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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  陈翰彬 简 历

陈翰彬(1931—)，字墨石，别署辛末，河北翼州

人。九三学社社员、北京道教居士、北京佛教

居士。

陈翰彬的书法作品曾经参加中国和国际

性大展超过60次，并且多次在中国以及国际书

法比赛如中国神农杯、王羲之杯和法国巴黎金

棕树杯等中获奖，其中十余次获得特等奖和一

等奖。此外，他的作品也被许多艺术部门和重

要机构收藏，包括北京天安门城楼、北京中南

海、新加坡三清宫、台湾中山纪念馆和美国赛

克勒美术馆等等。他的作品也被20余处名胜古

迹和文化景区勒石刻碑，包括新加坡三清宫的

《道德经》碑、山西五台山、成都青羊宫以及福

建东岩山等。

陈翰彬的作品也多次在诸多报刊杂志中发

表，如《中国书画报》、《狮城道教》、《中国道

教》以及《世界艺术家》等。

陈翰彬曾经应邀随中国书画代表团远赴欧

洲各国参与文化交流和考察，并且在法国巴黎举

办展览。今天，他的作品已流传至日、韩、美、法、

德、澳、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港澳台等国家和

地区，并作为大礼赠送给50多个国家政府要员。

2015年1月23日至1月25日，

由湘灵音乐社举办的“首届新加

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及“传统

艺术传承的现状与前景”国际研

讨示范讲座在新成功举行。为弘

扬南音艺术，推动文化交流，增进乡情弦谊，新加坡城

隍艺术学院应邀参加了此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及国际示范

讲座。此次南音活动让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受益匪浅，既提

高了学员们的专业技能与临场发挥能力，也增进了学员彼

此之间的凝聚力和默契，还提升了学员们的审美能力。

1月25日上午，由林伯姬教授带领的国立台北艺术大

学传统音乐学系和台湾台北咏吟乐坊与泉州南音乐团前任

团长吴少传夫妇、副团长王大浩以及南音协会主席陈日

升前来我院交流。我院院长陈添来BBM、 菜芭城隍庙

主席陈志城PBM、总监陈妍 、舞蹈系主任王琬 、南

音老师陈祝平携同十几名南音学员共同迎接，并与他们

进行了艺术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为今后的

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础。当晚，参加闭幕式─南音艺术

飨宴《聚散两依依》。在此，拉下了此次活动的帷幕。

春到河畔2015 

一年一度的“春到

河畔”是新加坡人民庆

祝农历新年时不可或缺

的庆祝活动。今年，城

隍艺术学院华族舞蹈

系、南音系和华乐系的

师生们参加了“春到河

畔2015”的演出。他们

登台献艺，备受好评。

其中，由学生们表

演的《我家住在山芭》

颇受好评。该节目梗概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应邀参加

如下：时间追溯到20世

纪 60年代, kampong

里有小鸭子在荷塘溪

水, 小孩子们无顾虑的玩耍, 休闲时在大树

下玩南音, 在家后院种番薯, 大家庭的情景。这一演出让

年长的观众们不由地回忆居住在Kampong时的美好时

光，也让年轻一代借机感受了父辈祖辈幼时的美好时光。

华艺节2015

2015年2月20日至3月1日，由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的

第13届“华艺节”成功举行。2月22日，新加坡城隍艺

术学院华族舞蹈系为广大观众朋友呈现了四支舞蹈，分

别是《鄂温克的拉玛湖》、《俏花旦》、《咏荷》和

《鱼儿》。

“首届新加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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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历来是多元种族宗教荟

萃之地。各大宗教在新加坡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作为蜚声国际的学术重镇，新加坡国

立大学对各大宗教的关注是应有的题中之义，相关学术研究

持续不衰。多年来，国大多个科系对道教文化情有独钟，中

文、历史、社会、哲学等科系都有师生从事道教文化研究，

选题涵括了道教教义、思想、教派、组织和社会影响等各个

方面。其中，文学院下属的宗教研究群(Religious Cluster)和

中文系所建中国宗教研究群(Chinese Religions Research Group)

是跨学科、国际化的开放式交流平台，为宗教研究者开辟

了更为广阔的科研天地。上述多学科的研究在相激相荡中

扩展了学术的广度与深度，也让国大的道教研究形成了多

学科广泛融合、注重田野与文本的结合、关注宗教与海外

华人社会关系等显著特点。作为研究主力，国大中文系的

道教研究成果丰硕，以上特点尤为明显。有鉴于此，本文

聚焦中文系，基于对国大近年来教学师资、科研机构、研

究成果的梳理，尝试剖析国大中文系道教研究的发展脉络

和研究成果。

1.中国宗教研究群的建立与道教研究
1.1国大中文系发展概述与中国宗教研究群的建立

概而言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有两个源

头，一是1953年建立的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系，另为1955

年建立的南洋大学中文系。1980年，南洋大学与已经更名

为新加坡大学的马来亚大学合并，合并后即为今日的新加

坡国立大学。国大中文系的历史包裹在这所年轻的学校所

经历的迷茫、兴奋和飞速的膨胀中，同时它也具有如下特

点：传统中文系以华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对华人的历史和

文化富有同情和理解、担负着在本地社会传播和保存华人

语言文化的使命。新千年之后的国大中文系经历了快速的

发展，逐渐奠定了不同于初时的研究道路，由最初的华语

训练和传统中国思想、文学的研究发展出五个主要的科研

方向，分别为：明清研究、中国语言、东南亚华人、印刷

与大众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每个研究方向又以研究群的

形式将相关的老师和研究生集合起来，由系里统一拨给经

费，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道教研究即是宗教研究方

向下的重要议题。

2010年中，时在国大中文系访学的丁荷生教授和同系

李焯然副教授、苏瑞隆副教授联合发起了中国宗教研究群

(Chinese Religions Research Group)。该群旨在促进对中国宗

教(包括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和从古至今的教派)的研究，

接受来自中文系和国大其他团体的中国宗教研究者、爱好

者的参与。研究群本着对中国宗教的重视，促进关于宗教

文学、历史、哲学的学术讨论。虽然中国宗教研究群的建

立为时尚短，但是数年间就已经邀请了多位海外学者前来

访学授道。其快速发展同国大中文系长期累积的宗教研究

氛围不无关系。

研究群自创立之初，即成为道教研究学者交流和发

表新论的平台。如2010年八月间，丁荷生教授曾发表题

为“地理信息系统与新加坡庙宇网络”的讲座，该研究借

助地理信息技术重构新加坡庙宇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更

加新颖地展现了本地道教和民间庙宇的发展流变过程。此

后的学者也陆续提供了他们在道教研究中的新发现或多年

研究的心得。例如，2011年，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

究所前所长陈耀庭教授所作的《中国道教研究》的介绍性

讲座；2012年，国立台中科技大学应用中文系萧登福教授对

《星斗主司人命说的形成及衍变》的研究报告；2014年，台

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 学教授所做《五教一家：

从赵韩<榄言>看明末三教与西学的关系》的专题报告。这

些论题涉及道教研究的诸多方面，将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和道

教发展现状的关注融铸一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3年起，中文系的道教研究

亦得到新加坡道教学院的鼎力支持，双方联合举办道教学术

讲座。2014年9月，萧登福教授在国大中央图书馆发布了题

为《<清静经>与<易经>阴阳生克说之关系》的报告。2015

年3月，陈耀庭先生再次做客国大，发表题为《我对道教研

究前沿问题的看法》的主题演讲。该演讲积陈老先生数十

年道教研究心得，讨论范围涵括道教研究的传统分支与新

兴方向，涉及到中、日、英、法等多个语种的代表人物、

研究经典与科研机构，令广大听众颇受启发。

1.2国大中文系道教研究的背景、传统与现状

国大中文系的科系设置具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特点，

具体呈现为文、史、哲共存的局面，故其道教研究的丰富

成果也涉及中国研究的诸多方面。以老一代的学人为例：

苏新鋈教授对周易的研究；龚道运教授对先秦道家思想的

探讨；王叔岷先生对庄子的文学研究，他们即为相关代

表。当下中文系教师的道教研究成果也广泛涉及历史、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道教研究概述━现状与展望

 文／贺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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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哲学等方面，研究的时段也不拘于中国历史的一朝一

代，研究的地域则涵括了中国、东南亚、欧美。

在介绍中文系现任教师之前，需要对一代名家柳存仁

先生予以特别介绍。柳存仁先生生于1917年，1939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后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曾

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学院院长，澳

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

会会员。著有《和风堂文集》、《中国文学史》、《道教

史探源》等，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既深且博，是国际公认的

道教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柳老先生同国大中文系颇有渊

源，曾多年被聘为中文系访问学者。柳老先生的演讲已经

由中文系集结出版。

中文系的现任教授们虽然术业有专攻，但他们的研究

也常涉及道教文学、思想与历史等。李焯然教授曾负笈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师从泰斗柳存仁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

宗教融合问题和新加坡本地的道教状况均有考察。多年来，

李教授对中国明清时期的诸教融合问题始终保持着浓厚兴

趣。而他对柳存仁先生学术成果的全面介绍和卓越评论，

则帮助国际学界深入认识了柳先生著作的价值，特别是柳

先生在道教领域的洞见。李焯然教授同时观察到本地宗教

仪式中道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发表了题为《儒家礼仪的

道教化─新加坡庙宇的祭孔活动》的论文(2012)。对于道

教，李焯然教授秉持同情性理解、参与性观察的态度，同

新加坡道教界保持有多年密切合作。他曾应新加坡道教总

会邀请，联合编写《道教简述》一书，并担任新加坡《狮

城道教》杂志的编辑顾问。此外，李焯然教授还担任新加

坡总统宗教和谐理事会理事，密切关注新加坡社会的种族

宗教和谐，为之建言献策。

苏瑞隆教授亦对本地的宗教研究有着浓厚兴趣。虽然

本行是中国古典辞赋研究，但他对与道教文学相关的如宝

卷、神话、山水诗等均有研究。他对西方道教研究的专著

也多有评论。例如，他曾撰文评论孔丽维教授(Livia Kohn)

的Laughing at the Tao: 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博尔教授

(Kristofer Schipper)的Taoist Body。奋笔书斋之余，苏教授

亦深入田野。他曾带领中文系的研究生，对新加坡淡滨尼

联合宫这一颇具典型性的宫庙开展过田野调查，并主持该

宫举办的“淡滨尼联合宫崇奉诸神国际学术研讨会”。目

前，该会议论文集已经出版。

劳悦强教授专攻先秦思想，早期道家和道教思想也是

其关注的课题之一。他曾撰写题为Fatalism and Retribution 

in Late Han Religious Daoism的论文，对汉代晚期道教流行的

宿命和报应等概念加以剖析，又如其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的书中，亦对道教早期思想的发展有

所解释。劳教授并在系内开设《庄子》等专题讨论课程。

以上学者代表了国大中文系现任教授在历史、文学和

思想方面对道教研究的深入探索，其实与早期国大中文系

发展的丰富面相不谋而合，也体现了学脉的传承和变通。

2. 宗教文化课程的新发展与卓有成效的社会合作
2.1 道教课程的设置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新加坡本地媒体多次报道了丁

荷生教授将成为本地大学中文系首个“洋主任”的消息。

丁荷生教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任教25

年，期间曾担任该大学东亚系的詹姆斯·麦吉尔讲席教授

(James Mcgill Professor)及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

究结合了传统道教研究对文本的分析与人类学研究注重田

野调查的双重特点，此前也出版了大量与道教研究相关的

著作，既有对中国传统道教的追索和分析，也有对现当代

道教现象的记录和整理，如对三一教跨时段的研究作品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与郑振满教授合作编撰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数册、基于

本地田野调查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等。

丁教授在担任国大中文系教授之前，就常年担任中文

系访问学者一职。他对于道教文化满怀热爱，非常希望能

够培养一批对本地文化怀抱热情，同时具有专业的宗教研

究素养的年轻学者。为此，他曾利用暑假时间开设过以本

地宗教为研究对象的相关课程，将其对新加坡佛教、道教

及民间宗教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倾囊相授。笔者曾经有

幸参与相关课程的讨论和参访活动。该课程基于对新加坡

几乎所有华人庙宇的深入调查，希望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

华人宗教、特别是以道教为主的传统宗教在新加坡的发展

演变和面临的挑战，进而启发学生思考传统华人宗教怎样

在快速发展的新加坡社会生存下去、并更好地致力于多元

劳悦强教授苏瑞隆教授李焯然教授 丁荷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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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等现实问题。课程中安排了两次实地走访，让

学生通过观察庙宇状况，与信徒、庙宇管理人员交谈，既

全面了解传统宗教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组织所发挥的社会功

能及其现实意义，又深刻感受到了华人庙宇在文化、艺术

等方面的感召力与发展潜力。通过学习海外华人和传统宗

教的关系，笔者与同学们既感知了华人宗教蕴含的持久的

生命力，也对于华人宗教和宫庙未来发展等问题有所思考。

担任新国大中文系系主任之后，丁荷生教授在宗教研

究方向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增添了一门面向本科生的宗教类

课程：《东南亚华人宫庙》(Chinese Temples Across Southeast 

Asia)，此后或许还会集中于道教等方面开设更多类似的课

程。这些尝试与努力使得宗教研究的课堂不仅面向宗教文

本，也能够促进学生对现实与传统之间的思考。

2.2与本地宗教机构的良好合作

除了着力开辟与完善面向学生的文化课程外，国大中

文系也得到来自宗教界的学术支持，其中尤以新加坡道教

学院对道教研究的支持力度最大。2013年7月21日，新加坡

道教学院与国大中文系签署奖学金协议，捐赠28万元给新

加坡国立大学，用于资助从事中国宗教研究(尤其鼓励从事

道教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目前已招收数名硕博士研究生，

他们已经就道教仪式、美学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当天，

新加坡道教学院亦同国大中文系中国宗教研究群签订了合

作备忘录，该项目定期邀请访问学人来新加坡讲学，在国

大和道教学院举行一系列与中国宗教信仰有关的讲座。前

文提及的2014年萧登福教授讲座和2015年陈耀庭教授讲座

即为双方联合举办的第一场和第二场讲座。

关于道教学术研究，新加坡道教学院陈添来院长有其

自我的考量，在前述捐赠仪式上他曾表示：“由于当地道

教学术性的资料较少，被很多年轻人误认为是民间信仰。

因此，我们想通过资助，号召更多年轻人对道教进行研

究，这既能增进对道教的了解，也能逐步推动道教学术研

究。”这种理念也暗示了作为“信仰的道教”和作为“学

术的道教”之间沟通的门径，道教学院组织的一系列学术

活动为更好地沟通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桥梁。

在2015年4月，新加坡道教总会和新加坡道教学院携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成功举办了“二零一五年新加坡道

教论坛”。该论坛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等

多地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道教的教派、历史传承、传

播状况、概念解释和思想流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在会议的规模和课题的广度方面都令人惊叹。国大中

文系的丁荷生教授、李焯然教授和苏瑞隆教授为该论坛提

供了相关支持，并各自在论坛上发表了专题论文。

此外，道教总会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道教研究提供

了诸多研究上的便利。如国大中文系的师生于2015年4月

15日曾受邀参加旨在庆祝新加坡独立50周年暨新加坡道教

总会创会25周年的“和谐晚宴”，得以切实感受新加坡的

多元种族宗教和谐。当晚，在总理李显龙先生的见证下，

国大中文系接受了由中国道教总会捐赠的《老子集成》和

《中华道藏》线装本各一套，为国大中文系的道教藏书又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伴随着国大中文系宗教学研

究、特别是道教学研究的不断扩展与深入，类似的合作还

会有更多，既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亦能够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应。

3. 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3.1 道教思想及道教在新加坡的发展是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

新加坡宗教生活的特点和时人追求身心融通的目的使

得道教思想及道教在新加坡的发展成为不同时期的研究热

点。早在1970年，南洋大学的本科生卢桂霞就在研究中表

现出对道家思想的浓厚兴趣。她在学位论文《老庄思想及

陶诗中的道家色彩》中讨论了老庄思想对中国最重要的诗

人之一─陶渊明的影响。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的道教研

究主要集中在思想义理方面。如1974年洪伟雄对《老子》

的研读：《老子四十二章之所谓一、二、三解》；1977年

沈振奇探讨齐物论的《庄子的齐物观》；1978年李火明对庄

子生命观的研究《庄子之人生哲学－养生及死生观》；1979

年Latha Sreedharan的学位论文Lao Tzu and Chuang Tzu on the 

concept of Tao，同年黄彩娟的《老子的无为观研究》；1982

年冯敬伟对庄子心灵的体悟：《庄子的成心与灵台》；1983

年张秀慧的《庄子思想的中道性》等等。

将思想史的成果运用于文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常用的

方法。在国大中文系文史哲并存的环境下，出现了大量以

道家思想为视角展开的文学研究。如论1977年庄声畴的硕

士论文讨论庄子思想与隐逸诗人陶渊明的作品之间的关系

《陶渊明诗与庄子的关系》；2007年李林江再次探讨了道

家思想对陶诗的影响：《游走于虚实之间的田园诗人论陶

渊明的形象问题》；2011年黄洁莹对设论体这一文体的研

究：《晋代设论体和隐逸主体》，同年孙亚楠对庾信的一批

道教诗歌的解读：《庾信<道士步虚词十首>研究》等等。

九十年代以来，道教和道家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极大

的拓宽，当地道教的发展、道教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同

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议题也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如1995年

Andrew Hui Keong Chew的硕士论文：Language, context and 

ideology in the Tao Te Ching；Hui Lin Choo 1997年的学位论

文：The ways of Taoism: religious rationalisation and change 

in Singapore，既触及了道教的思想层面，也正视了传统宗

教在国族建设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问题。除此之外，新马一

代带有道教仪式特色的宗教组织也在不断被探索，如苏慧

娟2011年的学位论文，《马来西亚的客家斋堂─霹雳州

打巴觉凡寺的个案研究》，是运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式

对宗教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揭示，和新国大最近将出版的丁

荷生(Kenneth Dean)教授主编的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Singapore: 1819-1911, Singapore，在调查方法和保留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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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的精神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本地诸教并存的状况也为一

些比较研究提供了空间，如Abdul Halim Abdul Karim1996年

的论文：Sufism and Taoism : the absolute and its attainmen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bn Arabi's and Chuang，是对伊斯兰

教和道教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在马来研究、印度研究等

科系所见尤多。

其他重要的论文还包括：李高丰，《道家思想在近代世

界的反响》，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6。Chua, 

Lester Wee Thiam，A temple at its crossroads : a study of 

change and struggle in a Taoist temple in Singapore，2000。

陆秀玉，《新加坡善堂及其功德仪式研究》，2000。Cendana, 

The Adi，Resolving conflicting worldviews: a study of taoism 

to christianity conversions in Singapore，2003。谭文熙，《新

加坡宗教个案研究：新加坡真空教在近年的发展》2011等等。

3.2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继承传统研究路径的同时，新加坡的道教研究也在

尝试更为新鲜灵活的研究方法。这一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

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女性

研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带入就是一个显例。林仲艳2001年

的学位论文《道教与女性 : 从道家哲学、道教修行和神仙

系统看女性在道教的地位》已经开始触及这一问题，所思

考的女性在道教中的地位虽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是

从道家哲学、修行和神仙系统来综合考察这一问题还是能

够提供新的启发，又如谢佳霖2003年的学位论文《女冠与

唐五代诗词》，集中于对女性修道者群体意识的关注，应

该也是受到女性研究理论的启发。

与此相似的，对道教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也慢慢超越

对教派、义理等的研究，开始成为道教研究更为关心的话

题。这一部分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符婉月2000年的学位

论文《<吕祖志>: 吕洞宾的传说与宗教》，将“传说”的

社会特性带入对道教人物的解读，丰富了吕洞宾的宗教形

象。又何珈玮2002年的学位论文《武当山朝山：道教与民

间宗教》，以一座山作为道教活动的中心，重新构建了道

教和民间活动的关系。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这些论文出

现的时段较晚，涉及的论题也更加多彩和有趣。

其他重要的论文还包括：吴锦汉，《“泥丸百节皆有

神”：论道教的多魂观念》，1998。潘玉薇，《<岱史>：

泰山的传说与宗教》，2000等等。黄志伟，《神化邪崇：论

民间五通神之衍变与其“神教改造”之意义》，2001。黄晴

薇，《西王母的形象及其演变》，2002等等。

3.3 海外汉学影响下的反思

国大中文系的师资大半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在学术训

练特点上受到了欧美汉学的很大影响。这使学生在展开中

国学研究时涉猎广泛却选题集中，表现在道教研究上就是

其与文学、历史、思想等方向均能结合，但涉及的人物和

概念却相对集中。例如，对道教人物的研究，较多集中在

传统的所谓大人物身上，对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几乎没有

关注；而对概念的研究也难脱“自然”、“无为”等词汇。

可喜的是，对旧有的道教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关注并不

意味着研究浮于形式。如1997年杨梅枝的《关于<老子>年

代的新考察─<老子>与<诗经><楚辞>音韵的初步比较 研

究》；严家建1999年的论文《郭店竹简本<老子>初步研究 

》和2000年张爱强的《郭店竹简<太一生水>》；都是对原

始资料细致的整理工作。

道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实践也一直受到英文科系的

关注，如Nellie Goh1973年的论文The Taoist Philosophical 

Method，在他之后的74和76年又有涉及道教基本概念的论

文Rosie Liang-moey Tan的The Taoist Concept of an Ideal State

和Donald See-seong Ng的The Taoist Concept of Wu-wei as Non-

Escapism，只是英文科系和中文科系之间的研究思路有异，

相互借鉴并不充分，同样谈到“无为”的陈健玉的论文《试

析庄子内篇中的自然与无为》(1998)就没有对non-escapism做

出基于哲学学理的回应。

4. 小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道教研究既和国大中文系本

身的研究传统相关联，也结合新加坡本身社会发展而不断

出现新变。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研究群的建立为道教研究

者提供了互通有无的平台，对宗教研究颇有心得的一批师

资力量的出现也为教与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新加坡道

教总会和新加坡道教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合作机构也为道教

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这些有利的条件下，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为代表的本地道教研究，立足于本

地华人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广泛涉及汉学研究中的历史、

文学、思想等多方面，不断引入新的教学和科研方法和视

角，对新加坡道教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同时，与西方道教研

究的已有成果展开了丰富和长远的对话。可以预见，国大

中文系道教研究学者将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丰硕的道教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

贺晏然，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本科就

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就

读于牛津大学东方学系。现为

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语教研

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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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设立初衷

在于全面展示

族群与福德祠

的悠久历史，

保留广府社群

的信仰文化、

传统习俗与集

体记忆。

作为一座

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庙，万山福德祠在见证吾国吾民发

展历程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影响力与日俱增。沙 古迹文物室的成立便是福德祠为社

会所做的又一新贡献！

2015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伟大时

刻，也为了让广大国民更好地了解历史，继承先民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万山福德祠特意成立了“沙 古迹文物

室”。据悉，文物室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新

加坡道教总会等部门与组织的大力支持。

1月11日，

在一众嘉宾的共

同见证下，沙

古迹文物室隆重

开幕，正式对外

开放，开放时间

为上午10时至

下午4时。文物

万山福德祠隆重举行
“沙岡古迹文物室”开幕典礼

大士伯公宫举办
祈福大法会

2015年，对大士伯公宫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今年，既是大士伯公宫立庙70周年，也是晋宫30周

年，又恰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

为庆祝三大特殊的日子，大士伯公宫于2015年1

月23日至1月25日，隆重举行了“太上覃恩护国佑民

普福阴阳清醮大法会”。此外，该宫还举行了“补库

招财、血湖放生、施食焰口、转天尊过平安桥”等多

项祈福科仪。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岳华山经乐团的多位

高道共襄盛举，为信众祈福。1月25日晚，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部长暨大士伯公宫会务顾问黄循财应邀

出席了庆祝活动。

顺西宫水池林举行
神明开光安座仪式
2015年1月底，顺西宫水池林的修建工程圆满

竣工。该宫由顺西宫和水池林这两座有着百余年历

史的宫庙在1988年合并而成。据理事会主席胡青

山BBM(L)介绍，这一次装修完全按照古典道教宫

观建筑风格，将顺西宫水池林改造得美轮美奂，成

功地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之后，顺西宫水池

林理事会礼请台湾著名资深道长，于2月4日至2月

5日，为该宫主神及众神明举行了开光安座仪式。

2015年3月27日，

台湾大中国道家文化发

展协会会长陈日开道

长、中华道教哪吒皇太

子人文教化协会理事长

李御天等一行访问新加

坡道教总会。陈添来会

长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双方就哪吒三

太子信仰文化及其推广

进行了深入交流。

台湾道友访问
新加坡道教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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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6日，保罗·赫奇斯(Paul Hedges)教授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对赫奇斯教授予以了热情接待，就新

加坡道教总会及道教文化事业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双方就宗教对话与宗教

和谐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皆有所获。

保罗·赫奇斯教授现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RSIS)，

系“多元社会跨宗教关系学”(Studies in Inter-Religious Relations in Plural 

Societies, 简称SRP)计划的成员。其个人网站为www.logosdao.wordpress.com

南洋理工大学保罗·赫奇斯教授
参访新加坡道教总会

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是

人类文明之瑰宝，在新加坡

这片美丽土地上影响甚广甚

深。2015年1月20日，淡马锡

中学两百多位学生陆续造访三

清宫，亲身感知道教文化。新

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

光栋道长先后分三次为他们授课，讲解道教文化的基本常识，并对

学生们的问题做了一一解答。

2015年2月12日，数十名华侨中学的学生前来访问三清宫。他

们都是语文特选课程的学生，正在研习道家文化。根据学生们的实

际需求，庄光栋道长为他们系统讲解了道教信仰体系，并对道教在

新加坡的发展与影响予以了充分介绍。全真派的高祥森道长亦对学

生们的疑问予以了耐心指点。

数百名中学生赴
三清宫学习道教文化

2015年1月26日，来自美国保罗会

(Paulist Fathers)的里基·马纳洛神父(Ricky 

Manalo)和当地天主教信徒一行来新加坡道

教总会参观访问。里基·马纳洛神父亦是美

国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

的客座讲师。

在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

道长的陪同下，他们认真参观了三清宫前

殿，对道教的神仙谱系有了直观的了解。之

后，双方就各自关心的天主教思想和道教教

义进行了交流。

美国里基·马纳洛
神父一行访问
新加坡道教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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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日，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

阳道长率团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团成员

来自中国多个省份，包括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

长暨青城山道教协会会长张明心道长、北京居

庸关都城隍庙主持张兴发道长等著名高道。新

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偕同道总多名理

事，对中道协一行予以了热情招待。

在会谈中，陈添来会长特别提到：两会之间

历来关系友好，往来密切。多年来，道总开展的

各项活动均得到了中道协的鼎力支持。诚盼今后

双方能够继续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道教文化在

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黄信阳会长亦对中道协今后

的活动计划予以了介绍。

会谈结束后，中道协相继参观了新加坡道教

三清宫、石林晋山联合宫和 菜芭城隍庙等处。

2015年3月7日至11日，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刘爱

芳道长率领代表团，应邀赴港庆祝乙未年(2015)香港道教

日。代表团成员包括：新加坡道教总会理事高荣骏道长、

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贤当宫经忏团

团长谢惟忠道长和青年团沈宥绅道长。

自2013年起，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认许每年三月份第

二个星期日为“道教日”。为弘扬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

香港道教界每年均会举行多项大型庆典。2015年恰好是香

港道教日三周年，也是香港道教界十五周年。香港啬色园

同香港道教联合会共同举办了系列活动。

3月8日，“乙未年(2015)香港道教日开幕典礼暨万

人祈福 星礼斗大法会”于香港红 体育场隆重举行。

在庄严的开幕典礼后，大法会隆重举行。法会共有诵经

礼斗、点灯献供、步阵转运等庄严仪式。整场法会神圣

庄严，盛况空前。

刘爱芳副会长率团
出席乙未年香港道教日

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
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四献鲜水

左起：谢惟忠道长、沈宥绅道长、刘爱芳道长、庄光栋道长、高荣骏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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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年正月初三(2015年2月21日)，新加坡道教总会

隆重举行乙未年新春团拜会。上午11时，各大宗教领袖和

代表、道教总会理事及青年团成员齐聚三清宫，共同庆祝

乙未年的到来！道总理事们先在三清宫大罗宝殿向三清道

祖上香贺年，各宗教代表在大殿观礼。而后，大家在四楼

一同捞鱼生，进行互动。这一活动充分体现了新加坡的种

族宗教和谐。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在致辞时表示，新

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这一点体现在种族、宗教、文化以

至于语言等各个方面。是以，互尊互信、理解包容对所有

人而言均是非常重要的。道教总会一直致力于维护来之不

新加坡道教总会
举行乙未年新春团拜会

2015年2月7日，应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福利基金主席

李木源居士邀请，陈添来会长出席了佛教居士林“第67届

度岁金颁发仪式”。陈添来会长亦是福利基金分发工作委

员会的成员之一。当天，大会主宾为荷兰-武吉知马集选

区议员连荣华先生。

陈添来会长出席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第67届度岁金颁发仪式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佛教居士林每年均会在春节前

颁发度岁金，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迄今已有数十万人

从中受惠。由度岁金的颁发简史和历年数据可以看到，度

岁金的金额和数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趋势。这是一项

践履宗教精神、服务和谐社会、利益各个种族的善举，承

载着无数人的关心、鼓励与支持。   

易的和谐社会，新春团拜

会便是道总弘扬和谐精神

的一个契机。

当天，除了道教徒

外，出席团拜会的还包括

回教和谐中心主任Ustaz 

Fazalee，基督教新加坡

信义会Bishop Terry Kee, 锡克教Sikh Advisory Board主

席Jarmal Singh，兴都教Hindu Endowments Board副主

席Mr N Prushuathamun，天主教Sr Theresa Seow和Sr 

Maria La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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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天宫位于新加坡裕廊西76号街，是一座古色古香、

巍峨壮观、清幽雅致的道教宫观。该宫始创于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前后，距今已有近八十载历史。原址位于蔡厝港七

巷，后于1990年左右搬迁到现址。时至今日，斗天宫业已

是香火鼎盛、信众如云之所。  

斗天宫占地广阔，规模宏大，其建筑风格遵循道教

传统。整个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依次展开，分别是山门、

玉皇殿、前殿和正殿。

山门
欲进斗天宫，先要经过它的山门。这是一座雕梁画

栋的牌坊式建筑，山门顶为红色宝珠，装饰有火环，象

征太阳普照十方。正中嵌有“斗天宫”三字，两旁的柱

子上题有一联“国作天威帝德垂乾坤不朽，民殷物阜神

光同日月争辉”。

玉皇殿
继续向前，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罕见的大型照壁！在

这块照壁的最上方是“南天门”，下面则雕刻有诸天神

祗，包括雷公电母、武

财神赵公明、龙王等。

他们神态各异，栩栩如

斗
天
宫

生，齐赴南天门，准备进入天宫朝觐玉皇上帝。

绕过照壁，便是供奉玉皇上帝神像的神龛。在神龛上

方，则是由名匠精心雕刻的“九层天”，刻有九九八十一

条龙，再加上周边的九条龙，一共九十条龙。它们层层叠

叠，交相辉映，实属难得一见的艺术精品。

前殿
走过玉皇殿，便进入了前殿。四大天王分列两侧，继

而便是尉迟恭和秦叔宝这两尊巨大的门神各站一边。前殿

正中奉祀日月太岁、齐天大圣、斗姆元君等多位神仙，左

右两侧各是五营将军和潮州大伯公。

前殿供桌之前是一片宽敞的空地，善男信女每有疑

惑，便会来此虔诚祷告，祈求神明指点迷津。

四斗天尊殿
前殿之后便是正殿，正中之神便是斗天宫奉祀的主

神“四斗天尊”，又被当地信众尊称为“师父公”，其

圣诞为农历六月十四日。四斗天尊两侧陪祀太上老君、

观音佛祖及东南西北四斗星君。

每逢四斗天尊圣诞，斗天宫均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

动。庆典为期五天，从农历六月十四日开始，持续到农

历六月十八日。在庆典的最后一天晚上，斗天宫会举行盛

大的聚会，邀请善信共饮“平安酒”。当晚，该宫亦会举

行“标福物”活动，筹集善款，用来施行公益活动等。

前殿日月太岁

正殿神龛

南天门

九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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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7日，李显龙总理接见了来自多个宗教的

代表。在李总理的Facebook主页，他肯定了宗教领袖

们在增进种族宗教互信与强化联系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陈奎融道长(左二)作为道教界

代表，也参与了当天的接见。陈道长同其他年轻代表一

起，分享了与年轻一代相处的经验，对年轻一代价值观

变化的观察与思考。

陈奎融道长，道号惟信，是全真龙门派第三十四传弟

子。他现任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理事，主要负责青年团

对外交往事宜。数年来，他热心工作，积极从事跨宗教对

话及宗教互信活动，得到了广泛认可。

李显龙总理接见宗教界代表

2015年3月22日，道总青年团副主席龙仕庚道长应邀

赴国家社区领袖学院(National Community Leadership 

Institue，简称NACLI)授课，为学员们讲授道教文化。授

课完毕后，龙仕道长带领学员们参观了三清宫和新加坡道

教学院。之前，道总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亦于1月25

日，应邀赴国家社区领袖学院授课。

道总青年团领袖应邀赴
国家社区领袖学院授课

2015年3月22日，应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邀请，

著名学者陈耀庭教授同青年团部分成员进行了亲切交

流。作为新加坡道教学院的学术顾问，陈耀庭教授之前

数度来新讲学，不仅亲眼见证了青年团的创立与发展，

也曾为青年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

本次座谈会开始后，首先由庄光栋道长向陈教授

全面介绍了青年团这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及面对的挑

战。而后，在场的青年团成员逐一就各自关心的话题

进行了提问，涉及道教修行、宗教互信、道教传播等

多个方面。陈耀庭教授结合自己渊博的学识、丰富的

阅历和对新加坡深刻的认识，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了一

一解答。在为时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会最后，陈教授表

示，这次同年轻朋友的对话非常开心，不仅了结了一

个心愿，也充分认识到了大家所取得的进步，这让他

对新加坡道教的未来具有了更大的信心。

陈耀庭教授为新加坡
道教总会青年团成员

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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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国父李光耀先生驾鹤西去，新加坡道教总会理

事会全体成员不胜悲痛！国父是英明睿智、世所罕见的

时代巨 ，将其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彻底改变了新加坡的国家命运，亲手缔造了繁荣稳定、

公正廉洁、平安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举世公认，这是一

项伟大的奇迹！国父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果决勇毅、

敢于担当、善于创新、坚韧不拔。哲人虽去，然其精神

永耀星洲，功业垂范千古。

为表达道教界对国父的悼念之情，深切

缅怀国父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新加坡道

教总会假新加坡道教三清宫，举行了为期三

新加坡道教总会
沉痛悼念国父李光耀先生

天(3.26—3.28)的追思法会。三月二十六日，道总理事、

各宗教代表及善信云集三清宫，共同悼念国父。法会期

间，来自三大籍贯(福建籍、广东籍及海南籍)的道长们

先后行仪。他们分别是福建籍众道友、法昌何道院(广东

籍)、三界混玄道坛(福建籍)、 菜芭城隍庙诵经团、灵

宝皇坛(海南籍)、贤当宫经忏团。善信与民众亦闻讯前

来，向国父致敬。

三月二十八日，在会长陈添来BBM的带领下，包括

3月26日，三界混玄道坛(福建籍)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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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总理事在内的近500名道教

徒，集体前往国会大厦悼念国

父。集体悼念完毕后，会长陈添

来BBM和陈国显道长受总理公

署邀请，到国会大厦吊唁国父。

三月二十九日，会长陈添

来BBM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文化中心参加国父李光耀先生

的国葬(State Funeral for the 

Late Lee Kuan Yew)。

端赖于国父的洞见，新加

坡自建国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多

元种族宗教和谐社会。五十年的

高速发展业已证明，这一高度包

容的和谐社会是国家富强之本，

社会稳定之基。新加坡道教总会

将坚持国父遗志，为种族宗教和

谐事业奋斗不息！

3月26日，福建籍众道友行仪道教徒及各大宗教代表集体哀悼国父

3月28日，贤当宫经忏团行仪

3月26日 菜芭城隍庙诵经团行仪

3月28日，500名道教徒赴国会大厦吊唁国父

3月27日，灵宝皇坛行仪(海南籍) 3月27日，法昌何道院行仪(广东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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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丁荷生教授、李

焯然教授、苏瑞隆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李晨

阳教授、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保罗·赫奇斯教授作为嘉

宾出席了仪式。大会主宾为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

部政务部长暨拉丁马士区议员陈振泉先生，大会贵宾为

蔡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任梓铭先生。新加坡道教总会理

事、国大中文系博硕士生等共计百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新加坡道教学院院长陈添来BBM在致辞中表示，作

为新加坡道教文化事业的龙头，新加坡道教学院肩负着

弘扬道教文化的重要使命。今后，学院将协同各方，力

争为道教文化事业建设作出更大贡献。陈振泉部长则高

度肯定了道教学院在宣弘道教和谐思想、促进和谐事业

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国大中文系丁荷生教授回顾了中文

系和道教学院的友好往来，介绍了双方正在进行的合作

项目，希望将来能够在更多领域携手。南大哲学系李晨

阳教授对道教学院予以了热烈祝贺，认为道文化在当代

世界具有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三清道教图书馆揭幕

剪彩仪式结束后，李焯然教授代表中文系，向陈添来院

长赠送了国大中文系研究丛书。

乔迁开幕仪式结束后，陈振泉部长和任梓铭议员同出

席仪式的道总理事们进行热烈交流。

新加坡道教学院
隆重举行乔迁开幕仪式

为满足狮城广大学员的学习需求，新加坡道教学院改

换新址，搬迁至三清宫四楼。为庆祝乔迁之喜，新加坡道

教学院特于2015年1月28日中午12:00举行了「新加坡道教

学院乔迁开幕仪式暨三清道教图书馆揭幕剪彩仪式」。

隆重举行乔迁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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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

暨拉丁马士区议员陈振泉先生、

蔡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任梓铭先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李焯然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苏瑞隆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保罗·赫奇斯教授、

各位同道、各宫庙代表：

大家好！

今天，是新加坡道教学院举行“乔迁开幕仪式暨三清道教图书

馆剪彩仪式”的日子。这是新加坡道教学院发展历程上意义非凡的

一刻。在此，我谨代表新加坡道教学院，向诸位嘉宾的到来致以最

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2015年是新加坡道教学院正式成立的第8个年头。回望过去七

年，在海内外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和热心善信的鼎力支持下，作为

新加坡首间道教正规学府，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

发展，得到了我国政府、社会大众及国际道教界的一致认可。请允

许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作为中国之外的全球首间道教学院，新加坡道教学院是一所旨

在提升新加坡道教整体文化水平、培养道教界年轻人才、促进跨种

族宗教文化交流的教育机构。自成立之初，道教学院就面向道教信

徒、道文化爱好者及社会大众，不遗余力地开展社会公共教育。

作为道教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清道教图书馆是新加坡首

间以道教书籍为收藏重心的图书资料中心。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

开放，每年购入最新出版的中英文图书，业已成为道文化爱好者

流连忘返之所。

七年来的教育实践和办学经验表明，学院的教育道路是行之有

效的，我们将继续深化和扩展道教社会公共教育。为道教学院的长

远发展计，我们将积极向政府进行申请，以期尽早获得教育部的正

式认可。诚盼政府能够理解并支持学院此项申请计划。

我们坚信，道教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东西文化交

汇的新加坡社会极富现实意义。新加坡道教学院将再接再厉，为弘

扬道教文化、维护社会和谐而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陈振泉部长致辞

国大中文系丁荷生教授致辞

南大哲学系李晨阳教授致辞

新加坡道教学院院长
陈添来B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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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关系、道教研究既有分支学科的深化与拓展，都

是道教研究应该注重的问题。

作为资深的道教研究学者，陈耀庭教授亲身见证了道

教学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蓬勃发展，并参与其中，

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陈耀庭教授亦曾先后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

国家的道教学重镇进行访问，从事教学、研究和研讨等

活动。数十年来，陈耀庭教授一直同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及国际道教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着道教文化的

复兴与未来。是以，无论是海内外道教界，还是海内外道

教学研究学术界，陈耀庭教授均有着通透的了解，在讲座

中予以了精当介绍。对于在场听众而言，这是一场非常宝

贵的学习机会，相信一定会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有所启迪。

讲座结束后，国大中文系向陈耀庭教授赠送了纪念品。

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纵横谈━
陈耀庭教授做客国大中文系

2015年3月31日下午，著名道教学者陈耀庭教授做

客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中文系师生带来了题为《我对道

教研究前沿问题的看法》精彩演讲。当天，讲座主席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焯然教

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丁荷生教授、苏瑞隆

教授及国大中文系中国宗教研究群的博士生、硕士生们

参加了本期讲座。新加坡道教学院副院长林金发PBM及

道教学院部分学员亦聆听了此次讲座。本场讲座是新加

坡道教学院赞助的“道教研究系列讲座”之第二讲，由

道教学院和国大中文系联合举办。

在为时近三个小时的讲座中，陈耀庭教授首先回顾了

三十余年来中国道教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经过数代学人

的共同努力，中国道教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走

在了国际道教研究的前列。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

领域的门类、研究著作的品种和数量，都已经跃居世界的

首位。这是作为生活在道教诞生地和最主要生存地的中国

学术界都应该做到的。

随着道教研究的进展，中国学术界都在考虑目前道

教研究该如何发展，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在哪里？这个

问题关系到对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的反思，也关系到道

教研究未来的发展，当然也关系到道教这个宗教实体未

来发展的途径。对这一重大问题，陈耀庭教授给出了自

己的回答：“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就是要研究一个真正

中国化的符合实际的有神论的‘新道教’。”学术界应

当实事求是地研究道教有神论思想，摆脱用西方宗教学

观念对道教历史和现状解读的影响，用道教的个性化内

容丰富世界宗教学研究的理论。此外，对于道教与民间 左起：丁荷生教授、陈耀庭教授、李焯然教授、苏瑞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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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欢迎，有学员说“道教神学是一套完整规律的学

问，蛮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人性化，能得到相当

多的知识，⋯⋯道教神学是一部好的教本。”

今年的《道教比较神学导论》则是陈耀庭教授继《道

教神学概论》以后的另一个开拓性研究课题。在课堂上，

陈耀庭教授按照道教神学的结构体系，以其深厚的学术

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动的授课

风格，系统比较了道教和世界其他主要宗教(佛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及其他)的神学思想，着重探讨了道教神学

的特点及其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和华族民众信仰习俗。

求知若渴的学员们对此门课程反响热烈，每每以热烈

的掌声向陈教授致以谢意。听罢陈耀庭教授的整个课程，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门课程进一步深化了他们对于华族

传统文化的认识，加强了他们对道教神学思想的了解。

在新期间，陈耀庭教授亦同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

添来BBM、副会长林金发PBM、副会长李金池先生，

菜芭城隍庙主席陈志城PBM，德高望重的陈国显道长等

当地道教界领袖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会谈中，道教界领

袖们都极为认同陈耀庭教授所力倡的道教神学和道教比

较神学思想，一致认为它们有助于道教的文化自觉，能

够帮助道教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环境，促进道教的健康发

展。他们也向陈教授介绍了新加坡道教近些年来的巨大

变化及发展计划，坚信道教这一古老而常青的宗教将在

新加坡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长出丰硕的果实！

陈耀庭教授讲授
道教比较神学导论》课程

应新加坡道

教学院诚挚邀请，

著名学者、原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

教研究所所长陈耀

庭教授于2015年3

月12日至4月8日

赴新讲学。虽年逾

古稀，但陈老先生依然在道教学研究领域耕耘不已，保持

着旺盛的创造力，同时还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全球奔走。这

次来新，陈教授为广大学员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道

教比较神学导论》。

早在2011年，陈耀庭教授便在新加坡道教学院开设

过《道教神学概论》课程。该门课程当时受到了学员们

左起：李金池副会长、陈国显道长、陈耀庭教授、庄光栋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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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4日至17日，来自上海道教学院的王驰博

士，应新加坡道教学院邀请，来新讲授《全真教与武当派

探秘》课程。王驰曾就读于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道教学院副教务长，兼任江苏乾元观茅山书院研

究员、陕西中五台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授课期间，王驰博士立足道教信仰，依据道门经典，

王驰博士讲授《全真教与武当派探秘》
课程

阐发玄门大道，令学员们

受益匪浅。其中，王驰博

士论及全真派五祖七真而

至于丹法诸家，玄天上

帝、三丰真人而至于内

家武学宗师，既讲授其神

功仙迹，亦解读其精妙哲

思，还剖析其功法特色。为了让学员更好地领受与体悟经

藏奥义，王驰博士直接选取了《钟吕传道集》、《重阳立

教十五论》、《大丹直指》、《丘祖垂训文》、《元始天

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清微神烈秘法》、《无根树》、

《拳意述真》、《太极拳歌》等多篇原典，予以深入浅出

的细致剖析。此外，王驰博士修习内家拳法多年，他在课

堂上多次亲身示范，对内家拳的特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八堂课虽然很短暂，但广大学员们还是感觉颇有收益。

2015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初十)，新加坡道教学院在新址举行

新春团拜会，师生八十余人欢聚一堂，共庆新春。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苏瑞隆教授，学院任课老师书法家陈泰福先生、王震英

女士等嘉宾出席了此次团拜会。

团拜会上，新加坡道教学院副院长陈志城PBM向大家致以

新春祝福。他回顾了学院在甲午年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多样化

的课程设置与活动安排赢得了广泛好评。在乙未年，学院将进

行更多的探索，强化与国大中文系的合作，力求让更多人通过

学习道文化而受益。

当天，师生们互致新春祝福，一起开开心心“捞鱼生”，共

同参与了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活动。在声声祝福中，乙未年新

春团拜会成功结束。

新加坡道教学院举行
乙未年新春团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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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著名学者陈耀庭教授非常关心三清道教图书馆的

建设，曾多次提出宝贵指导意见并捐赠宗教学类图书。借此次来

新讲学之机，陈教授将他珍藏的部分日文书籍捐献给了三清道教

图书馆。这批图书包括福井文雅教授、田仲一成教授、蜂屋邦

夫教授等数位著名日本学者的代表作，如《金元时期的道教─

七真研究》、《金代道教的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道教

的历史与构造》、《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每一本都堪称弥

足珍贵。这批图书业已上架，相信它们会让广大馆员获益良多。

陈耀庭教授
向三清道教图书馆

捐赠日文图书 2015年1月23日，南洋理工大学访

问学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西安)

王雪副教授来访。王雪副教授主要从事

道家文化研究，著有《淮南子哲学思想

研究》等书。

2015年2月3日，就读于北京大学中

文系的黄丽玲前来三清道教图书馆查阅

资料。黄丽玲现为本科四年级学生，此次

访问是为搜集毕业论文所需材料而来。三

清道教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当地道教宫观资

料，这让她非常高兴，满载而归。

2015年2月9日，马来西亚砂拉越大

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的蔡静芬讲师专程来

访。蔡静芬女士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获

地域文化研究博士，现从事砂拉越华人庙

宇调查、中元节仪式等研究，已出版《砂

拉越大伯公庙平面图汇集》等书。

多位学人访问
三清道教图书馆

2015年1月至2月间，三清道教图书馆陆续收到郭先楫先生家人捐赠的

图书2700余册。这批图书系郭先生生前藏书的一部分，既有《道藏要籍选

刊》、《中国道教史》(卿希泰先生主编)等道教图书，亦有《中国哲学的特

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哲学图书，还包括历代书法作品选、台

湾五南图书出版的风水丛书等图书。它们的到来进一步丰富了三清道教图

书馆的馆藏，为广大馆员提供了更多阅读资源。在此，本馆谨向郭先生家

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郭先楫，原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县，后移民新加坡。新华作家，曾用笔名

初声、高江、常思默等，为《狮岛青年》主持人之一，在《挺进报》撰写时

评等，著有《海上放歌》、《恋曲》等诗集。亦曾担任新加坡风水协会副会

长、祥峰投资管理集团顾问、凯德集团(CapitaLand Limited)顾问等。生前

亦是狮城书法篆刻会永久会员，也是华宫画廊的主持人，其作品曾多次参加

国际书法和国际刻字艺术展。

郭先楫先生家人向三清
道教图书馆捐赠图书

郭先楫先生 (1944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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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书推荐
《道教神学概论》
陈耀庭著，青松出版社

2014年4月第1版

该书是第一本系统

论述道教神学的专著，

为“香港道教学院丛书”

之十八。陈耀庭教授在书中

指出，“我写这本《道教神

学概论》的唯一目的，是为

了给道教的教义思想有个明

确的定位和较完整的概述，

为培养和造就当代「高道」

做个垫脚的铺垫。”

道教神学就是道教的

有神论思想的全部内容。

陈耀庭教授根据中国社会

民众的信仰要求以及道教神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在书中比较

系统地阐述了当代道教神学思想的体系和内容。他以“道

德”作为道教神学的核心，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将道

教神学思想划分为十二门类，包括道德神学、创世神学、神

仙神学、社会神学、自然神学、灵魂神学、道士神学、经籍

神学、斋醮神学、修炼神学、伦理神学、教团神学。随着时

代的变化及研究的深入，还会有不同的神学名称出现。道教

神学思想能够帮助人们回答各种社会问题和个人思想问题，

为稳定和建构和谐社会服务，为满足信众的信仰要求服务。

陈耀庭教授构建道教神学体系和以道教神学新内容来

回应时代的尝试与努力，为广大道教徒和道文化爱好者开辟

了全新领域。相信广大读者会从这部极具创发力的著作中获

益匪浅。

《浦东道教年鉴(2008—2012)》
丁常云主编，中西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浦东道教年鉴》是系统记录上海市浦东新区道教历史、沿革、现状、发展等各

方面情况的资料性工具书，根据浦东新区道教协会理事会任期定位五年一鉴。

《浦东道教年鉴（2008—2012）》是浦东新区道教第二部年鉴，也是对中国上

海浦东新区道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五年工作（2008年—2012年）的全面总结和系统

展示，是浦东道教五年来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当代浦东道教成长的历史见证。年

鉴卷首设“大事记”；正文分“道协篇”、“宫观篇”、“学术篇”；卷末“附录”

包括“人物名录”、“道教碑文”等。该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具

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2002年1月，在“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陈耀庭教授发表了《道教的神学及其时

代特点─以刘一明的<道书十二种>为例》一文，正

式提出了完整构建道教神学体系的设想。在之后的十

余年间，陈耀庭教授对于道教神学的研究逐步深入，

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道教神学的论著，发表了多场专题

演说，其主张与理念得到了全球道教界和海内外学术

界的广泛认同与积极响应。

为推动道教神学研究的发展，香港蓬瀛仙馆、上

海城隍庙和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联手合作，共同进行

《当代视角下的道教神学丛书》项目，并于2014年

12月2日在上海正式签约。该丛书由香港蓬瀛仙馆、

上海城隍庙共同出资，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组织学者

撰稿。

道教神学丛书以中等文化程度的道教徒和关心

道教文化的读者为对象，必须通俗流畅，有可读性；

当代视角下的道教神学丛书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当代

道教神学体系构建的最后定论，只是构建当代神学体

系过程中有益探索和初步尝试。丛书暂定二十三本，

分别是《大道论》，《神仙论》，《自然论》，《盗机

论》，《无为论》，《魂魄论》，《清静论》，《不争论》，

《柔弱论》，《天人论》，《命运论》，《善恶论》，《生

死论》，《道士论》，《道经论》，《斋醮论》，《符法论》，

《养生论》，《洞天论》，《丹道论》，《弘传论》、《道教

神学概论》、《道教比较神学导论》等。丛书计划从2015

年起，每年出版四至五本。

《当代视角下的道教神学丛书》
相关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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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
(上、下)

陈耀庭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3月第1版

陈耀庭教授治学广博，涉及道教历史、经典、神

仙、神学、科仪、诗词、宫观、节日等多个方面，研

究成果丰富，视角独特，每有新见。陈耀庭教授曾经

说过，“道教的发展需要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

么。我从来不做书斋式的、猎奇式的研究”。他的

一系列研究成果曾给当代道教的恢复和振兴以极大

的帮助和推动。

本书系“上海太清宫道教文化丛书”之一，收录了陈耀庭教授三十多年来在海内外书刊杂志上发布的道教文章55

篇，是其道教研究成果之精选。书分上、下两册，共六章：第一章为道教思想和经籍研究；第二章为道教神学研究；

第三章为道教史研究；第四章为道教斋醮和科仪研究；第五章为道教文化研究；第六章为道教教育研究。其中，20

世纪90年代的文章22篇，21世纪以来的文章28篇。这些成果可以看做是自中国改革开放，学术界对道教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的集中展示。

《全真道诗欣赏━全真道
士的思想、生活和艺术》

陈耀庭著，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全真道诗欣赏─全真道士的思想生活和艺

术》是香港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文艺系列”

的第二本。该书是一本文集，收录了陈耀庭教授

研究全真道诗的相关文章。

全真道是金元时期创立的道教新派别。全真道

士在修道目标、修道生活、认识社会和体悟人生等

方面都有着显著特点。他们非常擅长用诗歌的形式

弘道教化、扬善明志，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

品。这些诗作既是道教弘道作品，也是中国诗歌中

别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本书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

角，对于全真道士的品格和心路历程等有一个全方

位的认知，进而了解道教思想影响下的诗歌艺术风

格，亦能够更好地理解道教。

《逍遥与达观━仙与人生理想》
陈耀庭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该书是《上海城隍庙·现代视

野中的道教》丛书中的一册。作者对

道教和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特别探讨了道教和人生理想的关

系。道教“重人贵生”，高度重视和

关怀人生。此种关怀可以划分为三

个层次：第一，就初级关怀而言，在

生物人层面，道教关怀人的生命健康

及其维系；在社会人层面，道教关怀

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权利。第二，就

中级关怀而言，在生物人层面，道教

关怀人的生命之持久；在社会人层面，道教尽力维护使人保持健康

和延长生命的社会环境与生存环境。第三，就终极关怀而言，在生

物人层面，道教关怀人的生命之善终；在社会人层面，道教一方面

关心人的善终，另一方面为人明确指出了修道成仙的途径，即“众

术合修”和“积功行善”。

道教对于人生三个层面的关怀，是以承认人的现实存在为基

础，将追求人在现世的健康平安、死后的登真成仙为目的。是以，实

现这些关怀就成为了道教徒的信仰内涵和人生理想。作者将道教对

人生各个阶段问题的看法和办法划分为“生”和“死”两个阶段，将

生之理想概括为“逍遥”，将死之理想概括为“达观”。在本书的上

编“像神仙那样生活”，作者介绍了道教的社会理想、环境理想、人

际理想、家庭理想、伦理理想、事业理想、人格理想；在下编“我欲

乘风归去”，作者介绍了道教的长生理想、凶事理想和天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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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玄妙灵明，真如圆满，无极无穷，自
在逍遥，是神明仙圣的根本，是学道者终
极追求的目标，贵在心悟，难以言传。

可以说得出来的道，都是无常的道，不是
真常的大道；大道本来没有名字，是道祖
老君以大悲心，大愿力，大圣智，大慈
怀，广开方便之门，弘扬道法，普度众生
而起的名。

可以叫得出来的名，都是无常的名，不是
永恒的名称。

没有名称之前的先天阶段，混沌尚未分

第

一

章

译
文

道德经注解 �� (连载)

开，那是形成天地的始祖；有了名称之后
的后天阶段，乾坤已经定位，那是产生万
物的母体。

所以，经常从先天无形无象之中，来静心
观悟大道的真常奥妙；经常从后天有形有
象之中，来静心观悟万物的无常原理。

这两个，一个叫先天真常，一个叫后天无
常，同样来源于大道，却有不同的名称，
都可以说是深奥玄妙的。

深奥玄妙之中还有深奥玄妙，这就是参悟
大道，了脱生死的总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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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美，这样就有丑
的存在了；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才是善，

这样就有不善的存在了。

所以，有和无由互相比较而产生，但也可
以互相转化；难和易由互相比较而形成，
但也可以互相转化；长和短由互相比较而
显现，但也可以互相转化；高和下由互相
比较而分明，但也可以互相转化；音和声
由互相衬托而和谐，但也可以互相转化；
前和后由互相伴随而出现，但也可以互相
转化。

第

二

章

译
文

道德经注解 �� (连载)

因此，圣人不会执着于有无、高下。

他用不妄为、不执著的原则来做事情；他
用不妄言、不说教的方法来教化人。

给万物蓬勃生机，却不以为自己是始祖；
使万物生生不息，却不以为自己有作为；
让万物自然枯荣，却不以为自己有能力；
助万物自然成功，却不以为自己有功劳。

正因为圣人能体悟大道之理，不居功自
傲，所以，他的功德才永远存在，不会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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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

征

稿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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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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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狮城道教》由

斗天宫
赞助四千元出版费用

谨此致谢！

本期 《狮城道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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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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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 城 道 教》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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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请寄

info@taoistcollege.org.sg 
电话 : +65 6449 2115
传真 : +65 6449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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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  陈翰彬 简 历

陈翰彬(1931—)，字墨石，别署辛末，河北翼州

人。九三学社社员、北京道教居士、北京佛教

居士。

陈翰彬的书法作品曾经参加中国和国际

性大展超过60次，并且多次在中国以及国际书

法比赛如中国神农杯、王羲之杯和法国巴黎金

棕树杯等中获奖，其中十余次获得特等奖和一

等奖。此外，他的作品也被许多艺术部门和重

要机构收藏，包括北京天安门城楼、北京中南

海、新加坡三清宫、台湾中山纪念馆和美国赛

克勒美术馆等等。他的作品也被20余处名胜古

迹和文化景区勒石刻碑，包括新加坡三清宫的

《道德经》碑、山西五台山、成都青羊宫以及福

建东岩山等。

陈翰彬的作品也多次在诸多报刊杂志中发

表，如《中国书画报》、《狮城道教》、《中国道

教》以及《世界艺术家》等。

陈翰彬曾经应邀随中国书画代表团远赴欧

洲各国参与文化交流和考察，并且在法国巴黎举

办展览。今天，他的作品已流传至日、韩、美、法、

德、澳、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港澳台等国家和

地区，并作为大礼赠送给50多个国家政府要员。

2015年1月23日至1月25日，

由湘灵音乐社举办的“首届新加

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及“传统

艺术传承的现状与前景”国际研

讨示范讲座在新成功举行。为弘

扬南音艺术，推动文化交流，增进乡情弦谊，新加坡城

隍艺术学院应邀参加了此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及国际示范

讲座。此次南音活动让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受益匪浅，既提

高了学员们的专业技能与临场发挥能力，也增进了学员彼

此之间的凝聚力和默契，还提升了学员们的审美能力。

1月25日上午，由林伯姬教授带领的国立台北艺术大

学传统音乐学系和台湾台北咏吟乐坊与泉州南音乐团前任

团长吴少传夫妇、副团长王大浩以及南音协会主席陈日

升前来我院交流。我院院长陈添来BBM、 菜芭城隍庙

主席陈志城PBM、总监陈妍 、舞蹈系主任王琬 、南

音老师陈祝平携同十几名南音学员共同迎接，并与他们

进行了艺术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为今后的

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础。当晚，参加闭幕式─南音艺术

飨宴《聚散两依依》。在此，拉下了此次活动的帷幕。

春到河畔2015 

一年一度的“春到

河畔”是新加坡人民庆

祝农历新年时不可或缺

的庆祝活动。今年，城

隍艺术学院华族舞蹈

系、南音系和华乐系的

师生们参加了“春到河

畔2015”的演出。他们

登台献艺，备受好评。

其中，由学生们表

演的《我家住在山芭》

颇受好评。该节目梗概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应邀参加

如下：时间追溯到20世

纪 60年代, kampong

里有小鸭子在荷塘溪

水, 小孩子们无顾虑的玩耍, 休闲时在大树

下玩南音, 在家后院种番薯, 大家庭的情景。这一演出让

年长的观众们不由地回忆居住在Kampong时的美好时

光，也让年轻一代借机感受了父辈祖辈幼时的美好时光。

华艺节2015

2015年2月20日至3月1日，由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的

第13届“华艺节”成功举行。2月22日，新加坡城隍艺

术学院华族舞蹈系为广大观众朋友呈现了四支舞蹈，分

别是《鄂温克的拉玛湖》、《俏花旦》、《咏荷》和

《鱼儿》。

“首届新加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

水, 小孩子们无顾虑的玩耍, 休闲时在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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