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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彬

别名墨石，1931年

生于河北冀州，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

卫生书画协会副主席，卫

生部卫生工作者书画协会

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学

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

员，北京市道家书画委员

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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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宗教互信创和谐，道炁仙音满狮城。

回望2016年9月到2018年9月，在新加坡道

教总会第14届理事会的卓越领导下，新加

坡道教总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宫庙

会员数量稳步增加，并在弘扬正统道教文

化、维护多元种族宗教和谐、促进公益慈

善事业建设、开展国际道教文化交流等多

个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向民众与

政府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本季度，第15

届理事会已然选出，他们信心满怀，肩负着

伟大使命与殷切希望，将带领新加坡道教

总会踏上新的征程，创造又一轮的辉煌。

新加坡道教总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

维护种族和谐、促进宗教互信为己任；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种族和谐日大小纪

念活动。本季度，道总代表先后出席“IPS

宗教和谐座谈会”、“回教理事会开斋节

后茶会”、“第十五届种族宗教和谐联谊宴

会”、“宗教联谊会数码化倡议会”、“和

谐游艺会”等各类宗教和谐主题活动。欲

知详情，请参考本期“道总资讯”栏目相关

报道。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本季度新加坡

道教学院先后安排了《道教的生命关怀》与

《道德经》分享会，力求为广大学员提供最

完美的学习体验。本期“道教论坛”栏目则

继续刊发“第二届基督教-道教伦理对话

会”会议论文。由李纪道长与黄新华道长

与大家一起分享学道心得、生活智慧。

团结互信、和谐共荣。相信在新加坡

道教界的共同努力下，华族道教文化将会

历久弥新、香飘五洲，为种族和谐、人类和

平之大业做出更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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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一词历来有诸多的定义，人们从心理学、社

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角度可以对“人格”做出不同的定

义，这些定义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体而

言，都认为“人格”与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关，应

该是个人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思维

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综合表现。也就是说，人格包含三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内在的道德追求，我们可以理解为道德品

质；二是性格、能力和气质等外在的表现；三是人格具有

一定的倾向，即受社会、家庭文化背景影响或支配。所谓

健康的人格，则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人内在道德

追求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统一。同时，人格实践将个

人所处的环境带入健康人格的要素中，将能否很好的适应

外部环境作为衡量健康人格的标准之一。正如贾馥茗先生

在其《人格心理学概要》所描述的：“能够正视环境与个

人的责任，因而对自身、别人，或所居处的环境，能做正

确的适应”1...，这才是健康的人格。

健康人格是内在的道德追求和外在的人格表现，诸如

性格、能力和气质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统一的整体，以能否

很好的适应外部环境作为衡量健康人格的标准，这里所说

的外部环境，包括他人、社会、自然环境乃至宇宙。当人

的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实践和外部环境能够和谐统一的时

候，人格就是健康的，反之，如果出现社会适应方面的困

难，无论是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实践之间的矛盾，还是外

在实践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亦或是内在道德追求与外

部环境之间的矛盾，都会使人产生人格上的分裂。这就为

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健康人格以什么为出发点？又以何

种途径得以实现？我想，关于这个问题这不是单选题，也

没有标准答案。

信仰对于健康人格的确立及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

义。事实上，无论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人生信仰对于

健康人格的确立均有作用。健康人格是内在道德追求和外

在实践的统一，各种外在实践活动因内在的道德追求而聚

合形成有机的整体，同时外在的实践活动需要内在的道德

追求为其提供合理性的论证。而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道

德追求，也就是说为什么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就一定会

涉及到人的终极价值体系——信仰。信仰，为我们提供终

极的证据，即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

任何一种信仰体系，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伦理规范，这

种伦理规范作用于社会、家庭和个人，从而形成了不同信

仰、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家庭观念和健康人格的标准。下

面，我就从道教信仰的角度，为大家介绍道教的健康人格。

一、“欲修仙道，先修人道”——道教健康人格发	

	 展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

道经有言“欲修仙道，先修人道”。道教以“道”作

为终极信仰，信道者的实践是围绕修道而展开的，然而.

“仙道莽莽”，如何得以实践？落在实处，还是从“人

道”开始，从如何完善自我开始。从“人道”到“仙道”

这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如何跨越这段距离？我们说，用.

“修证”来跨越。

这里，我们需要先说说人痛苦的根源所在。千百年

来，人类社会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维持人类社会存在和

【第二届基督教道教论坛】

信仰、家庭与人格发展 
——道教信仰与健康人格
◆.文／李纪道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秘书长）◆

导言：健康人格发展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健康人格，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待人接物，处

理好人际关系，以成就自我。健康人格的培养，与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具有的文化底蕴乃至个人的

信仰有关。本文从道教信仰的角度出发，介绍道教健康人格所应具有的内在追求、外在表现和实践途

径，并期待这种具有道教特征的健康人格能够对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危

机，解决环境问题有所裨益。

1	 贾馥茗：《人格心理学概要》，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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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本准则。在每个人的自我人格形成以前，我们靠

本能和情感活动。随着自我人格逐步形成，若是人的“自

我”被放纵，过度生长，违背、践踏、超越了基本准则，

就会遭到基本准则的报复。外部环境影响人的自我实践，

自我实践与道德追求之间亦相互影响，若不及时修正，或

者自我实践与外部环境分裂，造成自我被社会边缘化，或

者自我实践与道德追求背道而驰，这便是人格分裂，用东

方人的说法这便是“求不得”，人生的痛苦因此而产生。

《道德经》中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

其咎”，便是这个道理。

如何避免这样的痛苦？道教用体悟“无为”来解决这

个问题。《道德经》中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从“人道”开始逐步“修证”进入“仙道”，这是一个不

断“损”的过程，“损”去过分的欲望和“自我”过度的

生长，让“自我”逐步回到基本准则的框架中，这便是返

朴归真，顺应自然。好比一枚顺流而下的浪花，逍遥而惬

意。顺道而行，便是“无为”。

道教健康人格的出发点是“人道”，遵从规律，包括

社会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和人性的规律，顺应规律，泰然

处之，自然而然的顺应规律，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进而逐步体悟“仙道”，抵达终极的幸福，这便是道教健

康人格发展的历程。

二、“慈”“俭”“让”——道教完善人格的外在表现

《道德经》中说：“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可以解

释为谦让。作为一个修道的人，“慈”“俭”“让”，是基

本应该具有的品德，亦是道教健康人格的外在表现。

“慈”，是慈心于物，对万物要有仁慈之心。《道德

经》中说：“爱养万物而为主”，这是道教对“慈”最明

确的阐释。道教的“慈”并非泛爱，亦不是妇人之仁，而

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万物

的仁慈。这种仁慈的主要表现是：让万物以其本身的形

态，本来的属性，本人的意愿和本然的方式存在；不去横

加干涉，尊重他，维护他，成就他，爱惜他，与他和谐相.

处。最近有个笑话，说“有一种冷是我妈说我冷”，这是.

现代版慈母多败儿的真实案例。这种对孩子过度的关爱，

并不是真正的“慈”。真正的“慈”，是尊重规律、公平

对待、成就万物之本然。

“俭”，是修道人对自己的内在道德要求，用《道

德经》的话来阐释，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

求人将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道教并不赞成过分的.

抑制人的欲望乃至完全“灭欲”，因为这不符合“自然”；.

同样，我们也反对欲望被放纵，“自我”过度生长。因为

这会遭到基本准则的报复，也不符合“自然”，这些都

与道教徒的内在道德追求并不相符。道教的“俭”，支持

人正常的欲望，反对人过分的欲望，提倡一切从简，随遇

而安，顺其自然。对待个人欲望的时候我们提倡“俭”，

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也提行“俭”。唐代高道司马承

祯，在他的《坐忘论》中提出了修道的阶次，其中必须做

到的一条就是“简事”：

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

任事之非当。任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弊于形

神。身且不安，何能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莫若断

简事物，知其闲要，较量轻重，识其去取，非要非

重，皆应绝之。2

司马承祯认为，修道人不应该有非分之想，所谓“命

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要追求非分的东

西。同样，处理事情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不能处理的事

情就放下，否则会让自己身心不安。所以，修道的人要“

简事”，没必要做的事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都不

应该去做。事实上，没必要做的事情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

的事情，都属于外部环境与自我实践之间因不协调而产生

的矛盾，当矛盾产生的时候，修道人就应该约束自己的欲

望和行为，尊重客观实际，遵循自然规律。

“让”，是谦让，表现了修道人对一切规律的敬畏。

修道人，当有敬畏之心，对人、万物、自然、宇宙的敬

畏。在健康人格培育的实践中，需要避免内在道德追求、

道德实践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人无法对抗

自然规律和社会基本准则，对抗只会带来失败和教训；所

谓“求不得”的痛苦正是藉此而生。一切的规律，都是大

道的显现，尊重规律就是对“道”的尊崇。修道人应该谨

慎的守住自己的本位，以谦让的态度对待人和事。人都有

被尊重的需要，所以我们谦让以尊重他人；社会准则和自

然规律必须得到尊重，所以修道人总是克制自己，坚守自

己的本位，在社会准则，自然规律面前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人、自然规律和社会准则的谦让，是修道人待人接物时

的基本态度。《道德真经》中这样描述一个修道人：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

涣兮其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

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泊兮若无止。（《道德真

经》第十五章）

2	 【唐】司马承祯：《坐忘论》，《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三版，第22册，第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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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的人，总是很小心就像冬天踏着薄冰过河，很谨

慎就像害怕周围的人，很庄重就像在做客，很随和就像

快要融化的冰，很敦厚就像山里人，心胸宽阔如山谷，胸

怀宽广如大海，淡泊到心无所依。修道人出于对大道的尊

崇，对准则的敬畏，故而总是小心的“制欲”，力求使自

己一切思想、行为能够合道，所谓“人行大道，号为道

士”，“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便是此意。

“慈”、“俭”、“让”，是对修道人思想和行为最

基本的约束，道教围绕“慈”、“俭”、“让”这一思维

模式和行为规范形成了卷轶浩繁的戒律条文，用以规范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神（鬼）、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内容涵盖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道教徒

协调、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是道教健康人格的“养成宝

典”。

三、“我命在我不在天”——对健康人格的积极实践

《西昇经》中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的意思

是，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并不是“天”的安排的结

果。大道化生了天地万物，并且制定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自然演化的规律，人对大道应该是尊崇的，对大道所化生

的规律应该是敬畏的；但这并不代表人在其中只能被动的

接受安排，相反人也可以积极的去创造，去实践，去争取

自己的未来。

《道德经》中说“道法自然”，“道”性本自然，生

化天地万物后便让天地万物按照规律自主的运转。人处于

世界之中，一方面必须受到“道”所建立的规律约束，另

一方面也能够合理的运用规律，积极实践以成就自我。比

如说，中国人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

应的规律已经昭昭然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行善或作恶是我

们每个人自主的选择，善报或恶报也会因每个人不同的选

择而降临。所以，在认识规律、遵守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实

践，这也是道教健康人格的一种表现。

“我命在我不在天”，提倡在人格培养过程中将认知

与实践相结合；肯定在健康人格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

动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具有激励作用；在面对困难时提升人的信心，提

高他们对抗人生挫折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较快，工作压力，竞

争压力易让人产生悲观情绪，有时甚至会丧失生活的信

心，如果人们能够充分理解“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思

想，对于个人自我的反省，提振生活信心是大有裨益的。

现今，“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已经成为很多人（无

论其是否信仰道教）的自我激励的座右铭。

四、总结

道教健康人格，倡导以“清静”之心关照外物，以.

“慈”、“俭”、“让”为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要求，

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态度积极实践，这是一套完整的

健康人格培养体系。道教所提倡的健康人格，在传统社会

中对于人的心理调适，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生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危机、社会伦理道德危机等一系列社

会、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有些危机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些危机的产生，很大

程度上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放纵人类自身的欲望有关。

以自我为中心，在人际关系上导致人与人关系变的紧张，

出现了各种恶性竞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社会伦理道

德危机由此产生；在国际关系上，不尊重他国的历史和文

化传统，导致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文化传统之间

的冲突，也直接激化了国际矛盾和地区冲突；在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上，“人类中心主义”，漠视了自然规律和人与

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导致了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被

破坏，动物物种大量灭绝等问题的产生并日益恶化。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省。社会是由

人组成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人所进行的活动，如果我们

能够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根源是由于我们人

类欲望的膨胀，“自我”的过度生长而带来的社会规则、

自然规律的报复，那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就应该成

为我们在健康人格培养过程的“必修课”。

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回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

与我为一”这一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定位，做到慈心于

万物，约束过分的欲望，对自然规律、社会准则保持敬

畏之心，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将能得到缓解和

改善；在国与国之间，如果本着“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

宜为下”的原则，尊重他国的文化传统，摒弃“零和思

维”，提倡共同价值，很多的贸易冲突、国际纷争将不会

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以自我为中心，以慈待人，以俭

律己，以让处事，我们的人际关系将变得和谐，身边将充

满关爱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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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廉政都是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话

题。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3000多前的西周

时期，著名政治家周公旦便提出了“以廉为本”的廉政思

想。西周以后，历代思想家对于廉政的重要性也都给予了

充分的认识，并留下了“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

秋·内篇杂下》)“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

帝纪》）“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

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晋书，阮种传》）“廉非

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揭傒斯全集》卷三）等

深刻论断。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自老

庄开始，便十分重视“廉政”的重要意义，并从个人自我

品德修养的角度，建立了“何为廉政”、“如何才能廉

政”的逻辑架构。在此基础上，道教还将廉政与自身的教

理教义相结合开展道德教化，以确保廉政在现实社会中得

以落实。

逻辑论证：人自廉洁以顺教

在中国的传统认识中，“廉”有棱角的意思，“政”

通正。“廉政”即为“廉正”的意思，其所表达的是有

棱有角的刚直性格，如《晏子春秋》中：“景公问晏子

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

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污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

长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这里，晏子以流

水来比喻廉政的人，认为正是有着像水一样，始终保持至

清之德，涤除污垢，才能保持长久的清明公正。显然，这

里廉政注重的正是人的品格特征，如同朱熹对《论语·阳

货》“古之矜也廉”的解释，“廉”的涵义是“棱角峭

厉”，其所表达的是刚直、方正、正直的君子品格。中国

古代对于廉政的这种解释，恰恰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政治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将政治生活与伦理道德相

结合，强调以德治国，政治活动的有序进行需要建立在个

人自我品德的修养基础之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

【第二届基督教道教论坛】

道教与廉政建设 
◆.文／黄新华道长（苏州市道教协会秘书长）◆

导言：道教认为，清廉蕴涵在人的天性之中，廉政是自我内在的要求，这种内在要求建立在不受物

欲、财富侵扰的心静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人极易受外在世界的纷扰而背离自然所赋予的秉性。故

而，廉政的最终实现，也需要通过不断的道德教化。因此，道教将廉政与自身的教义思想、伦理道德、

科仪戒律、仙真传记等相结合，把廉政作为成仙的重要品格要求，认为只须积德养廉，就能神庥迭赐，

修成大道。此外道教还充分利用了神仙世界的超凡力量，用神圣世界的权威和神仙的巨大法力，来震慑

和制裁那些不能遵循廉政品格的人；并对那些奉行清廉品格的人予以奖励，认为清廉奉公，功德阴及子

孙。道教这种以个人道德品质建设为主，以福德奖励和外部神灵监督为辅的廉政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廉

政建设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平天下”，治国、平天下等政治生活的开展都需从修身开

始。廉政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要达到廉政的目

标，却需要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道教同样将廉政的实行，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

础之上。

道教崇尚自然，因此在德治与法治之间，道教更加崇

尚通过启迪人的自然本性进行治理的德治。如道祖老子

就将“礼”作为社会有序管理的最差的选择，说“失道而

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三十八章）南华真

人也说“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

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

之度。”（《庄子·盗跖》）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也

有论述说：“人者，天之子也，当象天为行，今乃失法，

故人难治。教导之以道与德，乃当使有知自重、自惜、自

爱、自治，今反开之以刑法，使其视死忽然，尚勇力自

轻，令使传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克贼，迭相愁苦，故

天下人无相爱者，大咎在此。”1.认为社会的有序运行，

应该教导人们以道德，使人自重、自惜、自爱、自治，而

不是通过严刑峻法。同样的道理，廉政是通过道德的手段

以养成的。道教经典《道德真经四子古道集解》引用《通

玄经》就说：“法能杀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

能使人廉。末世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岂若古道淳朴而

无盗心哉。”2.唐代杜光庭真人《道德真经广圣义》在阐

释《道德经》“廉而秽”句时，也说：

廉，清廉也。秽，浊也。圣人率性清廉，自然化
下，非秽彼之浊以扬其清。有本为刿，刿，伤也。
圣人廉以成行，不伤于物。

义曰：圣人清廉以澡身，人自廉洁以顺教，岂复
滓秽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劝
之以利，诱之以赏，而人顺其教者十无二三矣。今

1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164页。
2	 寇才质：《道德真经四子古道集解》，华夏出版社，2016年，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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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不以赏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
自化之。岂俟宰割正方，而后知劝也。3

世间万物本由道化生，大道无私，能够“以百姓心为

心”，可以说，大道本是奉行清廉的，而由道所化生的

人，清廉本就蕴涵在人的天性之中，所谓圣人率性清廉，

人自廉洁以顺教。廉政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规范就能达到

的，法律所能达到的效果，“十无二三”。因此，廉政需

要通过道德的引导。那么如何引导呢？对此，北宋高道萧

真宰祖师的观点是“至静则廉”，他在《黄帝阴符经解

义》中说：

心静，天地之鉴也，鉴则自守其域，而廉出于
自廉也。是谓至静则廉。夫尽性以至复命，圣人得
之，故清净为天下正。4

“廉出于自廉”，廉政是自我内在的自我约束要求，

这种内在要求的提出是建立在心静的基础上的。心静，

不仅能鉴照天地万物，更能鉴照自己的内心，坚守内心的

原则。对此，萧真宰还引用了道祖老子“清净为天下正”

的观点，事实上，道教“至静则廉”的观点恰恰就出于.

《道德经》。《道德经》倡导“清净”，认为清净是本

根，静为天下正，因此要“致虚极，守静笃。”（《道德

经》十六章）提出“归根曰静，是谓复命”（《道德经》

十五章），认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

三十七章），“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五十七

章）。

在《道德经》的基础上，《黄帝阴符经》提出了“至

乐性余，至静性廉”的观点。金代刘处玄真人对此解释

说：“至静性廉，至静则尽于物也。性廉如莲，不着于水

也。达道之人，居尘不染，在欲无欲，磨开宝镜，应物之

形影何碍？”5.对此，宋代袁淑真祖师的解释更为细致，

他说：

志尚廉静，心无忧惧，情怀悦乐而逍遥有余也。
至乐者，非丝竹欢娱之乐也，若以此乐，性必无
余。故《家语》云：至乐无声，而天下之安。《三
略》云：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此言贤人君子以不顾
于物，不徇于财货，则理国安家，无淫刑罚，不越
国章，身无过犯，无所忧惧，自然心怀悦逸，情性
怡怿，逍遥有余，岂将丝竹欢宴之乐而方作乎？至
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终，故曰：至乐性余也。
至静则廉者，既不为小人丝竹奢淫之乐，自保其无
忧无事之欢，如此则不为声色所挠，而性静逸神贞
至廉也。故《亢仓子》云：贵则语通，富则身通，
穷则意通，静则神通。此四通之体，义存乎至静者
也。人能至静，可致神通，是名至静则廉也。6

“静”即是要不沉溺于丝竹欢娱之中，不为声色所

挠，不为财货外物所羁绊，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

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对外物希冀的越

多，得到的越多，内心就与清净越相背离，只有奉行“见

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的清净之道，

才能居尘不染，在欲无欲，以此理国安家，自然能够奉行

清廉之道。

无论在哪个时代，对财货的渴望都是清廉的天然公

敌。道教虽然不反对财富的获得，但向来讲究财富获得的

正义性，因此，南华真人说“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

也。”（《庄子·让王》）认为从别人的苦难中获取的财

富不是清廉的，其背后所强调的正是对公平正义，这也正

是廉政所要维护的精神所在。也正因此，为官之人，尤其

需要注意财富获得的合法性，不能沉迷于财货的活动。对

此葛洪祖师告诫说：“识多藏之厚亡，临禄利而如遗者，

廉人也。”（《抱朴子·行品》）能够理解道祖老子所告

诫的“多藏必厚亡”（《道德经》四十四章）的人，在获

得财物利益时能够如同丢失了东西一样，就是一个清廉的

人。葛洪祖师所言的，获得财货后所丢失的，恰恰就是“

静”。

道德教化：积德养廉有神庥

清廉的品格，源于“道”赋予个人的自然秉性。但人

在现实生活中极易受外在世界的纷扰而背离自然所赋予的

秉性，因此，廉政的最终实现，也需要通过不断的道德教

化。如同现代社会心理学所认为的，周边影响源的数量、

强度以及与受影响个体的接近程度对于受影响者的强度是

呈正比例关系的。7.廉政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

是道教所追求的太平盛世所需具备的重要条件。因此，为

了实现官员清廉的理想，道教将廉政与自身的教义思想、

伦理道德、科仪戒律、仙真传记等相结合，从而不断教化

人们奉行廉政的品格。

道教信奉大道，并以与道合一，追求长生成仙为宗教

实践的终极目标。但长生成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首先是

与人的品行相联系的。如道教经典所告诫的：“学道以致

仙，仙非难也，忠孝者先之。不忠不孝，而求乎道，而冀

乎仙，未之有也。”8.学仙并非难事，但如果品行不端，

求仙却是没有可能的事。而在成仙的诸多品格要求中，廉

政正是其中之一。《道枢》中就指出，神仙有可学之理，

但却有不学而自致，学而后成者和学而不得者的区别，这

主要取决于行为品格是与仙道越行越近还是越行越远，其

中“忠孝清廉，不待学而自得，谓之隐景潜化，死而不

亡，此近于仙者。”人如果能够做到“忠孝清廉”，就与

成仙越来越近。《太上老君养生诀》也告诫人们说：

且夫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
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
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捐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

3	 河上公、杜光庭：《道德经集释下》，中国书店，2015年，922页。
4	 《道藏》第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787页。
5	 《阴符经集释》，中国书店，2013年，222页。
6	 阴符经集释》，中国书店，2013年，288页。
7	 Latane, B.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mpa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1. 36(4)343-356.
8	 《道藏》第25册，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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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妒嫉。去此六者，则修生之道无不成耳。若此六
者不除，盖未见其益，虽心希妙理，口念真经，咀
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盖捐于其本而
妄求其末，深可诚哉！9

“廉货财”是能够让人长命百岁的养生方法，如果

不能做到廉货财，即便虔心诵读经书，服用灵丹妙药，

也是无法修身成仙的。在道教看来，“廉”是养生的一味

良药，道教重要经典合辑《云笈七签》卷四十引用《崇百

药》中关于道德品格是养生良方时就说，“清廉守分是

一药”“廉洁忠信是一药”10.对此，张三丰祖师更是把清

廉作为成仙的重要阶梯，他说：“为演真经作疏笺，不须

问卦与祈签。只须积德养清廉，自有神庥叠次覃。”11.认

为只须积德养廉，就能神庥迭赐，修成大道。《仙乐集》

也将清廉治政与修真成仙联系在一起说：“崇道德，清廉

治政，应变全周。待功成名遂，霞洞云游。琴剑仙经为

伴，蜕形去、真上云头。如庞许，全家拔宅，永永住瀛

洲。”12

清廉是与修道成仙直接相联系的，作为道教宗教实践

的重要内容，斋醮科仪中也反复倡导要奉行清廉，并把清

廉与斋醮活动是否能够通神灵验相联系。在《朝真发愿忏

悔文》的《净身业咒》中，更是把廉作为通神的条件，.

“杀盗淫邪污行免，慈廉正直可通神。是为清净自然身，

四兽百灵长拥护。”13《洞真太上八素真经修习功业妙

诀》也认为“既无法轨，身不清廉，是故不为奏御。”14

即如果不能奉行清廉的品格，所上的表文就无法奏达天

庭。《要修科仪戒律钞》引用《太真科》也说：“作斋之

家，请清廉道士，患无多耳。请人不限于数，令笃信者闻

之，生于归敬，自积福德，非斋不济。”15.道长如果不清

廉，那么他举行的斋醮法事就不能通神，也就没有意义，

因此举行斋醮活动要请清廉道士。

信仰确保：功德阴及子孙

在对廉政的倡导和追求过程中，道教在通过教义思

想、斋醮科仪、神仙故事等对廉政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

充分利用神仙世界的超凡力量，用神圣世界的权威和神仙

的巨大法力，来震慑和制裁那些不能遵循廉政品格的人，

并对那些奉行清廉品格的人予以奖励。

中国人普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东汉太守杨震

在深夜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为由，拒绝故人王

密的私下贿赂，就是秉着神灵时刻都在关注着个人行为的

逻辑进行的。对于这样的思维模式，道教显然是极为熟

悉，且运用娴熟的。

在对廉政进行监督的道教神灵谱系中，城隍神是重要

的一位。相对于人间的官僚体系，城隍既是守护城池之

神，也是超凡世界掌管人间事务，体察人间疾苦的重要神

灵。最迟自宋代起，就有官员到任前先往城隍庙敬香的记

载，如宋徐铉的《稽神录》、陆游的《宁德县重修城隍庙

记》等都有地方官员上任后拜谒城隍神的记载。朱元璋是

历代帝王中最重视城隍神的皇帝，他“封京都及天下城隍

神”，使城隍信仰成为官方意识，在全国普遍展开。而朱

元璋信奉城隍，即是要“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

为。”16.因此，他要求官员上任后，都要斋宿城隍庙中盟

誓，在任中清廉不贪，并接受城隍神的监督。这种做法在

明朝成为一种传统，即便在明代的小说中也有反映，如冯

梦龙的《喻世明言》中，贵州安庄县知县杨谦之便是先到

城隍庙内敬香盟誓，再往县衙上任。任前往城隍庙中敬香

盟誓的传统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朝，如俞兆岳任台湾知

府、纪晓岚任福建提督学政前都先往城隍庙中敬香。

在道教看来，城隍神和道教的诸多神灵一起，监督着

现实官员在执政过程中是否廉政，如果官员行廉政，那么

根据道教的承负思想，官员不仅自己能够得到福报，他的

子孙后代也会得到福报，反之，如果官员不能奉行廉政，

那么他和他的后代都会受到影响。《坐花志果·照例办二

则》中就记载了两位官员具疏城隍问报应的故事：归安费

公，虽然为官公廉，但因为过分追求照例办事，追求自己

公廉的名声，以致误伤了无辜人的性命，所以始终没有子

嗣。另一位张廉访，同样因为过分追求清廉之名，以致损

了清廉应有的本义，受此报应，他的子孙相互残害，以致

家族后继无人。两个故事之间，所不同的是，归安费公在

具疏城隍后，改变了自己的行为，真正的奉行公廉理政。

受此影响，费公将侄子过继为后人，使香火得以延续，而

他自己也成为了某郡的城隍。《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同

样记载了常州江阴俞生，因为父亲在任县令时受贿两千

金，污杀二人，阴报当绝嗣，幸而祖上有功，才得以仅留

一子，单传五世。俞生也受承负影响，科举无望。17

在道教的城隍信仰体系中，城隍都是由有功于民的历

史人物担任的，而这些城隍神中，绝大部分都是奉行廉政

的一代清官，因此，包拯、海瑞、汤斌、陈文龙等中国历

史上的清官都能在城隍信仰的版图中找到。与此同时，道

教的许多高道大德，后圣仙真往往也都是清廉的代表人

物。如净明道许真君，在成仙前当过四川的旌阳县令，并

以为官清廉公正而为百姓所爱戴，成仙后，他又留下了.

“忠孝廉慎，宽裕容忍”的八字宝训，使“廉而罔贪”成

为道教重要支派净明道的重要伦理精神。

清廉是行善积德的善事，它能消除人所犯下的恶，.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就将“清廉”与“仁慈、孝

敬、忠信、和柔、忍辱、奉戒、平等”等行为一道，认为

是消除人的“八难”，“超凌三界，逍遥上清”的八种行

为之一。

9	 《道藏》第18册，849页。
10	 张君房：《云笈七签》，华夏出版社，1996年，225页。
11	 张三丰著，方春阳点校：《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278页。
12	 《道藏》第25册，442页。
13	 《道藏》第34册，771页。
14	 《道藏》第33册，469页
15	 《道藏》第6册，956页。
16	 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47页。
17	 （清）黄正元：《太上感应篇图说》，学林出版社，2004年，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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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消除个人所犯的恶业之外，清廉还能为子孙

后代带来福报。《太上洞玄灵宝出家因缘经》中，就将先

人的正直清廉与“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淳和良善，不损

于物，安乐众生”等一道，列为能够给后世子孙带来巨大

福报的品德要素。《文昌帝君阴骘文》中，有“昔于公治

狱，大兴驷马之门”的劝善例子，说的是汉朝时的东海人

于公，为政清廉奉公，他在修门时将只需一马经过的大门

修成了能够容纳四匹马经过的大门。有人问他原因，他说

自己清廉奉公，积下阴德，子孙后代必定兴旺发达。为了

将来大门不用重修，所以才修成现在这个样子。果然，于

公的儿子后来做了丞相，孙子也做了御史大夫。道教善书

引用于公的故事，正是要劝导人们清廉奉公，功德阴及.

子孙。

现实意义：清廉本自内中求

作为中国文化根柢的道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中

国乃至世界优秀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广

博的思想体系。如卿希泰先生所言，道教文化中有着许多

的救世良方，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18.道教以个人道

德品质建设为主，以福德奖励和外部神灵监督为辅的廉政

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首先，廉政目标的达成，需要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者们

都具有清廉的品格，奉行廉政的行为。廉政的行为虽然与

社会的外部环境，如政治氛围、法律制度、道德监督等相

关联，但其根本所在，依然是人的主观选择。自人类有政

治活动以来的历史表明，任何时代都推崇廉政，惩治腐

败，社会的道德舆论也始终倡导清廉的品格，所有的贪官

污吏也都对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谴责心知肚

明，但即便是在极力推崇城隍信仰，对于贪官污吏实施残

酷的扒皮极刑的朱元璋时代，腐败现象依然存在。由此可

见，廉政目标的实现，外部约束是一个手段，但如道教所

认为的，清廉出于清净的内心，只有将清廉内化为内在的

自我要求，廉政才成为可能。因此，廉政建设首先必须是

对于人的道德教育，即廉政教育。就此而言，如同牟钟鉴

先生所言，“道教道德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

产，是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必须开发运用的重要精神资

源。”19.作为道教道德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道教的廉政

思想理论和实践如上文所述，内容丰富，且他将廉政的思

想品德与个人追求清净、自然的内在要求相结合，把奉行

廉政行为作为个人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要求按照清静的

要求，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过度贪求物质生活的享受，

既承认了人的合理欲望要求，又防止人因为欲望过度而偏

离本性，为个人践行廉政思想展现了可行的路径，也昭示

了长远清净、与道合一的长远追求，形成了一套廉政教育

的完整理论和实践路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的贪官悔

恨录都表明，许多贪官污吏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歧路的，

相反，许多贪官一开始也都秉持着廉洁奉公、行政为民的

理想，但其最终走向深渊，恰恰就是为贪欲所牵引，远离

了清廉本性，最终走向了堕落的深渊。

其次，现代心理学认为人都有自我同一性，而在同一

性的实践过程中，个人所参照的信息往往源于他所熟悉且

信赖的人。这种同一性会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不断增强，而

当他的这一自我同一性与他人心目中的感觉相吻合时，这

个人“生涯”便是大有前途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道教对

官员的廉政引导正是自我同一性的追求过程。通过高道仙

真清廉奉公的仙话故事，道教为人树立起一个追求清官的

同一性认识，这一认识的来源，既是历史上现实存在的官

吏榜样，也是为人们所爱戴的道德楷模。在担任官员后，

每一次的履新都要到宫观中进行一次新的盟誓，从而进一

步加强自我的同一性认识，而当个人对于廉政的同一性认

识得到周边百姓的认可时，官员个人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认

可，也就达到了廉政的最终目的。现实中，也有许多官

员，虽然一开始也始终秉着清廉为官的理想，但是面对一

次又一次的诱惑，最终溃败在“只拿这一次”的初次思维

中。这恰恰是自我的同一性认识在实践中被冲淡了。当今

的廉政建设，同样需要按照道教对于廉政的道德教化一

样，不断的强化自我对于清廉为官的自我同一性认识：即

通过树立廉政的典型，并对廉政典型进行不断的宣传，使

公务人员建立廉政的同一性认识；在使廉政典型作为青年

公务人员的精神导师之外，还要让青年人不断的接触廉政

典型，通过廉政典型的言传身教，不断强化青年公务人员

的同一性认识；在对公务人员的同一性教育过程中，使公

务人员不仅认同榜样的廉政行为，同时将自己的事业与荣

誉与廉政行为相统一，如同道教把廉政行为与自身及家族

的福德相挂钩一样，使现代公务员因为自身的廉政行为获

得相应的奖励。

最后，是有效的监督。道教的廉政思想是建立在个人

的内在需求之上的，但内在的需求往往也需要外部条件的

激发。因此，道教在廉政理论和实践中十分注重神灵对于

个人行为的监督，把人的行为放置在神灵时刻的监督之下，

并结合承负思想，认为神灵会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善恶与否

而施与人承负报应，“行善增寿，为恶减算”，以督导人奉

行廉政行为。现代社会的廉政建设同样需要对于廉政行

为健全的外部法律约束，通过对公务人员廉政行为的监

督，以警醒他的行为，激发其对于内在廉政行为的诉求。

总之，道教认为清廉蕴涵在人的天性之中，廉政是自

我内在的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是建立在不受物欲、财富侵

扰的心静的基础上的。现实生活中，人极易受外在世界的

纷扰而背离自然所赋予的秉性，故而，廉政的最终实现，

也需要通过不断的道德教化。因此，道教将廉政与自身的

教义思想、伦理道德、科仪戒律、仙真传记等相结合，把

廉政作为成仙的重要品格要求，认为只须积德养廉，就能

神庥迭赐，修成大道。此外道教还充分利用了神仙世界的

超凡力量，用神圣世界的权威和神仙的巨大法力，来震慑

和制裁那些不能遵循廉政品格的人，并对那些奉行清廉品

格的人予以奖励，认为清廉奉公，功德阴及子孙。道教这

种以个人道德品质建设为主，以福德奖励和外部神灵监督

为辅的廉政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依然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18	 卿希泰：《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13页。
19	 牟钟鉴：《道家和道教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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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里的传统信仰，特别是道教的信仰习俗，丰富多彩。生老病死苦

等等人生礼俗，都与道教神仙信仰、炼丹长生、符箓斋醮、拜斗转运、祈福求

财、驱邪治病及普度超幽等信仰活动密不可分。善男信女诚心祝祷，虔敬礼拜

以求心灵和精神上的慰藉与安宁。

2018年9月11日-21日，新加坡道教学院荣幸邀请到香港青松观叶长清道

长登坛授课，开讲《神仙、符箓、科仪——道教的生命关怀》。本次课程运用

道教信仰习俗来帮助学员深入了解道教人生关怀与生死哲学。课程涵盖了《道

教与华人信仰》、《道教诸神的信仰活动》、《生长：道教的护生法》、《防

老：道教的内外丹法》、《祛病：道教延寿疗疾法》、《度亡：道教普度超幽

法事》、《脱苦：道教符咒解厄法》、《道教与现代人生》八个部分，结合实

例、层层推进。在课后答问环节，叶长清道长结合新加坡道教的实情，为学员

们解答了很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叶长清道长开讲《道教的生命关怀》

方崇阳道长主讲：
老子《道德经》
分享会

西周末年，太上道祖下降人间，俗名李耳，

世称老子，于汉地布“道”传教，教化人间，

后西行经函谷关，授尹喜《道德经》五千言，命

其传抄天下，令人知“道”。时至今日，《道德

经》已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被尊

为“万经之王”，以其博大而贯穿百业，以其精

深而无微不至，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和宗

教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道德经》

依旧是道门要典，是修道之人必修之经典。.

在7月25日晚的“文化大讲堂”中，新加坡

道教学院特别邀请到方崇阳道长为大家讲述奉读

《道德经》的心得体会，分享如何用《道德经》

里的义理去审视当代社会中的热点新闻、解决生

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让《道德经》真正走近我们

的社会，走进我们的生活。

讲师简介

叶长清道长，香港青松观执行董

事、香港华人庙宇委员会文化及宣传小

组主席，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香

港、澳门及东南亚等地之道教团体、宫

庙及大专院校等开讲弘道。题材以道教

经典、信俗科仪等为主。自1994年起，

叶道长开始参与新加坡道教节的庆祝活

动。十多年间，分别在香港、中国广州

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筹划多起大型庙

会及斋醮法事活动。

讲师简介

方崇阳江苏无锡人，2008年—2011年武当山道教学院学

习，2011-2012年中国道教学院讲经班进修，2010年全国“崂山

论道”玄门讲经二等奖，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及管理

暑期研修班，2015年出版《道德经与人生》一书。现任无锡市

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宜兴市周铁城隍庙住持。

学
院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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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投票选举第15届理事会
2018年7月15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于三清宫四楼新加坡道教学院课

室投票选举第15届理事会（2018-2020）。会议主持王坤利博士宣读了

2014-2016年的会员报告、2016-2018年道总与政府交流状况摘要、第14

届理事会会议主要议题及结论、2018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等。此后，与诸

位理事、宫庙代表一起回顾了近年来新加坡道教总会为宗教和谐、服务社

会所做出的重大举措及标志性事件与高光时刻：如，引领宗教环保，用老

子骑青牛代替花篮，杜绝浪费；举办新加坡道教论坛、国庆暨创会25周年

千人晚宴、种族和谐大会、宗教慈善团体与社团培训班、第三届传度大会

等等。上述报告，在场会员俱为见证，一致表决通过。

随后，主持人宣读了备选会员提案，并开始现场投票选举新加坡道教

总会2018-2020年度第15届理事会。选举在庄重严肃的氛围中进行，并

完成了严格的公开唱票与统计选票。8月2日，举行复选会议，以示公开公

正，为道教事业负责。

过去的两年是第14届理事会全体理事兢兢业业、收获颇丰的两年。如

今，新的征程已经开启。相信在第15届理事会的带领下，新加坡道教总会

将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各项建设、积极弘扬核心价值观、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和更为积极的行动参与到种族和谐与公益事业中，力争戮力同心，为弘道

伟业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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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精神系乡情
实龙岗北协灵坛
庙史简述

1980年7月12日（农历庚申年六月初一日），由王亚发

先生发起的实龙岗北协灵坛，于惹兰缶窑（Jalan..Hwi..Yoh）.

乡村内砂厘屋正式创立，主要奉祀张公圣君。端赖神明护佑

与信众支持，协灵坛自创立以来香火鼎盛、声名远播，成为

附近居民的信仰枢纽。近年来，新一届理事励精图治、服务

社会，进一步扩大了实龙岗北协灵坛的社会影响力，逐渐成

为我国道教年轻宫庙中秉承“甘榜精神”的重要开拓者。

2004年，协灵坛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正式成为新加坡

道教总会会员。2007年，正式登记为注册社团并于次年找

到新的坛址、启动筹款建庙基金。2010年底，众理事在位

于宏茂桥第五道的新址隆重举行“张公圣君暨众神开光晋座

大典”，开启世纪新篇章。当年，有600余年历史的中国福

建德化石壶殿祖庭“张公圣君”金身首次飞抵新加坡，场

面空前，庄严神圣。2011年，协灵坛首次在“新家”迎新

春，善信云集、热闹非凡。2014年，一尊18英尺的财神像

莅临协灵坛，为善信赠送福禄、喜气洋洋。此外，理事会博

采众长、推陈出新，陆续推出拜太岁、拜天公等活动，满足

信众祈福消灾、增福增寿的信仰需求。接续传统、服务信众

的同时也让道教庙宇成为欢度佳节、联络乡情的重要场所。 拜太岁

拜天公

新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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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灵坛庆祝张公圣君“法主公”			千秋·千人宴会·种族和谐慈善宴

2018年，是协灵坛走过的第38个年头。协灵坛

自成立以来，一直奋力发扬互帮互助、尊贤敬老的甘

榜精神，致力于种族和谐、服务社会之大业。

今年7月29日-8月5日的“张公圣君法讼千秋千

人宴会暨种族和谐慈善晚宴”，是该坛连续照拂乐

龄人士的第7年。每年的“补财库·请财母红包”、.

“过平安桥，补运赐福献宝仪式”、“千人宴”都广

受社会各界瞩目，四方信众好评颇多。

2018年7月31日，共有宏茂桥区的200多名乐龄

人士参与庆典，欣赏精彩舞台秀并享用丰盛晚宴。欢

声笑语，其乐融融。

8月5日，协灵坛更是邀请到外交部兼社会及家庭

发展部政务部长、拉丁马士单选区国会议员陈振泉先

生担任主宾，与各族同胞共襄盛会。

过平安桥

庆典千人宴会

19-J05113_55 Taoist Federation.indd   14 30/9/19   10: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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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灵坛委员会
名 誉 顾 问：杨木光博士（全国职总助理总干事）

. 殷丹博士.Dr.Intan.Azura.Mokhtar

.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 杰乐先生（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 陈添来BBM(L)（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

顾 问 团：林美福BBM. 王国兴PBM. 黎祖汉律师
信 托 人：王福兴. 周福友
坛   主：王亚发. 副坛主：符致豪
主   席：王邦益.BBM
第一副主席：周福友
副 主 席：杨启浚. 李亚坤. 黎福明. 陈振树
. 蔡友强. 林友聪. 洪荣顺
总   务：王福兴. 副总务：王亚利. 梁亚利
财   政：白金福. 副财政：符致豪
行 政 秘 书：符詠明. 王彩凤. 洪宝珠
交   际：陈国明. 副交际：王福生. 郭明福
查   账：王福生. 符宝丽
总 坛 务：符泳徨
福   利：黄子龙. 副福利：陈国良. 黄庆平
坛   务：杨应财. 副坛务：杨俊辉. 王美石
中 文 书：王美财. 张坤发.
英 文 书：杨启海. 陈温财
委   员：王亚皮. 黄亚辉. 叶必协. 陈国滨
. 林伟忠. 吴德川. 谢鸿源. 王亚咀

协灵坛庆祝张公圣君“法主公”			千秋·千人宴会·种族和谐慈善宴

协灵坛 HIAP LENG TUAR
 地址：7030 Ang Mo Kio Ave 5
#B1-05 Northstar@AMK Singapore 569880
电话：6659 2259 联络人：王福兴先生

近些年来，协灵坛众理事积极参与道教总会的各项活动。

以可敬的精神与毅力，投入推广华族传统文化、发扬道教济世

精神的社会服务中：让信众了解正统道教，修习文化知识；敬

老扶幼，互助利民，不分种族、不问出身，热忱平等地关爱弱

势群体。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众理事的戮力同心与十方善信的合

力支持下，协灵坛为我国宗教与种族和谐事业做出了突出而重

要的贡献，屡次受到政府与社区的点名褒奖。

供奉神明

张公圣君（法主公）、孔子先师、文武财神、七星大帝、

协天大帝、南海观音、玄天上帝、中坛元帅、大圣佛祖、斗姆

元君、六十甲子太岁、善财童子、大二爷伯等。

协灵坛王福兴先生（左1）就任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四届（2016-
2018）执委会交际，符泳徨（右1）担任执委会委员。（中间）	
陈振声部长

慈善宴

协灵坛主席王邦益BBM先生（左5）本坛名誉顾问、国会
议员殷丹博士（右4）

慈善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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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7日，协灵坛隆重举行《实龙岗北协灵坛成

立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首发仪式，正式向社会各界发布

该坛首次出版的纪念特刊。该刊以丰富的资料，详尽记录了

协灵坛的发展历程与精彩瞬间，是一册难得的精心之作。

2018年7月29日，我国总理李显龙先生莅临协灵坛，

为协灵坛特刊亲笔签名留念。让首本特刊大放光彩，成为

协灵坛全体道友的珍藏。

前排（左1）本坛财政白金福（左2）洛阳大伯公宫主席白植义BBM（左3）国会议员杰乐（左4）本坛总务王福兴（左
5）我国总理李显龙先生（左6）本坛主席王邦益BBM（左7）国会议员殷丹博士（左8）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
BBM（左9）本坛第一副主席周福友

我国总理李显龙先生为协灵坛特刊签名留念（29-7-2018） 

协灵坛管理委员会全体同仁和我国总理李显龙先生合影留念
农历戊戌年六月十七日（29-7-2018）星期日

宫
庙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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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庆典活动

农历大年除夕夜
迎接财神爷仪式

农历正月初五至十六日
拜太岁

农历正月初八晚
玉皇圣寿（拜天公）

农历六月廿二至廿八日
恩主法主公暨众神圣诞
在第三个星期天举行宴会

农历七月廿三日张公圣君千秋
庆赞中元

农历十一月第三个星期天
庆祝晋宫周年纪念日宴会

庆典千人宴会种族和谐慈善宴
宫
庙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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韮菜芭城隍庙联谊会总务／信托人／行
政顾问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 院长
新加坡城隍慈善基金会. 总务
新加坡道教三清宫. 主席
新加坡道乐团. 总务
新加坡道教学院. 院长
武当城隍养生院. 院长

陈添来BBM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颁赐公共服务星章（勋条）BBM(L)
志庆

韮菜芭城隍庙联谊会庆祝本会总务陈添来BBM荣升BBM（L）、公共服务星章（勋

条）；主席林水金PBM荣升BBM，公共服务星章；名誉主席陈高全先生和中元会赞

助人廖福明先生荣获PBM，公共服务奖章。

韮菜芭城隍庙联谊会主席／信托人／.
. 行政顾问/永久名誉主席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副院长
新加坡城隍慈善基金会. 副主席
新加坡道教三清宫. 副主席
新加坡道乐团. 主席
武当城隍养生院. 副院长

林水金PBM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颁赐公共服务星章BBM
志庆

至诚恭贺

道总代表出席2018游艺日
和谐游艺会（Harmony...Games），是我国推广宗教和谐政策的常规

活动之一，每年由不同宗教组织轮流举办。游艺会寓教于乐，通过团体游

戏、运动竞技等多彩多样的方式来增进各族群的合作互信，进而让拥有不

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运动中加深对彼此的认识，维护我国的宗教和谐。

本届游艺会主题是“Regardless,.We.Are.One”，由新加坡佛教总会

主办，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及巴哈伊团体协办。8月4日，游艺会在菩提

小学（Maha...Bodhi）隆重举行，吸引了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200多名参与

者参加。

新加坡道教总会陈添来会长、林金发副会长等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游艺会主宾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inistry...of...Culture,...Community...and.

Youth）傅海燕部长。大会策划了Dodgeball，Nerf. War，Archery. Tag，.

Bubble...Soccer等多种互动游戏。傅海燕部长与诸位宗教代表均亲身参

与。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民众真诚相待、共享欢乐。

游艺会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圆满结束。National...Council...of...Churches.

of.Singapore.(NCCS).主教Terry.Kee先生从佛教代表的手中接过旗帜，成

为下一届和谐运动会的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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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总代表出席第十五届种族宗教和谐联谊宴会
7月14日，新加坡道教总会林金发第一副会长出席在新加坡博览

中心（Expo）第七展厅举行的第十五届种族宗教和谐联谊宴会（Inter.
Racial. Inter. Religious. Harmony. Nite）。IRIRHN由Thye. Hua. Kwan
道德协会（THKMS）主办，7个合作伙伴协办，分别为；Yayasan.
Mendaki（MENDAKI）；新加坡印度发展协会（SINDA）；欧亚协
会（EA）；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CDAC）；宗教间组织（IRO）；.
Chee...Hoon...Kog道德促进会（CHKMPS）和Chee...Hia...Kog道德社会
（CHKMS）。

自2004年开始，IRIRHN每年举办一次，以表彰为宗族和谐、宗教互
信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今年的大会主宾为哈莉玛总统及各位部长、议
员与大使们。此外，来自不同种族的2300多名贵宾出席了本次宴会。

IRIRHN力求鼓励儿童在内的各类人群，共同为新加坡血统而自豪，互相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在
IRO的帮助下，大会组委会邀请了十大宗教多个团体参与晚宴演出，并发布了以我国四大语言写作的和谐宣言。

哈莉玛总统表示：“我们将我国的宗教和种族多样性视为优势，但在其它国家可能不是这么看待。它可能被视为是
难题或引发冲突的根源，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看如何能进一步强化并分享我国对和谐的理解。”总统也在
15个拼图作品上签名，并把这些拼图颁给15个政府部门，感谢各个部门在促进种族和谐方面所做的贡献。

林金发副会长出席IPS会议
7月3日，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金发PBM出席新加坡公共政策研究院

（IPS）在富丽华河畔大酒店（Furama.Riverfront.Hotel）举行的宗教和谐座谈
会。前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先生主持了本次座谈。座谈会由新加坡政策研
究院（Institute.of.Policy.Studies）主办，该研究院成立于1988年，隶属新加坡
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研究院（Lee.Kuan.Yew.School.of.Public.Policy,.National.
University.of.Singapore）。

本次宗教和谐座谈会强调，种族和宗教和谐是新加坡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正如李显龙总理在2017年7月所重申
的：“新加坡是一个罕见而珍贵的多种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社会的特例，国民的和睦相处并非偶然，需要政府和不同社
群共同努力、不断维系”。我国政府与各个宗教团体一直致力于维护种族互信、宗教和谐。今年是维护宗教和谐法案
（MRHA）出台的第27年，这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

近年来，全世界的宗教紧张局势不
断升级。新加坡的开放包容和互联网的
普及，使得我国宗教环境日益复杂，宗
教活动很容易受到外国宗教活动的影
响。例如：社交媒体可以输入极端的煽
动性言论。这些狭隘暴戾的主张，应该
遭到人类社会的强烈谴责。

在为期半天的会议中，我国宗教学
者、政策制定者、宗教领袖和其他相关
人士共200人汇聚一堂，就上述问题进
行了探讨与交流。

凤山宫庆九皇爷诞亮灯仪式 
王瑞杰强调宗教和谐重要性

9月29日，为庆祝九皇爷诞辰，大成巷凤山宫傍晚举行亮灯仪式。亮灯
仪式主宾、财政部长王瑞杰强调维持种族、宗教和谐的重要性。王瑞杰部长
说：“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我们更加不能在种族和宗教
敏感课题上掉以轻心。”部长特别指出：今晚的亮灯仪式邀请了非华族人士出
席，是促进种族和宗教相互了解的机会。他希望凤山宫继续筹划类似活动，进
一步协助促进种族和宗教和谐。

19-J05113_55 Taoist Federation.indd   19 30/9/19   10: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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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发副会长出席回教理事会
50周年纪念册推介会

新加坡道教三清宫作为新加坡全岛第一家道教正统宫庙，始终

致力于传播正统祭祀文化，让更多民众了解道教、接纳道教。

8月31日，三清宫隆重举行一年一度的“太上黄箓大斋法会”。.

道教道场分祈福与度亡两类。根据供奉神明数目的不同进一步细分

为“玉箓”、“金箓”及“黄箓”。玉箓、金箓是帝王将相所用，

庶民百姓则使用黄箓。黄箓大斋一般用于民间度亡。三清宫“太上

黄箓大斋法会”以太上道祖为主神，超度祖先亡灵上升仙界。善男

信女在祭典先人的同时，也可祈求家眷平安、共霑法泽。

新加坡道教三清宫隆重举办“太上黄箓大斋法会”

孔子是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全世界华族世代景仰的至圣先师。依据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记

载，孔子诞辰在农历八月廿七日。为纪念万世师表孔夫子，鼓励我国青少年勤奋学习、心怀天下，新加坡道教三清宫定

于9月30日（农历八月廿一日）在孔子殿隆重

举行“庆祝孔圣诞辰法会”。

韮菜芭城隍庙高功道长黄信成道长、三清

宫驻庙道长易道长等应邀为前来观礼的中小学

生点“智慧眼”，开聪明智。全岛数百位青少

年在家长的陪同下祭拜孔子、缅怀先贤、排队

参与点“智慧眼”仪式。

三清宫孔子殿举行“庆祝孔圣先师诞辰法会”

7月13-15日（农历六月初一、初二、初三），新加坡芽笼25巷平安坛协会

庆祝第39周年纪念，热烈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

农历五月廿九晚，平安坛邀请到南仙龙狮体育会表演助兴，并请到阴溪殿公

庙二爷伯莅临。农历六月初一日，平福武文化体育会前来表演采青。

六月初二晚上在福清会馆设置晚宴，邀请各界嘉宾出席，感恩三殿大二爷

伯、南海观音佛祖暨诸位神明庇佑、祝福信众阖家平安、事业顺利。宴会特设投

标福物，向本会活动基金赞助人致以谢意。

六月初三，协会在善心人士赞助下，举行“敬老慈善招待会”，准备了丰盛

的餐会招待百名乐龄人士。马林百列集选区（芽笼士乃）国会议员花蒂玛副教授

应邀主持分发红包及物品活动。会上花蒂玛副教授与出席活动的老人亲切交流，

并对平安坛协会的善举给予赞扬，鼓励协会继续发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关怀

贫苦乡亲、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平安坛协会举行庆祝39周年纪念招待会

8月4日，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在亚洲文明博

物馆（Asian...Civilisations...Museum）隆重举行

成立50周年纪念册推介会（The. Launch. of. book.

in...commemoration...of...MUIS
,
s...50th...anniversary.

“Fulfilling. The. Trust:. 50. Years. of. Shaping. Muslim.

Religious.Life.in.Singapore）。新加坡道教总会林金发

副会长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并向回教理事会致以最热烈

的祝贺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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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新加坡国家社区领袖学

院（National. Community. Leadership.

Institute）11位学员参访三清宫，由新

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副主席龙仕庚先生

带领和讲解。在龙仕庚先生的引导下，

学员们细致参观了道教总会三清宫大罗

宝殿、“新加坡道教第一碑——《道德

经》碑”、三清道教图书馆等处，并系

统了解了道教神仙体系、基本教义和道

教仪式。这次道教文化之旅将大大促进

NCLI学员的宗教和谐工作。期待学员

们结业后能利用所学知识，为我国宗教和谐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新加坡国家社区领袖训练学院学员参访三清宫

福建安溪历史悠久，道源颇深。本年度，“中国福建安溪县道教协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理监事会就职庆典”正式举行，239名道教代表及海内外道友800余人欢

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8月17日，安溪道教协会李育源道长一行莅临新加坡道教总会三清宫参观访

问。新加坡道教总会陈添来会长亲自接待了李道长一行。双方就新加坡道教与安溪

道教的渊源、维护宗教和谐、推广道教文化、维护世界和平等重大议题展开洽谈，

有来有往，相谈甚欢。会面最后，双方互赠礼品以志友谊，并表示希望加强国际合

作，共同促进道教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和谐。

安溪道教协会李育源道长一行莅临参访

8月2日，马来西亚玄天上帝古庙（Malaysia.Hien.Tian.Meow）参访团

十余位理事在主席黄沺寿、副主席杨国胜的带领下参访新加坡道教总会三

清宫。新加坡道教总会陈添来会长、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吉凌博士等热情接

待了玄天上帝古庙参访团一行。双方就践行慈善、造福民众、庙刊编纂等

问题进行了友好亲切的交流。陈添来会长表示热衷公益、回报社会是道教

总会一直秉承的理念，

希望今后能和更多道教

庙宇建立国际合作关

系，取长补短、共促和

平。代表团依次参观了

三清宫大殿、孔子殿、

吕祖殿、三清道教图书

馆等处。双方互赠礼

品、合照留念。

马西玄天上帝古庙参访团访问三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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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著，刘增光译，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0月第1版。

千百年来，中国哲学经典《道德经》始终令东西方

读者感到痴迷与困惑。虽然它提供了一系列内含丰富的

哲学见解，如强生之道、无为而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但其内容与结构依然晦涩难读。

德国汉学家梅勒受网络思维启发，创立了“超文

本”的阅读方式，对《道德经》八十一章进行了清晰连

贯的分析，从十大主题探索了其中的重重意象，帮我们

清楚地理解和欣赏老子哲学。

梅勒通过东西哲学对比，梳理了阴和阳、道和德的

核心概念，还有人性、道德、欲望、宇宙、情感、时

间、生死等意象，而且他总结了道家在政治和战争中的

独特理念，即“战争与和平”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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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甲骨文丛书）

作者简介：

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1964年生于德国，汉学家，师从波恩学派大师陶德文（罗尔夫·特劳策

特尔），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曾任教于加拿大克鲁克大学哲学系，后任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道德之愚》。

《 东 西 之 道 ： 〈 道 德

经〉与西方哲学》

〔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著，廖涵缤.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财神一直是家庭祭仪和新年礼俗中的标

志性神祇，对财神的崇拜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

尽管供桌上的财神神像十分常见，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财神信

仰根源为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

万志英以大众或通俗宗教为大框架，审视了五通（财神）信仰的

缘起和漫长演变。

作者简介：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10～18世纪的中国经济

社会史、全球经济史、东亚海洋史。编有《中国史上的宋元明过渡》，

著有《财源：1000~1700年的中国货币与货币政策》《从古代到十九世

纪的中国经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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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研究论集》（国际佛教
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柏夷著，孙齐、田禾、谢一峰、林欣仪等译，秦国帅、魏美英、纪

赟、谢世维等校对，中西书局，2015年7月第1版。

《道教研究论集》为美国著名汉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宗教研究系

教授柏夷的论文集。此论文集收录了柏夷有关中国道教的十四篇论文，.

包括《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

试》、《佛教须达拏太子本生故事与其道教版本》、《早期灵宝经与道教

寺院主义的起源》、《成仙之阶：道经中“地”的概念》、《姚伯多造像

碑：早期灵宝经中“道—佛主义”的证据》、《道教神系》、《何为道之

体？》、《桃花源与洞天》、《屡现的预言：道教末世论和唐王朝的建

立》、《李白、黄山和炼丹术》、《再看中国的隐喻：阅读与理解——中

国诗学传统中的比喻》、《带距之笔：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关于

中国斗鸡的研究》、《中古时期对中国世界秩序的女性主义批判：以武曌 
（690～705年在位）为例》、《麻布与灰——涂炭斋中的自我与家族》。

《大道与小径——宋代以来
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 
模式》

韩明士著，皮庆生译，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九色鹿，预

计于2019年8月出版。

本书曾于2005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for.Asian.

Studies）列文森奖（Joseph.Levenson.Prizes）。作者以宋、元时

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

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

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

神祇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大

道”与“小径”。信众固然会将神祇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

人化方式向神祇祈求、许愿。神祇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

直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

作者简介：

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宗教研究系讲座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学士、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语言与文学硕士、博士，师从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教授。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曾先后任职于美国田纳西大学宗教研究系与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研究专长包括中国道教经典和中古语言与文学。著有Early	Daoist	Scriptur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Ancestors	and	Anxiety：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作者简介：

韩明士（Robert	Hyme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其学术专长是将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

用地方史的方法研究10—17世纪的精英文化、家族、医药、宗教、性别等，比较关注角色变化与社会网络的形成。其著作

Statesmen	and	Gentlemen和Way	and	Byway分别获1988年、2005年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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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译文

知道自己成功了却不张扬

仍然坚守着柔静谦和的品德

这样就可以做天下的溪谷

既可以做天下的溪谷自然众人归服

因此德性自然常在不会离开

从而回归婴儿般的纯真状态

知道自己光彩了却不炫耀

仍然坚守着含光内敛的原则

这样就可以做天下的楷模

既可以做天下的楷模自然受人尊敬

因此德性自然常在不会错失

从而回归大道的无极状态

知道自己荣显了却不傲慢

仍然坚守着卑辱谦逊的品德

这样就可以做天下的山谷

既可以做天下的山谷自然宽宏大量

因此德性自然常在圆满充足

从而回归大道的真朴状态

大道的真朴分散了就成为具体的器物

圣人体悟大道运用真朴的智慧								

从而建立管理制度以便造福国家安定万
民

因此最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不伤害人的真
朴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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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译文

想用有为的办法来治理天下					

我看他达不到治理好天下的目的

天下这个自然而神奇的庞然大物

是不可以任意妄为的

也不可以执意占有的

任意妄为的必然会失败

执意占有的最终会失去

所以万物各有不同的秉性

有的带头前行有的在后跟随

有的性格温和有的性格急躁

有的身体强壮有的身体瘦弱

有的越挫越勇有的一蹶不振

因此圣人总是因循物性因材施教

并教导人们要

去除淫乐和贪婪的陋习培养清静安详的道
心

去除奢侈和铺张的做法遵循节俭朴素的德
行

去除过分和极端的行为掌握允执厥中的智
慧

道
经
注
解

道德经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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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创刊号
第二期.. 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三期.. 凤山宫 赞助

第四期. 大士伯公宫 赞助

第五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六期. 菜芭城隍庙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七期. 灵宝皇坛 赞助

第八期. 后港斗母宫 赞助

第九期. 菜市联合宫 赞助

第十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十一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十二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十三期. 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十四期. 林国文先生（福安庙代表） 赞助

第十五期. 竹云宫 赞助

第十六期. 新加坡道教学院 赞助

第十七期. 大士伯公宫 赞助

第十八期. 淡滨尼联合宫 赞助

第十九期. 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二十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廿一期. 新加坡道教学院 赞助

第廿二期. 大士伯公宫 赞助

第廿三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廿四期. 崇义庙 赞助

第廿五期. 三巴旺财神庙 赞助

第廿六期. 万山福德祠 赞助

第廿七期. 新加坡道教学院 赞助

第廿八期. 三清宫 赞助

第廿九期. 三清宫 赞助

第三十期.. 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卅一期.. 菜芭城隍庙附属城隍艺术学院 赞助

第卅二期.. 后港斗母宫 赞助

第卅三期.. 卓福文先生 赞助

第卅四期.. 三巴旺财神庙 赞助

第卅五期. 新加坡道教学院 赞助

第卅六期. 凤山宫 赞助

第卅七期. 洛阳大伯公宫 赞助

第卅八期. 大士伯公宫 赞助

第卅九期. 琼州天后宫 赞助

第四十期.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 赞助

第四十一期. 斗天宫 赞助

第四十二期. 真人宫 赞助

第四十三期. 实龙岗北协灵坛 赞助

第四十四期. 保赤宫（陈氏宗祠）主席陈泓志博士 赞助

第四十五期. 玉封车山府扬威轩 赞助

第四十六期. 大士伯公宫 赞助

第四十七期 斗天宫理事杨联发、王荣裕 赞助

第四十八期. 龙南殿 赞助

第四十九期. 玉封车山府扬威轩 赞助

第五十期.. 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五十一期. 葱茅园九皇宫 赞助

第五十二期.. 菜芭城隍庙 赞助

第五十三期.. 琼州天后宫 赞助

第五十四期.. 新加坡道教学院 赞助

本期（55）《狮城道教》由
实龙岗北协灵坛
赞助四千元出版费用
谨此致谢！

鸣 谢

各宫庙团体或个人有意赞助《狮城道教》出版费用，

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络，电话：+65	6449	2115
《狮城道教》征稿启事

1、本刊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之出版物，园地公开，欢迎道内道外诸位友人赐稿。

2、凡弘扬道教及中华文化之论著，宣扬人间真善美，抒发心灵感悟等各类文学创作，一概欢迎。

3、涉及个人恩怨是非、政治问题等与本刊主旨无关的稿件，恕不刊载。

4、惠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发表时用笔名听便。

5、编辑部有权对来稿删改；如不愿被删改者，请于稿内注明。

6、稿件以图文并茂者为优，单投文字稿或图片稿者亦受欢迎。

7、来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8、请勿一稿多投，转引之文字或图片，请于稿内注明。

9、来搞一经刊登，将按址寄奉薄酬，以申谢忱，若却酬齐亦请注明，以便本刊给予刊名致谢。

 来函请寄

	 《狮城道教》编辑部新加坡道教学院
. Taoist.College.(Singapore)
. 21,.Bedok.North.Ave.4.Singapore.489948

电邮请寄
academic@taoistcollege.org.sg

电话：+65.6449.2115
传真：+65.644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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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月团圆，良辰美景月饼香。新加坡华人非常

重视中秋节这一华族传统节日。农历八月十五当天，新

加坡华人会准备供品大事祭祖，阖家团聚共餐，之后赏月

提灯，与亲友互赠月饼、共度良宵。此外，我国华人很注

重节令食物的吉祥寓意，就中秋美食来说：月饼，甜甜蜜

蜜，圆圆满满，象征着吉祥团圆；菱角状似蝙蝠，寓意五

福临门；柚子的“柚”与“佑”谐音，取保佑之意；芋头

则代表着好意头。

近年来，用完美食，与亲朋好友一起前往滨海湾艺

术中心，观看“艺满中秋艺术节”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节

俗。9月21至23日，第14届的“艺满中秋艺术节”吸引了

良辰美景 ● 艺满中秋
艺
苑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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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居民驻足。滨海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老少皆

宜、精湛丰富的节目，让大家在月圆人圆的美好意境中，

共同欣赏华族艺术，品味传统之美，如：中国琵琶演奏家

吴蛮与华阴老腔皮影戏班合作呈献的演奏会、台湾著名明

华园戏剧总团所带来的经典歌仔戏演出、深受小朋友喜爱

的布袋戏与滨海提灯会等等均万众瞩目、备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与武当城隍道教

养生院于9月22日晚，合作编排的“击舞双并”节目。舞

姿翩跹、刚柔并济，高雅的舞者与潇洒的道长首次合作、

双剑合璧，充分展现了华族古典舞的意蕴与武当武术的魅

力，现场观众连连喝彩、掌声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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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南音艺术一直是备受全球闽南人喜爱的乡音与精神文化食粮，是东方音乐的一颗璀璨明珠，一代又一代

传承保留至今，被公认为珍贵的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

继2015年“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南音青年展演”成功落幕后，滨海艺术中心再次与湘灵音乐社联合举办“第二届新

加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6月23至25日，来自中国福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各地的一百多位南

音专家与乐手齐聚狮城、共谱古调雅韵。

韮菜芭城隍庙城隍艺术学院郑江南老师一

行，亦受邀参与了本次汇演，联合呈献.

《清曲悠悠绕滨海》，并参演在国敦河畔

大酒店宴会厅举行“东方花园”艺术宴

会。现场观众表示，通过这次展演知晓了

南音古乐悠久的历史源流、文化内涵与艺

术价值，余韵绕梁、获益匪浅。.

“第二届新加坡国际南音青年展演” 
成功落幕

城隍艺术学院献演 
第八届新加坡国际舞蹈节

8月9日-13日，第八届新加坡国际舞蹈节吸引了全岛舞者的目光。韮
菜芭城隍庙附属城隍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也应邀参演，在开幕式上为全球

舞蹈爱好者带去了《鱼韵醒狮》、《吉祥的筷子》等令人叹为观止的舞蹈。

一年一度的“新加坡国际舞蹈节”，由新加坡表演艺术协会主办，是

新加坡与海外艺术团体的重要交流平台。历届舞蹈节都规模盛大，获得

本国及国际专家一致好评，已然成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舞蹈交流平台

之一。主办方希望借此平台推动狮城舞蹈文化发展、传承并弘扬我国各民

族舞蹈技艺，进而促进国际间的舞蹈交流与合作。本次舞蹈节中，海内外

优秀舞者狮城竞舞、拓展视野、交流舞技的同时也造福了本国的舞蹈爱好

者，让到场观众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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