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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石窗教授，哲学博

士，师从道教学泰斗、四川

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卿希

泰先生。现任四川大学老

子研究院院长、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兼任

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等职。研究领域以中国哲

学、宗教学研究见长。独著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

究》等著作。

贺词内容
“五十华诞，星洲日上

合大衍；廿五春秋，道 长

存贯九天”。恭贺新加坡共

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新加坡

道教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

石窗书于黄帝道历四七一

二年春。

右侧大字为“道兴”，

意指新加坡道教事业蓬勃

发展，兴旺昌盛。

中间包含“泰卦”，《易

经》云：“彖曰：泰，小往大

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

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今天恰是乙未年，

亦寓意羊年“三羊开泰”。 

“泰”字与“太”义可通，有

太平之旨趣，引申之就是平

安。“执大象，天下往。往而

不害，安平泰。”

易道平安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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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常观赏之，受益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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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显龙总理
         于新加坡道教总会
 “和谐晚宴”演讲

Transcript of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t Taoist Federation’s Silver Jubilee Dinner 
(Harmony Dinner) on 15 April 2015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先生、

各位来宾、道教善信：

大家晚上好！

恭喜新加坡道教总会庆祝成立25周年。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金禧之年，同时也是道总的银禧之

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

自从道总成立后，道总就把道教宫庙、道士、道教徒

还有其他道教组织的力量团结起来，一起宣弘道教，同时

配合政府落实宗教和谐的准则，服务社会，造福人群。这

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陈会长的领导下，还有广大善信的关爱和社会各界

的积极支持下，再加上历届理事会同仁的不懈努力，道总

的会务可以说是蒸蒸日上。此外，陈会长也关注道总领导

层的更新和栽培新一代领袖的工作。他刚才演讲中就提到

了这一点。在他领导下，道总成立了青年团，让年轻一代

有学习的机会和发挥的空间。

道总在促进国际间的道教文化交流以及与本地其他宗

教团体的交流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

道总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可说是广结善缘。今晚，前来

支持和祝贺道总的各位，就包括了许多来自其他宗教团体

的代表。这就反映了道总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并为促进我国宗教的和谐，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这也显示道总具体落实了道德经第59章所提到的 

“重积德则无不克” 的理念。我不很熟悉道德经，可是

我今晚尽力读一读原来的古文：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

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

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根深固柢，

长生久视之道。”

我问老师是什么意思。翻译成白话文，这段古文的

意思是这样的：

治理百姓和养护身心，没有比爱惜精神更为重要的

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爱惜精神。爱惜精神，得以能够做

到早作准备。什么是早作准备？就是不断地积“德”。

如果能够不断地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如果

没有什么不能攻克，那就无法估量他的力量。具备了这种

无法估量的力量，就可以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说，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

有国”。所以，必须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有了治理国家的

原则和道理，国家就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国运长久，就叫

做根深柢固，符合长久维持之道。

 这就是道德经的一小段。我读了这一段，觉得很有

意义，因为政府的治国之道， 跟道德经里的这个理念很

相似。我们治国，也是不断地为国家、为国人积“德”

，累积新的能力，累积资源，不断创新，为国家的未来

未雨绸缪。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积累的资源已经足够了，可以暂

时松懈一下，不需要那么谨慎地管理国家资源。不过，要

达到道家所说的“无不克”，我们就必须“莫知其极”，

必须有无法估量的力量和资源。所以，与其假定我们需要

多少的资源，达到就不需要再去累积了，倒不如我们守好

岗位，尽全力未雨绸缪，为后人积“德”。

要守护新加坡，让国人生活更美好，并且确保新加

坡不断取得耀眼的成绩，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各尽其

责。其实，刚才陈会长所说的李先生的理念，这个也是

一个基本的因素。

道总也一样，为确保国家社会宗教和谐，在这25

年来，作出了许多贡献。我希望道总继续弘扬道教的美

德，为建设更美好的新加坡尽一份力，让社会和人民受

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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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and fellow guests,
I am very happy to join you this evening to celebrate the 

Taoist Federation’s Silver Jubilee.
The Taoist Federation, led by Mr Tan Thiam Lye, has worked 

hard to foster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ligious 
groups in Singapore. It is part of the 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 
and it is also on the 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n 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This evening, it has invited guests of all races 
and religions to celebrate its Silver Jubilee, and share a meal for 
the occasion. I was very happy this evening, when I came in, to 
be greeted by two performers performing on traditional Indian 
instruments and to have a kompang group and a Chinese dance 
group to welcome me and bring me in. It reflects our religious 
integration, our racial harmony, and the way Singapore society is 
and should be, and not just at an abstract national level, but on a 
personal, direct person-to-person level. Through such interactions, 
we build trust and goodwill amongst our religious leaders, amongst 
our different religious groups, and bring the communities closer 
to one another. So thank you, the Taoist Federation, for your very 
good work!

The religious and racial harmony that we enjoy in Singapore 
is a very unusual and in fact, unnatural state of affairs. They 
are studie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there was one study, 
called the “Global Religious Diversity” report, looking at how 
mixed different societies were. They ranked Singapore as the 

most religiously diverse country out of all the countries they 
studied. They studied 232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we were 
the most religiously diverse – the most different religions, the 
most intermingled. All the world’s major faiths are present in 
Singapore and many smaller faiths too. And yet, we enjoy 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and we live peacefully and happily side 
by side every day.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we can be very proud 
of,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has been important for u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we became a country.  

A multi-racial and multi-religious society is a key ideal upon 
which Singapore has been founded. As Mr Lee Kuan Yew said, 
and I quote him, “we make the model multiracial society. This is 
not a country that belongs to any single community – it belongs 
to all of us.”

According to the Dao De Jing – the sacred book, the 
scripture of the Taoist, it is said that in governing people and 
serving heaven, there is nothing like parsimony. The Chinese 
word was ‘啬’. Dao De Jing describes parsimony – that 
means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your resources – as storing 
up virtue, because for virtue you can never have too much 

of it. As you accumulate, the more you have, the stronger you 
can be. And the more people cannot fathom how much you have, 
the less likely they are to challenge you and to put it to the test, 
and the more peacefully we can live. 

To govern well, we need as big a store of virtue as possible. 
Virtue, in the sense of capabilities, in the sense of resources; virtue, 
in the sense of good conduct and high standards of behaviour and 
of government, so that we can hold our heads high and we can 
say, we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it has produced good results 
for Singapore. 

We have done well in Singapore, but our mindset should 
be to keep on building, to keep on saving, to keep on being good 
steward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We 
must not to think that perhaps we have done enough, or saved 
enough, and we can afford to ease off, do less, and enjoy more. 
This is how we have developed and built ourselves up steadily 
over the last 50 years, and this is how society should carry on.

We also, of course, need to keep our society open and 
inclusive. We can be any race, any religion, but we are also at the 
same time, all Singaporeasn together. And we have learnt to trust 
and respect our different races and religions, and to live peacefully 
with one another.

As religious leaders, you lead by example. Your communities 
look to you as role models. How you counsel and lead your 
congregations, your flocks, will shape religious relations in 
Singapore. So I am very happy that so many of our religious 
leaders are committed to building trust and friendships with other 
communities, and are continuing the good work which has brought 
us here today.

Tonight, we have this happy dinner. I hope it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all the religious leaders and disciples and followers 
here to renew old ties and forge new friendships.

I wish the Taoist Federation a very happy Silver Jubilee.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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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

关课题。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道教的文化价值观。不过，

要认识道教文化价值观，首先得弄明白道教的基本形态，

理清其历史脉络。为什么呢？因为道教形态不明白、历史

不清楚，就无法界定哪些是可以使用的道教文献，价值观

问题也就无法探讨。所以，我的讲座就从道教形态开始。

道教形态有一个发生与演变过程，讲清楚道教形态，实际

上也就描绘了道教历史脉络。

一、道教形成发展的三大形态
2013年，笔者曾经在《中国道教》第2期发表了题为

《重新认识道教的起源与历史发展》的拙文。在这篇拙文

里，笔者首先介绍了前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陈莲笙先生在

《道教答问》一书中关于道教起源的论述。陈莲笙先生指

出，有关道教产生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

意见认为，道教由黄帝和老子创立，称作“黄老道”，以

黄帝道历纪元元年作为道教创立的起始年份，故道教创立

至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另一种意见认为，道教是东汉

末年由张陵创立的，至今也有1800多年历史。紧接着，

笔者就这两种不同意见展开分析，指出学术界与道教界

之所以存在不同看法，关键在于对宗教的定义不同，衡

量尺度不同。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

一些文献，提出了道教形成发展的三大形态，即：雏形

道教、义理道教、制度道教，并且把道教的诞生定在黄

帝时期。笔者是从教化角度来理解宗教的，也是根据教

化来区分道教形态的。

近几个月来，我重新读了《道藏》，尤其是看了

《云笈七签》关于道教发源的一些描述，有了新的理解

与认识。于是，我对道教形成与发展形态的三个概念作了

修订，即把“雏形道教”更为“原初道教”，把“义理道

教”换为“古典道教”，而“制度道教”则维持不变。

现在，我把这个问题重新梳理，阐述如下：

(一) 原初道教

所谓“原初”就是本初的意思，“原初道教”即道教

诞生的始初形态。正如各种事物的形成都有过程一样， 

“原初道教”也不是突发出现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准

备，最终才诞生的。

关于道教起源问题，《云笈七签》早有陈述。该书卷

二根据《太始经》《太真科》《上清三天正法经》等文献

资料，讲述了“混元”、“空洞”、“混沌”、“混洞”、 

“劫运”的演变，而后又引述《天上老君开天静》，叙说

了“虚无”、“洪元”、“混元”、“太初”、“太始”、“太

素”、“元皇”等不同演化阶段。

《云笈七签》摘引的资料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从宇

宙发生的广阔视野来阐述道教形成的背景，二是以信仰的

笔调阐述道教形成的历史。对于这样的叙述，以往的研究

者一般认为是无稽之谈，故而不予采纳，甚至给予严厉

批判。现在看来，考察道教历史，恐怕还不能对《云笈

七签》中的描述置之不理。从表面看来，《云笈七签》

关于道教产生的描述无疑染上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若

深入发掘就会发现，以往道教经典乃是从整体上把握道

教的由来，也就是说先前的道教典籍是把道教自身的历

史与宇宙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存

在，其中一些术语尽管看起来比较神秘，但却蕴含着上

古先民对人类赖于生存的宇宙之由来所进行的思考，体

现了发展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和感通的观点。这种思路

与立场恰恰是道教讲述自身历史的特点，因此道教界未

来撰写新的道教史应该予以充分重视。

至于道教的诞生，笔者以为“黄帝”就是标志。据

《列仙传》等书记载，古有赤松子，通晓天文与制陶技

术，人称“陶正”。相传赤松子能置身火中，出五色云

烟，具有特异的修炼法术。时有宁封子，雅好道法，拜

师赤松子，得其秘传，长期隐居于四川青城山。黄帝知宁

封子有道，不远万里问道青城山，宁封子授予黄帝《龙

经》，黄帝封宁君为五岳丈人。

《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时期“鬼神山川封禅，与

为多焉”。其中的“鬼神山川”即表示对自然神与祖先神

的崇拜，而“封禅”就是祭祀天地；合起来看，其行为本

质就是尊天法祖；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修仙活动。《史记·

封禅书》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

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

人，龙乃上去。”根据《史记·封禅书》前后文的描述可

道教形态及其文化价值观
 文／詹石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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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黄帝之所以铸鼎，是为了炼丹药，而炼制丹药的目的

就是成仙。《封禅书》关于黄帝骑龙升天的描述虽然带有

传说色彩，但在本质上却表现了延年益寿、修炼成仙的生

命意识，这一点与东汉以来的制度道教思想宗旨是完全一

致的，所以能够被后世道教所接受和广泛宣传。作为严肃

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记载的诸多黄帝故事必有其缘由。因

此，我们有理由把黄帝时期的“尊天法祖、修炼成仙”活

动看作是“原初道教”的肇端，而“黄帝”作为那个时期

的符号象征，也就成为道教发生的基本标志。

(二) 古典道教

黄帝之后，原初道教经由许由、夏禹、皋陶、彭祖、

商汤、姜尚、管仲、孙叔敖等后继者播衍，缓慢发展。这

些人士或为隐士，或为将相，或为帝王，但都属于“闻其

风而悦之”的一派人物，即原初道教的传承者。由此可以

看出，道教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尤

其是许由、彭祖、姜子牙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春秋之际，老子汲取先前的文化滋养，将原初道教发

扬光大。《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

县厉乡曲仁里人，生活于春秋时期。老子曾经担任周朝史

官，相传儒家圣人孔子至周曾经向老子请教过“古礼”， 

后来，孔子十分感叹地对弟子们说：“今日见老子，其犹

龙也！”孔子把老子看作神龙，充分表达了敬慕之情。

后来，老子在制度道教中被尊为教主，从而具有了无与

伦比的地位。

按有关史料记载，老子晚年因目睹周王朝之衰败，

拟“去周隐居”。不久之后，他准备西去流沙，以化异

俗。到了函谷关时，因关令尹喜之请，老子写下了千载

传颂的五千言，后人称为《老子》，又称《道德经》，

尊奉为《道德真经》。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古典道教”

的正式确立。

明确地说，笔者所谓“古典道教”就是把通常大部分

学者认定的“道家”看作道教理论的奠基者。我这样说并

非否定学者们关于道家的论述，而只是从一个不同角度来

重新审视先秦道家理论内涵与社会作用。从学理立场看，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讲说道法理论的一派学者完全可以

称作道家，这一点西汉时期的司马谈等人已经确定了。但

是，司马谈等学者并没有限定后人不可以从新的角度予以

探讨。从“教”的角度来审视道家，这不仅允许，而且可

能。实际上，西汉以前的文化知识都还笼罩在上古宗教背

景下，因此古人所称“儒家”、“阴阳家”、“墨家”等

都具有一定的宗教内涵，“道家”这个概念当然也不例

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揣摩一下老子《道德经》就明

白了。该书第四十二章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

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学者们明白，老子《道德

经》是以“道德”二字为根本的，他所谓“教”就是“道

德之教”，简称之就是“道教”。老子这种道教当然不是

凭空产生，而是有所因循的，他所因循的就是黄帝以来的

上古圣人遗训。正是在上古遗训基础上，老子阐述了思想

教化的义理，所以这种道教就是义理道教。

(三) 制度道教

这是在古典道教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宗教礼仪和组织

系统的道教。东汉时期，沛国丰人张陵带弟子王长、赵

升至江西龙虎山炼丹传教，尔后又到四川大邑县鹤鸣山

创立“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这个道派

的最大特点是尊黄帝为上古仙人，奉老子为教主，解说

《道德经》五千文为《老子想尔注》，作为引导信徒的

教义范本，他们以“符水咒说”疗病，礼拜天、地、水

三官，经过几代人努力，逐步建立了“二十四治”的政

教合一组织系统。以张陵为创始者的“正一盟威之道”

因为有了比较系统的宗教礼仪和教派组织，意味着制度

道教正式诞生，于此差不多同时的“太平道”也具有类

似情况，因此可以看作制度道教形成的另一个标志，只

是因为后来太平道失传，而“正一盟威之道”虽然几度

变更名称，但却世代相袭，成为制度道教的典型代表。

从这个情况来看，自东汉末以来，所谓道教也就是制度

道教。它以黄帝时期的原初道教为肇端，以先秦老庄为

代表的古典道教为思想基础，融合多种因素而成，为中

国道德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关于道教形成发展的三大形态对应于三大历史时

期。原初道教对应的是黄帝时期，古典道教对应的是老子

撰述《道德经》的春秋时期，制度道教对应的是张道陵创

立“正一盟威之道”的东汉时期。此后，制度道教包容了

原初道教与古典道教的思想内容，并且汲取各个时代不同

的思想乳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笔者近年来

构想的关于道教形成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

二、道教的文化价值观
关于“文化价值观”问题，站在不同立场将会有不

同的理解。我认为，“文化价值观”就是蕴含于一定文

化体系中的价值判断、基本准则，涉及宇宙认知、人生

理想与行为依据。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以儒、道为主干。大家知道，

儒家有“五常”——“仁、义、礼、智、信”。对于儒

家的“五常”，学者们有过很多解释。我个人以为， 

“五常”就是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最简明概括。至于道教

的文化价值观，以往尚未有人予以总结，最近几年来，

我经常揣摩这个问题，觉得也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

就是：道、德、善、静、安。现在，我就从道教文化角

度谈谈这五个字的内涵。

(一) 道

其直接意涵是“道路”，后来道教将之提升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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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论的基本范畴。按照道教的观点，“道”是生化

万物的本元，“道”本身具有无限的神力，《易经》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都

表明了“道”的神圣性。按照中国道教协会前副会长

陈莲笙大师的说法，“道”包含着一切已经认知的世

界以及一切尚未被认知的世界；包含一切我们已经理

解的状态、运动、规律以及尚未被我们知晓的状态、

运动和规律。“道”涵盖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人类自己组织的社会，以及尚未被人类认知的任何界

别，任何领域。而所有这些被认识的和尚未被认知

的领域都生发于“道”，并受“道”所支配，依凭 

“道”而运动、发展和变化着。“道”虽然看不见、摸

不着，却可以通过特殊的修持程序而感受到，例如斋醮

科仪、存想等等方式都可以达到与“大道”感通的效果。

(二) 德

这本来表示凭借眼睛的巫术灵力来进行厌服的行为。

后来，道教将“德”提升为“道”所具有的特殊能量。

照道教的看法，“道”因为有“德”才能够辅助万物生

生不息。正如母亲生儿育女，需要养分一样，“德”就

是生育万物的滋养。从人类生存的立场看，“德”是维

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德”不仅是社会正常运转的

原则，也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必须，所以“以德养生”是

健康长寿之大本。

(三) 善

如何达到“真”的精神境界呢？古典道教进一步提出

了“善”的理念。《道德经》第八章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善”字，甲骨文写作“ ”；金文写作“ ”，上

面是一个羊头的样子，底下是两个“言”字。有学者认

为，羊头表征的是安祥温和，因为“羊”就是“祥”的本

字。初看起来有道理，但其下的两个“言”作何解释？这

是很值得推敲的。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羊”是獬豸的

象形，而“言”代表的是立誓言。从形态上看，“言”字

上面是“辛”，像一把针，表示语言有穿透力。古时候解

决民事纠纷，牵来獬豸做判决。有纠纷的人面对神明，置

放针器，立下誓言，以示讲真话，如果有假，当受针刺。

这样说来，“善”字在最初表征的乃是公平、诚实1。后来，

词义逐渐丰富，引申出“仁慈”、“友好”、“美好”、“义

1. 参看白川静《汉字》第一卷，朱家骏译，厦门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

举”等内涵。《说文解字》以“善”为“吉”，谓“此

与义美同意”。久而久之，“善”字成为崇高品德的形

容。老子“上善若水”当包含了上述诸多意涵，而最重

要的即表征美好品德。按照老子的看法，最好的品德应

该像水一样。水滋润万物，使万物生长，而不去争名、

争利，水总是处在最让人嫌恶的地方，这就是它最接近道

的习性。道是什么呢？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根据，它

化生万物，却从来不与万物相争，这就是“上善”，它是

最接近于“大道”的。

老子用“水”来比喻崇高美德，其背后蕴藏着“易

学”洛书的五行卦象法度。上古洛书，以“金木水火土”

五行与九宫八卦相配。其数一在北方，五行属水，配坎

卦；九在南方，五行属火，配离卦；三在东方，五行属

木，配震卦；七在西方，五行属金，配兑卦；二在西南

方，五行属土，配坤卦；四在东南方，五行属木，配巽

卦；六在西北方，五行属金，配乾卦；八在东北方，五行

属土，配艮卦；五在中央，统摄四方。在古典道教看来，

居于北方的“一”虽然最小，却是生成万物的起点，最为

重要。对此，苏辙在《道德真经注》卷一里说：“天以一

生水。盖道运而为善，犹气运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二者皆自无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

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

于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2

按照苏辙的解释，则“善”是因为“道”运化的结果；

换一句话来讲，“善”即“道”的一种外化显形，这就像 

“气”的运化而成“水”一样，所以把“上善”比作 

“水”。从五行来看，“水”居于北方，为众阴归结处，

虽然弱小，却有生生不息的能量，因此，“水”在五行中特

别重要，因此老子以“水”来比喻大道化生万物、滋养万

物的功德。这种功德的基本特性是：处下、利物、不争。

老子“上善”的理念成为整个道教文化价值观的基

本内容之一，后来的道教学者以老子“上善”精神为基

础，阐述其思想，都是围绕“处下、利物、不争”展开

的。“处下”意味着谦卑，“利物”意味着奉献，“不

争”意味着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

(四) 静

道教的“柔弱”论又与“静”的精神相联系。老子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

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

“静”字，金文写作“ ”。左边是“青”，此

系“清”的本字，表示纯净；右边为身体前倾的样子，表

 2.《道藏》第12册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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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全力以赴，清洁自我。左右会合，表征纯洁内心，去除

杂念和欲望。由于杂念去除可使人抑制躁动的状态，此字

又表“宁静”。老子关于“静”的论述乃兼有两层意涵：

一方面，“静”由“不欲”产生，“不欲”就是去除内心

杂念欲望，由此而达到的“静”即纯洁；另一方面，“天

下将自定”意味着天下社会安定不动，老百姓安居乐业。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谓，“清静为天下正”，这

把“清”与“静”联系起来，进一步佐证了古典道教讲

的“静”是包含了纯洁与宁静两种意涵。

老子的“清静”论说在古典道教其他著述里得到继

承。《庄子·天下》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

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意思是讲，古时

候养育天下的君主，没有贪欲心，凡事任其自然，所以

天下四方富足，万物生化不已。这一切都因为君主的心

如湖泊那样渊深宁静，所以百姓安定。老庄这种以“静”

修心治国的精神在制度道教中得到了全面发挥。相传出于

三国著名道士葛玄之手的《清静经》谓：“夫道者，有清

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

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

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这段话从“道体”的特

征入手阐述清静理念。在《清静经》看来，“道”是阴阳

协调的整体，体现为现象界，便有清浊、动静、本末的对

应。不过，相对而言，“清静”乃是二字是最为根本的，

所以人的生活应该保持清静的状态，这样天地也就归于大

定了。《清静经》的论说高度概括了制度道教修持的基本

精神与思路，所以在后来被奉为早晚功课诵读的经典。

(五)安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五章曰：“执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所谓“大象”即“道”，而“执大

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天下往”

是说圣人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向大道。按照《道德

经》的说法，天下万物归向大道，这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道是“安平泰”的。“安”当然是

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

可见老子讲“道”的要义还是平安。为什么平安呢？因为

作为大象的“道”是“泰”的，老子讲的“泰”乃出于《易

经》之泰卦。该卦之象，下为乾，三阳上升，上为坤，三

阴下降；阴阳二气，流通交感而成和，故谓之“泰”。既

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

老子关于“平安之道”的哲学升华在后来的道教经

典里得到进一步发挥。例如《元始说先天道德经》第五

章即称：“恍恍惚惚，万物之鬼宅。道行真化，杳冥之

灵室。虚无至大，元居道安。”3这段话的关键是“元居

道安”四个字，作者将“道”与“安”联结起来，形成“道

3. 李嘉谋：《元始天说先天道德经注解》卷五，《道藏》第1册，文物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449页。以
下凡引《道藏》均同此版本。

安”的短语，其意涵可从两个途径来理解：一是说“道”

是“安”的；二是说“道”可以“安”。不论是哪一种情

况，都表明“安”离不开“道”，因“道”而“安”， 

用“道”以“安”。

综上所述，道教的源头久远，她肇始于黄帝轩辕氏，

成形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建制于东汉末的正一盟威之道，

经过五千年的曲折发展而成为中华民族最具特色、富有

魅力的传统宗教，她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的文

化标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创制了别具一格的理

论，有自己独特的修持法门。道教以“道德”二字为纲

领，“道”为体，德为用，德之大用发而有“真、善、

柔、静、通”五门，此可谓修持的五字真言。用此五门

治国则国泰民安，用此五门治身则身体康健。此为笔者

多年揣摩感悟所得，今整理成文，与有志于道者分享之。

作者简介：

詹石窗教授，1954年生，中国厦门市人，哲

学博士，师从道教学泰斗、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

授”卿希泰先生。现任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兼任老子道学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世界道家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在学术研究领域以中国哲学、宗教学研究见

长。独著《道教文学史》、《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

研究》等多部著作。主撰《中国宗教思想通论》、

作为副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均入选“国家社

科基金成果文库”。著作先后获得全国及省部级奖

项多个。其中，执行主编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

经济的整合研究》获得“中国图书优秀奖”。

专著《道教与女性》、《道教文化十五讲》先

后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道教文化十五讲》被

韩国首尔大学指定为“道教文化概论”课程的专业

教科书。《中国宗教思想通论》入选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被译为韩文出版。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道

家与道教研究著作提要集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特别委托重大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等多项课题。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

库》等大型学术丛书，主编《道学研究》、《老子

学刊》等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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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加坡道教论坛成功举行

2015年4月13日，以“多元通和，以道相生”为主

题的“2015年新加坡道教论坛”于新加坡管理大学隆重

召开。该论坛由新加坡道教总会主办，新加坡道教学院

承办，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

联合协办。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新加坡

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颜添宝先生，新加坡宏茂桥

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

云道长，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梁德华道长，湖北省道教

协会会长、武汉长春观方丈吴诚真道长，江苏省道教协

会副会长、无锡市道教协会会长李纯明道长，河南省道

教协会副会长、南阳市道教协会会长李泰丞道长以及中

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等多地的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参

加了此次会议。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新加坡道教学院院长、全国

种族与宗教和谐常务委员会委员陈添来BBM代表论坛主

办方致欢迎辞。他着重指出，时值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五

十周年、新加坡道教总会创会二十五周年之际，为了让

广大道教徒和道文化爱好者进一步认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道教文化，特举办“2015年新加坡道教论坛”。

这是新加坡道教界的一次全新尝试，期望它能够成为一

个新的起点，推动新加坡道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只

要坚守恒心，新加坡道教文化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新加坡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颜添宝先生为论坛

致开幕辞，他指出端赖于多元、宽容、开放、安定的和谐

社会，新加坡方能够成为东西文明交辉之所，多元种族宗

教共融之地。25年来，新加坡道教总会为维护社会和谐做

了大量的工作。道教以人为贵，重生、贵生、养生；道教

亦以和为贵，崇和、尚和、护和。本届论坛是对道教和谐

思想与优秀理念的弘扬，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信

2015年新加坡道教论坛的成功召开，将有助于新加坡道

教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可以作为一个品牌而持续建

设，可以作为一个平台而展开同其他宗教的学术对话。

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城隍庙慈善基金会主席林

金发PBM，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道长，香港道教

联合会会长梁德华道长，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锡辉

PBM，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孔子学院理事长陈金

教授，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教授，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丁荷生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

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国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李焯然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朴

素晶，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苏瑞隆，四川师范大学中国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杨燕博士分别做主题演讲。发言

完毕后，盖建民教授为

论坛做会议总结。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

议员成汉通先生致闭

幕词，高度肯定了本

届论坛的意义。他指

出，“2015年新加坡

道教论坛”是新加坡道

教总会献给新加坡共和

国五十年华诞的学术贺

礼，是新加坡道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新加坡道

教总会二十五年来道教文化事业建设的一大成果。本届论

坛的胜利闭幕，将是新加坡道教文化事业的全新开始！

会后陈添来会长和成汉通议员代表主办方向参会嘉宾

学者互赠礼品，并与主讲嘉宾合影留念。

多元通和，以道相生

颜添宝议员致开幕辞

向与会道友赠送纪念品

成汉通议员致闭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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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发PBM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一副会长、城
隍慈善基金会主席
发言主题：《天道酬勤——新加坡
道教总会发展回顾》

丁常云道长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宗教
学会理事
发言主题：《传承道教文化，共建
和谐世界》

梁德华道长  
香港道教联合会会长、蓬瀛仙馆
副理事长、晨曦文化教育协会会
长
发言主题：《道教的发展与未来》

林锡辉PBM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二副会长、大
士伯公宫理事会秘书长
发言主题：《新加坡道教青年团的
缘起与发展》

陈金 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孔子
学院理事长
发言主题：《“人类世”中的道教：
自然伦理与精神修为》
 

詹石窗教授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
发言主题：《道教的三大形态及其
文化价值观》

部分嘉宾合影留念

丁荷生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发言主题：《西方道教研究的新方
向： 地方道教仪式传统的传承》

盖建民教授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所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发言主题：《道教南宗的界定及
影响》

李焯然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国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文武兼备——论文武
二圣的崇祀和信仰的传播》

朴素晶博士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
发言主题：Remaining Influential 
behind the Scenes: Korean way of 
Daoism and Daoism alive in our society

黎志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近代吕祖信仰及道经对道教历
史发展之贡献》

苏瑞隆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宋元之间的五通邪神：论佛教
与道教对民间宗教的吸纳与引
进》

杨　燕博士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
究所副教授
《刘咸 道教观简论》

论坛嘉宾及演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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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华诞，星洲日上合大衍；廿五春秋，道 长存

贯九天。”(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教授贺词)为

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暨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二

十五周年，2015年4月15日晚，由新加坡道教总会主办，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洛阳大伯公宫、 菜芭城隍庙、新

加坡道教三清宫协办的“和谐晚宴”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一号厅隆重举行。

当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亲临现场。总理公署部

长陈振声先生，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

陈振泉先生，西北区市长张 宾博士，荷兰—武吉知马集

选区国会议员连荣华先生、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颜

添宝先生、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先生等嘉宾亦

一同出席。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各大宗教、宗乡社团组

织、大专学校等多个宗教和种族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晚

宴。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道长、香港道教联合会

主席梁德华道长、澳门道教协会主席吴炳志道长及中国

台湾、大陆、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道教界代表出席了此次

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超过2000人参加了和谐晚宴。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在致欢迎辞时表

示，得益于国父李光耀先生的卓越领导，新加坡得

以享有安定繁荣的和谐社会。国父为国人留下了宝

贵的思想遗产，他的远见卓识将继续指引新加坡前

行。道教是推崇和谐的宗教，“道以冲和为德，以不

和相克。是以天地合和，万物萌生，华英熟成。国家

合和，天下太平，万姓安宁。室家合和，父慈子孝，

天垂福庆。”(《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弘扬和谐思

想、参与和谐事业，即是道教教义自身的必然要求，

也是新加坡道教总会回报社会、服务民众的应有行歌曲演唱We are Singapore

左起：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道长、李显龙总理、新加坡道
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

新加坡道教总会隆重举行和谐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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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25周年这个全新的起点上，道教总

会将会一如既往的尽心竭力，协同各方，

为新加坡和谐事业而努力奉献。之后，陈

添来会长还介绍了新加坡道教在弘扬道教

文化、培养青年队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大会主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致

辞中，对新加坡道教总会这二十五年来为

和谐社会所做的贡献予以了高度评价。接

下来，李总理特意宣读了《道德经》第五十

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

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

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

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认

为政府的治理之道跟道德经所言非常相似，政府各部门需

要齐心协力，守好岗位，各尽其责，不断累积新的能力、

资源，进行创新，为未来储备力量和资源。

晚宴上，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道长分别向新

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和新加坡道

教总会赠送了线装版《中华道藏》和《老子集成》各一

套，以祝贺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暨新加坡道教总会创会

二十五周年。

新加坡道教总会还安排了精心准备的节目，令在场观

众大饱眼福。这是一个美丽的和谐之夜，它令所有在场新

加坡人民、所有新加坡道教徒均难以忘怀！各个种族宗教

的代表共聚一堂，共话和谐。相信在所有人的一致努力

下，新加坡和谐事业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先生同晚宴嘉宾交流。

李显龙总理致辞

陈添来BBM致辞

集体宣读《新加坡国家信约》(Singapore National P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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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是道教经书的总集，也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宝藏。它包罗万象，既载述了道教教

理教义，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哲学、天文、地理、

医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内容。在道教发展史

上，先后有过《政和万寿道藏》、《玄都宝藏》、

《正统道藏》等多部不同版本的道藏，可惜目前

尚存于世的唯有《正统道藏》。

2004年正式出版的《中华道藏》，则是中

国道教界和学术界联手对道教经书进行的整理重

修。2010 年，在对《中华道藏》反复核校的基础

上，中国道教协会印制了线装本《中华道藏》220

套。此外，中国道教协会还组织编纂了涵括265种

注疏文集在内的《老子集成》。这两套大型古籍

图书专门捐献给全球著名大学及国立图书馆。目

前，已经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兰西国家图

书馆等高校与机构收藏了上述道典。

为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也为了

庆祝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25周年。中国道教协

 中国道教协会向
            新加坡道教总会、
   国大和南大捐赠道藏

会特决定，向新加坡捐赠三套《中华道藏》

(线装本)和《老子集成》。2015年4月15日

晚，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的见证下，丁

常云副会长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先后向新加

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和

新加坡道教总会捐赠了《中华道藏》(线装

本)和《老子集成》。这是新中两国文化交

流的一项盛事，相信此举将促进新加坡本地

的道文化研究，能够对华族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有所裨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丁荷生教授(右一)和云茂潮中
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焯然教
授(左一)接受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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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教协会向
            新加坡道教总会、
   国大和南大捐赠道藏

1912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912年，先民自中国福建远赴南洋，为祈求旅途顺

利、海外平安，特向保生大帝求得神袍和香火，随他们

一同南下。待平安抵达新加坡南部的亨德申北村(本所

坡，Poon Saw Pore)时，先民就开始供奉保生大帝的神

袍，并为保生大帝打造了一台神轿，以延续家乡习俗。

经众善信的共同努力，第一间宫庙出现在了亨德申

路。1913年，保生大帝托梦于一名信徒，根据该信徒的

描述而打造了一尊十二寸的保生大帝金身。根据前辈回

忆，该宫庙的墙壁是木板的，中殿供奉保生大帝，左殿

供奉大二使公，右殿供奉岩山观音。殿前的空地很大，在

重大节日里会搭建木偶戏台。在第一座宫庙时期，真人宫

的节日庆典已经基本形成。当时，在每年的保生大帝诞辰

(农历三月十五日)，信徒们会以掷圣杯的方式将保生大帝

炉主炉请回家中供奉；在保生大帝千秋之时，举行酬神大

戏助兴；还会举行“游境”仪式。

在日据时期(1942-1945)，保生大帝始终佑护信徒。

当时，众善信在大帝的指示下，每隔三天就犒军一次，

最终平安渡过了艰难时期。1945年，日军投降撤离新加

坡时，真人宫举行了隆重的祈福仪式，答谢神恩及祈求

国泰民安、阖家平安，热闹非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78年
进入20世纪50年代，因真人宫土地被征用，

保生大帝的金身暂居龙山亭。之后，众善信在亨

德申路下段(现惹兰红山路和亨德申路交界处)修建

了第二间宫庙。在迁入新宫时，信徒们为保生大

帝重新打造了18寸金身。1967年，又打造了孙真

人和许真人的金身。自此，真人宫内供奉三位真

人。为纪念保生大帝是于农历十月十五日进入的

新宫庙，真人宫的保生大帝千秋庆典改在了这一天。保

生大帝神威显赫，其神迹令越来越多的人信服，甚至有

很多印度人也前来膜拜。

1978年——至今
为配合政府对红山地区的开发，真人宫于1978年12

月22日(农历11月23日)进行了第三次搬迁，同介谷殿、

龙山亭及万仙庙共同组成了联合宫——真龙宫。迁到现

址后，为弘扬保生大帝慈济众生的精神，真人宫增设了

草药园，种植常用草药，向前来问诊的善信免费提供药

材。自2005年起，真人宫积极联合红山联络所、种族与

宗教互信圈(IRCC)及新加坡其他供奉保生大帝的宫庙与

社团，主办了多项较有影响的活动，包括保生大帝历史文

化展、草药展、种族宗教和谐展等。此外，真人宫还积极

组织海外进香团，赴中国台湾、福建等地，进香拜谒保生

大帝祖庭。2012年，真人宫隆重举行了一百周年庆典。而

今，真人宫步入了第

103个年头，它将继往

开来，为弘扬保生大

帝文化、促进种族宗

教和谐而奋进不息！

真
人
宫

发
展
简
史

新加坡真人宫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千载济世神医——保生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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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真人
真人宫奉祀保生大帝为主神。保生大帝名吴 ，字华

基，别号云衷，生于中国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于景

三年(1036年)羽化。吴 精通医术，医德高尚，行医济

世，被四方百姓视若神明。

根据中国南宋人庄夏所著《慈济宫碑》记载，吴  

“尝业医，以全活人为心。按病投药，如矢破的；或吸

气嘘水以饮病者，虽沈痼奇 ，亦就痊愈。是以厉者、

者、 疽者，扶升携持，无日不交踵其门”。吴 登

真后，犹眷恋桑梓，常彰显神迹，护佑乡里。乡民感其

恩德，建庙奉祀。历代王朝亦予以追封，先后获封“慈

济真人”、“福善真人”、“恩主昊天金阙御史慈济医

灵妙道真君万寿无极保生大帝”等谥号。

保生大帝神威显赫，如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东

南亚地区广受崇奉。

许真人
许逊，字敬之，中国晋代著名道士，为净明道教

祖。许真君生于东吴赤乌二年(239年)，于东晋宁康二年 

(公元374年)飞升。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许逊

自幼聪颖，博通经史、天文、地理、医学、阴阳五行学

说，尤好道家修炼。曾拜大洞君吴猛为师，得传三清法

要。曾出任四川旌阳县令，政绩卓著，广受赞誉，被称为 

“许旌阳”。后挂冠东归，造福一方。《许真君诰》

云：“混元始祖，一 分真。多劫之前，积修至道。勤苦

备悉，经纬逾深。万法千门，罔不斯历。救灾拔难，除害

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众真推仰，宜有甄 。大悲

大愿，大孝大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雷霆泰省；

天机伏魔上相，至道玄应，神功妙济。掌九天司职太一定

命注生真君，三天按察都检校普奏谏议大夫，天医大帝，

度人祖师，净明普化天尊。”

孙真人
孙思邈，唐代高道，生于中国隋朝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卒于唐朝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孙思邈长期隐居太

白山，修道行医，著有《千金方》、《福禄论》等多部

著作，为道教养生和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尊为“药

王”。《药王宝诰》“太极宫中，全真天上。擅回生之

妙术，开大道之菁华。幼号神童，长多奇迹。羡门广成之

誉，睿赏非虚；齐梁随唐之朝，年华莫测。峨峰谢表，书

墨迹以无痕；肘后天机，入龙宫而启秘。论该三教，方著

千金。洵药镜之医王，实玄宗之领袖。大慈大悲，大圣大

愿。至妙至神，降龙伏虎，护国救民，灵感孙大真人。”

真
人
宫

三
大
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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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正月初一　迎新年

•• 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　•

拜当年太岁

•• 农历正月初八日　拜天公

•• 农历七月十五日　观音 会

真人宫的观音 会主要是拜祭十方无主孤魂。虽然同

华族的中元节名称不同，但却密切相关，其实质仍然是阐

扬怀念祖先的孝道、发扬乐善好施的美德。

•• 农历九月廿五日　换旗日

换旗是一种祈福仪式。每年此日，善信们会把在家中

神案上已被供奉一年的旧旗帜送回宫里，再祈求神明赐予

新的镇宅平安旗。这面旗帜就代表了神明所赐予的福运。

真
人
宫

节
庆
活
动

真人宫和St Teresa Church 联合举办圣诞节庆典

多种族书法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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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十月十五日　保生大帝、观音佛祖、萧

府王爷千秋暨周年庆典

自2005年起，真人宫均在庆祝保生大帝千秋的同

时，举行保生大帝文化展和草药展，以此来促进种族宗

教和谐。

庆典从农历十月十三日晚开始，首先进行众神放军安

坛仪式。信众们以宫庙为中心，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安

放五营军马，以确保活动不被恶灵打扰。农历十月十四

日下午三点半，举行犒军仪式。当晚凌晨十二时，迎接

天公降临。农历十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半，道士安坛，诵

经祈福。上午十一时，向天公献贡。下午三时半，恭送

玉皇上帝回銮，去年的炉主归还供奉保生大帝的香炉。

下午五时，犒军仪式。晚上七时，举行拜斗仪式和过平

安桥仪式。之后，举行求炉主和头家的仪式，由众善信

掷圣杯来决定。选出炉主后，炉主就可以把供奉保生大

帝的香炉请回家中供养一年。农历十六日下午四时，犒

军仪式。农历十七日下午三时，犒军仪式。晚上七时半

至十时，千人宴。

•• 农历十二月十六至大年除夕• • •

答谢当年太岁爷

   

草药展

闯三关（每六十年方举行一次）

参考资料：

1.	 新加坡真人宫主编：《千载济世良医——保生大帝》，2007

年版。

2.	 新加坡真人宫主编：《新加坡真人宫一百周年纪念》，2012

年版。

3.	 范正义：《保生大帝——吴真人信仰的由来与分灵》，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4.	 范正义：《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6年5月第1版。

众善信排队领取如意

2014 Senior Citizen Lunch陈振泉部长
向乐龄人士发放红包

时任律政及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及丹戎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的
英兰妮小姐参观和谐展

敬香

新加坡真人宫
红山弄门牌98T，新加坡158900

98T, Redhill Close, Singapore 158900
Tel: +65 6473 7673

Fax: +65 6479 1909 / +65 6472 3918
Email: event@zhenreng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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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9日，淡滨尼联合宫隆重举行第十二届

(2015—2016)新旧委员交卸就职典礼。当天，该宫顾问、

前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 厘先生(Mr Phua Bah Lee)主

持了监誓与颁发委任证书仪式。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

来BBM作为大会贵宾，出席了该宫就职典礼。

淡滨尼联合宫是新加坡

著名道教宫观，被学者

视为新加坡国家发展与

乡区庙宇整合的成功典

范。该宫建筑宏伟，颇

具传统特色。内部则采

取通殿的格局，各个神坛

分别大伯公庙、太岁坛、后

淡滨尼联合宫举行第十二届
新旧委员交卸就职典礼

池厅、顺兴古庙、福安殿、吉星亭、济阳堂、五将军、

慈灵宫。多年来，淡滨尼联合宫着力弘扬道教文化，积

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设立了巴西立洗肾中心、大众医

院淡滨尼分院等。

18 19

狮
城
道
教

道教以生为贵，主张“慈心于物，

仁逮昆虫”，对世间万物怀慈悲之心，

关爱珍惜世间所有生命。《洞真太上

八素真经三五行化妙诀》说：“慈爱

一切，不异己身。身不损物，物不损

身。”

《太上感应篇》曰“积德累功，慈

心于物。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对于

放生等救助动物的行为，道教亦持鼓励

态度，如《智慧度生上品大戒》所云 

“常行慈心，悯济一切，放生度恶”，

《文昌帝君阴骘文》教人要“或买物而

放生，或持斋而戒杀”。

2015年5月10日，灵宝皇坛假新加

坡道教三清宫，隆重举行“放生法会”。当天，法会按

照道教放生仪轨举行，共有善信数十人参加。张大嘉道长

向众人讲解道法，指出放生不仅是救护动物生命，更是生

发自己的慈悲心，期望众善信关爱生命、保护环境，在生

活中践行道教的生态环保理念。最后，道长们与众善信一

起将鸟儿们放回自然。

灵宝皇坛举行放生法会

2015年5月24日，新加坡全真道龙门派贤当宫隆重举

行“新进道侣皈依簪冠授牒仪礼”。当天，共有六名年轻

的道教信徒正式成为全真龙门派第三十五传弟子。相信在

今后的岁月里，他们将勤阅道经，勤修大道，会为道教事

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贤当宫举行新进道侣
皈依簪冠授牒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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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1日，

中华地母至尊道教会副

理事长、宜兰元心舍地

母庙主持林明华道长

一行访问新加坡道教总

会。新加坡道教总会会

长陈添来BBM对林道长

一行予以了热情接待，带他们参观了洛阳大伯公宫、新

加坡道教三清宫、新加坡道教学院等处，并向他们赠送了 

《狮城道教》(合订本)第一册和第二册。这次访问给林

道长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其Facebook主页赞叹不已。

中华地母至尊道教会林明华
副理事长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2015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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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第一副会长林金发

PBM、陈国显道长等热情接待了慈惠堂代表团。今年是

新加坡道教总会创会25周年，也是马来西亚慈惠堂成立

25周年。双方就各自的庆祝计划与筹办情况进行了详细

介绍，并向对方发出了热情邀请。

马来西亚慈惠堂代表团
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澳洲牧师访问
新加坡道教总会

2015年6月25日，在新加坡基督教信义会纪木和会督

(Bishop Terry Kee)的陪同下，数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牧师

访问了新加坡道教总会。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

光栋(惟义)道长为他们讲解了道教教义和思想。

Camp Ignite

是OPSG主办的活

动，其学员为中学

生，涵括了各个种

族。2015年6月16

日，共有60名学员

赴三清宫学习道教

文化。新加坡道教

学院的吉凌博士为

他们进行了讲解。

Ignite 2015学员赴三清宫
学习道教文化

2015年6月1日，人民协会举行Partner in Harmony 
for People’s Association talk on Taoism, 安排部分基层领

袖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沈宥绅 

(懋吉)道长接待了诸位基层领袖，向他们系统讲解了道

教历史、基本教义与和谐思想等，并带他们参观三清

宫前殿，让他们对道教神仙谱系和信仰有了一个直观

了解。

基层领袖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道

总

动

态

p3_26_4.indd   20 4/8/15   12:11 pm



2015年5月12日，新加坡宗教联谊会(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 Singapore)创立66周年庆典(IRO Day)于总

统府隆重举行。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博士、总理李显龙先生

出席了当晚的庆典。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率领

14位道总理事及青年团成员参加了此次庆典。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始创于1949年，目前成员已涵括

印度教、犹太教、袄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

回教、锡克教、耆那教和巴哈依教等十大宗教。自成立以

来，宗教联谊会致力于推动宗教对话与交流，促进种族宗

教和谐，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据悉，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将成立“多元和谐博物

馆”(Harmony in Diversity)，陈列各宗教文物展品，以

期让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充分认识和了解宗教

和谐。此外，宗教联谊会的年轻宗教领袖们还在筹划同南

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RSIS)多元社会跨宗

教关系学(Studies in Inter-Religious Relations in Plural 

Societies，简称SRP)开展合作，希望能够为新加坡的各大

宗教建立知识库。

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
出席IRO创立66周年庆典

2015年4月25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

BBM应邀出席了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015年度(第

37届)中学组助学金颁发典礼。当天，大会主宾

为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碧山—大巴

窑集选区国会议员杨莉明女士。新加坡道教总

会副会长刘爱芳道长、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

及陈德伟亦参加了当天的典礼。

佛教居士林是新加坡

宗教界的表率与旗帜！多

年来，他们践行宗教慈善

精神，发展社会公益事

业，厚德载物，善与人

同，在捐资助学、培养

人才等多个方面取得了

辉煌成就。

陈添来会长出席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第37届中学组助学金颁发典礼

青年团动态

2015年5月8日，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

光栋道长赴新加坡管理大学授课，为多种族学生讲解

道教思想。

2015年5月16日，在第一副会长林金发PBM 的带

领下，新加坡道教总会理事高荣骏道长、青年团庄光栋

道长、沈宥绅道长及苏政龙道长一同出席了 Building 

Bridge Seminar 2015。

2015年5月19日，庄光栋道长应邀出席和谐中心

(Harmony Centre)主办的跨宗教对话活动，同蒂莫

斯·赖特神父(Fr Timothy Wright, OSB)进行交流。

蒂莫斯·赖特神父现任Pontifical Beda College的灵

修导师(spiritual director)。

十大宗教领袖合影。

道总青年团成员与总统陈庆炎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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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50周年，新加坡道教总会携

手新造教会(New Creation Chruch)，将联合举办“种族

宗教和谐大汇演2015”(Harmony in Diversity)。2015

年6月23日，新加坡道教总会和新造 教会的领袖们在新

加坡道教三清宫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简洁而隆重的新闻

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主办方对此次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

这场名为“多元和谐”的音乐会将于7月6日在波那维

斯达的星宇表演艺术中心(The Star Performing Arts 

Centre)举行。届

时，李显龙总理

将会出席。演唱

会预计为时一个

半小时，序幕将

由光明山普觉禅

寺的禅鼓团以日

本鼓掀开，武当

城隍道教养生院

和马来武术(Silat)

团会同台呈现武当

太极和马来武术的

同台表演。

两大主办方领

导人还将再次同台

献唱。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

陈添来BBM说：“今年我

们合唱《一支小雨伞》，

歌词非常有意义，就是我照

顾你，你照顾我，所以我们

希望公众若想入门票，可以

到我们道教总会领取。你可

以看到我们的活动logo有十

个颜色，代表十大宗教。”

除了庆祝新加坡共和国

的金禧年外，这次音乐会也是为了纪念1964年种族暴动第

51周年。新加坡新造教会主席江德华说：“我们还特别写

了一首歌，它的歌词很有意义，说着不同族群的人走在一

起并互相帮助。”据悉，此次音乐会也得到了其他宗教和

社区组织的大力支持。

新加坡道教总会和新造教会联合召开
“种族宗教和谐大汇演2015”新闻发布会

新加坡道教总会祈祷小组于2001年正式成立，

是新加坡道教总会的专项小组之一。自成立以来，

祈祷小组紧密配合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主办的各项宗

教仪式，小组成员轮流代表道教总会出席各项宗教

祈祷活动。多年来，祈祷小组同其他宗教一同服务

社会，赢得了广泛赞誉。

2015年6月25日，经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三届

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充分讨论，决定对祈祷小组成员

进行调整。具体调整结果如下：委任庄光栋道长为

祈祷小组组长；增选刘培华道长为祈祷小组成员。

目前，祈祷小组成员分别为庄光栋道长、张大嘉道

长、林延亿道长、高荣骏道长和刘培华道长。

新加坡道教总会祈祷小组新一届成员诞生

2015年5月13日高荣骏道长出席汤生地铁线光明山地铁站的工地祈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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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乐之乐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人物之一。所著《庄子》一书内

容博大精深，包涵道家思想的重要观念法则和修身养性

之道，是华夏文化最伟大不朽的经典之一。庄子关于人

世间苦乐的精辟言论尤为人所称道：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 所乐者，身安厚

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 所苦

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

愚哉。” (《庄子·至乐》

“富贵寿”即通俗的“福禄寿”，就是世俗之人带功

利色彩的追求目标。“五味”、“五色”、“五音”、 

“五臭”挑逗人的感官欲望，“厚味、美服、好色、音

声”等物质满足不啻为世人最快乐的人生享受。庄子不

以这种俗世之乐为然，认为人因为没能拥有荣华富贵，

物质享受就忧虑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说: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

亦外矣! 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 ，久忧不死，何苦也，其

为形亦远矣!” (《至乐》)

庄子点明“富者”、“贵者”、“寿者”的苦处与

弊端，提出: “吾以无为诚乐也，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 

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庄子之至乐具超世俗功利性，主

张“悟真而乐”。至乐亦即真乐，以自然为本，以道相

通。“真者，精诚之至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

世俗，愚者反此。”(《庄子·渔夫》)人心之愉悦不会仅

为物所役而丧失真我，保持着主体(真我)心性的畅达和圆

满, 从而获得精神之大自由大解放，这就是至乐之所在。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

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于兑...”(《庄子·德充符》)认识到人世间死生穷达毁誉

饥渴寒暑，皆是“事之变，命之行”，能“安时处顺”,

在“随变任化”的过程中“自适其适”, 自得其乐，这

既是一种修养境界, 也是一种审美格调。在庄子看来，

只要体真悟道，拥有人间“至乐”，即“无乐之乐”，

那么任何情况下(无论好坏)都是快乐自由的。“能至于

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淮南

子·原道训》)

无情之情
庄子之“情”既指自然万物的本真情实(客观事实)， 

也兼指人之本性原态(“性命之情”)。生而为人，情之相

随，与生俱来。然而人生旅途遭遇困阻艰辛在所难免，红

尘中人为情所苦，喜怒为用，常至害事，自扰扰人，不得

自适，不得逍遥。庄子要人勿以好恶喜怒伤身，解脱释

怀，保全秉性，使与道合。以理性理智超越世俗诸般情

感情绪，进而获得自在至情，永享怡然至乐。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

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庄子·在宥》)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

至乐无乐　至情无情
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

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

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

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

庄子所主张的“无情”，并非狭义的冷酷无情，而

是意指“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庄子·田子方》) ， 

“不以好恶内伤其身”，是为人之情感精神松绑解锁，

让性命之情自由遨游于宇宙天地间，永得安适，长保至

乐。《大宗师》中的“居丧不哀”、“临尸而歌”乃及

庄妻死，庄子“箕居鼓盆而歌”，皆是不为私情所困，

坦然面对生死，夷然处置离愁别苦的情感自然流露。其

状貌似无情，实则有情。此番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蕴含

道家的涵养工夫，非通达睿智之人所不能及。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 以湿，相濡以沫，不如

相忘于江湖。” (《庄子·大宗师》) 坊间常以“相濡以

沫”这句成语来比喻夫妻之间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相

亲相爱的深情厚意，这份慕煞旁人的缠绵亲密在庄子看来

是逊色于“相忘于江湖”的悠游自适。“两忘而化其道”

才是觅得至情至乐的不二法门。“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术”方为“情”之最高境界。人，生而有情；道，

本然无情。然道生万物，亦属有情，此之谓“道情”。 

鱼游于水而忘乎所以；人得乎道而忘情弃爱。世人评判标

准里的“忘情”、“绝情”、“无情”恰恰就是庄子所崇

尚的“真情”、“道情”、“至情”。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人间有至情无有哉？
庄子反对伪情、矫情、滥情，主张升华超越人之

七情六欲，摆脱其情感执绊，以达至乐。无乐之乐，

无情之情，所注重者，就在于“无”之修养工夫，

以“有”(人之俗乐七情)化“无”(弃乐忘情)，进而

体“无”(无乐无情)以达“有”(有乐有情/至乐至情)。

无情自逍遥，无乐自欣豫；逍遥源于心中有至情，欣

豫来自胸中存至乐。庄子关于“乐”与“情”的论述，对

于取法自然，保存人之本乐真情方面确实具正面价值。不

过，对于俗乐常情的否定批判带有愤世嫉俗的色彩，在某

种程度上亦有其消极影响。况今之登徒浪子往往伺机巧立

籍口，执此论而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始乱终弃，嗷嗷

然自以为理所当然，岂不令人慨然乎？各人每固所持，

各索其适，各行其是，故乖不合。非遭逢不偶，所遇非

淑也，乃执意而自绝。人若自绝，个中滋味却又如何？

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最后，若以庄子的口吻来诠释乐之存亡，情之有无，

窃以为可做如是说：乐恶乎隐而有真伪？情恶乎隐而有是

非？乐恶乎往而不存？情恶乎存而不可？以乐喻乐之非

乐，不若以非乐喻乐之非乐也；以情喻情之非情，不若

以非情喻情之非情也。众生一乐也，万古一情也。

作者简介：

王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兴
趣广泛，包括先秦诸子学说、伦理学、美
学、东南亚华人移民史以及社会学等相关课
题。曾担任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华文导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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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书推荐
《狮城道教》
合订本（2010—2014）

《狮城道教》是由新加坡道教总会编辑出版的季刊，旨在全面反映新加坡道教

界的动态和风貌，充分宣扬道教文化和理念。自2005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版了40

多期。编委会继《狮城道教》合订本（2005—2009）之后，又将第21期至第40期的

《狮城道教》季刊集结成册。

《狮城道教》合订本（2010—2014）充分记录了新加坡道教总会这五年来的发

展，包括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种族和谐、宗教对话、国际交往等各个方面的成果。

读者可从中看到多间道教宫观的历史，充分感受到道教总会的蓬勃发展，了解到新

加坡道教学院、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 菜芭城隍艺术学院等机构的动态。此

外，编委会还每期精心邀约论述道教文化的专文，推介道教研究著作，以帮助认知

道教文化。概而言之，这是一册认识新加坡道教、了解道教文化的珍贵资料集。

自第35期开始，《狮城道教》封面改为刊登当期赞助宫观的照片。此举意在更好

地反映新加坡当地道教情况，同时也鼓励更多的道总会员支持《狮城道教》的出版。

黄信成道长，道号守中子，1964年生，中国浙江省苍南

县人。擅长道教全真韵学及斋醮科仪。1987年至1993年初，

任北京白云观高功、北京白云观道乐团副团长。1990年至

1992，就读于中国道教学院。自2000年起常住新加坡，担

任 菜芭城隍庙诵经团导师、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导师、

新加坡道乐团助理团长、《狮城道教》编委。

自常住狮城以来，黄道长以 菜芭城隍庙为道场，以

诵经为弘道法门，开班授课，传经弘法，先后共有两百多人

参加了诵经课程，并引导了两三百人皈依道教，使其成为道

教居士。在黄道长及一众道友的共同努力下， 菜芭城隍庙

法事团已有八十多位团员，为全

真道教在新加坡的弘扬开辟了

广阔天地。

2001年至2013年，黄道

长先后协助率团参加了十二届 

“道教音乐汇演”。主持录制了

多张道教音乐CD专辑及一张 

《拜神篇》DVD专辑，主讲了

多场道教文化专题讲座，多次

参加了由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主

办的祈祷法会。

艺

文

走

廊

《新加坡道教三清宫老子道德经碑》
黄信成道长 主编/注译

2015年3月出版

新加坡道教三清宫

素以弘扬正统道教为己

任，为传播正信而尽心竭

力。继老子道德经碑落成

之后，新加坡道教三清宫

理事会又决定刊印道德

经碑帖及注解。经黄信成

道长数年努力，《新加坡

道教三清宫老子道德经》

终于面世。 “《道德经》

者，「道」是宇宙人生的根

本，「德」是日常行道的功

夫，「经」是经久不变的坚

持。抱着人生的根本，守着修德的功夫，怀着不变的恒心，那

么，乐道逍遥，了脱生死的大事就自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黄信成道长语）阅读此书，既可领略陈翰彬老先生的精美

书道，亦能在黄信成道长的精心注解引领下体悟个中奥义。

黄信成道长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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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标榜贤能的美名，使人们各尽其能，不起争心；不推崇名贵的物品，使
人们安分守己，不起盗心；不展现可贪的事物，使人们心境平和，不起乱
心。

因此，圣人治世的原则是：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身心清静；充实人们
的内在，使人们精神愉悦；削弱人们的贪欲，使人们知足常乐；增强人们
的体质，使人们健康长寿。永远使人们保持善良纯朴，无欲无求；使那些
所谓的聪明人，也不敢胡作非为。

用不执着、不妄为的原则来治理身心，就没有调治不好的身心。

第

三

章

译
文

道德经注解 ��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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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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狮城道教》由

真人宫
赞助四千元出版费用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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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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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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添来会长出席马来西亚慈惠堂二十五周年堂庆
主祀无极瑶池西天王母娘娘(即瑶池金母)，乃西方瑶池极

乐世界的主宰。慈惠堂禀承母娘慈悲教化，以儒释道三教

立道，用热诚的心、奉献的精神与无畏的态度来努力实现 

“大同世界”的理想。二十五年来，马来西亚慈惠堂为弘

扬道教文化、造福大马民众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5
年5月21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

BBM、第一副会长林金发PBM应邀出席

马来西亚慈惠堂二十五周年庆典。马来西亚慈惠堂是一

所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由余莲(道生)道长与锺观佛(悟空)

道长创立于1990年，设堂于吉隆坡蕉赖康乐花园。慈惠堂

陈添来会长率团出席泰国华侨
崇圣大学道教文化馆开幕仪式

2015
年4月30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道教文化馆正式启用。当天的开幕启

用大典由枢密院大臣陈国光医生、中国湖北省道教协会会长吴诚真

道长及林施红霞居士等主礼。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在致辞中，陈会长肯定

了道教文化馆的多重意义，认为它将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推动不同文

明之间的对话，促进宗教和谐与社会和谐。

作为本次庆典活动的协办方，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派出了武当城隍道教养生

院和城隍艺术学院的师生共襄盛举。行云流水的武当太极表演和婉转悠扬的南音

演奏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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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向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副校长赠送纪念品

IFC_IBC.indd   3 4/8/15   2:01 pm



崂
山，位于中国青岛，是道教圣地。早在战国时代，

便有神仙方士在崂山修道。之后，道教在崂山蓬勃

发展，最盛之时宫观林立，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

说。其中，崂山太清宫素有“全真天下第二丛林”之说。

2015年5月24日，崂山书院盛大开园。新加坡道教

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应邀出席了开幕典礼。 菜芭城隍

庙法事团应书院邀请，在开幕仪式上进行了精彩的道乐

演奏让广大游客得到了心灵的洗礼。之后，法事团举行

了为期五天的开光祈福法会。

崂山书院以传播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为宗

旨，主要包含有主题馆、国学馆、聚缘阁、太岁殿、国粹

民俗馆、归真堂、菩提苑、茶社、有机生态馆、老房子酒

店十个主题馆。书院有公共服务区、文化景观浏览区和国

学文化深度体验区三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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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咤三太子大忠、大孝、大慈，其传说家喻户晓，

广受全球华人崇奉。据考证，中国江油是哪吒三

太子的祖庭，是哪吒文化的发祥地。恰逢哪咤祖庙重建

竣工，为庆祝这一盛事，进一步弘扬哪咤文化，2015年

5月27日至

5月28日，

由中国四

川省江油

市人民政

府和绵阳

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

陈添来会长出席“第二届哪吒信仰文化交流活动”

共同承办的国台办2015年对台文化交流项

目——“第二届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

暨翠屏山道观落成典礼”在江油成功举行。

应澳台中华宗教文化促进会冯健富会长、

台湾中华道教中坛元帅弘道协会刘仲宇执行长

等道友的热情邀请，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

来BBM与真人宫秘书长陈少廷出席了此次盛

典。活动期间，陈添来会长应主办方邀请，

就新加坡道教总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与最新

动向，同与会道友做了分享。

菜芭城隍庙法事团参加
中国青岛崂山书院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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