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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关于易道平安的详细介

绍，可参阅颜文强《易道平

安书：传统书法的新发展》

(《道学研究》, 2013年第1

期)。

易道平安书简介①

易道平安书系四川大学

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教授

创作的新书体，兼具传统书

法、印章艺术的形神之美，

更融易经、道教、中医智慧

于一体，具有医疗养生、

修心开智、驱邪保平安之功

能，常观赏之，受益久远。

作者简介
詹石窗教授，中国厦门

市人，哲学博士。现任四川

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道教

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及哲学系

博士生导师，兼任老子道学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著

有《道教文学史》、《易学

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等专

著。《道教与女性》《道教

文化十五讲》已被译成韩文

在韩国出版；《中国宗教思

想通论》即将被译为韩文出

版。

作品释义
本 幅 书 法 中 间 大 字

为“至圣”，系“易道

平安书”，该写法融合甲

骨文、金文以及《易经》

卦象而成。“至”字下

先“坤卦”( )，后“乾

卦”( )，构成泰卦，以示三

阳开泰，大吉大利；“圣”

字上方嵌入坎卦( )与离卦

( )，以示坎离交媾，水火既

济。坤乾坎离代表四方，最

下暗含“土”，代表中央。

整体合起来表征孔夫子胸怀

开阔，广容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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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养生[1]：
“养生”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医事活动。就狭义而言，

养生涵盖了养形和养神两个方面；就广义而言，养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精、气、神的炼养，还意

味着社会文化层面的整合调节。伴随养生文化的不断发展，许多养生操作技能由于实践的推动而积淀成为可长久传承

的文化形态，而人类生活积淀的文化形态可以为新的养生活动服务。是以，运用已有的文化资源、文化形态来保养身

体、延年益寿，这就是文化养生。“文化养生是以人类生存的积极精神成果作为基本内涵并且贯注着生命意识的身心

健康操作技术。”从理论上而言，凡是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都可能转化为养生技术或都蕴含着向养生技术转化

的能量和趋势。“文化养生”积蓄着巨大的“文化力”，不断

生产能量转换的技艺空间，体现着一种宏观养生的普世精神。

    

相关著作：
1. 詹石窗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科学出版社，2004

年3月第1版。

2. 詹石窗主撰：《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东方出版

社，2007年12月第1版。

注释：
[1]  对“文化养生”的说明系编者所加，主要采用了《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

一书第2页至第4页的内容，略有增删。

新加坡三清宫
纪念孔夫子圣诞[1]

詹石窗教授

小序：乙酉年，恰逢孔夫子华诞2557年，

余应邀至新加坡三清宫作“孔子与文化养生”

专题演讲，听者云集，余感慨万千，乃写“至

圣”以颂夫子，且作七言古风一首以纪焉[2]。

三清宫内孔圣殿，

士子云集庆华诞。

柳条洒水来祥气，

钟鼓和鸣结善缘。

道儒互补畅玄韵，

中新共荣攀文巅。

年科状元娃娃脸[2]，

天姿烂漫尽开颜。

注释：

[1]  小序”和“诗”请参看封二书法作品。

[2]  孔子圣诞期间，有三学生扮作新科状元，穿着状

元服，满脸稚气，颇为可爱。

2005年9月27日
2005年9月25日，詹石窗教授作《孔子与文化养生》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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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中国宗教和道教研究，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

些年来，对于什么是道教，道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和

地位的问题，我经常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又是中国传

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有人就进而说道教是中国

的国教。有人提出道家和道教是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主

干，大力主张将儒释道的说法改成道释儒，力图抬高道教

的地位。有人还认为道教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应该派生有一些道家和道教的分支，认为中国的商人应该

有“道商”，中国的医生应该有“道医”，中国的诗歌

应该有“道诗”，中国的音乐应该有“道乐”。在世纪

之交，一些朋友还提出当代应该有新道家，还要在当代

中国的思想家中寻找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想把新道家的

桂冠戴到他们认可的人物头上。在上述说法里，道教在

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被抬得很高，并且似乎希望当代社

会对道教也应该像古代中国那样，道教有崇高的地位。

看到这些文章时，让人们似乎觉得穿越到了唐宋时代一

样，似乎中国还像几百年以前，似乎当代中国文化还是

道儒释三教合一的文化，道教还是其中的主干。这些说

法对于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偏离

了历史实际的，同样也不符合现实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

况。想把道教或者新道家推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

地位，是不符合当代中国道教或者道家的现状，更加经

不起现实的中国社会的检验的。

中国道教界人士对这些说法抱以审慎而务实的态度，

并没有参与其中。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百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了。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先进思想作为主导社会思想的主流

和理论基础。当代中国不可能、也不容许将道家宣布为文

化主干或者将道教宣布为国教，这是因为中国从宋代以后

的近千年中一直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主流，近二百年

来又都是五教并存的局面，客观地认识中国道教在当代中

国的地位，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组成之一，只是中华民族

思想和习俗基础的一部分。道教可以而且也能够为信仰道

教的民众服务，但是，道教及其思想文化不可能是当代中

国文化的主流。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可能覆盖全体中国民

众。夸大道教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对于

道教健康地发展和存在一点好处也没有。

另一种评价是来自国际学术界。他们对于道教的评价

同上述的评价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道教局限

为全真派和正一派两派，将道教的活动限制在道教宫观里

面。这样的认识是受到当地西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宗教

学理论影响的结果，也是当地社会对道教的限制。他们

认为，中国的道教，同西方宗教学理论所说的宗教是不

同的，“原汤原汁”的道教应该是包含着五花八门的中

国原始巫术。因此，道教不仅要“神神鬼鬼”和“敲敲

打打”，而且还应该有踩刀山、转火球、耍神鞭、捞油

锅、沙盘降示、灵魂附体、算命看相、阴阳风水等等这

些内容。不然，今天中国大陆的道教就不是真正的中国

道教，而是道教屈服于现行政府和宗教政策的产物。按

照这些学者们的观点推论下去，那么现在的中国道士都不

是真正的道士，现在的道教协会也不是真正的道教代表。

当然，在他们的眼睛里，现在中国大陆恢复的道教也就不

可能是真正的道教。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西方学术界的

道教权威要肯定和赞赏的中国道教，恰恰就是目前中国社

会中一部分人贬黜道教的内容，也就是“神神鬼鬼”和 

“敲敲打打”。

说到“神神鬼鬼”，就是说道教拜神祭鬼，有各种各

样的仪式和法术。其实，道教作为一种有神论思想的物化

形式，一定是祭神拜鬼的。道教的仪式和法术都是由神职

发挥社会功能，
树立正信形象
——从两种不同评价说起

 文／陈耀庭

4 5

狮
城
道
教

道

教

论

坛

注：本文原载《上海民族与宗教工作》2014年第2期，转载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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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士单干，信众只能在旁边观看。他们不知道道士们在

做什么，做了有什么用，也更加谈不上从仪式中接受道教

信仰的教育。信众在仪式和法术中能够做的事情，一是为

道士举行仪式付费，让道观和道士弄到钱，养家糊口。二

是在仪式结束的时候，为神灵烧金银纸。于是，付了钱的

就升仙做神，付不起钱的只能堕入地狱当鬼。“神神鬼

鬼”变成了在道观里的贿神买卖。

说到“敲敲打打”就是说道教举行仪式的时候，又要

唱念做，又要各种乐器伴奏，不安静，很吵闹，又费时

间。这些说的都是仪式的形式内容。其实，世界上各民

族都有仪式，他们的仪式形式也各有不同。有的安静，

有的热闹，有的文雅，有的火爆。这些都同各民族的历

史和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难以有统一而绝对的标准，

也不应该有优劣之分。在西方有些人的眼睛里，中国的

红白喜事大多数都是过分的。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像中国

人那样，却又坚持认为对这些应予以保留。

近三十年道教宫庙恢复以后，道观里的宗教活动，热

闹起来当然正是这些敲敲打打的东西。在民众中对这些敲

敲打打的仪式，赞成者有之，不满者也有之。按照道教的

神学思想，道教宫观中的“三宝众殿，属天尊，堂属道

士”。因此，道观是神灵接受信众祭拜的地方。道教建

立宫观就是让信众来烧香求神，或者为亡故亲属做超度

道场，这些活动自古以来都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问

题出在道教神职人员即道士的职能定位上。道教界人士

只知道自己做，而不知道去组织信众一起参与这些敲敲

打打的活动，也不去向信众解释为什么和怎么做这些敲

敲打打的活动。道士要应该利用道教仪式和经典，向信

众弘宣道教教义思想，帮助他们参与到科仪中，跟着道

士行仪，忏悔罪错。如果，我们弘道工作不做，信众又

不参与科仪活动，那么，当信众变成旁观者的时候，这

样的敲敲打打自然也会令信众感到吵闹和烦杂了。道教

的仪式活动也失去了教化度人的功能。

按照道教的神学思想，祭拜神灵需要供品。供品都是

表示信众虔诚的崇敬之心，因此，供品“须是量力所为，

富则备物，贫则随宜。所市醮需，毋庸非义之财及与人争

较价直之物”。道观经营法物流通，本来是增进道观自给

自养收入的一种合法手段。只是，有的道观嫌法物流通买

进卖出很麻烦，或者干脆不做法物流通的事情，放任信众

自流，于是，殿堂里五花八门的供品，破坏了道观的神圣

和颜色。或者把法物流通承包给了外人。于是，信众一进

庙门，一群老板围上信众，又拉又扯，让很多信众觉得殿

堂就像菜市场。更有甚者，诱导信众买高价香、烧贵金纸

等等，把道观变成一个引导信众攀比奢华、以金钱向神灵

献媚的场所。说来可笑的是，有的道观自身并没有得到什

么好处，只是肥了承包人的口袋，却让自己背上了黑锅。

道教具有的神圣性，道教徒追求清静淡泊和返朴归真的教

义思想都被庙门里面的铜臭味冲刷得一干二净。道教也就

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制高点。

按照道教的神学思想，道教对于中国民间流传的法术

类的东西，有的吸收了并且加以改造，例如步罡踏斗中的

禹步，有的则并不吸纳。西方学者认为道教理应把中国民

间信仰都收罗在内的观点，无疑是不符合道教历史的。一

部《道藏》收有经籍一千多种，可是，其中并没有命相类

的典籍，不论是算命、看相的典籍都没有。另外，也没有

堪舆术的典籍，不管是有关阳宅或者阴宅的都没有。当然

更没有沙盘扶乩术的典籍。明代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在

《道门十规》中特别说到，“圆光附体，降将附箕，扶鸾

照水，诸项邪说，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道。亦不得蔽惑

邪言，诱众害道”。这段话将道教正法和民间的异术区分

得非常清楚。在这三十年恢复过程中，上海道教自觉地抵

制了这些民间术数想进入和利用道教宫观的企图，没有为

利益所动。即使在恢复初期，各宫观自养还有困难的情况

下，还是坚持与民间习俗划清界线。但是，有的旅游地

区的道观中，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允许算命和看相的术

士进庙设摊，收取场租。这些做法违背了《道门十规》

的教诲，也将道教混同于民间信仰习俗，严重损害了道

教的正信的社会形象。

三十年来，经过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努力，中国道教

的历史经纬脉络已经十分清楚了。道教界经过艰辛的文化

自觉过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的道教要恢复道教的

本来面目。中国之所以有道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民众因

为天灾人祸的痛苦，需要得到道教的帮助和抚慰。道教创

立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以道教思想和仪式、法

术、医术等等“济世度人”。《汉天师世家》说到太上老

君降受东汉第一代天师张陵经 和剑印等创立正一盟威之

道，就是为了替巴蜀地区的百姓除害治病。道教传承了二

千年，一代代道教中人以《道德经》为基本经典，以清静

无为为宗旨，以教化华夏民众、研究医术和养生为手段，

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目的。

这个目标表明道教是个由信仰道教的民众组成的宗教

团体。道教的教务工作首要的是做信徒的思想工作和组织

工作，是要做为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工作，也就是

一般人说的，要做群众工作。这个工作目标，在近几百年

中，只有少数几位高道曾经意识到，并且有过实效，大部

分道士只是醉心于自己的修道成仙，对于来庙烧香的信众

是冷漠对待的，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道观

和道士同广大信众之间长期缺乏沟通，以至于道教信众不

知道道士在做什么，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道

教成为少数道士养家糊口的工具，这样的道教就完全失去

了祖天师张陵创教时确定的方向，背离了创教的目的。前

三十年道教恢复过程中，在完成大量的复兴事务工作的同

时，道教界的文化自觉让所有道教界人士都想到道教的宫

观恢复了，青年道士有了，道教组织也健全了，那么，道

教恢复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道教在中国社会中应该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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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道教在社会上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形象呢？

道教应该有怎样的形象？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

是众说纷纭的。因为，一个道士在自己心目中有道教的

形象。一个道教信众的眼睛里也有道教的形象。一个中

国人眼睛里有道教的形象，当然，在外国人眼睛里，特

别是外国研究道教学者眼睛里又有自己心目中的道教形

象。一个道教的形象有四个角度的不同人的观察和评价，

自然会众说纷纭了。不过，道教中人却不能稀里糊涂，茫

然而不知所从。从道教创立的目的看，从道教二千年发展

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看，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

看，当今中国道教应该发挥的功能，大致可以概括为：

中华文化的守护剂，民族感情的凝聚剂，伦理秩序的稳

定剂，社会矛盾的稀释剂，物欲奢侈的清静剂，身心健

康的养护剂。道教只有有了这样六种功能，才能在当代

社会生活中树立起正信的形象。

当然，道教的社会形象要靠道教自己的行动去塑造出

来的，它既不可能是别人封赐给道教的，也不可能是靠吹

嘘、捧场或者弄虚作假塑造出来。道教的正信形象的树立

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特别是道教的某些负面形象已经

有多年的历史，清除历史的垃圾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于

历史上的道教留给当代道教的负面遗产，当代道教人士也

不要怨天怨地，怪这怪那，只要自觉摆正道教的目标、明

确道教要做工作，从道教文化的诸多方面， 从耐心细致

的信众组织工作，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努力树立道

教的正信形象，是可以让道教恢复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组

成之一的功能和历史地位的。而这一切正信形象需要当

代道教界人士的辛勤而持久的努力工作，取决于道教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取决于道教对于道教信仰

的弘宣，取决于道教对于信众的组织和教化，取决于道

教对于当前社会现象的敏感辨识和正确引导，同时，还

取决于道教界代表人士参与当代国家政治活动、参政议

政的积极态度。这一切，只要我们去做，都是做得到的。

我相信，道教社会功能的发挥，道教正信形象的确

立，将是当代道教文化自觉过程的结果。

作者简介：

陈耀庭，1939年出生，中国上海市
人。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原上海社会科学
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现任新加坡道教学院
学术顾问、上海城隍庙学术顾问、香港蓬
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主编。合作主编《道
藏要籍选刊》(10册)和《藏外道书》(36册)
，主编《道教仪礼》(香港版)，著有《道
教神学概论》、《道教礼仪》、《中国道
教》、《道教在海外》，合作编著有《中

国道教》(4册)、《道家养生术》、《道·仙·人》，发表论文《论
宗教系统》等。曾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从事长期研究工作，
多次出访欧美、东南亚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 

2014年7月13日至7月20日，

实龙岗北协灵坛隆重庆祝“张公

圣君”千秋。2014年7月14日晚，

协灵坛在会所款待了500名乐龄人

士，感谢建国一代为新加坡所作出

的贡献。庆祝恩主“张公圣君”及

众神千秋的盛典就此拉开序幕。当

晚的慈善晚宴主宾是宏茂桥集选区

议员兼协灵坛名誉顾问殷丹博士。    

鉴于尚有部分“建国一代”的

长者对相关政策不是很清晰，协灵

坛理事会安排了精彩节目，著名艺

人用不同的语言，以轻松愉快的方

式向在场的建国一代讲解了相关政

策。协灵坛今年的庆典充分发挥了

传达国策讯息的作用。

7月20日晚，协灵坛席开128

桌，千人欢聚，共庆众神千秋。当

晚的大会贵宾是总理公署兼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部长、拉丁马士单选区

议员陈振泉先生(左三)；东北区市

长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白沙榜鹅集

选区议员张思乐先生(左四)；宏茂

桥集选区议员兼协灵坛名誉顾问杨

木光先生。

实
龙
岗
北
协
灵
坛
庆
祝

张
公
圣
君
千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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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因内战而流

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

新加坡伊斯兰教学机构

SimplyIslam和回教徒

外籍专才网络(MEX)联合

发起了“土耳其叙利亚难

民援助”(Aid to Syrian 

Refugees in Turkey)，

目的是为在土耳其的叙利

亚儿童难民提供教育和生

活必需品。

2014年8月7日，新

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

来BBM和佛教居士林林

长李木源作为代表，向

ASRIT捐献善款。陈添

来BBM表示，慈善没有国界，爱心不分民族。虽然道教信徒以华人为主，

但每当其他种族或宗教的人需要帮助时，新加坡道教总会均会及时伸出援

助之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加坡道教总会捐献善款援助叙利亚难民

陈添来会长接受采访

陈添来会长向ASRIT捐献善款

2014年9月2日，印度教基金管理局

(Hindu Endowments Board)主席惹耶詹德

南先生(R. Jayachandran)一行专程前来访问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热情接待

了惹耶詹德南一行。双方就种族和谐、宗教

互信等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一致决定今后

将共同奋斗，为维护新加坡和谐社会而不懈

努力。临近中秋节，陈添来BBM特意提前向

惹耶詹德南致以中秋祝福。

印度教基金管理局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MCCY)下辖的团体。它成立于1968年，目前

有16位成员，印度教基金管理局直接管理四座

印度教庙宇，负责两间幼儿园和一座滥用药物

者康复中心。该组织广泛参与社区活动，积极

开展宗教对话与交流。

印度教基金管理局主席
                  惹耶詹德南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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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6日，马来西亚慈惠堂钟观佛主持一

行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陈添来会长、李金池副会

长、陈锡泉先生(中文书)等道总理事热情接待了钟主

持一行。

2014年9月12日，中国台湾九阳道善堂主持、中

华太乙净土道教会理事长郭国贤道长访问新加坡道教

总会。郭道长向来积极提倡与推广道教“东方长乐世

界”与“太乙救苦天尊信仰”。太乙救苦天尊在道门

中品位崇高，为众生闻声而救苦，为开三界救苦、荐

拔、接引净土而显应十方之化号。

中、泰、马
三国道教界代表

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农历七月十五日是道教中元节，与正月十五日

上元节、十月十五日下元节并称“三元节”。因中

元节这天是“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诞辰，

又称“中元地官节”。据《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

消灾延生保命妙经》记载，中元地官清虚大帝掌握五

岳八极四维，核男女善恶青黑之籍，考众生录籍祸福之

名。每逢七月十五日，地官大帝降临人间，校戒罪福，

为人赦罪，普度十方孤魂野鬼。

为庆祝甲午年中元节，新加坡道教总会特意举

办“中元节摄影比赛”，号召广大民众分享“那些年的

中元节”照片，用相机记录“这些年的中元节”，以期

增进国人对中元节习俗及文化的了解。

狮城各大宫庙均举行不同活动来庆赞中元节。年轻

宫庙云阴殿礼请贤当宫经忏团启建法坛，普度亡魂。

菜芭城隍庙于8月7日至8月10日(农历七月十二日至十五

日)举行为期四天的中元庆典。8月8日， 菜芭城隍庙诵

经团启建中元普渡法会，荐拔亡者、超度孤魂、普施济

度。8月10日， 菜芭城隍庙举行千人联合晚宴，主宾为

人力部部长陈川仁准将，特别嘉宾为前议员再诺先生。

狮

城

宫

庙

庆

赞

中

元

菜芭城隍庙诵经团启建中元普渡法会

云阴殿礼请贤当宫经忏团启建法坛

左二： 菜芭城隍庙中元节晚宴主宾陈川仁部长

2014年9月12日，中国厦门仙岳山土地公庙理事

会林福寿会长率团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2014年9月24日，世界华人道教文化联谊会冯建

富会长、刘仲宇执行长、大中国道教文化发展协会陈

日开会长等一行赴后港斗母宫参访。

2014年9月25日，泰国神心达智真门林清祥博士、

李金池副会长(右三)向叶达团长(右四)赠送纪念品

马来西亚慈惠堂参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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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道教华光宝殿总执行长叶昌

桔先生等一行访问新加坡道教总

会。新加坡、中国和泰国三地道

友汇聚一堂，就如何弘扬道教文

化，开展道教慈善事业等议题进

行了热烈讨论。

2014年9月29日，中国澳

门“星马庙宇节庆文化访问交流

团”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新加

坡道教总会副会长李金池、林金

忠、副交际姚咭宋等热情接待了

澳门道友一行。澳门道友在参观

新加坡道教总会、新加坡道教学

院，以及道教书籍馆藏为新加坡

之最的三清道教图书馆后，均表

示获益良多。

中国台湾、澳门的道友参观后港斗母宫郭国贤道长向陈添来会长赠送“东方三圣图”

澳门庙宇节庆推广筹委会星马庙宇文化访问交流团赴后港斗母宫参观九皇大帝圣诞庆典活动

中国台湾、澳门和泰国道教界参访团

厦门仙岳山土地
公庙林福寿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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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于2014年9月3日在三清宫隆重举行

第十三届执委就职典礼。当晚七时整，第十三届执委会

会长陈添来BBM在三清宫大罗宝殿为三清道祖上香，典

礼的序幕就此拉开。陈添来会长带领本届新执委，在三

清道祖面前郑重宣誓，将尽忠职守，尽己所能，为道教

新加坡道教总会隆重举行第十三届执委会就职典礼

事业奋斗不息！新加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为此次就职典礼监誓，并向新一届

的执委颁发委任状。就职典礼圆满结束后，第十三届执

委会召开了会议。

职位 宫庙 代表 姓名

会长 菜芭城隍庙 正代表 陈添来BBM

委员 菜芭城隍庙 副代表 洪国成

第一副会长 三清宫 正代表 林金发PBM

委员 三清宫 副代表 陈志伟

第二副会长 大士伯公宫 正代表 林锡辉PBM

委员 大士伯公宫 副代表 李光祥PBM

副会长 新加坡道教青松观 正代表 刘爱芳

委员 新加坡道教青松观 副代表 高荣骏

副会长 正华村金福宫 正代表 吴亚才

委员 正华村金福宫 副代表 黄世杰

副会长 淡滨尼联合宫 正代表 林金忠PBM

委员 淡滨尼联合宫 副代表 王德源

副会长 通淮庙 正代表 廖文荣

委员 通淮庙 副代表 陈春发

副会长 凤山宫 正代表 唐嘉林BBM

委员 凤山宫 副代表 萧建南

副会长 新加坡三清道教会 正代表 李金池

委员 新加坡三清道教会 副代表 吴淑镒

副会长 女皇镇忠义庙 正代表 卓永丰

委员 女皇镇忠义庙 副代表 陈宝泰

副会长 崇义庙 正代表 王权PBM

委员 崇义庙 副代表 胡荣丰

副会长 万山福德祠 正代表 甄福常

副会长 顺西宫水池林 正代表 胡清山BBM(L)

副会长 斗天宫 正代表 杨联发

副会长 元龙圣庙 正代表 赵发兴BBM

副会长 琼州天后宫 正代表 符永平

秘书长 洛阳大伯公宫 正代表 林志成

委员 洛阳大伯公宫 副代表 洪先来

第一副秘书长 葱茅园九皇宫 正代表 陈映惜　　

委员 葱茅园九皇宫 副代表 刘木盛

第二副秘书长 赐福大伯公联谊会 正代表 郭亚光

委员 赐福大伯公联谊会 副代表 陈勤生

财政 菜市联合宫 正代表 方荣贵

2014~2016道总理事名单
职位 宫庙 代表 姓名

委员 菜市联合宫 副代表 黎国辉

副财政 后港斗母宫 正代表 陈锡泉

委员 后港斗母宫 副代表 刘亚弟PB

交际 实龙岗北协灵坛 正代表 王福兴

委员 实龙岗北协灵坛 副代表 周福友

副交际 三巴旺财神庙 正代表 徐亚辉

委员 三巴旺财神庙 副代表 蒋海富

副交际 裕廊总宫 正代表 姚咭宋 

委员 裕廊总宫 副代表 蔡瑞成

副交际 竹云宫 正代表 洪新铭

委员 竹云宫 副代表 陈福全

副交际 石雾洞 正代表 许通沅

委员 石雾洞 副代表 周崇祥

宣教 真人宫 正代表 陈绍廷

委员 真人宫 副代表 黄丽菊

副宣教 福安庙 正代表 张福联

委员 福安庙 副代表 李天祥

中文书 芽笼联合宫 正代表 连淑娟

委员 芽笼联合宫 副代表 黄联益

英文书 风火院 正代表 余学尧

委员 风火院 副代表 黎文玉

查账 灵宝皇坛 正代表 王秋儒

查账 贤当宫 正代表 曾耀辉

特别委员 陈华兴

特别委员 方剑平

特别委员 龙仕庚

特别委员 沈敬雄

特别委员 陈川强PBM

特别委员 卓怡清

特别委员 林国文

特别委员 胡钱华

科仪顾问 张大麟道长

科仪顾问 张大嘉道长

科仪顾问 何育祥道长

10 11

狮
城
道
教

道

总

动

态

p3_26.indd   11 7/11/14   1:31 pm



天后宫简史

初创
据目前留存之地契文件记载，海南先民来新当在开埠

(1819年)之前。早期，他们多从事航运及相关行业，信奉

天后圣母等神祗。1854年，琼州天后宫成立。1857年，

先贤韩亚二、王志德等人向英属东印度公司购买屋宇。

自此，海南籍乡友聚会始有固定之所。屋内设有天后宫，

崇祀天后圣母、水尾圣娘及昭烈一百零八兄弟诸神位。

迁建
因天后宫所在屋宇朝向不尽合理且年久失修，众人于

新加坡琼州天后宫创立于1854
年，迄今已有161年历史，几
经沧桑，历久弥新。编者谨援
引资料，略述天后信仰、天后
宫之沿革变化及公益事业，以
期增进世人对历史之了解，绍
述先民精神，光大天后信仰。

1878年购置美芝路四十七号，地契期限为999年。1879年

春，王永祥先贤等号召海南同乡改建美芝路四十七号房

屋，改建工程得到了众同乡的大力支持。1880年，落成

典礼正式举行。海南先哲邱对欣先生，曾撰序文立碑以

志其事。天后宫内安设有天后圣母、南天水尾圣娘和昭

烈一百零八兄弟诸神的神像，各神龛殿并精工雕刻古代

艺术图案。

定制
1880年至1932年，琼州天后宫香火鼎盛，琼州会馆

蓬勃发展。在这五十余年间，琼州会馆与天后宫系“二位

一体”之机构，但处理事务时各有不同的职权。琼州会馆

琼州天后宫董事会主席符永平先生(左一)就任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

琼州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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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天后宫董事会成员及部分义工集体照

负责一切活动及对

外事务；天后宫则

负责财政。会馆的

经营费用由天后宫

拨付；会馆名下之

收入悉归天后宫管

理。天后宫将积存

的资金用于福利教

育事业，如购置义

山，创办乐善居，

支持育英、培群等

学校。时至今日，

宫馆仍依循往昔办

法，分别负责内外

事务：财政之收

支、产业之保管、

计划发展，皆由天后宫负责；对社会慈善福利教育事业

之捐助亦由天后宫直接支付。

早期天后宫以拜祭水神为主，没有专职人员，只从琼

帮商号或个人慷慨奉献者中，推举若干人以主持天后宫

事务，其中选一位为庙主，亦名炉主；其他若干人则为

董事。1932年，众人制定章程，组织董事会，以“琼州

天后宫及义山”名称，向政府正式备案。当时政府以天

后宫乃崇神及慈善性质之组织，特准为豁免注册团体，

并通过政府宪报公布。

重建
星岛光复后，天后宫及会馆的相关事务亦告恢复，

惟宫馆建筑物年久失修。1957年，新大厦正式动土兴

建。1962年，全部工程告竣。巍峨堂皇之琼州大厦系七

层楼建筑物，除下层保留为礼堂及办事处供自用外，其他

楼上各层均出租为商业办事处。后进神庙，仍照传统式予

清明节祭祖

以保留，另行重新装修。巍峨壮丽之琼州大厦，从此耸立

于星岛；神威显赫之天后圣母，一如既往的护佑星洲。

发展
独立后的新加坡不断地发展进步，经济繁荣，社会稳

定。琼州天后宫和琼州会馆的功能亦有所变化，由早期联

络乡谊、为同乡谋福利，转变为促进各民族团结、维护社

会和谐。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琼州天后宫加入了新加坡

道教总会。加入道教总会后，琼州天后宫获得了更为广阔

的活动平台和交流网络，影响力愈发壮大。

琼州天后宫
The Kheng Chiu Tin Hou Kong & Burial Group
新加坡小坡美芝路四十七号

47 Beach Road, #01-01/02 

Kheng Chiu Building

Singapore 189683

Tel: 6336 3457   Fax: 6339 0815
甲午年新春团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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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水尾圣娘
“水尾圣娘”是中国海南之神灵，在海外被海南

籍人士奉为乡土神。据传说，圣娘本名莫氏丽娘，元

末明初年间出生在琼州府定安县梅村峒龙马田村（现

海南省定安县岭口镇水尾田村），父亲为莫家十四代

祖莫素，母亲刘妹。十六岁时，丽娘外出干活，一去

不返。据说系被神仙点化成神，后多有显灵，被世人

尊称为 “水尾圣娘”。在东南亚，琼籍人士尊奉“水

尾圣娘”者不计其数。

天后圣母

大海静波涛——天后圣母

赦封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神位

清昭应英烈壹百有八人神位

琼州天后宫奉祀天后圣母为主神，天

后圣母即妈祖，海南人称“婆祖”。据

《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记载，太

上老君见人间“翻覆舟船，损人性命，横

被伤杀，无由解脱”，“乃命妙行玉女，

降生人间，救民疾苦。乃于甲申之岁，三

月二十三日辰时，降生世间。生而通灵，

长而神异，精修妙行，示大神通，救度生

民。愿一切含灵，解厄消灾，扶难拔苦。

功圆果满，白日上升。土神社主，奏上三

天。于是老君敕下辅斗昭孝纯正灵应孚济

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天后

圣母“灵应威德，非常孝感，神通广大，

救厄而平波息浪，扶危而起死回生，大慈

大悲救苦救难”，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广

受崇奉，千百年来香火鼎盛。

昭烈一百零
八兄弟诸神

据传说，昭烈一百零

八兄弟乃是最初由108名

海南人从琼州下南洋，其

乘坐之帆船被狂风巨浪所

吞没。此后，但凡南下之

海南人船只必祭祀一百零

八兄弟。

庆祝天后圣母千秋宝诞(农历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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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州
乐
善
居

琼州乐善居是一座已有112年历史的安

老院。1902年，琼州乐善居正式创办于双溪

路30号。1992年得到社会发展部发出的办

理养老院的执照。1995年，乐善居正式注册

为慈善机构。1998年，乐善居开始重建老人

院。2001年3月27日，一座七层楼高的现代

化老人院于淡滨尼新镇正式开幕。

作为一个以照顾老人为宗旨的安老院，

琼州乐善居继承和发扬了华族敬老尊贤的优

良传统。112年来，乐善居默默为许多孤苦老

人提供安身之处，让他们安

享晚年。发展到今天，琼州

乐善居不光收留海南籍的孤

寡老人及年长乡贤，也收留

非海南籍或非华族的老人。

目前，有135位老人愉快地

生活在乐善居。

回顾乐善居的发展史，

它得到了本地海南乡团、海

南乡亲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新加坡建国后，更

是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怀与重

视。所有这一切，使得乐善

居发展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养

琼州乐善居
Kheng Chiu Loke Tin Kee Home 
70 Tampines Avenue 4, Kheng Chiu Happy Lodge

Singapore 529681

Tel: 67897889 , Fax: 67897811

Website: www.kchl.sg   Email: kchl@starhub.net.sg

琼州乐善居庆祝创立一百一十周
年纪念特刊

琼州乐善居乐龄人士欢聚一堂

老居所，让一批批老人快乐安康的生活于其中。随

着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安老院将在社会中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琼州乐善居将力求在软硬件等方

面保持先进，为老人提供最妥善的照顾。

参考资料：

1. 《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2. 《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

3. 《琼州乐善居庆祝创立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特刊》

众人欢庆琼州天后宫160周年暨琼州乐善居111周年

陈振声部长出席琼州天后宫160周年暨琼州乐善居111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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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经》是道教

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

作为汇聚道家思想精髓

而成的经典，《清静

经》以“清静”二字

为全经之主轴，在哲

理上沿承《老子》、

《文子》、《庄子》等

道家“道”、“物”学

说而来。经中说明现象

界万物之阴阳、清浊、

动静等关系，指明人如何由物而返道之修炼方式。

2014年9月2日至9月13日，台中科技大学应用中文

系萧登福教授应邀赴我院讲授《清静经》。萧登福教授

依据其深厚的学养，旁征博引的考辩了《清静经》撰成

年代及思想内容，深入浅出的解读了《清静经》全文，

并就《清静经》与内丹修炼及佛教之关系、《清静经》

与《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道德经》之关

萧登福教授讲授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课程

系等专题进行了阐释。萧教授的精彩课程让数十名学员

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

作为知名道教研究学者，萧登福教授认为，今日道

教的修炼法门，可以始于《太上感应篇》，中于《玉皇

心印妙经》，而终于《清静经》。《太上感应篇》以兴

善，《玉皇心印妙经》以养形，而《清静经》以养神，

返归大道。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元典，世界文明之

瑰宝，千百年来给予世人无穷启迪。为了让广

大道文化爱好者深入了解《道德经》之奥义，

新加坡道教学院特邀著名道教学者、四川大学

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教授来新授课。2014

年7月23日至8月6日，詹石窗教授从他所提出

的“文化养生”这一独特理论视角着手，将文

化养生之目标、要理、范式、关键、逸趣等娓

娓道来，从各个角度阐发《道德经》相关章节

之妙理，为听众们打开了道家文化养生之门。

詹教授不仅说理透彻，鞭辟入里，还将自己创

作的天籁养生组曲和作为主创人员拍摄的文化

纪录片《东方道家之梦》和学员们分享，以期

增加他们对道教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近百名学

员有幸聆听了詹教授的教诲，他们纷纷表示获

益匪浅。在新期间，詹石窗教授亦同新加坡本

地道家、道教研究学者会面交流。

詹石窗教授讲授
《道家与文化养生——道德经智慧与人生境界》课程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教授(右)与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金樑教
授(左)共话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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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
顺利开讲

2014年9月12日下午，台中科技大学教授兼新加坡道

教学院客座教授萧登福先生做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为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清静经>与<易经>阴阳生克说

之关系》之精彩演讲。该场讲座是新加坡道教学院赞助

的“道教研究系列讲座”之首讲，由国大中文系、新加

坡道教学院和国大中文图书馆联合举办。

当天，萧登福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

将个中奥义娓娓道来。萧教授认为，《易经》以阴阳生

克来说明万物生化、人事吉凶。《清静经》则承袭阴阳

五行之说，又将阴阳转化为动静清浊，既以动静清浊来

说明万物之生成演化过程，更进而用“清静”来做为修

身成道之法门。作为道门重要经典，《清静经》极受重

视，唐末高道杜光庭曾为之作注。值得注意的是，北宋

时周敦颐曾从道门得《太极图》，因撰《太极图说》。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动静阴阳来谈论万物生化，以

「主静」遣欲为修身法门，其说和《清静经》相近。是

以，疑周敦颐说曾受《清静经》之影响。演讲结束后，

在场师生同萧教授展开了互动，讨论热烈。

新加坡道教学院向国大
中文系拨付第二笔奖学金
2014年8月5日，新加坡道教学院院长陈添来BBM将

金额为7万元新币的支票递交给国立大学中文系代主任苏

瑞隆教授。这是双方自2013年7月21日签署奖学金计划以

来，道教学院向国大中文系提供的第二笔奖学金。

新加坡道教学院与国大中文系
合作计划顺利推进

颜夜明硕士生成为首位奖学金得主

左起：苏瑞隆教授、林金发副院长、陈志城副院长、萧登福教
授、郭国贤道长、李焯然教授

萧登福教授演讲现场

2014年9月，颜夜明同学

进入国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学

位，师从李焯然教授。她成为

了“新加坡道教学院—国立大

学文学院中国宗教研究生奖学

金”首位得主。对于获得此项

奖学金支持，颜夜明同学表示非常

幸运，“非常感谢道教学院的慷慨赞助。”她未来将主

要从事“宗教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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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4日，以“弘传大道、利益天下”为己任

的张至顺道长应新加坡道教学院邀请，莅临三清宫为狮城

善信做主题为“道教养生”的公开讲座。当晚，三清宫二

楼主会场与分会场座无虚席，众善信及道文化爱好者早早

地来到了会场。当张道长步入会场时，全场听众全部起

立，以持续不断的掌声欢迎张道长。

虽已年届百岁，张至顺道长仍耳聪目明，步履矫健，

思路清晰，元气充沛。他从自己入道与修道经历讲起：生

于1912年，17岁入华山修道，数十载寒暑间遍阅道经，

潜心修炼，功有所成。更兼机缘巧合之下习得医术，金

针度人，惠及无数。《道德经》云“上士闻道，勤而修

之；中士闻道，若即若离；下士闻道，拊手大

笑。不笑不足以为道也。”张道长实为勤而修

道之典范。

近一个世纪的修道心得及长期的行医经历

让张道长对道教养生极具心得体悟。他谆谆告

诫听众，“大道至简，大道易得”，关键是人

要持有清静之心，如《清静经》所言“人能常

清净，天地悉皆归”。“人要识破天外天，我

把日月一担担”。张道长赠偈语给现场听众，

留待他们自己体悟。“大道如同一窝蜂，抓住

王子莫放松，蜂王入到蜂箱内，周天蜜蜂自归

宗”。张道长讲授完毕后，他的高徒许理慧道

长现场演示了八部金刚功，让在场听众一睹道门玄功的

奥秘。

自古信道难、行道难、得道难，盖因“大道难值、

正法难见、善心难发、中土难生、人道难遇、身根难

备”(《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既得人生，幸生中国，又

闻正法，遂一心向道、着意求玄者少，而修道有成之人

少，至若得道后广弘道法、利益天下之人更少。张至顺

道长以百岁高龄，不远千里，不辞辛劳，来狮城弘道。

他的高行必将传为佳话，成为道门之士争先仿效的榜样。

而有幸听讲的狮城善信亦得闻大道，相信他们均会有不同

程度地收获与感悟。

主会场

张至顺道长步入会场

分会场二分会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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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 养 生
——百岁张至顺道长狮城论道

张道长向听众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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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6日至9月1日，新加坡道教学院组织五

十名学员赴中国江苏省茅山乾元观参加乾元书院“第五

期体道班”。乾元观主持尹信慧道长热情接待了道教学

院一行。

茅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古被誉为“第一福地、

第八洞天”，是道教上清派的发祥地。千年道场乾元观

是茅山“三宫五院”之一，建筑庄严，环境清幽，实为

修道之佳所。

乾元书院为学院学员精心设置了系列课程。体道期

间，张至顺道长亲自向学员们开示丹道，传授道门真机，

令他们振奋不已。书院礼聘的讲师则向学员们讲授了道

教慈善理念、道教养生历史与原理、道教神学信仰等课

程。此外，学员们还学习了八部金刚功，抄写了《清静

经》、《玉皇心印妙经》等道门经籍。短短数天的体道

班让学员们获益匪浅，他们纷纷表示此行非虚，希望有

机会再赴茅山学道。

丹道开示

道祖像前合影

体道班开班典礼

修习八部金刚功

新加坡道教学院
“2014乾元体道之旅”
圆满成功

抄经

转山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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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澳门回归伟大祖国十五周年，澳门道教协会

联同澳门道乐团联手举办“澳新道教音乐欣赏会”。应

澳门道教协会邀请，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率

领新加坡道乐团赴澳共襄盛举。两地道乐团携手合作，

以悠扬仙韵来纪念回归时刻。

2014年7月20日晚，澳新音乐欣赏会在澳门文化中

仙歌雅乐庆回归
——澳新音乐欣赏会圆满成功

心小剧院如期举行。陈添来会长和澳门道教协会会长吴

炳志先生互赠礼品，以志纪念。而后，澳门道乐团以一

曲《礼斗组曲》为音乐会的上半场演奏拉开了帷幕。该

曲由澳门道乐团音乐总监王忠人副教授监制，系王教授

根据澳门正一派火居道士《延生礼斗》科仪中卫灵、送

表、十供、朝礼及耍曲等乐曲记谱整理，并加以整合而

澳门道教协会吴炳志会长(左三)向新加坡道总会长陈添来BBM(左二)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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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简介

“澳门道教科仪音

乐”在2011年6月11日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

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吴炳志会长于2012年

12月30日荣获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继承人。澳门道教科

仪音乐融合了道教正一与

全真两派的音乐，有200

多年历史，道曲500余首，

是探索澳门历史民俗的宝

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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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该曲很好地体现了澳门正一派吉祥科仪的喜庆气氛及

演奏特点。之后，澳门道乐团陆续演奏了《萨祖吊挂》、

《祝愿赞》等曲目。2014年澳门中学生《道德经》校际歌

唱比赛的冠军亦登台演唱。

新加坡道乐团在高功黄信成道长的带领下，在音乐

会的下半场为广大澳门听众带来了颇富狮城道教特色的

音乐。《百家春》、《乐逍遥》、《云乐歌》、《三宝

词》、《吊挂韵》及《将水》等曲目均古朴典雅、优美

动听，令听众如痴如醉。其中，《乐逍遥》一曲是新加

坡道乐团导师黄信成道长创作的曲目，其旋律自然流畅，

寓意着学道者追求逍遥自由、清静自在的淡泊胸怀。《太

极韵》一曲配有武当太极拳表演，《百家春》配以武当太

极扇，《将水》配以武当功夫。新加坡武当城隍养生院

教练团非常精彩的武术表演更是令现场观众拍手叫绝。

当晚，中联办协调部副部长史学林、澳门文化局代

表梁燕芬、香港、澳门及中国内地的道教界道友及道文

化爱好者共同欣赏了演出。这场演出让澳门道乐爱好者

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澳门道教科仪音乐”

有了进一步了解，亦让他们充分领略了新加坡道乐的

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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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博爱运动代表团来访

2014年7

月5日，新加

坡道教总会特

别委员、新加

坡道教青年团

副主席龙仕庚

道长代表新加

坡道教总会，出席了中邦和义顺种族宗教互

信团(Chong Pang and Nee Soon Central 

IRCCs)在Smyrna Assembly教堂举办的宗教

和谐谈话会。龙道长在会上就道教的起源和信

仰进行了演讲。

2014年7月3

日至4日，亚欧会

议不同文化与宗

教间对话高级别

会议在俄罗斯圣

彼得堡举行。此

次会议由俄罗斯

文化部主办，主

题为“文明间的

和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来自亚欧会议成员

的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专家学者、文化与新闻界人士

100余人与会。受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的委派，新加

坡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金发PBM代表新加坡道教总会，同

我国其他宗教代表共同出席了此次盛会。

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 ASEM)创立于1996

年，是亚洲和欧洲间唯一一个全方位、多层级的跨地区对

林金发副会长出席

“亚欧会议不同文化与宗教间对话高级别会议”

话合作机制。目前，亚欧会议共有51个成员，包括49个国

家和两个国际组织。

亚欧会议不同文化与宗教间对话高级别会议(ASEM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

religious Dialogue)始于2005年，旨在通过对话，增进

亚欧不同文明与宗教信仰相互了解，就促进社会和谐、

预防冲突等问题交流经验看法，维护亚欧和平、稳定与

可持续发展。

2014年7月26日，普世博爱运动(Focolare Movement)代

表团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团由来自罗马的罗柏图·卡塔

兰诺教授(Roberto Catalano)和新加坡普世博爱运动成员构

成。卡塔兰诺教授现任普世博爱运动各大宗教交谈中心协同

负责人。当天，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

副秘书长刘培华道长等接待了来访客人。双方就道教信仰与宗

教对话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结束后，卡塔兰诺教授一

行饶有兴趣的参观了新加坡道教学院和三清宫。临行前，他们

纷纷表示，此行对道教教育、道教信仰等有了进一步认识。

2014年8月17日，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公教大修院的三

位修生来新加坡道教总会参观访问。新加坡道教青年团副主

席龙仕庚道长、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接待了三位修生，

就道教信仰同他们进行了交流。

     

天主教修生来访

龙仕庚道长出席
宗教和谐谈话会

龙仕庚道长答疑

7月5日宗教对话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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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书推荐

中国宗教思想通论  (第1版)

詹石窗　主撰，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中国宗教”，从其范围而言，主要包括中国原始宗教、中国道教、中国佛教和中

国民间宗教；同时也旁及中国基督教与天主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宗教思想通论》

全书由绪论、上编、下编、余论四大部分组成。绪论阐述中国宗教思想的界定、研究状

况、研究方法等。主体部分从基本命题入手，论述中国宗教的基本内容以及历史面貌，

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基础考察，包括：宇宙与生态、人生与伦理、心性与功夫、情感

与体验。下编为纵深探索，包括：系统与思维、范畴与规律、联袂与互动、语言与符

号。余论探讨中国宗教思想转型中的社会变革、地理环境因素、中国宗教思想发展与身

国共治等问题。

这是一部系统阐释中国宗教思想历史发展与体系特征的通论性力作，是一部全以范畴为纽带、系统研究中国宗教

思想的学术专著。全书遵循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理路,借鉴当代宗教学基本理论,从纵横两个维度透

视中国宗教思想, 拓展了宗教学原理与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新领域。此种研究理路, 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

学术治史之长, 另一方面又凸显当代宗教学术研究的现代性特征。其别具一格的研究路径与学理体系,体现了在当代中

国宗教思想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作者在广泛搜集相关思想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前人对宗教学基本理论与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抓住“中国宗

教”与“历史发展”及其两者的紧密结合做文章,对中国宗教进行一般方法论、认识论、修养论、境界论等层面进行系

统探讨,对中国宗教思想历史发展的多侧面动因、机制及正负面效应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析,试图揭示中国宗教思想发展的

内在规律,为培育民族精神寻找理论武器,为中国宗教“与时俱进”的道路探索寻找历史依据。1

道教修行指要  (第1版)

詹石窗　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

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深深地渗

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该书介绍了道教修

行的作用，道教修行应了解的基本理论，道

教修行与神仙信

仰，道教修行的

环境与条件，道

教修行的主要方

法等。此书对信

道之人的修行裨

益良多！

道教文化十五讲  (第2版)

詹石窗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2版

道教是源自中国的宗教，它由多元复合并枝繁叶茂，有着独

特的信仰、经籍、养生精神、炼养

方技、法术禁忌、科仪符号等，并

对文学、艺术、医学、科技等领域

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书对道教历史、派别、经典

文献、哲学思想、医学理论、养生

学、科技、炼养方法、科仪、文学

艺术、洞天福地等都有介绍，是一

本在道教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

推进的上佳著作。自出版后，该

书广受好评。此次推荐版本为第二

版，作者增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道教发源、兴起的

标志，采用道教界自身肇始于黄帝的说法，并引入了更全面准确

的新文献资料。

  1盖建民：《詹石窗主撰<中国宗教思想通论>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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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天道暗

昧，举物类以为喻。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

与之。言张弓和调之，如是乃可

用也。夫抑高与下，损强益弱，

天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

足，天道损盈益谦，常以中和为

上。人之道则不然，人之道与天

道反。损不足以奉有余。世俗之

人损贫益富，夺弱与强。孰能有

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谁能

居有余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

不足者，唯有道德之君而能行之

也。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圣人为

德施惠，不恃望其报。功成而不

处，功成事就，不处其位。其不

欲见贤。不欲人知己之贤，匿功

不居荣，畏天损有余。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道德经注解

白
话
文

第七十七章

天的“道”，
不很像拉开弓“射箭瞄准”吗？
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
低了就把它升高一些，
过满了就减少一些，
不够满就补足一些。
天的“道”
减少有余，用来补给不足，
人的“道”却不是这样的——
偏要减少不足的，用来供给有余的人。
谁能把有余来送给天下？
只有有“道”的人能如此。
因此，“圣人”
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
功成而不自己居功，
不愿表现自己的聪明才干。

Chapter 77
The TAO (way) of Heaven may be likened to the bending of a bow.

The supper part comes down while the lower part goes up.

If the bow-string is too long, it is cut short.

If it is too short, it is added to.

It is the way of Heaven to diminish where there is great abundance 
and to supplement where there is deficiency.

This is not so with men’s way.

He takes away from those who have not enough to serve the 
powerful and the rich.

Who could use one’s superabundance to help the poor in the 
world?

Only the man in possession of TAO.

Therefore the Sage acts but does not take possession.

He accomplishes without claiming credit.

He does not want his meritorious deeds to be seen.

�
第77、78章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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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言水柔弱，

圆中则圆，方中则方，壅之则

止，决之则行。而攻坚强者莫之

能胜，水能怀山襄陵，磨铁消

铜，莫能胜水而以成其功也。以

其无以易之。夫攻坚强者，无以

易于水。弱之胜强，水能灭火，

阴能消阳。柔之胜刚，舌柔齿

刚，齿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

柔弱者久长，刚强者折伤。莫

能行。耻谦卑，好强梁。故圣人

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人

君能受国之垢浊者，若江海不逆

小流，则能长保其社稷，为一国

之君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

君能引过归己，代民不祥，则可

以王天下。正言若反。此乃正直

之言，世人不知，以为反言。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Chapter 78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thing softer and weaker than water.

But nothing is superior to it in overcoming the hard.

Nothing can take its place.

The weak overcomes the strong and the soft overcomes the hard.

This fact is known by all but no one can put it into practice.

Therefore the Sage says:-

“He who could accept calumny and humilia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nation is fit to be called master of the nation.

He who could suffer and bear himself sins and disasters of the 
world is qualified to be king of the world.”

My words that are really true seem to be paradoxical.

第七十八章

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

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它的，

因为没有什么能代替它。

弱之所以能胜强，

柔之所以能胜刚，

天下没有人不懂，

“就是”没有人肯照着做。

因此，“圣人”说：

承担全国的屈辱，

才算得国家的君主。

承担全国的灾殃，

才算得天下的君王。

正面的话恰像是反面的。

白
话
文

道德经注解 ��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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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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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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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
  (福安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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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39)《狮城道教》由

琼州天后宫
赞助四千元出版费用

谨此致谢！

封面说明

琼州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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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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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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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稿一经刊登，将按址寄奉薄酬，以申谢忱，若却酬者亦请注明，以便本刊给予刊名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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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请寄

《狮城道教》编辑部
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

San Qing Gong Taoist Cultural Centre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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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65 6449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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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日至7月2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

来BBM率团赴中国四川省江油市出席“世界华人道教暨

两岸哪吒信仰文化论坛”。本次论坛由四川省道教协会、

台湾中华道教中坛元帅弘道协会、澳台中华宗教文化促进

陈添来会长率团出席
“世界华人道教暨两岸哪吒信仰文化论坛”

会联合举办，共有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逾四百名道教

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参加。应主办方邀请，陈添来会长同

与会者分享了新加坡道教的历史与现状。会议结束后，

陈添来会长率团赴道教圣地青城山、青羊宫等地参访。

大伯公(福德正神)是我华族崇奉之神祗，神威赫赫，

福荫万民，德昭千古。凡有华人定居之所，必有供奉福德

正神之宫庙，而大伯公信仰尤以新马为著。各地信众为感

谢圣德弥深的大伯公，进一步弘扬大伯公信仰文化，始有

全球性的“国际福德文化节”，亦有了如“马来西亚大伯

公节”等地域性的节庆活动。

2014年9月13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率

团出席“第七届国际福德文化节”暨“第六届马来西亚大

伯公节”。此次福德文化节由马来西亚槟城宝福社承办，

于西马槟城举行。此次文化节计有世界各地逾百尊大伯公

金身和约180个团体参与，实为各地大伯公之聚会、全球

陈添来会长率团出席第七届国际福德文化节
信众之联谊。新加坡代表团瞻仰了不同的大伯公神像，

同各地宗教领袖和学者就大伯公信仰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成都青城山建福宫朝圣

论坛胜利闭幕

中国成都青羊宫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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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4日， 菜芭城

隍庙举行盛大的中秋晚宴，隆重庆祝中秋佳

节。近五百人欢聚一堂，喜迎中秋，庆祝团圆。中秋晚

宴的主宾是人力部部长陈川仁准将，贵宾是社会及家庭

发展部兼文化、社会及青年部政务次长、西南区市长、

蔡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刘燕玲女士，友诺士基层组织顾

问再诺先生。     

当晚，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为到

场嘉宾呈现了精心排练的

音乐与舞蹈。南音部呈献

了南音琵琶弹唱《山不在

高》，华乐部则由葫芦丝、古筝、扬

琴班师生联合呈献《中秋金曲联奏》。

城隍艺术学院新近成立华族舞蹈系

则带来三场节目，分别是儿童高级班的

《济公小活佛》、青少年高级班的《俏花

旦》和乐龄高级班的《青藏高原》。三支

舞蹈赢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他们

充分感受到了舞蹈所蕴含的青春活力和舞

蹈演员们对生活的热爱。

新加坡道乐团演奏了三首道乐：《云

乐歌》、《吊挂韵》和《道宝词》。新加坡武当城隍道

教养生院教练团则表演了武当太极扇、武当玄门剑、武

当玄武拳、道家拂尘和武当基本拳，另由助教团呈献武

当太极十八式。

菜芭城隍庙联谊会隆重庆祝中秋佳节

南音部演奏

乐龄高级班表演《青藏高原》

晚宴主宾贵宾同华族舞蹈系演员合影留念（第三排左起：艺术总监陈妍 女士、院

长陈添来BBM、主宾陈川仁部长、贵宾刘燕玲市长、副院长林金发PBM）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华族舞蹈系简介

该系成立于2014年6月，由艺术总监陈妍

女士(Serene Tan)负责。陈总监是首位新加

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奖学金(传统舞蹈)得主。教

学主任为资深华族舞蹈教育家王琬 老师。

学习华族舞蹈能够为学习者带来诸多益

处，诸如优美形体、提高合作能力、培养审

美情感及培养自信心等。目前，华族舞蹈系

开设涵盖所有年龄段的舞蹈课程。欢迎来电

咨询和报名。

Sheng Hong Arts Institute (Singapore) 
Tel :  6445 0828       Fax :  6448 3622
www.shenghongarts.org.sg

青少年高级班表演《俏花旦》

华乐部演奏

晚宴主宾陈川仁部长(左四)、贵宾
刘燕玲市长(左二)、贵宾再诺先
生(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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