向上過

頂，單手托天勢，右腳向外一大丁字

步，站定，眼向上看；鼻內向裏一吸氣，

吸到小腹下一定，鼻內一呼，急將右腳

收回，與肩同寬，右手放下至胃前，由

胃前，右單手掌，向外平行一甩，由

丹田向外一呼出，一定，眼隨右手掌走

看；如此一吸一呼七回。再左邊單手，

照右邊行吸呼氣同樣之法，行七回，

此為左右吸呼氣法；煉完，口內自有津

液，存在舌根後，潤潤吞下，入於前任

脈管內，化為陰精，此為煉後天吸呼之

氣法。18 內丹學不煉後天呼吸之氣。

（二）內外吸呼之息及煉法論

趙氏主張，內外吸呼之氣指先天

之炁、後天之氣，二氣大不相同。後天

氣係由母腹降生，空氣由口鼻進內，與

後天性命接連。先天炁即先天祖炁、先

天真陽之炁。先天炁由父母之身舊有，

父母精血中一點真炁，落在子宮，因此

有真炁精，才得成胎。真陽精乃有形之

物，真陽炁是無形之物。真陽之精內有

精蟲；無有真陽之炁，精蟲不能生動。

好比雞蛋，若無雄雞真炁，決不成小

雞。若果驗看雞蛋內真炁，將雞蛋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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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剖開皮內裏有圓圈空，正在雞蛋頂

上，無有雞清，乃是雄雞之真炁；若無

此炁，小雞不能生動。19 顯然，趙氏所

說先天炁與真陽之精的內涵不同於內丹

學所說的先天元炁與先天元精；因為內

丹學認為元精是元炁欲化後天精之時，

元炁與元精本質上是一。

關於煉內外吸呼之息法，趙氏指

出，煉真陽舍利之精，即是還精補腦，

此是採外藥。採一回外藥，當煉一次進

陽火、退陰符；進陽火指眼睛由子時起

左轉至卯時到午時落酉時，此轉一回，

如此四個九回，是為三十六進陽火；

退陰符指開關兩隻眼睛定住，由午時

起，右轉至卯時到子時落酉時，此為

轉一回；如此轉六回，一定中，要轉四

個六回，是為二十四退陰符；進陽火退

陰符若是有這個○，即是先天炁；由祖

竅前，收歸於我真炁穴內藏命之中心，

二炁和合，名為凝神入炁穴，此是長胎

入定住息之所；外邊口鼻吸呼有輕微出

入，不可閉氣，則內裏真息一上一下；

外面口鼻吸呼之氣少一分，內裏真息炁

多一分；如此久之，外面口鼻吸呼全無；

真吸呼入於真炁穴內，忽然得大定，此

即煉內外吸呼之息炁。20 可見，趙氏論

及煉內外吸呼之息法，不同於以前內丹

家所說的胎息與伏氣；因為「胎息與伏

氣」是指元炁入定而成胎息，再以胎息

養胎神，如是使呼吸之氣復歸於胎息之

所 21。

（三）先天不息之息及煉法論

趙氏認為，先天不息之氣，即先

天真一之炁，父母未生前那點真炁。未

交之前，先有此真陽之炁。既交之後，

精血相抱先天真一之炁，撞入母腹，純

陰之內，變化為這個○（內有波浪形），

儒稱之仁，亦叫無極；釋叫珠，又稱之

圓明；道稱之為丹，亦叫靈光。三教定

名雖有不同，皆指先天真一之炁。先天

真一之炁在祖竅內；祖竅就在身上，天

之下，地之上，日之西，月之東，玄關

之後，谷神之前，正居當中，伏藏元神

祖炁；先天真一之炁居大腦正中之真炁

胞；先天祖炁，皆由於後天精炁神所

產。22 先天真一之炁就是先天祖炁，這

與前人所說相同；但先天祖炁由於後天

精炁神所產，未見於前人之丹經。

關於煉先天不息之息法，趙氏指

出：每日靜坐，先由鼻內一吸氣，內裏

真息，由尾骶骨一升至頭頂；鼻內一呼

氣，由腹內向下一降，內裏真息，由尾

骶骨，又升至頭頂；如此由尾骶骨至頭

頂為督脈，由頭頂至生死竅為任脈。如

此久煉，鼻內後天吸呼無氣，不出不

入，內裏真息一上一下，自呼自吸，自

升自降；此時要垂簾明心，守住祖竅，

手腳和合扣連環，閉口藏舌，舌頂上

顎，四門緊閉，守正中。23 此煉先天不

息之息法未見前人之丹經。

綜上可見，趙氏把氣分為後天呼

吸之氣、內外呼吸之氣和先天不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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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其內涵與前人基本相同；但他說先

天祖炁是由於後天精炁神所產，這與前

人所說不同。趙氏主張三氣各有其練

法，這不同於內丹學所主張的煉炁化

神；因為煉炁化神是指用純陽元炁助元

神變為純陽之神 24。

三、神  論

內丹學主張，「神」分先天元神

和後天識神；元神即性；煉神是指煉元

神，不用煉識神；煉神還虛是指純陽元

神與道合一 25。而趙氏把神分為後天身

體之神、先後天精神之神和先天不神之

神；且各有其煉法。

（一）後天身體之神及煉法論

就後天身體之神來說，趙氏指出，

後天身體之神就是精神之神。人的身體

之神在兩眼。人初結胎時，先生兩眼，

等到第七天用顯微鏡看，內有黑睛。此

後天之神，就有眼珠。生理學說，淚管

在上部，為平葡萄狀，內有排泄泄淚管

十四條，此是潤眼珠之淚管。26 這是趙

氏用科學知識對後天神的詮釋，未見前

人之丹經。

關於煉後天身體之神法，趙氏指

出：白天煉外武火，取一玻璃假珠子，

如小櫻桃大，裝置小筆管上；煉時參禪

坐定，心氣下沉，再雙手托定珠筆，珠

光正在兩眼中心，兩目直看珠光，久視

不可閉眼。少頃，五臟內裏之病，由淚

管提出，名叫渣滓；病既化為液水流出，

其液水味鼻而鹹酸，流至口中澀鹹難

聞；夜晚煉時，照白天的功法，惟用一

炷香代替珠管；病液既流出後，速用外

文火之功；宜閉目養神，心氣下降，吸

呼隨意出入，任其自然，此為外文火；

外武火煉三成，外文火煉七成。27 內丹

學不煉後天神，故未見前人之丹經。

（二）先後天精神之神及煉法論

趙氏指出，先天之神是性命真神，

即真性；其在腦蒂中心，與精合併歸一，

才是性命真神；後天之神在兩眼，非得

進陽火退陰符，不能現出先天真神。此

真神名叫玄關，就是這個○；後天之神

煉足，才能養我先天不死之神；不死之

神養足，即是真陽之神；真陽之神煉足，

可以出胎。28 這種主張用後天之神養先

天不死之神，與內丹學（鍾呂系）相悖。

關於煉先天後天精神之神法，趙

氏指出，人要煉精神之神，每天淨口端

坐，眼觀鼻，鼻觀心；心莫起一念，萬

慮皆空，存神定意；耳不聽聲，一心內

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似有似無，

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升，舌尖倒頂上

顎天池穴，舌下生出津液，吞下味甜如

蜜，腹響如雷，恍惚之間，心空意定，

先由兩腿兩肘空起，斯時無他無我之

時，不知身在何處，忽然元炁自動，陽

物勃舉，此即是先天真炁發動；急用兩

眼煉神行炁之法：由子時左轉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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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卯午酉時為二、三、四步，兩眼轉

一圈；如此左轉九回歸中，兩眼定看內

裏之光，定久光無；再轉九回，如此四

個九回，為進陽火；又午時向右轉為第

一步，卯子酉時為二、三、四步，兩眼

轉一圈；如此右轉六回歸中，兩眼合併

看光，恍惚內裏有個光，此光站不住，

速如電光快；轉四個六回，為退陰符，

此為一周天，即煉神合炁之法。29 採藥

之後，精炁與神合一之時，故叫煉先天

後天精神之神 30。趙氏在這所說的用兩

眼煉神行炁之法，內丹學沒有這種煉神

合炁之法。

（三）先天不神之神及煉法論

趙氏指出，先天不神之神是由元

精元氣元神和合歸併而成，為這個○，

即先天真一之炁。31 這就是柏拉圖所謂

「世界之大精神」。他又指出，元神之

府在人腦蒂中心；元炁之府在心下一寸

二分之絳宮；元精之府臍下一寸三分之

氣穴。元精元炁元神合在一處，稱之先

天不神之神，就是這個○。32 可見此「先

天不神之神」論與內丹學所說元神內涵

不同。

趙氏指出，煉不神之神的方法：

靜坐，將腎中精炁提上中宮，溫養於

內，將腦中神炁，與精炁合歸一處，當

時六景出現，目有金光，耳有龍吟虎嘯

之聲，六脈不動，吸呼不出入，馬陰

藏相，虛室生白。此六景出現，神通

廣大，白雪紛紛滿室，意轉六字真言，

廟門開，不神之陽神，從祖竅上天穀而

出頂門。真衛生家，不得真師出胎，決

不能出。胎一出速收回，等到七天後再

出。此陽神與我一樣，此即是先天不神

之神出現，方可稱為真衛生，留身之實

功。33 此處所說「六景」是內丹學所說

煉精化炁完成之時出現的景象；而不是

煉神階段。

要言之，趙氏把神分為後天身體

之神、先後天精神之神和先天不神之

神，其內涵與元神和識神不完全相同；

趙氏主張先天不神之神是由元精元氣元

神和合歸併而成，即先天真一之炁，這

亦未見於前人之丹經。與前人相比，趙

氏的煉神論已不同於煉神還虛論。

綜上所述，趙氏的精氣神內涵論，

與以前內丹學所說有較大差異。如趙氏

主張，先天不神之神（元神）即先天真

一炁；後天精氣神可化為先天精氣神，

胎炁可化為陽神。趙氏還提出，後天五

穀之精無有精蟲，體似水晶，顏色是灰

色而粘。真陽之精是有精蟲之陽精，此

精蟲用四十倍顯微鏡考察，皆化為小棒

形狀。後天呼吸氣，吸的是吸收空中氧

氣，呼的是呼出體內二氧化碳；還詳解

了後天五穀之精化為陰精的生理過程。

這種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內丹學精氣神的

詮釋雖說是「創新」，但也背離了內丹

學思想。因為內丹學的先天精氣神本是

無形的，且後天不能變為先天。由於對

精氣神內涵的理解不同，故趙氏的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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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煉法與以前內丹學之煉先天精氣神法

也基本不同。後天五穀之精、真陽之

精、後天呼吸氣、後天身體之神等的上

述詮釋實質上與內丹修煉無關；特別是

內丹學主張煉先天神炁，而不煉後天精

氣神。

顯然，趙避塵《衛生生理學明指》

是從生理學的角度對內丹學進行的詮

釋，雖符合了當時的科學，但卻背離了

傳統內丹學的思想。可見，新時代道教

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進

行現代性詮釋；這種現代性詮釋應以與

現代性科學精神相調適 34，但不能像趙

氏這樣簡單地用科學知識來詮釋道教文

化。否則就會出現把對道教文化的誤釋

當作「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

是該著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

國時期道教研究——以內丹學為中心的

考察」階段性成果，編號 11XZJ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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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與「還庫錢」是臺灣民

間喪葬禮俗中的兩項重要內容，迄今仍

盛行不衰。清代臺灣文獻中對這兩種喪

俗多有涉及，詳略不一、各有偏重。我

們翻檢各種志書，從中採集到數十則相

關史料，並展開分析和論述，藉此勾勒

出當地民眾的風俗習慣與信仰傳統。

一、洗浴淨身

清代臺灣民間流行為新亡者沐浴

的喪葬禮俗，亦與本文所說的道教沐浴

科儀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清乾隆二十九

年（1764）編纂的《重修鳳山縣志》卷

三〈風土志 • 風俗〉記載：「喪禮：

父母疾篤，既絕，乃哭，袒括髮、跣足

擗踴。另置床遷屍，謂之搬鋪；易簀之

義也。沐浴飯含，襲以衣，扶坐中庭

而哭之，祭以辭生，乃就斂床。」1 道

光年間編修的《彰化縣志》卷九〈風

俗志 • 漢俗〉「祭喪」條所言大抵相

同，但增補了「梳髮」的內容，而云

「梳髮沐浴含飯，襲以衣」2。不難看

出，這裏所說的「沐浴」乃係子孫為亡

者清洗屍身，為接下來的入殮做準備。

換言之，這項沐浴淨身的工作是由孝眷

們來操持的，與道士、僧人等宗教人士

無涉，屬於民間喪葬禮俗，而非宗教儀

軌。

值得注意的是，光緒年間及日據

時期編撰的一些志書中又對沐浴時所

用的「水」提出明確規定，認為必須

是長流潔淨之水，進而衍生出「買水」

的做法：沐浴之前，子孫要持新缽到

長流的溪邊汲取乾淨之水，並投擲錢

幣於水中，藉此表示「買水」。譬如，

光緒二十年（1894）成書的《雲林縣

 姜守誠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沐浴」與「還庫錢」：

清代臺灣的民間喪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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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冊 • 斗六堡 • 風俗》「喪祭」

條談道：「將殮，先沐浴。水期潔淨，

故子孫持新缽往溪邊取水；投錢數文，

曰買水。」3 光緒二十三年（1897）編

修的《新竹縣志初稿》卷五〈考一：

風俗〉「喪祭」條曰「以錢乞水沐浴畢，

用梳理髮，前三後四」云云。4 又，日

據初期成書的《嘉義管內採訪冊 • 打

貓北堡》「喪祭」條云：「將殮時，先

沐浴，故子孫往長流潔淨之水，投錢

取水於新鉢，曰『買水』。浴罷，即

著明衣。」5 到民國時期，買水沐浴之

喪俗在廈門地區仍有流行。據民國時

編纂的《廈門市志》卷二〇〈禮俗志 •

禮制〉「喪禮」條記載：「將入殮前，

死者兒女（俗稱孝男孝女）麻衣草履，

汲水為死者沐浴，曰乞水。先以兩錢

投水中，然後汲之，示購水之意。」6

有關沐浴喪俗的具體操作安排，

日據時期彙集刊行的《臺灣私法人事

編》中有較詳細的介紹，如談到「官員

之喪禮」時云：「越日小殮，侍者於寢

室施幃，設浴牀於屍牀前。牀東置案，

陳沐浴巾櫛含具。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

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襲牀在浴牀

西，襲事陳其旁，常服一稱，朝衣冠帶，

各以其等。侍者遷屍浴牀，南首，諸子

哭踴。婦人出（女喪則男出），迺去屍

衣，覆以殮衾。侍者奉湯入，哭止。沐

髮櫛之，晞以巾束之。抗衾而浴，拭以

巾訖，結襲衣，縱置於牀，南領。舉

屍易牀，徹浴牀浴具，埋巾櫛及餘水於

屏處。」7 隨後又描述了「士喪禮」的

沐浴流程，與前引內容大體類似。8 上

述做法，與內地常見的喪葬禮制較為一

致。

其實，我們介紹了臺灣地區迄今

仍在流行的兩種「沐浴」：道教拔度齋

儀中的「沐浴」和民間喪葬禮俗中的

「沐浴」。這兩種「沐浴」其實是並行

不悖的。民間喪禮中的「沐浴」旨在對

屍身進行洗滌和潔淨，道教拔度齋儀中

的「沐浴」強調的是對亡魂的淨化和修

復。前者著眼於形而下的肉體，是用真

實的浴具、清水來完成的，具有實用性；

後者側重於形而上的靈魂，是通過程序

化的科儀表演來實施的，具有象徵性。

在現實生活中，臺灣民眾在處理殯葬事

務時，更多的是二者兼用，亦即先由孝

眷們對逝者進行洗浴、入殮，嗣後延請

道士展演科儀、薦拔亡魂，其中就包括

沐浴科儀。

二、還錢納庫

「還庫錢」，又稱「繳庫錢」，

是清代以來臺灣地區十分流行的喪葬禮

俗。據筆者目力所及，臺灣文獻中最早

著錄此俗的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

黃叔璥撰《赤嵌筆談》。該書卷二〈習

俗〉云：「喪禮：七日內成服，五旬延

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做功果、還庫

錢；俗謂人初生欠陰庫錢，死必還之。

既畢除靈，孝子卒哭謝弔客；家貧或於

年餘擇日做功果除靈。」9 赤嵌即今臺

南市府城一帶，亦係清代臺灣府治的所

在地。據前述引文介紹，當地民眾慣例

於親屬亡故後「五旬」時延請僧道，焚

金楮，做功果、還庫錢。對於「還庫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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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來，文中談到「俗謂人初生欠陰庫

錢，死必還之」。這種說法與宋元以降

佛道兩教倡導的生時預修填還受生錢的

觀念略有差異，當係後者在民間傳播過

程中的衍變。追根溯源，臺灣的「還庫

錢」喪俗乃是伴隨著福建移民的大量遷

臺而傳入的。

爾後，乾隆十一年（1746）范咸

纂輯《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三〈風俗

( 一 )• 習尚〉10、乾隆十七年（1752）

王必昌纂輯《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二

〈風土志 • 風俗〉11、乾隆二十五年

（1760）余文儀主持編修《續修臺灣

府志》卷十三〈風俗（一）• 習尚〉12

等志書中對前述《赤嵌筆談》的這段文

字皆有徵引，陳陳相因、了無新意。

此外，乾隆六年（1741）劉良璧

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六〈風俗〉

引《臺灣縣志》云：「喪禮：父母終，

散髮跣而哭。……既殯，或七日、或四

日，成服；朝夕奠哭無時。三旬，女婿

致祭；親友祭不拘時。或七七、或百

日，乃卒哭謝弔，分胙於弔者，曰『答

紙』。俗多信佛，設靈後，必延僧設道

場，名曰『開冥路』。五旬，再延僧道

禮懺，焚金銀楮錢，名曰『還庫錢』；

或二晝夜、三晝夜，打地獄、弄鐃鈸普

度，名曰『做功果』。」13 這裏所言與

《赤嵌筆談》大抵雷同，亦談到五旬時

延請僧道禮懺，焚金銀楮錢、還庫錢。

值得一提的是，是書中特別註明此部分

文字引自《臺灣縣志》。事實上，清康

熙五十九年（1720）王禮主修、陳文達

編纂《臺灣縣志》卷一〈輿地志 • 風

俗〉中確有上述喪禮之說法，然未出現

「還庫錢」等內容。14 因此，我們頗懷

疑，這部分內容不排除是《重修福建臺

灣府志》編纂者增補進去的。

有趣的是，光緒三十年（1904）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印的《清代臺

灣大租調查書》收錄一份乾隆十八年

（1753）訂立的「立蒸嘗合同文約」。

立約人鍾復興先年買有水田一處，「今

因我夫妻年邁，並及弟復盛奈無嗣後，

即將此田預立為蒸嘗」，「經請族戚莊

中老大等商議，總要遺下與弟瑞若兄弟

管守耕作」，並由耕作者負責鍾復興、

妻呂氏及弟復盛三人「生則飲食之需無

欠，死則殯葬、追薦、洗骸、掃墳之費

有賴」。文末附批文數則，其中有云「又

批明：興並弟妻呂氏三人百年歸壽之

日，修齊還庫錢除去二年小租穀可消，

乃是耕田人之事」15。文中「修齊還庫

錢」句中的「齊」字當係「齋」之訛誤

（抑或出版時文字釋讀或編排上的失

誤）。這段批文的意思是說：立約人鍾

復興及妻呂氏、弟復盛三人壽終之後，

耕田人需延請僧道修齋還庫錢，其花費

可用兩年的小租穀來抵償。這份「立蒸

嘗合同文約」專門對相關人員壽終後的

「還庫錢」做出明確安排，充分彰顯出

世俗民眾對「還庫錢」信仰的虔誠和重

視。

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編

纂《重修鳳山縣志》卷三〈風土志 •

風俗〉「附錄」云：「臺之居喪，朔、

望哭奠，盡乎禮矣。但惑於佛之說，

七日成服，或擇日成之。富家則每旬

禮懺，或朔、望念佛。三旬日名曰女壻

旬，壻延僧道禮佛；其餘皆子嗣自延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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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紙幡於門，一晝夜一幡，若九晝夜則

九幡，名曰做功果、還庫錢（做功果之

說，儒者弗道，時俗多行之。然為報親，

於理尚未礙。至所謂開地獄、弄鐃鈸等

名目，置親何地？亦近優劇。明理者斷

不宜效也）。」16 鳳山縣所轄今二層行

溪以南的高雄市、屏東縣等地。從引文

得知，乾隆時期該地民眾處理殯葬事務

時也會延請僧道「做功果、還庫錢」，

可惜未言及舉辦之時間，故不確定是否

亦在五旬時。

又， 道 光 九 ～ 十 年 間（1829 ～

1830）周璽纂輯《彰化縣志》卷九〈風

俗志 • 漢俗〉「祭喪」條談道：「設

靈後，或延僧道誦經，曰開冥路。五旬

再延僧禮懺，弄鐃、打地獄、還庫錢、

普度，曰資冥福。」17 彰化縣的治所設

在半線（今彰化市），所轄今臺灣中部

的彰化、南投、臺中等地。引文證實，

當地民眾與臺灣縣、鳳山縣等南部地區

有著相似的喪俗，亦流行擇五旬時延請

僧人修齋做法事、還庫錢。

此外，道光年間纂輯、咸豐二年

（1852）刊印的《噶瑪蘭廳志》卷五

（上）〈風俗（上）• 民風〉記載：「喪

禮，三日內便葬，成服除靈；或五、六

旬，七、八旬不等。惟紳士家以百日為

期。居喪弔唁，一遵定制，哭內延僧禮

佛、誦經解懺、堆焚紙帛。蓋俗傳謂人

初生時欠陰庫錢，死必還之，故必有做

功果、繳庫錢之舉，此釋教也。奠祭七

期，或以七日為度，或以朔望為期，則

又各從乎其祖俗矣。」18 噶瑪蘭廳的治

所設在五圍（今宜蘭縣），所轄今臺灣

東北部的宜蘭藤、新北市等地。前述引

文中未說明堆焚紙帛、繳庫錢是在哪一

旬，但強調「延僧禮佛」「此釋教也」，

似乎說「做功果、繳庫錢」乃係由佛教

僧人演行的。

光緒年間佚名《安平縣雜記》（又

名《節令》）「風俗附考」介紹清末臺

灣安平縣（今臺南市安平區）的喪葬禮

俗情況時說：「喪禮，七日內成服，為

頭旬，名曰『頭七』。有力之家，請僧

道誦經者，名曰『開魂路』。其餘七日

為一大旬。富厚之家，或五旬、或七旬、

或十一旬、始做完滿功德。撤靈卒哭。

凡做旬，延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做

功果還庫錢』。俗謂：人初生，欠陰庫

錢，死必還之。既畢，除靈。孝子卒哭，

謝弔客。家貧，或於年餘，擇日做功果

除靈。」19 據此可知，當時安平縣民眾

「還庫錢」並非僅局限於五旬時才舉

行，而是「凡做旬」皆會延請僧道，焚

金楮、還庫錢。這與清初《赤嵌筆談》

中所載，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事實上，

安平、赤嵌等南部地區的「還庫錢」之

風到民國時期仍熾盛不衰。譬如，民國

二十二年（1933）連橫撰《雅言》痛斥

當時喪俗之流弊時就說：「臺俗喪事之

時，輒延僧道禮懺，以資冥福；非是，

幾不足以事父母。……夫父母之喪，為

人子悲痛之時；乃信僧道邪說，糊紙厝、

燒庫錢、打獄門、放赦馬，損財費事，

誇耀里閭！」20

綜上所述，我們可將清代臺灣民

間社會中的「還庫錢」喪俗，簡要歸納

為如下幾點特徵：

第一，至遲在清康熙年間，「還

庫錢」作為薦拔亡靈的一項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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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在臺灣府治及其附郭臺灣縣等南部

地區頗為流行，嗣後又輻射到更南端的

鳳山縣以及中部的彰化縣、東北部的噶

瑪蘭廳等地，最終成為島內民眾普遍接

受的喪葬禮俗並延續至今。這一傳播順

序，想必與臺灣島內的移民墾拓史有密

切聯繫。

第二，從上述記載來看，清代臺

灣各地「還庫錢」的做法大體近似，僅

在某些具體的操作細節上略有差異。譬

如，長期以來，清代臺灣地區的「還庫

錢」法事活動通常選擇在五旬時舉行。

清末安平縣開始出現「凡做旬」皆「焚

金楮」「做功果還庫錢」的新潮流，亦

即逢旬必燒化庫錢，此舉當係「還庫

錢」喪俗的泛化和複雜化。今天的臺灣

民眾通常在尾旬時進行「填庫」儀式，

臺南、高雄等地某些偏遠鄉村則保留了

逢旬必燒庫錢的做法。

第三，前引材料中大部分明確指

出「還庫錢」是由齋家延請僧道來完成

的，亦即僧人和道士均可展演該法事。

換言之，佛道兩教超度亡魂的法事活動

中均設有「還庫錢」的科目內容。不過，

也有個別志書中僅言及僧人而未提及道

士（如道光年間的《彰化縣志》和《噶

瑪蘭廳志》），或許當時這兩地的慣常

做法是請佛教僧人來演行「還庫錢」。

第四，上述十餘則史料的時間跨

度從康熙到光緒，歷時近兩百年，期間

「還庫錢」喪俗猶如「星星之火」在寶

島民間生根發芽，乃至如火如荼，終成

「燎原」之勢，見證了傳統文化的頑強

生命力。

三、結  語

概言之，「沐浴」就是在入殮前

對亡者屍身加以洗滌和潔淨，其操作流

程與內地較為一致。此外，清代臺灣地

區流行兩種「沐浴」——道教拔度齋儀

中的「沐浴」和民間喪葬禮俗中的「沐

浴」，二者各有側重、並行不悖。「還

庫錢」就是為亡者償還受生時所借冥官

的庫錢。「還庫錢」最先在臺灣府治及

其附郭臺灣縣等地頗為流行，嗣後衍擴

到更南端的鳳山縣以及中部的彰化縣、

東北部的噶瑪蘭廳等地，遂成為島內民

眾普遍接受的喪葬禮俗。從相關記載來

看，清代臺灣各地「還庫錢」的做法大

抵近似，某些操作細節上的細微差異則

是在傳播過程中發生的嬗變。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臺灣地區盛

行的「沐浴」「還庫錢」等喪葬禮俗，

乃源於內地的古老傳統。海峽兩岸民眾

自古一衣帶水，在文化上是同根同源

的，這從喪葬禮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得

以清楚地體現。臺灣文化源自大陸，與

祖國血脈相連，若脫離母體的滋養必將

成為無根之水、無本之木。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

項目「臺灣南部地區靈寶道派拔度科儀

研究」〔批准號：17BZJ038〕的階段性

成果。本成果受中國人民大學 2021 年

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

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中國

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基地

項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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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社會

明代以降，朝廷對城隍廟給予高

度關注，使城隍廟的功能和地位日益突

出。作為國家正祀的重要場所，「城隍

廟是國家與地方的關鍵結點，又是地方

改良和教化基層社會的主要場所」1。

作為明清崑山城隍廟管理者，道士無疑

是這一關鍵結點上的重要中介，他們是

專業的宗教儀式專家，以專門的信仰身

份推動城隍廟的建設和發展，維持和提

升廟宇的宗教神聖性，促成廟宇與民眾

的緊密聯繫。本文首先簡述崑山城隍廟

歷史，接著對作為基礎史料的幾種崑山

城隍廟志作一簡要介紹，繼而以現存兩

部廟志為研究資料，梳理崑山城隍廟道

士的傳承譜系，並對城隍廟及其道士的

社會活動進行綜合考察，以此嘗試調整

明清道教衰微的傳統觀念。

一、崑山城隍廟歷史

一般認為，城隍信仰起源於六世

紀 2，作為城市軍事守護神形式出現。

從唐代起，中國南方開始出現大量關於

城隍的記載。大致在宋代，非人格化的

城隍信仰逐漸被具有人格的城隍神所取

代，並與鬼神信仰聯繫起來。3 據巴瑞

特（T. H. Barrett）論證，宋代以後，

將城隍神納入道教儀式中的趨勢逐漸得

到強化，4 而此時，崑山城隍廟也已存

在，並具有一定的歷史。根據宋代《淳

祐玉峯志》載：「城隍廟在縣西南三十

步，廟前檜甚古。」5 到了元代時，城

隍信仰在全國普遍存在，明《弘治崑山

志》又記載：「城隍廟，在縣治北馬鞍

山陽，舊在縣南。明朝洪武三年，知縣

明清崑山城隍廟道士

的傳承譜系及社會活動

 歸瀟峰 江蘇省崑山市道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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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文瞻移今所。」6 綜上可知，崑山城

隍廟早在宋朝就已經存在，並且曾經

歷過一次移建，即從宋時「縣西南三十

步」移建至馬鞍山南側的「古慧聚寺鬼

運基」7 之地，此次移建亦為崑山城隍

廟道士傳承發展提供場所平臺。

明朝以前的城隍神是以城市為中

心的守護神，具有管理孤魂野鬼之職

能。8 到了明初，崑山縣城隍廟與其他

地方一樣，經歷全國規範統一的管理，

即「二年新制」與「三年改制」。洪武

二年（1369）正月，朝廷對城隍神進

行規範化、等級化（簡稱為「二年新

制」）。具體而言，把南京應天府及北

京開封府（曾一時成為明朝首都候選

地）、臨濠府（朱元璋的故鄉）、太平

府（朱集團渡江後最初的根據地）、和

州（朱集團渡江前的根據地）、滁州（朱

集團最初攻佔的城市）這六個城市的城

隍神封為王，天下的其他城隍神分別封

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9 然而，

「二年新制」施行未久，就迎來洪武三

年（1370）的禮制改革，即所謂「三年

改制」。於是，在此期間，崑山城隍封

爵屢經變動。據方志記載，崑山城隍先

被敕封「監察司民城隍顯佑侯，未幾改

封伯。三年六月，改正神號，止稱崑山

縣城隍之神」10。洪武二年（1369）是

根據「新制」要求而敕封顯佑伯，到洪

武三年（1370）是對禮制的改革與實

施，修改嶽鎮、海瀆、山川、城隍和忠

臣、烈士的稱號，取消一切溢美之詞和

封號，崑山城隍的「監察司民城隍顯佑

伯」改稱為「崑山縣城隍之神」。此次

「三年改制」帶來了廢除封爵、毀壞神

像、非人格化（改立木主）等觀念上的

重大變革，規定城隍廟的規模及內部設

置仿照相應的官府衙門，這更強化「二

年新制」中正式規定的城隍神作為冥界

區域守護神的性質。城隍神功能的擴

大，使其帶有「與現世行政機構相對應

的冥界行政官」11 的性質。

通過「新制」、「改制」的崑山

城隍在洪武四年（1371）又參與進另一

項信仰事務之中。《康熙崑山縣志稿》

載：「（洪武）四年，以城隍合祭於風

雲雷雨山川壇，及行厲祭，則告於廟而

迎神位於厲壇之上，春秋二時，不復專

祭於廟。」12 眾所周知，元末社會動盪，

戰爭不斷，導致大量平民和士兵傷亡。

面對如此眾多的亡魂，農民出身的朱元

璋無法等閒視之，據載：洪武三年八月

「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13 這為廣

泛建設厲壇提供了機會。14 邑、鄉厲壇

的逐漸出現，使「冥界一定區域的守護

神」的城隍神又肩負起新的使命與責

任。明代崑山人葉盛 15《水東日記》記

載：「（洪武）四年，特敕郡邑里社，

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

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

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

民。」16 可知，城隍神管理孤魂野鬼的

職能於洪武四年（1371）更加強化，且

與陽界知縣相互合作，共同管理一方。

有關明清時期崑山城隍廟的建置

規模，綜合明代《弘治崑山縣志》、清

代《崑新兩線續修合志》記載，可得

出如下情況：明初崑山城隍廟由官府

出資修建並委派專人管理，宣德九年

（1434）知縣任豫重建城隍廟，景泰三

年（1452）知縣吳昭建造兩廡十八間，



102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神像放置於堂，公堂規制完備起來。天

順四年（1460）崑山縣衙邀請清真觀

道士黃信和進駐，從此崑山城隍廟開始

由道士負責日常管理。方志記載：正德

四年（1509）知縣鄧文璧重修寢廟、

建亭鑒（鑿）井於儀門內，立顯應坊於

廟門外、香花橋南。嘉靖元年（1522）

城隍廟道士蘇景祥建儆石亭於儀門內，

十年（1532）知縣任廷貴大加修治。萬

曆九年（1581）劉應龍再修，二十五年

（1597）知縣聶雲翰重建廟寢，知縣

楊州鶴、王時熙、祝耀祖相繼修葺。天

啟元年（1621）知縣蘇寅實重修，未竣

去任，後城隍廟道士胡古集資完成。清

順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崑山城隍

廟毀於火災。康熙元年（1662）冬季，

邑人力圖興復城隍廟，乃助資重建，鳩

材庀工，至康熙十二年（1674）全部落

成，佈局與災前一致，其後屢有修治。

雍正四年（1726）崑山縣分出新陽縣，

形成「一城二縣」之格局，故分設新陽

城隍神，以賓館改作新邑廟。乾隆十五

年（1750）移新邑廟於羅漢橋西，仍

復賓館舊制，然香火、影響遠不及崑山

城隍廟，後新邑廟漸圮毀。嘉慶二十年

（1815），邑人重建並修葺廟寢。咸豐

末年崑山城隍廟被太平天國所毀，同治

初年奉城隍神於縣署土地祠。光緒二年

（1876），城隍廟道士吳承先募集修建

資金，三年（1877）重建大殿頭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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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78）知縣金吳瀾、巡檢王金詔、

典史周道源一同捐建廟寢，17 十二年

（1886）邑人又募捐重建演劇臺。18 民

國十六年（1927）崑山縣立蠶桑場在城

隍廟內創辦，後改為農業推廣所。抗戰

初期，大殿前部屋面被毀。日軍佔領期

間，大殿修葺後又改作乒乓室，戲樓拆

除，神像全毀。解放初，崑山城隍廟全

部拆除。1993 年，廟址之上新建崑曲

博物館，至此城隍廟徹底消失在歷史長

河之中。

二、崑山城隍廟志縱覽

明清兩朝，先後四次編纂崑山城

隍廟志。第一次是明天啟年間（1620 ～

1627）張元長編纂的廟志。據《崑山

縣城隍廟續志》記載：「崑山城隍廟故

有志，乃前明天啟間，邑前輩張元長氏

（即張大復 19）為羽士胡太古作者。刊

木行世，世尚有之，後修縣志者，得有

據依以辨。」20 這部明末編纂的廟志亡

佚已久，但對崑山縣志編纂提供幫助。

第二次是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邑

人張白源 21 為道士趙曆 22 撰寫續志上

下二卷。該部志書是前有序文，上卷是

告城隍神文、道士本系圖、建置、匾額、

考信、清規、題名等，下卷是列傳、流

寓、詩文、祈禱等。該部續志編纂完成

玉峰山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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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未刊行於世，而是以手稿形式藏於

趙九儀處。23 以上兩書早已失傳。第三

次是清咸豐年間（1850 ～ 1861）潘道

根 24 所撰《崑山縣城隍廟續志》25（以

下簡稱《續志》）。此志書之緣起是「咸

豐壬子秋八月，根偶憩玉泉仙館，與

主持趙見庵練師相晤，談及院中故事，

出張先生殘稿見示，惜其無副本可補，

而又念後此之事蹟日以湮沒也」26。可

見，《續志》是潘道根受城隍廟主持

趙中一 27 道長之托，在張白源「廟志

殘稿」基礎之上編修完成的。該部廟

志主要記載崑山城隍廟的建置、祀典、

廟制、殿制、列傳等。第四次是咸豐五

年（1855）編纂的《續修崑山縣城隍

廟志》28（以下簡稱《續修》），記錄

崑山城隍廟的碑文、詩文等。《續修》

和《續志》二書傳承至今，但在學界

關於二書的編纂時間和作者存在誤解，

尤需詳辨。

《續志》、《續修》影印本被收

進張智、高小健主編《中國道觀志叢

刊正續編》（以下簡稱《道觀志正續

編》）29，但在編輯時出現幾處問題。

首先看《續修》的作者問題。《道觀志

正續編》簡介裏說：「《續修崑山縣城

隍廟志》不分卷，清太倉錢寶琛撰。鈔

本……書前有咸豐五年錢寶琛續修崑山

縣城隍廟志序。」30 錢寶琛（1785 ～

1859) 是清蘇州太倉人，字楚玉，又字

伯瑜，吳越王錢鏐的第二十九世孫，著

有《存素堂奏疏》四卷、《壬癸人物志

稿》二十八卷、《頤壽老人年譜》二卷

等。從他寫廟志序言的時間看，此時錢

氏已經七十一歲，但查其親訂之年譜可

知，他在六十五歲至七十五歲間僅有一

次修志經歷 31，即六十八歲時輯《太倉

鎮洋志》32。錢氏既將《太倉鎮洋志》

編入自己年譜，則若曾撰《續修》也必

然不會遺漏。在自訂年譜中缺席，似可

崑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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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他並非《續修》作者。故此，我們

初步判斷錢寶琛只是為《續修》寫序，

而不是整部《續修》作者。錢序稱：

「今之繼起者為趙羽士建庵……潘君飯

香搜羅舊志，將葺而新之，爰書以題其

簡端。」33 可知，《續修》是主持趙中

一委託潘道根進行收集整理，而不是委

託錢寶琛，這一點在潘道根日記裏亦可

得到印證：「（咸豐二年八月）望日，

西溪於崑廟玉泉道院修醮，邀往。晤趙

見庵練師，承以續修廟志見托。」34 又

說：「（咸豐五年四月）初十日，在崑

邑廟西道房，為趙建庵（安）草《續修

廟志稿》……十三日，草《廟志》，至

五月望日寫清畢。」35 綜上，我們基本

可以確定《續修》是潘道根編纂，且《續

修》和《續志》的抄本筆跡完全一致，

明顯是同一人所寫。而潘道根邀請錢寶

琛撰寫序言，乃因他們二人素有私交，

潘氏日記裏有《與錢中丞寶琛書》36 可

為佐證。所以說，《續志》是主持趙中

一委託潘道根編纂，並在張白源「廟志

殘稿」基礎之上編修完成，而《續修》

「潘君飯香搜羅舊志（《續志》），將

葺而新之」的結果。

接下來看《續志》、《續修》的

編纂時間。如前所說，潘道根在咸豐五

年四月初十日在崑邑廟西道房草《續修

廟志稿》，到五月望日寫清畢，故《續

修》編纂時間概無疑義，即咸豐五年。

那麼《續志》又是何時完成的呢？《道

觀志正續編》簡介說：「後清康熙乙亥

年張白源撰續志二卷，成而未刊，又

成殘稿。咸豐壬子年，潘道根遂修續

志。」37 我們查閱《潘道根日記》卻沒

有發現記載，按潘道根習慣，凡是寫作

閱讀之事，無論大小都會寫進日記裏，

況且其日記已經出現過《續修》的類似

記載，沒有理由不記錄與《續志》有關

事件。潘氏日記裏曾提及「咸豐二年八

月，晤趙見庵練師，承以續修廟志見

托」，由此可知，咸豐二年（1852）為

趙中一「以續修廟志見托」的時間，而

不能代表《續志》已開始編纂或已完成

編纂。正如上文所述，《續志》是《續

修》之基礎，故其完成必早於《續修》

截稿之咸豐五年。因此，可將《續志》

編纂時間卡在咸豐二年農曆八月十五

到咸豐五年農曆四月初十之間。

最後，《道觀志正續編》編輯時

誤將這兩部崑山城隍廟志歸分進安徽省

道觀志。但無論是錢寶琛所撰序言，潘

道根所纂廟志，或是曾經編纂過廟志的

明朝張大復、清朝張白源，抑或是廟志

中所涉及人物、地名、建築等都是明清

時期崑山人物和社會情形。毫無疑問，

兩部廟志實際是江蘇省崑山市的方志，

此一失誤不應該。

三、明清崑山城隍廟道士傳承譜系

明朝中期以前，江南地區的城隍

廟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距離，彼時城隍

廟舉辦公眾活動相比較少，主要原因

在於地方官員的刻意維護。38 事實上，

崑山城隍廟在明初一直由官府委派門

役看守，至明朝天順四年（1460）才

有道士進駐管理。《續修》記載：「開

山公黃信和，故忠烈公子澄之孫，忠

烈殉難，子孫散走四方。信和以貧不

境學，為道士崑山清真觀。天順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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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宋公署縣謁廟，聞婦女喧雜聲，怒

逐守者俞奇……從公議得陸黼，繼而以

年少不堪任，乃用清真觀住持楊季深

言易（黃）信和。」39《續修》亦持此

說，並稱黃信和者「玉泉、石竹兩房承

其清修」。40 通過上述兩段資料，可知

黃道長是崑山城隍廟第一代主持，他是

明初大臣黃子澄之孫。黃信和因幼年家

貧在清真觀出家做道士，後因城隍廟守

衛俞奇被逐，清真觀主持楊季深道長借

機推薦黃信和進駐城隍廟。黃信和在廟

中朝夕焚修、嚴守戒律、精進修行，不

久廟觀風貌煥然一新。黃信和的生卒年

份沒有正式記載，但據《續志》所載內

容「成化間，友信病且死。請於信和析

為三。其明軍（年）戊戌，信和又出己

橐授三人，更置徒沈守真自衛，年八十

矣……（陳）景華亦首服乃已。（黃信

和）時年八十有五，居久之，作訓詞垂

後卒」41，這裏非常容易發現，明成化

戊戌年（1478）之時，黃信和道長已

經八十歲。可斷定其生年約為明洪武

三十二年（1399）。數年之後，其祖

父黃子澄被逮捕處死，家人株連九族，

或致家貧，亦符合史實。又黃信和卒年

（八十五歲）為明成化十九年（1483），

進駐城隍廟是明天順四年（1460），年

當六十二歲，與陸黼的「年少不堪任」

形成對比。

綜合《續志》內容發現，城隍廟

「開山公」黃信和曾先後收徒施友信、

蔣宗德、丁宗俊、姚宗傑、陳景華、沈

守真，六人雖屬同門一師，卻無道派字

輩所傳。同時根據廟志記載，黃信和與

其六名徒弟形成崑山城隍廟四世主持傳

承譜系 42（見上表），這與我們傳統觀

念裏「甲乙制」、「十方制」的宮觀模

式大不相同，崑山城隍廟主持傳承也存

在於平輩師兄弟之間。

崑山城隍廟第四世主持顧濟玄道

長「遇事敢決」46，曾收蘇景祥、李應

元二人為徒。蘇李二人關係十分融洽，

「兄弟交厚」47，每次遇事都相互推讓。

師父顧濟玄為避免今後二人因謙讓而致

使分派，便令蘇景祥遷至西院，李應元

居住東院，直接讓二人分開修道傳教，

於是形成以第五世蘇景祥為首的西院玉

泉仙館 48 和第五世李應元為首的東院

石竹山房。49

明中期以後，崑山縣城隍廟道派

「各行其道」。西院玉泉仙館方面，

蘇景祥先後收劉子仙、龔朝宿、陸紹

宗、吳有仁、俞復新、張天瑞等為弟

子，係城隍廟第六世道士。陸紹宗傳

龔成梧為第七世，龔成梧傳陳永真、

徐必達、馮宏緒、錢繼武（號碧海）、

鄒夢吉（號冀間）為第八世。徐必達

又傳胡古。胡古是城隍廟第九世道士、

玉泉仙館第五任主人，是明末江南地

區著名道士。據縣志記載：「胡古，

第一世 黃信和

第二世 施友信 43、沈守真

第三世 蔣宗德、丁宗俊 44、姚宗傑

第四世 嚴宗淮、陳景華、吳玄奎、周起潛、周惟馨、顧濟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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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太古，玉泉館道士，受火犀驅邪法

於龍虎山，後遇異人得鞭龍五雷鎮訣，

驅魔治疾，屢有應驗……晚歲重濬玉

泉井並輯廟志。」50《續志》云：「胡

古，字太古，法名表玄，太真人府知

事，邑二保人。素有慧性，童年禮玉

泉院徐炎洲為師……初修五雷鞭龍之

術……偶赴崇沙遇問道者，滯於酬答，

心甚愧之，歸而發憤，下曆訪有道數

年，遂有神悟。又得正乙真人摩利攴天

法。」51 由此可知，胡古師從徐必達（號

炎洲），法名表玄，曾在龍虎山學法，

與天師府關係密切，為大真人府知事、

贊教。他雲遊訪道，修習雷法，擅長

祈雨之法，多為靈驗，尤其是天啟四

年（1624）大旱 52，胡古帶病登壇作法

「行鞭龍三限之法，甘雨如注」。53 在

天啟年間，胡古還完成知縣蘇寅賓「重

修（城隍廟）未竣去任」的修繕工作，

並請張大復編纂城隍廟志 54，記錄城隍

廟自洪武三年移建新址以來二百多年

之歷史。

此後，胡古先後收徐玄之、支向

榮、莊文玉、曹爾瑞（法名靜真）、陳

惠吾為城隍廟第十世道士。然第十世道

士徐玄之無傳人，後東院石竹山房道士

張國賢紹續西院，為第十一世道士。張

國賢再傳范德芳、金元升（號靜機）、

董涵（字瑞符、號仁機）、劉漢傑、江

鶴（號鳴九）為第十二世，范德芳傳張

尚德為第十三世。可見，崑山城隍廟西

院玉泉仙館自第九任主人張尚德之後，

便無傳承，且自第十一世起東院石竹山

房道士開始主持西院玉泉仙館，接續傳

統。

東院石竹山房方面，崑山城隍廟

第五世道士、石竹山房第一任主人李

應元曾收徒顧文威、夏復榮、王繼善、

張秉清、顧可貞。顧可貞又傳城隍廟第

七世徐永高、周承宗。徐永高是崑山縣

道會司道會，負責管理地方道教事務，

其後再傳葉應選、管松（號玉樓）、夏

大綸（字季昭、號履玄）、高日昇、張

永清（號靜齋）。這裏，第八世道士管

松 55 從東院石竹山房又分出一支，名

「玉樓仙館」，是為東南房，傳嗣七世。

第八世道士、石竹山房第四任主人張永

清收徒馮品珊（法名正玄）、王恤民。

第九世道士馮品珊收徒宋繩武、楊滋

培（法名左玄），宋楊二人各自收徒，

其中第十世道士宋繩武先後收徒凌九

仙（早夭）、張國賢（嗣西房），第十

世道士楊滋培收徒陸正餘。陸正餘傳趙

曆為第十二世。趙曆，法名太微，字九

儀，號宜陽，傳為宋朝皇室後裔，明代

趙同魯後代，從蘇州長洲徙居到崑山。

他八歲失怙，十五歲時皈依道教，拜東

院石竹山房陸正餘為師，後受職真人府

知事，領禮部牒 56，與江南名士呂毖、

詹守椿等交好。後趙曆又先後收馮玉

京、張斯佩為徒，馮玉京又傳沈學黃、

施雨年、孫以誠、龔慎修為第十四世。

龔慎修傳周泰林，周泰林又傳張萬元。

概言之，崑山城隍廟自洪武初年

移建新址，天順四年開始進駐道士管理

之後，經一百多年的發展，至明晚期之

際發展出玉泉仙館、石竹山房、玉樓仙

館道士傳承譜系，共同管理廟觀事務。

到清康熙年間（1662 ～ 1722）「三足

鼎立」局面逐漸消失，形成共計十六

世、七十二人的崑山城隍廟道士傳承譜

系（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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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 黃信和

第二世 施友信、沈守真

第三世 蔣宗德、丁宗俊、姚宗傑

第四世 嚴宗淮、陳景華、吳玄奎、周起潛、周惟馨、顧濟玄

第五世 蘇景祥 57（西院玉泉仙館） 李應元（東院石竹山房）

第六世
劉子仙、龔朝宿、陸紹宗 58、

吳有仁、俞復新、張天瑞
顧文威、夏復榮、王繼善、張秉清、顧可貞 59

第七世 龔成梧 60 徐永高 61、周承宗

第八世
陳永真、徐必達 62、馮宏緒、

錢繼武、鄒夢吉

葉應選、管松（東南房玉樓仙館）、夏大綸、高日昇、

張永清 63

第九世 胡古 馮品珊 64、王恤民 李乘龍

第十世
徐玄之 65、支向榮、莊文玉、

曹爾瑞、陳惠吾
宋繩武 66、楊滋培 67 金有仁

第十一世 張國賢（嗣傳） 凌九仙、張國賢 68、陸正餘 69 祁見龍

第十二世
範德芳 70、金元升、董涵、劉

漢傑、江鶴
趙曆 陳太琳

第十三世 張尚德 71 馮玉京 72、張斯佩 楊元辰、季道吉

第十四世
沈學黃、施雨年、孫以誠 73、

龔慎修 74

第十五世 周泰林 75

第十六世 張萬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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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四年（1726）崑山新設新

陽縣，兩縣同城分治，新陽城隍廟出

現，構成了「一縣兩邑廟」的基本格

局，弱化了崑山縣城隍廟的功能和地

位。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崑山城隍廟轉

而出現中興時期，又傳至四代。如前所

說，崑山城隍廟與清真觀一直保持著非

常緊密的聯繫。之後，清真觀遇仙房道

士王元燾接任石竹山房 77，成為城隍廟

中興第一代主持，兼綜東西兩道院事

務。王仙根主持曾收弟子兩名，分別是

金瑞明、趙中一。趙中一，字建安，號

見庵，是中興第二代主持，清朝時期崑

山縣金潼里楊家巷人，活躍於道光、咸

豐年間。趙中一是趙家長子，其父親趙

嘉玉一向清貧，三十三歲時因病去世，

母親黃氏含辛茹苦帶著三個兒子。趙氏

長大之後，開始心生入道之念，後拜清

真觀遇仙房王元燾為師。道光二十五年

（1845），邑人請趙中一管理清真觀仙

人殿，並主持修整工作，維修飛虹橋、

放生池、竹洲館等，第二年又任新邑廟

司事，總管崑山新陽兩縣的城隍廟 78，

一時之間，趙中一道長成為崑山地區著

名的高道。之後，中興第二代主持趙中

一道長又收徒孫振泉 79，孫振泉再傳吳

承先 80、楊裕先 81 為中興第四代道士。

此外，中興第二代道士金瑞明傳支豫

章 82，支氏收徒殷文林（號潤泉）、吳

萬椿（號月岩）、柏鴻儒 83 為第四代。

至此，崑山城隍廟一段短暫的復興時代

宣告結束。

上文我們基本梳理了崑山城隍廟

譜系傳承情況，並對黃信和、胡古、趙

曆、趙中一等人物進行簡要介紹。這裏

有必要對崑山城隍廟道士「宗派歸屬」

問題進行討論。從上文可以發現，崑山

城隍廟道士主要有「信」、「宗」、

「景」、「守」等字輩。這些字輩在

《諸真宗派總簿》裏無法直接尋找出與

之相對應的記載。然根據城隍廟黃信和

資料可知，黃信和最初出家於崑山清真

觀，史載：清真觀始建於南宋乾道七年

（1171），初名真武殿，乃天臺山道

士翟守真募建，1174 年遷常熟縣道觀

舊額，故更名「清真觀」84，且觀內有

「呂岩仙人所書閣匾」（純陽戲書）。

又據楊維楨 85 所言：「道人余筠谷 86，

為余道長談長春真人事」云云，又《元

詩選》三篇、清朱彝尊 87《明詩綜》有

「楊鐵厓曰：余善與余談邱真人師」云

云 88，故可判斷清真觀在元代時或為全

真道觀。然而到了明初，朱元璋對全真

教與蒙古聯盟頗為不屑，並且認為正一

道士是「專以超脫」，為地方社會所

服務，全真道士「修身養性，獨為自

己」。89 後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理

道教為正一叢林，故清真觀此改為正一

派道觀，但距黃信和出生年（1398）尚

有七年時間。或可推斷：1391 年以前，

清真觀一直為全真道觀，然隨著「清理

道教為正一叢林」的落實，道長們開始

傳承「正一家風」，而道派上一時間難

以徹底改變。因此，在改為正一叢林之

後，又出現綿延三代的全真字輩，亦是

情理之中。再結合吳亞魁先生「江南六

府一州全真道觀歷代分佈表」90 和「江

南六府一州全真道觀空間分佈表」91 所

提供的資訊知曉，清真觀在宋元時期為

全真道觀，明朝以後成為正一道觀。同

時，清真觀委派道士管理城隍廟為明朝

事件，故很容易推出為正一道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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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第九世道士胡古、第十二世道士

趙曆先後受職於真人府知事、贊教，與

龍虎山交流密切，也是進一步佐證城隍

廟是正一道觀的結論。

四、崑山城隍廟的主要社會活動

縱覽《續志》、《續修》兩部廟

志裏對城隍廟的文學藝術記錄較多，對

儀式民俗記錄較少，這主要是廟志本身

記述側重導致的文本現象，未必符合現

實情況。即便如此，我們依舊可以搜集

到崑山城隍廟及其道士在當地活動的

各種資訊。明《嘉靖崑山志》記載：

「初三日，無論貴賤，俱赴城隍祠，

名謁廟……親友有疾，共禱城隍祠，名

保狀。」92 不難看出，明朝崑山城隍廟

在地方百姓心裏具有非凡地位，無論大

小事情、疾病等都會去城隍廟拜謁、祈

禱，「謁廟」、「保狀」的信仰實踐成

為崑山重要風俗活動。同時，崑山城隍

廟的三巡會（春清明日、秋七月望日、

冬十月朔日致祭 93）與厲壇合祭之後，

城隍「出巡祭孤」的功能更為隆重，地

方百姓參與度也更加廣泛。此外，祈雨

也是城隍廟道士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方

面。《續志》裏存在多篇關於祈雨的記

載，如〈夏大綸祈禱記〉、〈胡太古禱

雨記〉、〈宋法師雨壇紀文〉、〈玉樓

仙館祁練師禱雨記〉、〈司元洞天董練

師祈雨記〉94。在祈雨記裏，凡遇到大

旱「邑侯潔壇靖命（夏）大綸禱之……

仍請禱雨」95，「建壇致禱，眾推（胡）

古有戒行，宜可格天侯從焉」96；「曾

公榮科致聘禱雨，（祁）見龍如法建壇，

立限申奏」97。祈雨成功之後，地方縣

事多為道長法師題字立匾，如「誠通

雲局」、「誠可致雨」、「功滋萬寶」

等 98。可見，城隍廟道士作為宗教儀式

專家，無論是在舉行百姓民俗儀式、迎

神賽會等群眾性宗教活動，還是在通過

雷法道術祈求降雨以謀公共利益之時，

都能發揮指導性作用。

大多數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均已

指出，精英的支持對宗教發展至關重

要。在元明時期的崑山道教歷史之上，

崑山城隍廟、清真觀都值得我們予以高

度關注。清真觀憑藉其觀內竹洲館，一

度成為元楊維楨、明祝允明、文徵明等

江南書畫精英的雅集之地；而城隍廟因

高道大德輩出，交友廣泛，也使一大批

文學藝術之士聚集於廟觀之內。明朝張

大復，清朝張白源、潘道根等人都曾為

崑山城隍廟編纂志書，他們是地方上的

飽學之士、文化要人，與城隍廟道士相

識交好。《續志》、《續修》裏出現

大量詩詞題讚，包括邑人夏暐 99、邑人

歸昌世 100、進士李同芳 101、舉人許伯

衡 102、進士朱天麟 103、舉人王學浩 104

等幾十位明清崑山籍人士的文學作品。

這些作品或記錄廟觀事務，或寄贈城隍

廟道士，進一步聯絡地方其精英與城

隍廟道士的親密關係。尤其值得提及的

是潘道根，他以行醫教書維生，致力於

經世致用之學，不與鄉試，喜好讀書，

一輩子竭力網羅、考訂鄉邦文獻。從潘

氏日記和札記看，他對佛道教並不感興

趣，而且對佛教表露出排斥心態，自稱

「余本非學佛人也」105，又說「喪中勿

作佛事」106 云云。然而，咸豐二年見

到主持趙中一道長與之談及城隍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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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廟志殘稿，遂「以續修廟志見托」，

最終成就《續志》、《續修》。除文人

外，崑山縣令也與城隍廟交往頻繁。如

前文所載：「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

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107 縣志

亦有類似記載，云：「凡邑令蒞任，必

先期齋宿廟中，至日致祭，並合祭應祀

神祇，立誓禮成，而後入署視事。今相

仍不改。」108 可見，凡縣令到任時須

提前齋戒住宿城隍廟內，第二天白天祭

祀崑山城隍神顯佑伯，與城隍神立下誓

言，結束後方可到衙署履新。崑山這種

「陰陽表裏、與神立誓」的傳統從明朝

開始一直延續至清康熙年間。然而，雍

正朝崑山新陽兩縣同城分治，「一縣兩

城隍」局面形成，弱化了崑山城隍廟的

功能和地位，縣令和地方精英與崑山城

隍廟交往也隨之逐漸淡化消失。

綜上所述，明清崑山城隍廟道士

傳承譜系共有兩次，一次是明天順四年

至清康熙年間，共計十六世、七十二

人；另一次是清咸豐朝至光緒朝，共計

四世、十人。通過對崑山城隍廟及其道

士傳承譜系和社會活動的研究，一方面

可以呈現出江南地區的社會風貌、地方

風俗和宗教景象，為窺探明清道教在地

方上的「小歷史」提供重要基礎資料。

另一方面以崑山城隍廟及其道士的真實

社會活動為樣本，嘗試進一步調整明清

道教衰微的傳統觀念，認為明清江南道

教在地方社會十分活躍，仍然發揮著巨

大作用。

崑曲博物館內戲台



112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1　〔 法 〕 高 萬 桑（Vincent 

Goossaert）著，曹新宇、古勝紅譯：〈江

南地區的城隍廟、張天師及道教官僚體

系〉，北京：《清史研究》，2010 年第 1期。

2　〔日〕濱島敦俊著、沈中琦譯：

〈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

民信仰〉，北京：《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1 年第 1 期。〔法〕高萬桑著：〈江南

地區的城隍廟、張天師及道教官僚體系〉。

3　榮真：《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研

究——以三皇和城隍為中心》，北京：中國

商務出版社，2006 年，第 192 ～ 196 頁。

4　轉引自〔美〕王崗著、秦國帥譯：

《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

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第 137 頁。

5　〔宋〕淩萬頃纂：《淳祐玉峰志》

卷下，郭秧全主編，陳其弟點校：《崑山宋

元三志》，揚州：廣陵書社，2010 年，第

48 頁。

6　〔明〕顧潛纂：《弘治崑山志》卷

四，揚州：廣陵書社，2014 年，第 43 頁。

7　慧聚寺始建於梁天監十年（511），

吳興沙門慧向大師所建。據《淳祐玉峰志》

稱，建造慧聚寺時，殿基一夜而成，「巨石

矗立，其直如矢，非人力所能」，故傳言乃

「鬼運殿基」。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慧

聚寺被毀，後洪武初年移建城隍廟於該址。

8　事實上，土地、城隍、厲壇都具

有管理孤魂野鬼之職能。劉永華：《禮儀下

鄉：明代以降閩西四保的禮儀變革與社會轉

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 年，第 235 ～ 276 頁。

9　〔日〕濱島敦俊著、沈中琦譯：〈明

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民信

仰〉。

10　〔清〕汪堃、朱成熙纂：《崑新

兩縣續修合志》卷十，揚州：廣陵書社，

2015 年，第 7 頁。

11　〔日〕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

《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20 頁。

12　〔清〕盛符升、葉奕苞纂：《康

熙崑山縣志稿》，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

社，1994 年，第 161 頁。

13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

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5 頁。

14　董乾坤：〈鄉土社會中的帝國：

明清鄉厲壇的組織與管理〉，南充：《西華

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6 期。 

15　葉盛（1420 ～ 1474），字與中，

號蛻庵，自號白泉，又號涇東道人、澱東老

漁，江蘇崑山人，正統十年（1445）進士。

歷任兵科給事中，都給事中，都察院右僉

都禦史，兩廣巡撫，禮部右侍郎、吏部左侍

郎。編著《菉竹堂書目》六卷、《兩廣奏草》

十六卷、《菉竹堂稿》八卷、《水東日記》

三十八卷、《水東詩文稿》四卷、《文莊奏

疏》四十卷等。

16　〔明〕葉盛撰：《水東日記》卷

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97頁。

17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十，第

8 ～ 9 頁。

18　〔清〕李傳元纂：《崑新兩縣續

補合志》卷五，揚州：廣陵書社，2016 年，

第 12 頁。

19　張大復（1554 ～ 1630）字元長。

明崑山人。3 歲能以指畫腹作字。既長，通

漢唐以來經史詞章之學。中歲，雙目失明，

乃口授嗣子桐筆錄。卒年 77。郭秧全、蔡

坤泉主編：《崑山歷代藝文志》，南京：江

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年，第 126 頁。

20　〔清〕潘道根：《崑山縣城隍廟

續志》，張智、高小健主編：《中國道觀志

叢刊正續編》，揚州：廣陵書社，2015 年，

第 14 冊，第 1 頁。以下僅簡略標注。

21　張白源，清崑山人，活躍於康熙

年間，晚年喜好清修，知止道院出家。康熙

三十四年（1695）撰寫《城隍廟續志》二

卷，成而未刊，藏於廟內。《崑山縣城隍廟

續志》，第 1 頁。

22　趙曆，法名太微，字九儀，號宜

陽，宋朝皇室後裔，明代趙同魯後代，從蘇

州長洲徙居到崑山。

23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第 2 頁。

24　潘道根，字確潛，一字潛夫，號

晚香，一號飯香，晚號徐村老農、飯香老人



道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113

會社與教

等，生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初九

（2 月 15 日），卒於咸豐八年（1858）七

月十三日（8 月 21 日）。清江蘇新陽縣（今

崑山市玉山鎮）人，諸生。〔清〕潘道根著、

羅瑛整理：《潘道根日記》，南京：鳳凰出

版社，2016 年，第 1 頁。以下簡略標注。

25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第 1 ～

193 頁。

26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第 2 頁。

27　趙中一，字建安，號見庵，崑山

金潼里楊家巷人，城隍廟中興第二代主持，

活躍於清道光、咸豐年間。

28　《續修崑山縣城隍廟志》，載張

智、高小健主編：《中國道觀志叢刊正續

編》，揚州：廣陵書社，2015 年，第 14 冊，

第 1 ～ 90 頁。以下簡略標注。另作者待辨，

此處暫不標注。

29　張智、高小健主編：《中國道觀

志叢刊正續編》第 14 冊，揚州：廣陵書社，

2015 年。

30　《續修崑山縣城隍廟志》，第 1

頁。

31　參〔清〕錢寶琛自訂、〔清〕錢

鼎銘等注補：《頤壽老人年譜》，《北京圖

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8 冊），北京：

北 京 圖 書 館 出 版 社，1999 年， 第 641 ～

648 頁。以下簡略標注。

32　《頤壽老人年譜》，第 644 頁。

33　《續修崑山縣城隍廟志》，第 2

頁。

34　《潘道根日記》，第 405 頁。

35　同上，第 462 頁。

36　同上，第 574 ～ 575 頁。

37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扉頁。

38　王健：〈官民共用空間的形成：

明清江南的城隍廟與城市社會〉，開封：《史

學月刊》，2011 年第 7 期。

39　《續修崑山縣城隍廟志》，第 33

頁。

40　同上，第 1 頁。

41　同上，第 34 頁。

42　《崑山城隍廟續志》，第 5 ～ 6

頁。

43　施友信，黃信和弟子，係城隍廟

第二世主持。

44　丁宗俊，黃信和弟子（一說施友

信弟子），黃信和次孫，係城隍廟第三世主

持。

45　顧濟玄，丁宗俊大弟子，係城隍

廟第四世主持。

46　《續修崑山縣城隍廟志》，第 35

頁。

47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第19頁。

48　「玉泉仙館」係蘇景祥之號（玉

泉），為翰林王同祖所題院額。

49　「石竹山房」係李應元之號（石

竹），為翰林王同祖所題院額。

50　〔清〕王學浩纂：《道光崑山新

陽兩縣志》卷三十，揚州：廣陵書社，2017

年，第 35 頁。

51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第 28 ～

29 頁。

52　崑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崑

山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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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管松，號玉樓，徐永高弟子，係

城隍廟第八世道士，分「玉樓仙館」，是為

東南房，傳至七世，先後為是第九世李乘龍

（號白源），第十世金有仁（號太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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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七十七歲。

58　陸紹宗，法名守中，自號習間，

十二歲拜蘇景祥為師，七十一歲羽化，係城

隍廟第六世道士，玉泉仙館第二任主人。

59　顧可貞，李應元弟子，係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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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存著較為緊密的聯繫。

62　徐必達，法名炎洲，龔成梧大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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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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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78　《崑山縣城隍廟續志 ‧ 趙練師中

一生傳》，第 15 ～ 16 頁。

79　孫振泉，字敬之，趙中一弟子，

中興第三代主持，任新陽縣道會司道會。

80　吳承先，字繼美，號若田，孫

振泉弟子，中興第四代道士。光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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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小楷行草直逼晉唐，尤善畫竹。崇禎

十七年（1644）以翰林待詔徵，不應。《崑

山歷代藝文志》，第 133 頁。

101　李同芳，字濟美，號清原。明崑

山人。萬曆八年（1580）進士，授刑部主事，

遷禮部。後升廣東按察使，擢副都禦史，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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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116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教與儒釋

我們讀《寒山子詩集》，很容易

感受到其間蘊含著豐富的老子思想，從

而使寒山子的詩染上了強烈的佛道融合

色彩，這集中體現在寒山子老子思想努

力學習老子經典、大力推崇老子境界、

靈活運用老子思維以及堅決反對神仙之

論等幾個方面。

一、努力學習老子經典

即便是在物質生活條件極為艱苦

的情況下，寒山子依然保持著濃厚的學

習興趣。特別是對老子經典《道德經》

的研讀，他至老不衰，真正實踐了「活

到老學到老」的古訓。這在他的詩集中

體現得非常明顯。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

說：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

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

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1

在他人也許有所不堪，但在寒山子看

來，荒涼的寒山上卻是一處可以長久保

持下來的非常不錯的安身之地。那裏的

松林特別安靜，微風吹來，近聽陣陣松

濤聲，會產生一種極其美妙的感覺。頭

髮已經花白的寒山子坐在松樹之下，口

中喃喃不休地唸誦著黃老道家經典。眾

所周知，兩漢以後凡言黃老者，主要指

《黃帝內經》和老子《道德經》。但

《黃帝內經》為養生和醫療之書，實踐

之須具相當的物質條件，似非寒山子所

宜，而老子《道德經》不過五千言，一

以提高思想境界和加強精神修養為主，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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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適合寒山子作為日課。寒山子居住

於此至少已有十年多了，他已忘記來時

的路徑。這實際上就是在向他的讀者們

表白，他將以這種生活方式終老於這座

荒涼的寒山之上。

在另一首詩中，寒山子明確表達

出他所努力學習的就是老子《道德經》：

寒山有裸蟲，身白而頭黑。

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

住不安釜灶，行不齎衣裓。

常持智慧劍，擬破煩惱賊。2

人類雖然也是一種動物，但卻沒有鱗介

毛羽以覆體，故而稱為「裸蟲」，與一

般蟲子身首一色不同，人是一種黑頭而

白體的蟲子。寒山子以荒野寒山之上的

一只黑頭而白身的裸蟲自居，實寓有必

須解決穿衣吃飯問題的一種無奈，由此

亦可知他過著一種貧乏無以自給的流浪

生活。就是在這樣極端貧乏的情況下，

他仍然手不釋卷，認真閱讀老子《道德

經》。這部經典按其內容分為〈道經〉

和〈德經〉兩部分。他不會為定居此地

置辦生火做飯的鍋灶，也不會為離開這

裏準備衣衫行裝。佛教將般若類經典所

說的智慧比喻為寶劍，這裏顯然是在比

喻老子《道德經》，將給人帶來煩惱的

無明貪嗔等比喻為盜賊。喜歡讀誦老子

《道德經》的寒山子說他經常抱持著智

慧的寶劍，準備去擊破給他帶來人生煩

惱的盜賊。寒山子此論既表明他非常熟

悉佛教經典的說法，又顯示出他對老子

《道德經》內容的熱愛和作用的信服。

寒山子對於自己今生能夠學習和

閱讀老子《道德經》是感到無比慶幸

的。他說：

竟日長如醉，流年不暫停。

埋著蓬蒿下，曉月何冥冥。

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

遮莫咬鐵口，無因讀老經。3

在寒山子看來，總有一些人終日裏渾渾

噩噩，像喝醉了酒一般，他們不曉得時

光如同流水，不會有片刻的停留。一旦

生命結束，屍體被埋葬土中，上面很

快就長滿了蓬蒿，從而墮入到無邊無際

的黑暗之中，再也見不到一丁點兒的光

明。骨肉很快就會腐爛，最後消散得無

影無盡，而作為精神的魂魄，也幾乎要

完全的凋零了。下一世如果投胎到驢胎

馬腹之中，出生後口裏整天銜著一塊鐵

嚼子，那就沒有辦法再讀老子《道德

經》了。其言下既有慶幸之意，又有自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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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之情，還有勸勉大眾共同努力讀誦老

子《道德經》之心，這幾乎就是佛教所

說的發心生生世世都努力學習老子《道

德經》了。寒山子對老子《道德經》的

癡迷和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老子《道德經》在觀察和論述世

界事物的運行時，有一種特有的冷靜。

寒山子的詩雖然多說佛義和禪理，但卻

時刻透露出老子式的冷靜，這自然是他

熱愛老子《道德經》並堅持長期努力學

習老子《道德經》的結果。我們甚至在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由於長時間的浸潤

其中，老子《道德經》已經內化為他的

生命底色了。

二、大力推崇老子境界

老子《道德經》強調無為。其表

現於內在心性的修養上，便是要做到第

十章所說的「滌除玄覽，能無疵乎」4，

努力保持自己內心世界的空靈和淨潔；

其表現於外在的事為上，就是要做到第

六十章所說的「致虛極，守靜篤」5，

盡量保持內心世界的淡泊和清靜，避免

一切不必要的作為。寒山子詩對老子

《道德經》無為境界的這兩個方面都是

非常推崇的。

玄覽，有的版本作「玄鑑」，即

主體所具有的奇妙深玄的觀察能力，消

除其前見、偏見和成見，最有利於形成

對事物全面、正確和深刻的認識，這當

是老子所說「滌除玄覽」的本意之所

在。寒山子曾以詩自述其心境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6

寒山子自謂其心像秋天晴朗夜空的月亮

一樣皎潔，像碧波蕩漾的潭水一樣清

澈，其清明和淨潔是世間任何事物都無

法比擬的，因此無法用語言將其描述和

表達出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寒山

子非常自信自己的「滌除玄覽」已經達

到了「無疵」的狀態和境界。秋月和碧

潭作為詩歌的意象都具有冷清和寂寞的

特點，因此這首詩頗給人一種靜謐、孤

獨和寒意凜冽的感覺。同樣的意境，還

展現在如下的一首詩中：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岩前

一點空。

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

問西東。7

千年石上古人留下的蹤跡是寂寞的，萬

丈岩自然也是人跡罕至的地方，只有皎

潔的月光時常照臨，那些平時在紅塵中

奔忙的世俗之人費心費力的打聽這些又

有甚麼意義呢！

而在另一首詩中，寒山子則將其

心境描述為：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

掛心頭。

閒於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

不繋舟。8

自從來到這座荒涼、寒冷的山上安居下

來之後，對於往常生活中的各種事情，

寒山子都已經統統放下，徹底作罷，再

不將任何的雜念和妄想掛在心上。若有

閒空，他就在石壁上題寫一些精闢的詩

句。他就像一只沒有拴繋的船兒一樣，



道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119

釋儒與教

一切聽從風的飄拂和水的流動，沒有任

何預定的方向。依然是淨潔和孤寂，但

無論是石壁上的題詩，還是流水中飄浮

的不繫之舟，都具有動的特徵，從而使

這首詩具有了更多的靈動性感覺。

寒山子有時還將塵世的喧囂與自

己內心的淨潔相互對照，在批判世俗中

展現出自己「滌除玄覽」所至境界的美

妙：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

造罪楂。

不學白雲岩下客，一條寒衲

是生芽。

秋到任他林落葉，春來從你

樹開花。

三界橫眠閑無事，明月清風

是我家。9

此處「生芽」二字，當為生涯的誤寫或

借用。在寒山子看來，世間至為可惜、

殊堪歎息的就是，許多的所謂作為，都

不過是在造作墮落到地獄、餓鬼和畜生

道三惡道的業因而已。世人們真該學一

學那些棲身於白雲之間、山岩之下隱逸

之士，他們僅有的物質財富，也許就是

身上所披的那件破舊的衲衣，但卻足以

渡過有限的人生。他們似乎超越了時空

的限制，無論是秋天到來後林間樹葉的

飄落，還是春天降臨時枝頭鮮花的綻

放，都好像與他們無關一樣。他們自由

自在地出入欲界、色界和無色界，即現

代人們通常所說的物質的、情欲的和

精神的世界之中，沒有感受到任何的限

制，安享著清風明月的美妙和恬靜。在

這裏，世人的胡作非為必然要墮落到三

惡道之中與隱居無為之士的悠遊自在形

成了鮮明的對比，寒山子的價值取向由

此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有時，寒山子還將老子《道德經》

對有為的批判和無為的推崇運用到對佛

教歷史和現實的評論之中：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

寶誌萬迴師，四仙傅大士。

顯揚一代教，作時如來使。

造建僧伽藍，信心歸佛理。

雖乃得如斯，有為多患累。

與道殊懸遠，折西補東爾。

不達無為功，損多益少利。

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去。10

四依，據天台宗圓教義理，是指那些嚴

格按照佛教經典進行修持的凡夫（五品

弟子為外凡，六根清淨為內凡），進入

十住、十行、十回向和十地階位的修行

者，乃至獲證等覺的法身大士，堪為眾

生之依祜，故稱四依。寒山子認為，像

南朝梁代以來的寶志、萬回、傅大士等

人，無不是大力弘揚釋迦如來一代聖教

的高僧大德，堪作眾生依祜的菩薩，是

釋迦牟尼佛在中土的真正代表。不過有

些人卻不像他們那樣重視真實的內在修

行，而是通過建造佛寺的方式來顯示自

己對佛理的信仰，他們雖然具有這樣做

的福報和能力，但這樣的有為之法卻造

成了非常多的過患和連累，與真正的所

謂修道反而越來越遠，其實質不過是俗

話所說的「拆東牆補西牆」，即以現在

已經獲得的福報追求未來的福報而已。

這些通過建造寺院做有為功德的人們無

法理解無為的功德，他們的所作所為造

成的損失很大，所獲得的利益很小，雖

然由此可以獲得做功德的顯赫聲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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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做功德的實質內容。寒山子慈悲

為懷，從佛教輪迴的立場上考察，不禁

很為他們的未來歸宿擔憂。在這裏，老

子《道德經》中所說的無為之益和有為

之害就成為寒山子用來評價不同佛教修

行方式的基準。

當然了，上引寒山子詩不僅體現

了道家老子的清靜無為思想，而且還是

佛教追求清淨寂滅的體現，而這正好可

以詮釋寒山子詩中佛道融合的特徵，是

寒山子將道家無為和佛教寂滅兩種價值

觀念融會貫通起來的體現。

三、靈活運用老子思維

老子對自己的載道之言具有高度

的自信，但對世人不能接受和理解自己

的觀點和主張又能夠予以理解和接受。

寒山子熟讀老子《道德經》，從老子那

裏學會了如何看待社會大眾對其詩的理

解和評論。

寒山子從老子那裏學來了對自己

作品的自信。老子《道德經》第八十一

章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

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

知。」11 面對世人可能以「不美」、「不

辯」、「不博」等種種理由指責自己

的作品，老子堅信自己的《道德經》

是載道之言，具有可信性、向善性和

真知性等特點。寒山子聽到過不少關

於其詩的負面評價，如：

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

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

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12

有個姓王的讀書人，就經常嘲笑寒山子

的詩，說他的詩毛病非常多，不僅不知

道如何避免「蜂腰」、「鶴膝」之類的

失誤，而且也不知如何保持平仄押韻，

還經常運用一些過於通俗的口語。寒山

子對這些批評一概置若罔聞，反而譏笑

這位王秀才作的詩就像盲人在歌詠太陽

一樣，都不過是別人的陳詞濫調，其中

完全看不到他自己的任何見地。

不能欣賞寒山子詩的大有人在，

這位王秀才不過是代表而已：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

莫知真意度，喚作閑言語。13

天台山下的天台縣，不知有多少人，都

無法理解寒山子詩的妙處，不能知道其

中的真意所在，他們都將寒山子的詩看

作沒有意義和價值的閒言碎語。這多少

令寒山子有些沮喪，但他還是非常自信

的。他不僅自認為是寫詩的好手，而且

還提出自己的詩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

思想價值：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

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

一例書岩石，自誇云好手。

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14

寒山子這首詩，是對自己六百篇詩的總

結和概括。就體裁來說，寒山子這六百

篇詩包括五言詩五百首，七言詩七十九

首，三言詩二十一首。由於條件非常

艱難，寒山子只能將自己創作的這六百

篇詩書寫在山岩石壁之上。寒山子不無

自誇地認為，自己絕對有一把寫詩的好



道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121

釋儒與教

手，如果有人理解這些詩，肯定可以從

中獲得大智慧，就如同佛教中培育了三

世諸佛的般若類經典一樣。可以說，寒

山子這些自評其詩的詩，在反映他的文

藝主張的同時，也透露出他對自己作品

具足「信」、「善」、「知」等藝術品

格的高度自信。

寒山子還從老子那裏學會了對自

己的讀者進行分類評述的思維方式。老

子《道德經》第四十一章云：「上士

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

道！」15 老子將自己的讀者分為三類，

能辛勤實踐其思想學說的為上士，能思

考其學說意義和內涵的為中士，對其學

說橫加嘲諷的為下士。寒山子將此法學

過來，也將自己的讀者分為三類。他說：

下愚讀我詩，不解卻嗤誚。

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

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

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16

在寒山子看來，那些下愚之人讀了他的

詩，不僅不能理解，而且還加以嗤笑嘲

諷。那些中等水準的凡庸之輩讀了他的

詩，考慮來思量去，認為是非常簡明扼

要的作品，但卻不知其好在甚麼地方。

而那些上等根機的賢明之士一讀之下，

便能立即發出會心的微笑，就像三國時

期的楊修看到曹操留下來「黃娟幼婦」

幾個字，便知其為「絕妙好辭」一樣。

在另一首詩裏，寒山子對自己的

這三類讀者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評論，特

別是對其中下士展開了深刻但又不乏悲

憫之意的批評：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

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

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

直待血淋頭，始知自摧滅。

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

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

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

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17

在寒山子看來，上等根機的賢明之人由

於根性聰明，智慧猛利，所以他們一讀

到，或者聽說寒山子的詩，便能真正體

景宋本《寒山子詩集》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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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其中的奧妙，這既包括詩中道理的

深奧，也包括藝術形式的美妙。中等水

準的人們由於內心清淨，心地善良，他

們會對寒山子的詩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

索，認為是非常精當和扼要的作品。而

那些下等根機的人由於思維反應非常遲

鈍，心靈世界極其陰暗，內心想法十分

愚癡，思想觀念頑固不化，因此其錯謬

觀念也是最難破除和改造的。非要鮮血

淋頭的時候，他才會明白是自己走上自

我毀滅的不歸之路的。由於對國家禁令

的明知故犯，最終被押赴鬧市斬首示

眾，其屍體像塵土一樣被丟棄，此時還

能向誰去講說那些做人的道理呢！明明

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卻被一刀砍成兩

段，實在是太可惜了。至此，寒山子不

忘借機提醒那些長著一副人的面孔卻懷

有禽獸心腸的人們，一輩子造惡作業，

終究會有徹底休歇的那一天，他實在不

願意看到那些愚癡之士繼續走向這樣的

下場。在這裏，寒山子進一步充分彰顯

了自己的詩在個人成長過程中所具有的

社會教育意義。

寒山子從老子那裏學來了對自己

作品的自信，學會了對自己讀者的分

類，這應當非常有利於他保持自己的創

作興趣，堅持自己的寫作風格，從而給

後世留下一部帶有佛道融合色彩的通俗

詩集，使今天的人們可以由此考見唐代

中晚期社會下層民眾的心理狀態。

四、堅決反對神仙之論

寒 山 子 雖 然 非 常 熱 愛 老 子 及 其

《道德經》，對老子《道德經》所揭

櫫的無為境界推崇備至，從老子《道德

經》中獲得了許多有益的啟發，但他對

那些自居於老子後學的修仙之士卻甚無

好感，對那些據說傳自老子的修仙之術

也殊無好感。

寒山子曾在一首詩裏詳細描述他

參訪道觀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所思：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

星冠月帔橫，盡云居山水。

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為比。

謂言靈無上，妙藥心神秘。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

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墮地。

饒你得仙人，恰似守屍鬼。

心月自精明，萬象何能比。

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

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擬。18

有一天，寒山子來到雲霞觀，去拜訪那

些學道修仙的道長們。寒山子看到這些

道長們頭戴星冠，身披月帔，都說居住

在人跡罕至的山水之間。寒山子就向

他們請教神仙之術，這些道長們都說其

殊勝性是無可比擬的，非常靈驗，他們

修煉的靈丹妙藥非常神秘，不能輕易示

人。他們一直守候在這裏，等待著最終

乘鶴或者乘魚而成仙。寒山子就此展開

進一步的詰責和問難，認為他們講的不

合道理。在寒山子看來，追求長壽成仙

就像仰箭射空一樣，用不了多久，那支

箭就會墜落在地上。即便是真的成了仙

人，可以長生不老，也不過是個守屍鬼

而已；人們的內心就如那一輪皎潔的明

月，是世間任何事物都不可比擬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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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真知的修仙煉丹之術其實也沒有甚

麼玄妙的，就是自身本有的元神，即人

人本具的靈明知覺。寒山子勸導人們不

要學習那些頭戴黃巾的道士們，懷抱著

愚癡之念不肯丟棄，夢想著有朝一日能

夠得道成仙。在今天看來，寒山子跑到

道觀裏頭向道士們宣講修仙的荒謬性是

極不可取的，但這確實反映了他對道教

神仙之術的不理解和不認同，這也許就

是他學習老子而最終走入佛門的重要原

因。

寒山子對秦始皇和漢武帝的尋仙

求藥之事持一種非常嚴厲的批判態度：

嘗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

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

金臺既摧折，沙丘遂滅亡。

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19

寒山子經常聽說漢武帝以及秦始皇的故

事，這兩位著名的帝王都非常喜歡神仙

方術，他們無不希望延年益壽，但卻都

沒有得享長生。漢武帝為了求仙，曾不

惜黃金建造高臺，最後摧折傾倒，沒有

任何的結果。秦始皇尋仙求藥，巡遊天

下，行至沙丘，最終落得個暴病身亡。

當年何其顯赫，而他們葬身的茂陵和驪

山，如今都覆蓋在茫茫叢生的荒草之

下。很顯然，作為佛教徒的寒山子對於

仙道長壽之類的說法保持著高度的清醒

和冷靜，這也是佛道兩種宗教思想觀念

不同的集中體現。

寒山子喜歡老子，從老子中獲取

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養，最終進入佛教

的殿堂，因此他的詩中體現出濃郁的佛

道融合的色彩。但他對於作為老子正統

傳人的道教的神仙長生之說又極為排

斥，則體現出佛道兩種宗教在價值追求

上的相互差異和排斥，因此寒山子的詩

在一定程度上又彰顯了老子與道教的不

同。從寒山子樸實的詩句中，我們可以

看到佛道之間既相互吸收又相互排斥的

複雜關係。

1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

蘇州：寒山寺，2017 年景宋本，第 6 頁。

2　同上，第 25 頁。

3　同上，第 10 頁。

4　（春秋）老子：《老子》，《老子‧

莊子》，揚州：廣陵書社，2009 年，第 2頁。

5　同上，第 13 頁。

6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

第 10 頁。

7　同上，第 32 頁。

8　同上，第 29 頁。

9　同上，第 31 頁。

10　同上，第 28 頁。

11　（春秋）老子：《老子》，《老子‧

莊子》，第 17 頁。

12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

第 45 頁。

13　同上，第 29 頁。

14　同上，第 42 頁。

15　（春秋）老子：《老子》，《老子‧

莊子》，第 9 頁。

16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

第 21 頁。

17　同上，第 38 頁。

18　同上，第 39 頁。

19　同上，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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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孤說：
方以智 對          的儒學化解讀《莊子》  

方 以 智（1611 －

1671），字密之，號

曼公等，出生於安徽桐

城 士 大 夫 家 庭， 在 1640 年

中進士。崇禎帝死後流亡南方，

雖被永曆帝數次徵召卻稱病不出。

清軍入關後，方以智被清軍捕獲，因不

願歸順清王朝而依金陵大報恩寺覺浪道

盛和尚（1592—1659）披剃，晚年又因

文字獄而被清廷拘捕押，在赴廣東途中

投江自盡。

《藥地炮莊》為方以智晚年出家

後所編撰的《莊子》集注。「藥地」為

方以智出家以後的遊歷之地，「炮」指

的是中藥的炮製法，方以智以各家著述

集評《莊子》，自稱為「炮莊」。《藥

地炮莊》由《莊子》原文、集評和眉批

組成。其中，集評內容涵蓋歷代各家莊

 吳  卿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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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注，還包括了以覺浪道盛禪師為核心

的明末遺民的莊子學著作以及方以智家

族的部分著作。眉批則多為禪宗公案，

方以智用這些公案來表現「炮莊」的言

外之意。

《藥地炮莊》的主旨，在於會通

儒、釋、道不同理論來論證莊子是堯孔

真孤的「托孤說」。此「托孤說」表面

上看是莊子與孔子的關係以及《莊子》

文本和儒家經典之間的關係，內裏卻隱

藏了《莊子》與曹洞宗的關係，《莊子》

和遺民的關係。由此揭示了三教道統的

「托孤」、曹洞宗的宗門「托孤」和遺

民的精神「托孤」。

一、「托孤」的孔子

在方以智看來，孔子不僅僅是儒

家的聖人，也是儒、釋、道共同的聖人。

在儒、釋、道關係之中，方以智主張以

孔子的儒家思想為主流調和並容納釋、

道： 

孔子盡性、知命而罕言，言

學以正告者也；老尊命以殉性，

反言者也；佛尊性而奪命，縱橫

倍仵者也。佛好言統，老好言泯，

大成攝泯於隨，貫而統自覆之。1

方以智以儒、釋、道對性與命的不同進

路為例說明了孔子的包容性。在他看

來，只有孔子真正做到了「盡性知命」，

然而因為孔子「罕言」，所以多從採取

正面教人的方法來言說二者。儘管老子

的「尊命以殉性」從反面教人，佛陀的

「尊性而奪命」從異於常理之理教人，

但是兩者皆是「盡性知命」的不同表述

因而可以統一於孔子「盡性知命」之

中。方以智用「統」、「泯」、「隨」

來代指孔、老、佛之學，得出孔子之

「隨」不但可以含攝老子之「泯」，還

可以使佛陀之「統」貫穿在其中，由此

擴大了孔子之學的外延，使之成為可以

包容老、佛學說的大全。

方以智對孔子作為三教聖人的推

崇在《藥地炮莊》中也有反映。在《藥

地炮莊 • 總論上》中引司馬談〈六家

指要〉時，方以智於眉批中提出：

匹夫統君師之道，六家歸於

素王，明矣。然各容專門，而統

於中正。談執遷手，何嘗不尊孔

子哉？ 2

方以智認為司馬談在〈六家指要〉中提

出的「六家」，看似六家，其實皆可以

歸為孔子，以孔子的包容性而統一，以

其調和性而分門別類。而在《藥地炮

莊 • 黃林合錄》中，方以智假設孔子

如果遇到佛陀將會持何種態度時說道：

聖人各因其地、因其時，舉

而表之，皆本具者。孔子遇迦文，

必移猶龍之歎。迦文入中土，必

通周、孔之書。但因才因俗，各

極其致；時位所宜，各通其變。3

他認為孔子會感慨佛陀如龍一般。同

樣，佛陀如果來到中國傳教，一定會通

曉周公、孔子之學問。這種學問的相互

瞭解並不意味著儒學和佛學的同化，孔

子對佛陀的讚歎表現了聖人之學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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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的協調和包容。一方面，允許儒學

與佛學不必一致，而是根據各自所處的

時代特點「各通其變」。另一方面，這

種不同不會妨礙彼此，兩者仍可以自由

的對話和交流。孔子的協調和包容，使

得孔子不僅可以讚歎佛陀為龍，也可以

以老子為師：「孔子無可無不可，師老

聃而友原壤，何損於聖」？ 4 孔子的聖

人境界不是超越一切學說進而排斥一切

學說，而是取消了對一切學說「可」與

「不可」的分別。於是孔子可以以老子

為師，以原壤為友而不使得自己的聖人

境界受到損毀。

由此包容三教，使得孔子成為三

教道統的集大成者。在《藥地炮莊 •

總論上》中，孔子對三教的集大成又被

表述為「大全」與「百家」的體用關係：

沒百家而無大全，離大全無

百家。故曰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

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

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跡

大全者，聖人也。5

「大全」為體，「百家」為用，體不離

用，用不離體。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賢人雖然知道「大全」，卻在「百家」

之外尋求「大全」；只有聖人做到了在

「百家」之中發現「大全」，將「大全」

之用化為「百家」之用。對此，蔣國保

先生認為：

百家與「道」的關係，是體

用關係，也就是說，儒釋道三教

百家之差異，對於「道」來說，

無非是它之不同表象。必須指出

的是，使三教所以「合一」的那

個「道」，在方以智那裏，實指

儒家倫理綱常普世之道，而非虛

無抽象之道。這與其百家同歸儒

宗的主張是吻合的。6

從方以智的聖人標準而言，「百家」不

僅僅是作為「大全」之「道」的不同表

像，更是「大全」之「道」本身。如果

只是追求超越於一切「百家」之上的

「大全」，只能是「賢人」。儒、釋、

道合一，不僅僅是回歸「儒家倫理綱常

普世之道」，更在於作為聖人的孔子以

「大全」貫「百家」之用的協調與對「百

家」即是「大全」的包容。此「已極大

全而泯跡大全者」的孔子，正是莊子托

孤源起。

二、被「托孤」的莊子

方以智認為《莊子》文本旨趣上

和儒家經典相通，由此證明莊子是「堯

孔真孤」、「儒宗別傳」。此舉打通了

明末遺民心中入世和出世、隱逸和仕途

的隔閡，從而為遺民提供心靈上的退路

以救治現實中因為國破家亡而帶來的困

頓。

方以智認為莊子才是孔子的「真

嗣」，以「孔老通家」的緣故而托在老

子的門下以「儒宗別傳」的形式出現：

曰：「向以老、莊並稱，莊

譏諸儒，獨於老無間言，稱為吾

師，非老聃之真嗣乎？」曰：「此

托孤之神也。孔子嘗問禮於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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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嘗稱曰吾聞諸老聃，則孔老通

家也。莊子目空萬古，捨老不托，

更欲托誰以自全此寓言乎？夫既

謂之寓，則相似而非真也，豈可

忘其真出處哉？」7

方以智從「孔老通家」出發，對傳統的

老、莊關係作出了新的闡釋。他認為

老、莊並稱不意味著莊子是老子的「真

嗣」，恰恰是莊子托在老子名下以保全

自己的遮詮手法。莊子用寓言，一方面

是在諷刺孔子之後的儒生對孔子精神的

割裂，另一方面也對孔子的推崇。因

此，莊子通過「遣放」、「自毀」之詞

從「另路」表達了對孔子的推崇，是孔

子的別傳。

其證據就在於《莊子》的文本可

以和儒家經典進行相通並體現儒家經典

的主旨。在《藥地炮莊 • 總論中》內，

方以智引用覺浪道盛曰：

內七篇已豁然矣，究不外於

慎獨、致中和，而與人、物冥聲

臭，歸大宗師於孔、顏，歸應帝

王於堯、舜也。8

〈大宗師〉本意以孔子與顏回的寓言來

體現「大道」對仁義、禮制乃至形體的

消解。〈應帝王〉本意主張從「大道」

出發順其自然來達到「無為之治」。

覺浪道盛和方以智二人巧妙地利用《莊

子》中不直接言「大道」為何這一特點，

將「慎獨」、「致中和」等思想引入「大

道」，從本體意義上提升了儒家的精神

內涵。於是就〈大宗師〉而言，顏回和

孔子的對話就是對孔顏真精神超越於具

體的仁義、禮制乃至形體的揭示；而〈應

〈藥地炮莊卷之一〉部分內容（載於《藏外道書》第 2冊，頁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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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無為而治」也成為了堯、舜

發明「道心惟微」的「允執厥中」。其

目的，在於借「大道」的超越性懸解了

明末遺民在現實中仁義難行、忠臣難當

的困頓局面。

此外，方以智還認為「《莊子》

者，殆《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9，

由此使得《莊子》能夠和《易》、《中

庸》等儒家經典的主旨相聯繫，以此

進一步縮短遺民心中《莊子》和儒學

經典之間的距離，最大限度爭取遺民

們的認同。就和《易》的相通而言。

方以智在《藥地炮莊 • 黃林合錄》中

引商英曰「生死、幽明、鬼神，《易》

言之矣。莊子發揮『朝聞夕可』，取痛

快耳」10，說明《莊》《易》在概念上

可以相通。在《藥地炮莊》卷一的開篇

中，他認為：「善寓莫如《易》，而《莊》

更寓言之以化執。」11 由此說明《莊》

比《易》跟善於運用寓言。就和《中庸》

的相通而言，方以智在《藥地炮莊 •

〈齊物論〉總炮》中認為：「通一不用

而寓中庸，環中四破，無不應矣。析《中

庸》為兩層而暗提之。」12 以〈齊物論〉

中「環中」、「寓中庸」等說法深化了

《中庸》「中」的含義。在《藥地炮莊 •

養生主》題解中，他認為「此篇發明慎

獨中節之學」13，意指庖丁解牛之精進

功夫也是《中庸》「慎獨」的最好注解。

由此，方以智將《莊子》轉變成遺民們

寄託儒家理想的最好歸屬，以此為遺民

們的心靈提供一條隱逸之路。

方以智從莊子的寓言出發，通過

將《莊子》文本和儒家經典相聯繫，其

目的在於消除明末遺民群體心中儒、道

之間的隔閡，為入世不得而困頓不已的

自己和友人尋找寄託心靈的空間。通過

打通《莊子》文本與儒家經典的界限，

方以智企圖以莊子的隱逸精神和出世情

節來消融自己內心的痛苦，以莊子為遺

民精神之「托孤」。

三、「托孤說」中的孔莊關係

因為方以智的孔子是集三教之大

全的聖人，當通過「炮莊」論證莊子是

「堯孔真孤」、「儒門別傳」時，莊子

之「孤」也是三教道統的「真孤」。

在方以智看來，《莊子》一書和

《六經》、《論語》一樣也是儒家精神

的表現。在《藥地炮莊 • 惠子與莊子

書》中，他認為：

幸有惠施為告世曰：義精仁

熟，而後可讀《莊子》；蒸湆《六

經》，而後可讀《莊子》。則《莊

子》庶幾乎飽食後之茗荈耳。14

此處借惠施的口宣說《莊子》與《六經》

的關係，認為只有熟悉孔子的「仁義」

主旨才能真正讀懂《莊子》一書。同樣，

只有瞭解了《六經》中的儒學主旨，才

能讀懂《莊子》所要表達的含義。由此，

《莊子》一書就如同吃飽了以後幫助消

化的茗茶一樣。

就《莊子》和《論語》的關係而

言，方以智則認為《莊子》直接在主旨

上承接了《論語》。在《藥地炮莊 •〈德

充符〉總炮》中，他將《論語》和〈德



道

弘道  2021 年第 1 期 / 總第 84 期 129

釋儒與教

充符〉進行對比： 

王駘、申徒嘉、叔山、哀駘

它、無脤、甕㼜，以一支離而化

身也。《論語》之儀封、達巷、

荷蕢、接輿，皆孔子之化身支離，

相互酬唱。15

王駘、申徒嘉、叔山、哀駘它、無脤、

甕㼜，是〈德充符〉中出現的幾個外貌

醜陋或者形體殘缺的人物，莊子通過論

述這幾個人的故事說明了與道合一的精

神世界對於具體形體的消解。方以智則

認為這些人物實際上就是作為「大道」

之「一」的化身，表明了「大道」內涵

的豐富。此內涵豐富的「大道」也是孔

子的「大道」，因此儀封、達巷、荷蕢、

接輿這些《論語》中的典故，和〈德充

符〉一樣都是孔子的「大道」的化身，

是「孔子之化身支離，相互酬唱」。通

過豐富「大道」的內涵，方以智將莊子

之「大道」和孔子的「大道」等同起來。

由此，當方以智將《莊子》一書

解讀成和《六經》、《論語》一樣重要

的儒家經典以論證莊子是儒、釋、道共

同的聖人——孔子的「真孤」時，也意

味著他將莊子看成是三教道統之「真

孤」。

四、「托孤說」中的禪莊關係

方以智以孔子為佛教之聖人，因

此在討論孔子和莊子關係的同時，也隱

含了莊子和曹洞宗的關係。

曹洞宗與莊子的關係隱藏在孔子

與莊子的關係之中。在《藥地炮莊 •

總論中》中，方以智引用覺浪道盛對

《莊子》和《六經》之間關係的論述隱

晦的表達了曹洞宗與莊子的關係： 

《六經》，正告也。《莊

子》，奇兵也。惟統奇正者，乃

能知之，乃善用之。或謂《莊子》

別行於《六經》之外，余謂《莊》

實輔《六經》而後行。使天下無

《六經》，則莊子不作此書，作

《六經》矣。噫，吾於是獨惜莊

子未見吾宗，又獨奇莊子絕似吾

宗。16

覺浪道盛以曹洞宗「偏正關係」為方法

論會通《六經》和《莊子》，將這兩者

看成是相反相成的關係。以《六經》為

正，則《莊子》為奇，《莊子》一書的

出現是為了從反面輔助《六經》。如果

世間沒有《六經》的話，那麼莊子就會

去創作《六經》而不是編撰《莊子》一

書。就此而言，《莊子》就像曹洞禪法

一樣是「教外別傳」。

因此，覺浪道盛實際上是在方法

論的運用上實現了宗門的「托孤」。方

以智在《藥地炮莊 • 天下》中精闢地

總結了他這一目的：「和尚以莊子為托

孤，實是和尚托孤於莊子，而莊子又因

得托孤於和尚也。」17 莊子與覺浪道盛

相互「托孤」，就是《藥地炮莊 • 總

論中》中覺浪道盛的「自托孤與自正

孤」：

如儒、佛原不同教，而道本

妙葉，亦可同稱。圓機之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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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皆可。吾嘗曰：道若不同，

則不相為謀矣。是望人以道大同

於天下，使天下之不同者，皆相

謀於大同之道。必不使異端之終

為異端也。即有謂予借莊子自托

孤與自正孤，予又何辭！ 18

曹洞宗發展華嚴「理事無礙」，以「理」

與「事」的辯證關係說明「一多相融」

的佛理。此「一」即是覺浪道盛的「道

大同於天下」，此「多」即是不同教的

儒與佛。覺浪道盛以此曹洞禪法為方法

論會通儒、佛，使之可以相謀於「大同

之道」下，消除了禪宗之於儒家的異端

意義。由此，莊子「托孤」於孔子，也

是覺浪道盛借莊子對曹洞宗宗門的「自

托孤與自正孤」。張永義在〈方以智《藥

地炮莊》的詮釋特色〉中評價覺浪道盛

的「自正孤」和「自托孤」，認為他以

曹洞禪法為手段：

不僅實現了莊子與儒家的契

接，而且也順帶替自己身處的佛

門洗卻了異端的惡名。這大概就

是道盛念念不忘的「自正孤」和

「自托孤」的真實意思。19

此外，借由「托孤說」，覺浪道盛和方

以智二人一方面為曹洞宗宗門發展積極

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為走投無路的

遺民提供身心安頓的場所。正如邢益海

在〈道盛與方以智師徒的「托孤」說〉

中總結的那樣：

道盛之所以以莊子相托，無

非是考慮到莊子本身的詮釋空間

巨大，而「不仕二姓」的明遺民

們對莊子這種退隱哲學本就心靈

相通，講莊子又等於講禪，因為

二者本有許多可會通之處……現

在再拋出莊子為堯孔真孤，為儒

門別宗，破掉儒生們的成見，並

從他們熟悉的莊子開始逐漸曉以

禪法，或可去除儒生們對釋教和

宗門的戒備心理。20

隨著明王朝的覆滅，這些忠於舊國的遺

老遺少以拒絕出仕清廷作為自己最後的

道德操守，而現實生活的困頓和儒家君

臣之節的崩壞使得他們將眼光轉向《莊

子》的隱逸與超脫。《藥地炮莊》的橫

空出世，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他們心中

儒、釋、道的門戶隔閡，提供了保全自

身及其思想的道路。覺浪道盛的弟子多

為不願意歸順清廷的遺民，在「托孤

說」的感召下，他們選擇在佛法的庇佑

下為自己尋找一個身心安頓之處。對他

們而言，儒家的君臣父子之意、忠孝仁

義之節並沒有隨著現實當中明王朝的覆

滅而消亡，而是在曹洞禪法對「理」

和「事」的「正偏回互」下融入到《莊

子》的隱逸與超脫之中，由此使得遺民

們對儒家情操的堅守借由「托孤」得以

實現，而曹洞宗的法脈也因此「托孤」

而得以延續。

五、總  結

方以智集評諸家「炮製」《莊子》

論證「托孤說」，是接著覺浪道盛的「托

孤說」繼續講，既是遺民之「托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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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儒與教

也是道統之「托孤」，更是宗門之「托

孤」。通過這三層「托孤」，方以智力

圖在明末亂世之中為自己尋找一個身心

安頓的場所。對於此，韓煥忠在〈以禪

解莊、以儒解莊——方以智「莊子為堯

孔真孤」之說〉中總結道：

儒學、明王朝乃至佛教禪宗

均不能為方以智提供安身立命之

所，萬不得已，他以僧人之身而

炮《莊子》，正莊子為堯孔真孤，

從而為自己的孤懷獨往打開了一

片心靈空間。21

為論證「托孤說」，一方面，方以智將

孔子看成是涵蓋儒、釋、道的大全。另

一方面，他從「孔老通家」出發不但將

《莊子》文本在主旨上和儒家經典等同

起來，還最大限度的打通了明末遺民心

中入世和出世的隔閡，為入世不得而困

頓不已的自己和友人尋找寄託心靈的空

間。在孔莊關係上，因為方以智的孔子

是集三教之大全的聖人，在將《莊子》

一書解讀成和《六經》、《論語》一樣

重要的儒家經典來論證莊子是「堯孔真

孤」、「儒門別傳」時，莊子之「孤」

也是三教道統的「真孤」。而《莊子》

和《六經》、《論語》等同的成立，莊

子之「大道」和孔子之「大道」等同的

成立，是覺浪道盛和方以智二人以曹洞

宗家法作為方法論運用的結果，因此

「托孤說」也隱藏了曹洞宗宗門的「托

孤」。就此而言，方以智的「托孤說」

是一場「堯孔、莊子、仗人、以智之間

的全方位互托，這也是莊子之孤、遺民

之孤與宗門之孤的風雲際會」22。

1　〔清〕方以智撰，龐樸注釋：《東

西均注釋（外一種）》，北京：中華書局，

2020 年，第 209 頁。

2　〔清〕方以智著，張永義、邢益海

校點：《藥地炮莊》，北京：華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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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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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旨趣〉，寧波：《中共寧波市委黨校

學報》，2020 年第 4 期。

7　〔清〕方以智著，張永義、邢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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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第 4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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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2 期。

20　邢益海：〈道盛與方以智師徒的

「托孤」說〉，貴陽：《貴州社會科學》，

2012 年第 7 期。

21　韓煥忠：〈以禪解莊、以儒解

莊——方以智「莊子為堯孔真孤」之說〉，

成都：《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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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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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信息

恩師王卡先生的遺著《敦煌道教

文獻合集》第一、二冊馬上就要付梓

了，我們的心情是複雜而激動的。既為

先生數十年的心血終於結出了碩果而高

興，也為先生不能親見而憾嘆。不過，

我們又為初步實現了先生的遺願而鬆了

口氣，同時也為道教文獻研究領域增添

了一部巨著而欣喜。

2017 年 7 月在西藏送別王卡先生

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當時我們痛

苦萬分，下定決心一定要繼承先生的遺

志，完成先生未竟的事業，以告慰先生

的在天之靈。如今倏忽已三年，我們時

刻不忘先生的教誨，也在陸續完成先生

未竟的事業。一是完成了《中國本土宗

教研究》第一輯（2018 年）、第二輯

（2019 年）、第三輯（2020 年）以及

《王卡紀念文集》的出版；二是完成了

先生的遺著《道家與道教思想簡史》的

出版，該書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

程 2019 年度優秀成果；第三個重要的

工作就是大部頭《敦煌道教文獻合集》

的整理了，這項工作自 2017 年底開始

啓動，歷時三年，現在完成的階段性成

果就是第一、二冊（全書預計共六冊）。

在此，我僅將整理工作的過程做簡要介

紹。

2017 年 10 月，道教與民間宗教研

究室成立了整理工作小組，開始整理王

卡先生的遺稿。整理小組成員以道教室

在職人員為骨幹，所內有關學者、在站

博士後一同參加，並吸收了幾位所外學

者，他們是曾經參與過該項目但已經畢

業的王卡生前所帶的博士。整理小組成

員共十位：汪桂平、李志鴻、劉志、林

巧薇、李貴海、王皓月、易宏、張鵬、

《敦煌道教文獻合集》整理後記

 汪桂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王卡《敦煌道教文獻合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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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百濤、趙敏。

2017 年 12 月，我們已經整理出

一份初步的目錄，清理出了已有的成果

和尚待完成的條目，開始申請中國社會

科學院創新工程出版資助。在申請過程

中，得到了所領導和有關人員的大力支

持。如時任所長、學部委員卓新平研究

員提供了中肯的建議，並進行了大力推

薦，道教室老主任、榮譽學部委員馬西

沙先生也高度贊同並寫了推薦信，科研

處長蘇冠安為申報事項提供幫助，不遺

餘力。該項目於 2018 年 3 月獲批了出

版資助。同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也

獲得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的批

覆。此外，道教室主任汪桂平在 2017

年 12 月 12 日應西安聞道學社的邀請，

在西安舉行的一場學術講座上重點介紹

了《敦煌道教文獻合集》的價值和處

境。會後，咸陽中五臺道觀住持賀信萍

道長表示大力支持，並資助了首筆啓動

經費。在此，謹對各位領導、出版社和

賀道長的義舉表示衷心的感謝！

2018 年 2 月以來，全面展開有關

整理與研究工作。主要是分配專人對每

件文書進行整理，包括圖片和釋文，然

後每周召開一次討論會，由整理小組進

行充分討論後定稿。這項工作一直持續

到 8 月，後來因為調整了整理方案而暫

停。

2018 年 5 月，整理小組全體成員

兩次登門拜訪著名敦煌文獻專家方廣錩

先生，向方先生諮詢了本項目的編纂體

例、圖版採集、版權獲取等相關問題，

方先生在當時和此後多次為我們提供最

大力度的支持和幫助。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中

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舉辦了

「敦煌道教文獻研討會」，邀請了宗

教學和敦煌學研究領域的眾多專家出

席，如馬西沙研究員、卓新平研究員、

魏道儒研究員、郝春文教授、王宜峨研

究員、張澤洪教授、張廣保教授、何建

明教授、楊立志教授、郭武教授、劉固

盛教授、趙衛東教授、强昱教授、章偉

敦煌道教文獻《老子化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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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授等四十餘位專家學者蒞臨會場。

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敦煌道教文獻合

集》整理工作的傳世價值和世界意義，

同時也指出了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並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2018 年 9 月 9 日，整理小組成員

看望師母，經與師母商議，重新調整了

工作方案，即優先整理出版王卡先生

已經完成的部分，包括圖版、編目、解

題、錄文等，整理小組做好原稿的整理

工作，即分類、排序、少量的補充等，

盡量保持原文原貌。這樣的調整，主要

是為了充分尊重王卡先生既有的研究成

果，並符合遺作整理的規範。

2018 年底，整理稿提交出版社。

之後出版社進行排版、校對、圖片處理

等工作，其間整理小組成員又承擔了出

版社的外校工作。

2018—2020 年，整理小組與師母、

出版社等多方協同努力，基本解決了收

藏圖片量較大的國內外圖書館等機構的

圖版授權問題。出版社先後得到了法國

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照片授

權，也與英國國家圖書館建立了聯繫，

但日本的各個收藏機構卻無法聯絡。

為此，2019 年 11 月，道教室成員汪桂

平、譚德貴、林巧薇、李貴海四人專程

赴日本調研敦煌道教文獻，先後走訪了

杏雨書屋、京都博物館、龍谷大學圖書

館、書道博物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等收藏敦煌文獻的機構，在日本學者大

形徹、池內早紀子、小石佳子等人的幫

助下，我們幸運而順利地獲得了需要的

照片和授權。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我們

積極與各大藏書機構聯絡以解決版權問

題，但還是有一些圖書館、博物館和私

人藏書機構無法聯繫上，如果本書涉及

相關的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三年來，我們經歷了不少曲折和

困難，但得到更多的是眾多朋友的關心

支持和無私幫助，在此謹向所有提供幫

助的師友一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誠的

感謝！感謝參加本書整理工作的諸位同

仁！整理《敦煌道教文獻合集》的工

作，作為道教室創新工程項目的一部

分，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全體成員的一

致支持和積極響應，無論是整理校對文

本，還是舉辦學術研討會、出差調研搜

集資料，大家都是全程支持，毫無怨

言，令人感動。還要感謝已畢業的博士

易宏、胡百濤等人，他們雖然已經畢敦煌道教文獻《涉道詩‧題麻姑山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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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信術

業，但積極參與整理，每次召開討論

會，從不缺席，如易宏家住房山，單程

需要近三個小時，但從來都無怨無悔，

胡百濤出於責任編輯的身份還承擔了書

稿的統稿工作，補寫部分校記，撰寫了

整理按語等。為了完成王卡先生的遺

願，為了中國學術的責任擔當，所有團

隊成員均不計名利、無私奉獻、團結協

作、持續努力，整理工作也因此獲得了

有序推進，進展順利。

《敦煌道教文獻合集》共收錄敦

煌道教文獻八百餘件，經拼接整理、擬

定經名的道經一百七十餘種。全部成果

預計分六冊出版，八開彩印，每冊包括

圖版和釋錄。圖錄刊布所有已知敦煌道

教文獻寫卷照片，盡量使用分辨率較高

的彩色圖片，圖版經過剪裁、綴合和標

行，保守估計也有四五千幅；釋錄包括

解題、釋文、點校、編目等，文字量也

有一兩百萬。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而

且將從世界各地收集到的專題敦煌文獻

全部進行彩版印刷，目前海內外學術界

尚未有先例，故很多工作都是開創性

的，無疑增加了工作難度和預估的工作

量，但也突顯了成果的文獻價值、版本

價值和收藏價值。

本次出版的第一冊、第二冊，只

是全部工程（預估六冊）的一部分，後

續的工作量更加龐大，工作難度也將更

為艱巨，但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已

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我們會不畏艱

難，繼續努力。相信有中國社會科學院

創新工程的支持，有世界宗教研究所領

導和同仁的支持，有眾多海內外朋友的

關心幫助，我們有決心、有信心繼承王

卡先生的遺志，繼續第三冊到第六冊的

整理補遺，以最終完成這項嘉惠學林的

學術巨著！

記得王卡先生生前非常重視這個

項目，因為它代表先生三十多年研究敦

煌道教文獻的學術結晶。我們曾經不止

一次聽王老師說，他這輩子最終能長傳

於世的東西可能只有兩項：一項是《老

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另一項就是敦

煌道教文獻的整理。甚至還說甚麼時候

把《敦煌道教文獻合集》出版了，他死

也瞑目了。然而，合集尚未完成，先生

卻已長逝，令人唏噓長嘆！現在《合

集》終於出版，希望能够實現先生的

遺願，合格地完成這項學術研究工作。



敦煌道教文獻《靈寶真一五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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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第一學期，我有

幸旁聽了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

心舉辦的「中國宗教文獻」在線課程，

結課後仍然回味無窮，便在心中許諾一

定要寫一篇總結，以記錄參加這門課程

的印象和感受。

2020 年 8 月 1 日，我偶然看到課

程助教楊金麗學姐發佈了名為「西南交

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中國宗

教文獻』線上課程」的公開信。通過仔

細閱讀隨信所附的課程大綱，我發現任

課教師團隊陣容強大，除了西南交通大

學的呂鵬志、甘沁鑫、趙川、吳楊等老

師外，課程組還邀請了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張曉宇、王家葵、

紀贇、李薇、侯沖、定源法師等傑出學

者。課程內容以道教經典和佛教經典居

多，同時還將講解早期中國宗教文獻、

儒教文獻、宗教傳記、考古及田野資料

等，豐富而全面。我本就感覺自己平時

缺乏閱讀文獻、處理文獻的訓練，道教

經典、考古資料、田野調查更是接觸甚

少，看到有如此難得的機會自然不願意

錯過，便連忙給楊助教寫郵件報名，表

達了自己想要參加此次課程的強烈願

望。8 月 3 日，我收到了回覆郵件，我

被列入候補旁聽名單，每次開課後如

果 Zoom 會議室還有空位就可以加入旁

聽，或者在每週六的同一時間（20:20—

21:55）進入 Zoom 會議室觀看課程回

放。

2020 年 9 月 8 日，我正式加入「中

國宗教文獻」課程微信群。此群堪稱

「寶藏群」，特點有二：其一是「群英

薈萃」。除主講老師外，課程組還邀請

了道教、佛教研究領域的多名學者作為

特邀嘉賓在微信群中答疑解惑，他們分

別是：曹凌（佛、道教）、張超然（道

教）、雷聞（儒教或國家宗教、道教、

碑刻）、楊志飛（佛教文獻）、李福（Gil 

Raz，道教、英語翻譯）、宗樹人（David 

A. Palmer，道教，英、法語翻譯）、

張粲（道教，法語翻譯）、劉婧瑜（佛

教、道教、英語翻譯）、王皓月（道教、

 劉鄭寧 西北大學哲學學院

西南交通大學

「中國宗教文獻」在線課程印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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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翻譯）、許蔚（道教）、程樂松（道

教）、白照傑（道教、佛教）、孫齊（道

教）、張雪松（佛教）、陳志遠（佛教）、

孔雁（佛教）、程誠金（田野）、楊浩

（佛教、學衡數據庫）。此外，在平時

的討論中還能夠見到李翎、巫能昌等老

師的身影。其二是「分享交流」。凡有

關「中國宗教文獻」的學術問題均可在

群內自由討論；近期學術講座、最新發

表論著等學界訊息亦能在群內獲知。

2020 年 9 月 16 日，「中國宗教文

獻」在線課程在柏夷教授的致辭中拉開

帷幕。課程第一講為課程導論，由西南

交通大學呂鵬志教授主講「中國宗教文

獻」課程的內容、目的和方法。首先，

呂教授清晰地界定了「中國宗教文獻」

的內涵：一是早期中國宗教文獻，二是

儒、釋、道三教經典，三是包括宗教文

學資料、宗教考古資料、宗教田野資料

等在內的其他不同類型的中國宗教文

獻。接着，呂教授指出本課程目的在於

使中國宗教研究使用的文獻資料詳備、

可靠、吃透，故課程在「主講人」之外

設置了「預習人」，主講老師通過指導

學生預習文獻、提出相關問題以提升

學生閱讀文獻的能力。最後，呂教授以

論文〈敦煌寫本 P. 2440《靈寶真一五

稱經》校補解題〉為例，講解了綜合運

用文獻學、話語語言學、歷史學來研究

中國宗教文獻的方法。呂教授還強調，

要想吃透文獻，應將中國傳統的解題方

法與西方（尤其是法國學者）的解題目

錄的方法相結合，這個觀點令我深受啟

發。

2020 年 9 月 23 日，課程第二講由

呂鵬志教授主講「早期中國宗教文獻：

《史記 • 封禪書》《漢書 • 郊祀志》

《後漢書 • 祭祀志》」。我平素不大

重視早期的文獻，認為早期文獻內容不

夠豐富，不如之後的文獻那樣精彩，而

且很多內容不可考，難以汲取新知識。

但當我看到老師和同學們熱烈地討論有

關「雍五畤」的細節問題時，我由衷地

感到閱讀不能粗疏大意，細讀文本才

柏夷教授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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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所增益。在課後討論的過程中，

呂教授敏銳地指出了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著《古代中國社神》中譯

文的錯譯之處，這使我意識到翻譯學術

文獻絕非易事，從文言到白話的翻譯、

從文言到外文的翻譯、從外文到中文的

翻譯都存在失誤的可能。聯繫到自身翻

譯文獻的經歷，我認為，翻譯失誤有時

並不是外文水平的問題，而是缺乏對背

景知識、相關研究的了解。

2020 年 9 月 27 日，課程第三講由

香港中文大學張曉宇老師主講「儒教文

獻：《禮》學簡述暨《儀禮經傳通解》

解題——以郊廟時祭中的『九獻』儀式

為例」。這堂課令我耳目一新，因為在

我周圍的老師、同學大多關注儒家思

呂鵬志教授講解課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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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少有研究儒教禮儀，而我對禮學又

知之甚少，腦海中僅有的一點相關信息

是近年來有某些高校成立了「禮學研究

中心」。通過這一講的學習，我初步接

觸了三禮學文獻，從中體會到了「三禮

向來難治」，也了解到了一些儒教文獻

的常識。

2020 年 9 月 30 日，課程第四講由

呂鵬志老師主講「道教文獻（之一）：

天師道經典《度仙靈籙儀》」。天師

道的歷史演變我曾在專業課「中國哲學

史」中有所接觸，但是當時並未涉及道

教儀式，加之我從未親眼見過道教文

書，所以聽課時感覺非常新鮮。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呂教授在講授初次受童

子籙所用章文時，以自己為「祭酒」，

一名預習人為「男童」的形式來展示章

文，特別有趣。呂教授指出這類文書樣

本容易抄錯，比如 D3.2（更令遷十將

軍籙）的大段衍文疑抄自 D3.1（請一

將軍籙）。

2020 年 10 月 14 日，課程第五講

由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教授主講「道

教文獻（之二）：《真誥》文獻學識

小」。陶弘景的《真誥》非常難讀，有

關其源流版本的研究，王教授推介了陳

國符《道藏源流考》、趙益〈《真誥》

的源流與文本〉一文及所點校《真誥》

的「前言」部分。課程主體分為四個方

面：第一是從陶弘景對顧歡《真跡經》

的批評說開去；第二是陶弘景對降真文

獻的編輯處理；第三是陶弘景自引《真

誥》；第四是陶注研究。課程中，王教

授的愛貓也在旁乖乖聽課，非常可愛。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課 程 第 六

講由呂鵬志老師主講「道教文獻（之

三）：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

戒經》」。呂教授在這一講中提到的「緣

對功德報應二論」啟發了我進一步探索

善惡報應的問題，並在自己的專業課上

作了一次簡單的報告。簡言之，南北朝

道教繼承發展了「承負說」，並受到了

王家葵教授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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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三世輪迴、功德轉讓說的影響，使

得己身與家庭都會受報。事實上，無論

是「己身」還是「家庭」都與「自己」

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之所以有「二

論」，是因為不同思想流派對「甚麼是

『自己』」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同。一般

人認為的「自己」是「此世的自己」，

但早期佛教還以「寄胎流轉的自己」為

「自己」、早期道教還以「家庭和子

孫」為「自己」。此外，大乘佛教強調

整體性，以「眾生」為「自己」。經過

這堂課的學習，我也獲得了一些方法論

上的啟示：第一，要重視國外學者對於

中國哲學文獻的研究，他們起步早、研

究細，有很多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第二，當前佛道二教並舉研究的學者較

少，有的只懂佛教，有的只懂道教，但

佛道二教在發展中交織在一起，更應打

破壁壘、開闊視野，結合起來思考；第

三，從事佛教研究的學人可以立足非佛

教文獻反觀佛教。

2020 年 10 月 28 日，有關道教文

獻的課程暫時告一段落，「中國宗教文

獻」在線課程進入了佛教文獻部分。課

程第七講由新加坡佛學院紀贇老師主講

「佛教文獻 • 漢譯佛經（之一）：早

期佛教文獻與般若文獻簡介」。紀老師

的這堂課內容非常豐富，可謂圖文並

茂，PPT 達百頁之多，我也收穫頗豐。

紀老師本人非常謙虛認真，通過聽課，

可以知道他對犍陀羅語、巴利語、梵語

等文獻都有深入的研究，故而能將整個

佛教文獻的源流娓娓道來。有關這一部

分，我們還可以在他參與翻譯的《佛教

文獻學十講》中學習到更多。值得一提

的是，我因這堂課而仔細閱讀了紀老師

的文章〈《心經》疑偽問題再研究〉，

讀罷才知道我們非常熟悉的《心經》竟

還可以做如此細緻的研究！

2020 年 11 月 4 日，課程第八講由

西南交通大學甘沁鑫老師主講「佛教文

獻 • 中土著述（之二）：華嚴宗典籍《華

嚴五教章》」。「以漢傳佛教文獻的整

體來研究其特色，一定能比局限於某一

國家和地區的佛教研究闡發出更深刻的

內涵……」（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

化圈〉）課上甘老師引用的這句話令我

醍醐灌頂。華嚴是「國際化」的華嚴，

或者說是「東亞文化圈」的華嚴，自古

以來就有中國、朝鮮半島、日本等地的

僧人學習並發展，如今的研究者也應具

有東亞佛教的研究視野。

2020 年 11 月 11 日，課程第九講

由蘇州大學李薇老師主講「佛教文獻 •

漢譯佛經（之三）：律部經典《四分

律》」。據李老師的介紹，律藏文獻有

巴利文、梵文、藏文、漢文等，律藏文

獻異本多，有共通性，且漢譯文獻豐

富，適合比較研究；印度佛教中，一個

部派只能傳承一部律藏，可以從細節比

較找出部派佛教的不同特點。但目前國

內專門研究律藏的學者並不多，希望未

來有更多的學者能在這個領域鑽研出成

果。在我看來，《四分律》中規定僧人

犯了甚麼戒對應受到甚麼判定，似乎可

以與法律進行橫向比較。後來，在「佛

研青年」公眾號推送的〈佛研十問丨李

薇：犀牛之角〉一文中，李老師談到最

近在看 B 站羅翔老師的刑法課，這似

乎印證了我的這一想法。

2020 年 11 月 18 日，課程第十講

由復旦大學李猛老師主講「佛教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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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著述（之一）：護法論集《廣弘明

集》」。李老師分享了自己研讀《廣弘

明集》的心得體會，比如《廣弘明集》

中存在對個別句段、整卷、官文書、他

人論著的刪改，這些刪改的背後有甚麼

原因值得探究；又如《法苑珠林》卷四

○〈舍利篇〉幾乎整體抄錄《廣弘明集》

卷一七的內容，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但是少有人重視。

2020 年 11 月 25 日，課程第十一

講由吳楊老師主講「佛教文獻 • 漢譯

佛經（之二）：密教經典《大日經》《金

剛頂經》」。課程內容主要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講授中國密教的研究史、中古

時期的中國密教以及密教文獻簡介。第

二部分導讀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

神變加持經》、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

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的部分段

落。吳老師對於《大正藏 • 密教部》

之外的其他中國密教文獻可謂如數家

珍，所講解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了我。

2020 年 12 月 2 日，課程第十二講

由上海師範大學侯沖教授主講「佛教文

獻 • 中土著述（之三）：禪宗典籍《壇

經》」。侯老師介紹了自己研讀《壇經》

的經歷，在很久之前，侯教授參加了一

個研讀班，並執筆完成了敦煌本《壇

經》校釋疏義第一章、第二章，具體內

容見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二

編。另外，侯教授在材料收集方面具有

高度敏感性，他通過孔夫子舊書網發現

了契嵩本《壇經》。以此本對勘敦煌本、

存中本、惠昕本等文字，侯教授推斷出

了《壇經》演變的軌跡。

侯沖教授發現的契嵩本《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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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9 日， 課 程 第 十 三

講 由 呂 鵬 志 教 授 主 講「 宗 教 傳 記 資

料 • 道 教 傳 記： 上 清 諸 真 傳《 茅 君

傳》」。課上提及的由法國學者賀碧來

（Isabelle Robinet）整理的《茅山志》

與《雲笈七籤》互見文字對照表十分詳

盡，不由地讓人感歎外國學者對道教文

獻竟如此精通。正是通過這節課程我才

知道上清經包含經（如《大洞真經》、

《八素真經》、《靈書紫文》等）、傳

（〈王君傳〉、〈裴君傳〉、〈茅君傳〉

等）、真㖟（如《真誥》）、秘訣（如

《登真隱訣》《上清握中訣》《明堂玄

真經訣》等）四類文獻。

2020 年 12 月 16 日，課程第十四

講由上海師範大學定源法師主講「宗教

傳記資料 • 佛教傳記：《高僧傳》兩

系統文本溯源及其成因的思考」。定源

法師指出有關《高僧傳》的研究非常

多，但是日本古寫經卻少有人注意。即

便是日本學界，對古寫經的系統調查與

研究也是從近年才開始的，他們主要對

名古屋七寺、大阪金剛

寺、京都興聖寺、奈良西

方寺等進行調查。現知的

日本古寫經《高僧傳》寫

本有十種，此寫本系統與

刻本系統在分卷、所收人

數、傳記排序、文字表述

等方面有所差異。

2020 年 12 月 23 日，

課程第十五講由西南交

通大學趙川老師主講「宗

教考古資料：南朝隋唐

兩宋墓葬出土道教鎮墓

真文材料」。趙老師用

幾個鮮明的例子證明在研究道教史的過

程中，考古材料屬於新材料，不僅可以

與傳世文獻互證，以彌補傳世文獻的不

足，而且還可以藉此提出新的問題或找

到解決問題的新思路。但考古材料的發

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且會因時代、地

域、使用者身份、使用方式、盜墓活動

等因素而具有一些局限性。

2020 年 12 月 30 日，課程第十六

講由呂鵬志教授主講「宗教田野資料：

不足本五雷籙校讀」。在課上，呂教授

特別邀請了一位道長在線解讀籙中的內

容以及具體用法。另外，呂教授還向我

們分享了去贛西北考察戴禮輝、戴祥柳

道長所藏經籙的故事。呂教授指出贛西

北流傳的正一籙可與藏內外文獻互相印

證或解釋，但是民間文獻存在許多文字

錯誤，這些文字錯誤還有待學者整理校

勘。在課程的最後，呂教授強調了本課

程的宗旨：研究中國宗教文獻，必須要

掌握文獻學的方法。

侯沖教授推斷《壇經》的演變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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