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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5 日，經西南交通大學第十四屆黨委會第 115 次常
委（擴大）會議的決定，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簡稱：CSCR-SWJTU）正式成立。中心屬學校二級虛體研究機構，掛靠人文
學院，主管部門爲文科建設處。

>>>>>>點擊瞭解更多<<<<<<

中心簡介

中心名譽主任

勞格文（John Lagerwey）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監教授

中心主任

呂鵬志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https://cscr.swjtu.edu.cn/intro?sort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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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彬、李福（Gil Raz）“道教考古與銘刻材料國際會議”綜述

2019 年 6 月 28－30 日，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道教考古與銘刻材料國際會議”

在四川成都舉行。來自美國達特茅斯學院、佛羅里達大學、巴克內爾大學、荷蘭烏德勒支大學、

匈牙利科學院、北京大學、吉林大學、黑龍江大學、山東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湖

南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四川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大足

石刻研究院等 26 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 30 餘位學者（其中國外學者 6人）出席了會議。會議

接收學術論文 28 篇。會議主席、四川大學考古學系主任白彬教授主持會議開幕式，歷史文化

學院院長、長江學者霍巍教授，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李福 （Gil Raz）副教授分別致辭。

近年來國內外研究道教的學者意識到，經典

文獻所描繪的道教與歷史上實際實踐的道教之

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由於道教學者多專注《道

藏》內與特定經典、儀式相關的文獻，道教史通

常是透過這些經典的棱鏡而得以呈現的。然而這

些經典和文本卻無法表現清晰的宗教實踐。

學者們可以運用人類學方法去研究現當代
道教，但是，觸摸歷史上已經逝去的生活宗教則
更爲複雜。數量巨大的考古、石刻等實物資料，
對研究古代道教發展史具有重要價值，而這些資
料容易被道教學者所忽視。20 世紀 80 年代末，
四川大學張勳燎教授正式提出“道教考古”的命
題，他認爲利用宗教學和考古學的方法研究與古
代道教活動有關的遺物遺跡，可復原古代道教活
動歷史。道教考古材料多具有小型、分散之特點，
有的自身帶有文字或與其他銘刻材料伴出。這些
資料，從石刻、造像、墓誌銘到廟碑，提供了特

定地方道教豐厚的歷史和社會信息。由於

這些信息在藏內文獻中未見記載，使我們

得以重新審視和思考道教的歷史。爲推動

多學科交叉、運用不同研究方法、從多個

觀察視角和維度對道教實物進行深度挖

掘，相互交流，增進瞭解，打破學科之間

壁壘，在發現新材料、運用新方法、提出

新觀點的同時，探討道教實物材料及其所

蘊含的傳統思想體系，經教育部批准，特

舉辦本次國際會議。

本次國際會議以“道教考古與銘刻材

料”爲主題，這在國內外尚屬首次。在爲

期 3 天的會議中，來自考古學、歷史學、

宗教學、藝術史等不同學科領域的 30 餘位

中外專家學者，圍繞道教碑刻、道教造像、

道教與墓葬、道教服飾、黃籙畫等議題展

開交流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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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碑刻

道教碑刻因其文字信息豐富、數量眾多、類型多樣，逐漸成爲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

點。本次會議所提交的論文中，道教碑刻占近二分之一（13 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內

容。

（一）對碑刻材料的解讀

北京大學李凇教授《一件石碑在五百年裏的三個故事——論華山<唐代真君祠碑>應是

建造於北周的<四面造像碑>》一文，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重新辨析了陝西華山玉泉院內

的一件被認爲是唐代建造的《真君祠碑》造像碑。他指出，該碑不是紀事碑，而是初建於

北朝末期的造像碑，唐、宋時期又分別於其上勒石紀事，即先後有三個朝代在石碑上疊加

的痕跡。

西南交通大學趙川講師《閬中石室觀南齊<隗先生石室記>研讀札記》一文，對四川閬

中石室觀南齊《隗先生石室記》釋文進行訂正與增補，在此基礎上結合古靈寶經推測道教

造像的起源應該更早，至遲在東晉末劉宋初古靈寶經問世或稍晚時即已出現。

杭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崔倩女士《杭州碑林藏元明道教碑刻研究——以祐聖觀及真武

信仰爲中心》一文，以杭州碑林藏元明時期三通道教碑刻與祐聖觀的關係爲基礎，探討了

祐聖觀在元代的道教活動，並就真武像、呂仙像模本來源及傳播路線等問題進行分析。

（二）碑刻材料與道教史

利用碑刻材料對道教史進行研究，可分爲對道教史的補正和專題研究兩個方面。

新見道教碑刻材料的“證經補史”，主要體現在補正道經、史書文獻中的錯誤記載，

豐富此前資料匱乏的高道生平事蹟。江西師範大學吳小紅教授《<張留孫碑>與元中後期的

玄教》一文，將北京東嶽廟和江西鷹潭龍虎山天師府內兩通不同時期樹立的《大元敕賜開

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宏教沖元仁靖大真人張公碑》（《張留孫碑》）

碑文進行對比分析，提出《張留孫碑》文本不是出自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而是由張留

孫的弟子和翰林院的官員共同擬定的。她還對兩次樹立《張留孫碑》所反映元代中後期南

方正一道地位的變化進行分析。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王崗（Richard G. Wang）副教授“The Genealogy of Shangqing
Patriarchs at Maoshan in the Ming”（《明代茅山上清宗師的譜系》）一文，結合相關碑刻

及道書文獻記載釐清了明代茅山上清宗師譜系，在元劉大彬所編《茅山誌》收録六朝至元

上清宗師譜系的基礎上，將上清宗師譜系完善至明代。他還對明代上清宗師與道教靈官制

度、元符宮主持之間的關係進行辨析。

吉林大學碩士研究生羅智文《何道寧與蒙元初期的祖庭風波》一文，則結合部分碑銘、

墓誌材料對蒙元時期高道何道寧的生平事蹟進行爬梳。

利用道教碑刻材料進行的專題研究，突出體現在道教與地方社會領域。美國達特茅斯

學院李福副教授“Reimagining Daoism：the Lived Religion of Dao-Buddhist Communiti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重識道教：北朝佛道教團組織中的生活宗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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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中北朝佛、道造像碑等銘刻材料出發，指出興建造像碑之信眾對道、佛宗教屬性認識
具有模糊性，該信眾團體在實際生活中精心設計的造像碑與經典記載相異。他認爲，北朝
時期的佛、道造像碑是生活宗教（Living Religion）的典範，揭示了當地教團或個體信眾從
廣泛的實踐和信仰中所做出的選擇和創新，即把佛、道不同經典、不同教派思想都融攝進
來，正是此種生活宗教使得道教宣化得以興盛發達。

山東大學孫齊博士《宗族、宗教與社會流動——北朝隋唐芮城社會的個案研究》一文，
通過分析 52 種芮城北朝至隋唐時期佛、道教造像的拓片或原石題名，探討佛教和道教在芮
城這一縣級地域的存在形態及其與居民社會階層的關係，提出不同時期佛、道兩教信眾，
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存在階層差異。他認爲，這種差異是基於現實的考慮，即何種宗教能爲
當地家族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就社會流動功能而言，北朝的道教處於劣勢，唐代則給
道教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和機遇。

巴克內爾大學陳松（Song Chen）副教授“Taming the Gods：The Imperial State and the
Local Cults in Sichuan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降服眾神”——唐宋時期的國
家政權與四川的民間信仰》）一文，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結合相關道書、正史、方誌、
碑刻及地方傳說，對唐宋時期李家先主李龍遷與江油牛心山的地方信仰進行分析。

黑龍江大學沈一民教授《佐證權力——石刻文本中的張三豐》一文，結合各地尤其是
湖北武當山和河南南召、桐柏、方城等地與張三豐相關的石刻文本，對不同地域、不同人
群爲張三豐立碑或刻三豐事蹟碑的目的進行分析。

廈門大學祁剛博士《近世以來無錫的道教、道士與地方社會》一文，以江蘇無錫現存
宋元道教碑刻資料爲主，結合方誌、文集、家譜等地方文獻，對無錫本地“洞虛宮——泰
伯廟”這一組道觀的道派淵源、祀典傳統等進行細緻的考察，並將其置於宋明以來無錫地
方社會生活的語境中予以解讀和分析，較爲系統地梳理了宋代以來區域世系下的無錫道教
歷史脈絡。

西南交通大學呂鵬志教授《早期羅天大醮新探——以唐代岱嶽觀碑爲中心》一文，對
道教碑刻材料中所見道教儀式進行闡述。他在深入辨析“齋儀”與“醮儀”關係的基礎上，
結合唐代《岱嶽觀碑》之上的六通碑文，提出產生於盛唐或中唐時期的早期羅天大醮，實
爲金籙齋儀之一部分，即金籙齋末之醮而非獨立之醮儀；羅天大醮與河圖醮關係密切，兩
醮均是爲國家祈福，亦可能合併或同時舉行。

湖南大學羅逸（Bony Schachter）助理教授“The Daoist Offering and Its Economy：The
Case of Zhou Xuanzhen (1555-1627) and His Ritual Activities on Mount Wufeng”（《道教醮
儀及其經濟層面：以周玄貞在五峰山的儀式活動爲個案》）一文，在實地踏查的基礎上，
以山東長清五峰山現存明代高道周玄貞開展醮儀活動的碑刻爲個案，重點探討了周玄貞爲
明神宗皇帝所舉行的醮儀及其經濟層面的問題。

近年來，道教造像在海內外考古學、道教史、美術史領域引起廣泛關注。本次會議所

提交的論文中，4篇與道教造像有關，多爲對造像本身的分析，亦有專題研究。

重慶大足石刻研究院李小強研究員《尋“道”大足——談大足道教石刻的幾個特點》
一文，從大足道教摩崖造像的題材、道教文化觀念、雕刻技藝、文化融合、民間信仰等方

二、道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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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重慶大足地區道教造像的特點進行了歸納與闡發，指出大足地區的這些實物雕刻遺

存，是瞭解道教與民間文化互動關係的生動史料。

四川大學白彬教授、張亮博士《四川丹棱龍鵠山唐代道教造像調查與研究》一文，在

全面披露唐代道教摩崖造像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將龍鵠山造像群可辨識的 67 龕造像分

爲尊像龕和組像龕，並進行統計分析，指出龍鵠山造像群總體面貌基本一致，造像點開鑿

年代大致相當，均爲盛唐時期；結合對第 24 龕《龍鶴山成煉師植松柏銘碑》的考釋，提出

丹棱龍鵠山道教造像，部分受到了道教靈寶經及其信仰的影響。

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鄧宏亞《四川安嶽新發現“元始天尊”“十方天尊”“十方佛”

合龕研究》一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龕內造像、題記及相關道書文獻分析指出，

四川安嶽三教寺第 18 龕包含了豐富的古靈寶經思想，“十方天尊”應爲“十方靈寶天尊”，

“十方佛”亦出自靈寶經。該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四川地區道教造像活動對經典理解和接

受的地方性。

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張怡《跨越邊界：關中地區北魏造像碑上的香爐圖像》一文則是

對造像組合中的香爐展開專題探討。她以關中地區藥王山、臨潼及西安北魏造像碑爲中心，

通過考察實物與圖像兩種形態香爐在形制上的差異與共性，提出造像碑上的香爐可能是受

中亞或印度等域外因素的影響。

三、道教與墓葬

道教特有的生死和靈魂觀念，使得墓葬中有大量與道教有關的遺跡遺物出土，是道教
影響和參與彼時喪禮活動的鮮活例證。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中，圍繞道教與墓葬這一主題
的有 6篇，主要是墓葬銘刻材料，另有圖像及器物。

（一）墓葬銘刻材料
四川大學張勳燎教授《川渝地區明墓出土的道教“登天左右契”》一文，詳細介紹了

川渝地區明墓出土的 4件刻畫或朱書的磚、石道教符券，這些道教符券或稱“登天左契”，
或稱“登天右契”，或稱“登天券式”，部分與“買地券”文字相結合，有的單獨成券。
結合道書文獻，他對券文及道符的具體含義作了考釋，提出“登天左、右契”是道教靈寶
派或正一派道士在舉行葬墓醮儀儀式中，以天帝名義發給墓主亡靈昇天之憑證；道書文獻
所見醮墓儀式多爲葬埋多年的墓葬而設，罕有言及下葬者，此 4 件券文材料可補道書記載
之缺。他還結合其數十年來研究銘刻材料的心得，對銘刻材料的使用、文字的隸定、銘刻
材料與出土環境的結合等進行了分析。

成都博物館杜康助理研究員《宋代成都的道士墓與道教信眾墓研究》一文，依據墓葬
出土銘刻材料，將成都地區發現的 14 座宋代墓葬推定爲道士或道教信眾墓。他提出，成都
地區的宋代道士與道教信眾墓是本地晚唐五代道士墓的繼承和發展，其與唐代兩京地區的

道士墓存在淵源關係。其中，北宋時期道士與道教信眾墓在營建構造、隨葬器物等方面與

俗人墓相似，無明顯差異，反映出晚唐五代以降道教發展也有轉向世俗化、民眾化的趨勢。

但南宋時期道士與道教信眾墓出土的五方消災真文劵、生墓券和墓主人像，則爲俗人墓所

無，反映出道教與堪輿術進一步緊密結合，並借此達到禳災延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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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銘刻材料，亦可豐富高道的生平事蹟，並籍此考察部分兩京重要宮觀。中國社會

科學院雷聞研究員《新見<李洞真墓誌>與中晚唐長安的咸宜觀》一文，結合新見唐武宗會

昌二年（842）的《唐故咸宜觀主三洞法師李練師（洞真）墓誌》拓片及李洞真墓五方鎮墓

石材料，對墓誌的撰書者、李洞真道門譜系、“本教五練法”與李洞真墓出土五方鎮墓石

之關係等進行考證，認爲咸宜觀主並非唐代著名女道冠魚玄機而是李洞真。根據李洞真在

道門的地位，他提出咸宜觀當爲中晚唐時期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女冠觀。

鄭州輕工業大學徐菲講師《鎮墓真文的宗教文化分析——以<靈寶青帝煉度五仙安靈鎮

神九炁天文>爲例》一文，以成都北宋劉六一娘墓出土之“五方煉度真文”爲中心，分析鎮

墓真文在墓葬中的使用方法及其包含的宗教文化內涵。

（二）墓葬圖像及器物

荷蘭烏德勒支大學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博士“Feng Daozhen’s Tomb Landscape
Mural Distant Trees in Evening Light and its Daoist Question”（《元代馮道真墓的<疏林晚照

圖>及其道教問題》）一文，對元代高道馮道真的師承關係進行梳理，提出馮道真可能並非

全真道士，或當屬於神霄派。他對馮道真墓中的《疏林晚照圖》進行研究，指出位於墓室

北壁的《疏林晚照圖》應代表昆侖山，妝繪的目的是象徵墓主人登上昆侖昇天成仙。

景德鎮陶瓷大學黃吉宏副教授《劉淵然墓葬器物與社會觀念的文化表徵》一文，介紹

了明代高道劉淵然墓的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對明初喪葬禮儀的治理與重整進行了分析。

四、道教服飾

道教服飾史作爲道教美術史的一個重要分支，近年來逐漸引發學界的關注。本次會議

涉及這一議題的論文有 2篇。

成都永陵博物館閆佳楠《後蜀趙廷隱墓出土戴冠女樂伎俑與道教女冠文化》一文，結

合後蜀趙廷隱墓出土的五件頭戴高冠女俑，將其冠式與四川龍泉驛北周文王碑造像、仁壽

壇神岩等摩崖造像及國家博物館、首都博物館等文博機構所藏道教文物進行對比，認爲趙

廷隱墓出土女俑所戴高冠爲道冠，並結合文獻資料探討了五代時期道教對蜀地社會各階層

的浸潤與影響。

北京服裝學院博士研究生王惠瑩《關於道教冠飾世俗化轉向問題的思考——以宋代女

性部分典型冠飾為例》一文，以宋代部分世俗女性典型冠飾為個案，提出晚唐五代道教冠

飾逐漸滲入生活領域，北宋則成為人們休閒時普遍穿戴的冠飾。該文還討論了宋代女性世

俗冠飾與道冠名目之間的聯繫。

五、道教黃籙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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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黃籙圖像是道教美術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次亦有 2篇論文涉及這一議題。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戴曉雲研究員《大足石刻的佛教水陸和道教黃籙遺跡》一文，結

合大足石窟中的佛、道教造像及銘文，詳細梳理了大足石刻的兩種水陸形式，即唐五代宋

的水陸齋和宋以後元明清的水陸齋，分別稱為舊水陸和新水陸；探討了大足佛教水陸齋和

道教黃籙齋的關係。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李遠國研究員《論四川地區水陸畫的分類與題材》一文，在充分梳

理四川地區水陸畫發現史的基礎上，提出清代四川地區道教直接用了“水陸齋”的名稱代

替傳統“黃籙齋”的名謂；他結合自己所藏 2000 餘件水陸畫實物，進行了題材的辨識與道

派的判定。

六、其他

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在爲期三天的會議中，圍繞“道教考古與銘刻材料”這一主

題展開熱烈討論。通過研討，我們注意到，道教考古與銘刻材料的研究，有三個方面的趨

勢值得重視：

其一，實物材料和考古材料，對復原和重構道教有獨特而重要的價值；道教研究需充

分重視田野調查，並關注道教實物的地方性，成爲與會者的共識。

其二，道教實物材料的研究，開始突破宗教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單一學科壁壘，不

少學者嘗試運用多學科方法，對道教實物的內涵進行闡釋。

其三，新的學科領域亟待開創。與會學者認爲，與道教民俗、道教天文、道教堪輿有

關的實物材料相當不少，它們都是道教考古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專門的知識、專門

的人才進行研究。若干專題研究才剛剛開始起步，如道教符籙、道教服飾、黃籙畫等，都

需要花費大力氣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

本次學術會議展現了中國道教考古研究的學術前沿，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資料來

源等方面形成諸多共識，加強了海內外道教考古研究的交流與合作，必將進一步推動道教

考古研究的深入發展。

（原刊《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 5期，第 184-188 頁，收入本期《神州研究》

時略有改動。撰稿：白彬、Gil Raz）

有學者撰文討論道教經典及儀式傳承。匈牙利科學院劉方（Judit Bagi）研究員《<北極

真武玄天上帝報恩真經>and its ritual context》一文，對明清時期成書的《北極真武玄天上

帝報恩真經》及其儀式過程進行了詳細梳理，並在田野調查基礎上呈現了今天雲南騰沖地

區依然保存的《北極真武玄天上帝報恩真經》抄本及其宗教儀式。

七 、結語

（來源：白彬、Gil R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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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聞教授“唐代高道鄧紫陽與北帝法、北帝派的關係新探”講座紀要

墓誌銘》、三方新出土的唐代道士墓誌（韓孝恭、王虛明、郭元德）、徐鍇《茅山道門威儀鄧先
生（啟霞）碑》、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鄧紫陽”條及明清三種《麻姑山志》等
與鄧氏相關史料作了分析介紹。他指出，在使用這些史料時，必須對其加以考辨和分析，不能一
味地相信而盲目使用。

雷聞教授考證了麻姑山是因鄧紫陽的宗教活動才提昇了其在唐代世俗社會中地位，鄧氏家族

也是從鄧紫陽開始發跡的。通過對鄧紫陽、鄧德誠、鄧延康三代道士生平事跡的考察，雷教授發

現，鄧紫陽確立了撫州南城縣麻姑山的地位，吸引了士人的注意，以鄧氏爲中心的麻姑山道團獲

得了國家的認可，但鄧紫陽的影響仍遜於司馬承禎、吳筠、李含光等上清宗師或以法術著稱的葉

法善、張果、羅公遠、申泰芝等人；鄧紫陽之侄鄧德誠雖承其道法，但中唐時期麻姑山鄧氏道團

在當地發展過程中最活躍的是鄧紫陽的弟子譚仙巖；而真正使麻姑山鄧氏重新崛起並名揚天下的

是鄧德誠的從子鄧延康，他不僅重新樹立了李邕所撰《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還整理了其家族

2021 年 3 月 30 日 19 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

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雷聞教授應西南交通大學中國

宗教研究中心的邀請，在ZOOM視頻會議室帶來了題爲“唐

代高道鄧紫陽與北帝法、北帝派的關係新探”的線上學

術講座。此次講座係西南交通大學“人文思躍”系列講

座之一，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呂鵬志

教授主持。百餘位來自海內外多所大學、科研機構的師

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在線參與了講座。

雷聞教授以葛兆光先生的一條關於唐代道教世家的

注釋（詳見葛兆光《最終的屈服——關於開元天寶時期

的道教》，原載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第 115 頁。）引出了本次講

座的研究對象——唐代麻姑山鄧氏家族。他首先介紹了

學界之前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自劉咸炘先生以來，學

術界多以鄧紫陽爲北帝派的開創者，只有少數學者認爲

北帝經典、北帝法的形成時間早於北帝派。從史料批判

的角度考察相關基礎文獻，不難看出北帝派的傳法譜系

實爲後世建構。結合傳世文獻和新出土的碑誌、墓誌等

考古材料，可勾勒出這一唐代道教世家的發展概貌，揭

示其傳法譜系的建構過程與非歷史性。隨後，雷教授對

李邕《唐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鄭畋《唐故上都龍興觀三洞經籙賜紫法師鄧先生（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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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編成《鄧延康墓誌》中所提到的《家紀》，將“麻姑仙師”的影響從江南擴展到中原。
據《鄧延康墓誌》記載，鄧延康深受文、武、宣宗三朝皇帝的敬重，曾擔任武宗受籙時的監度
師，是中晚唐一位非常重要的道教傳法大師。在此之後，麻姑山鄧氏再無傑出人物出現，另一
位被認爲與鄧紫陽有關的晚唐著名道士鄧啟霞，其與鄧氏爲攀附關係的可能性更大。同時，《墓
誌》中對於鄧延康子嗣傳承的記載反應了唐代道士對家世信仰的強調和重視。雷教授分析道，
南北朝至唐代道教宮觀和出家制度處於形成和發展時期，因此其未得到嚴格執行。

接著，雷聞教授梳理了麻姑山鄧氏與所謂“北帝派”的傳法譜系。在道教發展史上，不止
出現過一位“北帝”，後世所說的北帝爲號稱“鬼帝”的酆都北帝，在南北朝末到隋唐時期，
其地位提高並先後與北辰和早期靈寶經中的紫微帝君融合，至北宋時成爲地位尊崇的北極紫微
大帝。早在上清派創建之際，北帝信仰就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並有相關道書和道法的留存。
據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蕭登福等學者的研究，晚唐五代時，北帝道法（特別是天蓬咒）
在四川及江南地區頗爲流行。最早正面描述北帝派的文獻是北宋孫夷中的《三洞修道儀》，稱
此派道士爲“上清北帝太玄弟子”，屬上清別派。而將鄧紫陽與北帝派聯繫起來的記載則首見
於北宋政和六年（1116 年）元妙宗的《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故“北帝法”確實源遠流
長，而“北帝派”絕非傳承有序，與麻姑山或鄧氏教團相關的唐代史料中完全看不出麻姑山鄧
氏與北帝派或相關信仰的直接聯繫。惟《鄧延康墓誌》追記鄧紫陽事跡提及的“下元術”或與
《三洞修道儀》提到的“北帝雷公法”有某種關聯。宋代以後建構北帝派時攀附鄧氏道團，可
能是由於其道法兼具上清、正一兩派特色。北帝派譜系中的重要道士不僅有鄧氏，還有茅山宗
師黃洞元、白日飛昇的瞿童、黃洞元弟子何元通、何元通弟子鄧啟霞等人，而這些人與鄧紫陽
之間的傳承關係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能成立。雷教授總結道，“道派”不等於
“道法”，將二者進行必要的區分，有助於我們釐清北帝法與麻姑山鄧氏道團之間的關係。

最後，雷聞教授同大家分享了自己對石刻史料利用與研究的反思。在追求新材料的同時，

仍要充分重視對傳統金石學的清理，相當多的材料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利用，仍是一種“新材料”；

雖然墓誌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視較大的碑文，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更爲豐富；要重視碑刻文本

性與物質性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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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趙允嘉、閆瑞）

主持人呂鵬志教授高度肯定了雷聞教授的精彩講演，鄧紫陽並非北帝派創始人這一創見

對唐宋道教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正如呂教授在講座開始前對雷聞教授的介紹所說，雷教授

同法國漢學大師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一樣，非常善於運用碑刻、史書等多種不同史料，

在此次講座中，雷教授使用大量教內外資料互相比較印證，通過對麻姑山鄧氏教團這一個案

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研究能力。呂教授接著就講座內容作了兩點分享，一是研究道教

時要將教內文獻與教外文獻相結合，充分利用碑刻、正史和藏內文獻等多種資料。二是呂教

授在江西省修水縣田野調查中發現了大批正一籙，其中就有實爲北帝籙的伏魔籙，且有與其

相配的經典。明《道藏》中保存有《太上北帝伏魔神咒妙經》十卷本、《太上北極伏魔神咒

殺鬼籙》等道書，均體現出北帝法對後世道教的影響。呂教授進一步指出，進行研究時，要

從不同角度挖掘史料，並要全面充分地利用，正如四川大學張勛燎教授提出需要對文獻、考

古、民俗（田野）資料進行互相比較、印證和解釋。呂教授在講座之後參與翌日“道教儀式”

線上課程討論時還補充說明，此次講座也能幫助同學們更好地理解課程第六講“五世紀以降

道教法次的逐步形成與晉唐五代道教儀式的發展趨向”中涉及到的“洞淵”、“昇玄”、“北

帝”等新法位的形成和出現。

在講座討論環節，呂鵬志教授同雷聞教授交流了對玄宗爲鄧紫陽所賦詩中的“三醮”以

及鄧延康《墓誌》中提到的“玄元、張、寇之道”的理解。不同於《江西道教史》中將“張

寇”釋爲“張魯曾與曹魏爲敵”的觀點，雷教授認爲“玄元”應指太上老君，“張”爲張天

師，“寇”爲寇謙之；呂教授補充“三醮”或爲三元齋醮，在齋末設醮來酬謝參與儀式的神

靈，有上元醮、中元醮和下元醮。上海社會科學院白照傑博士補充道，在其待刊論文中也曾

考察過黃洞元、瞿童和北帝派的關係，得出的結果與雷聞老師一致，爲後人攀龍附鳳之說，

並不存在傳承關係。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趙川老師向雷教授提出“麻姑山是否還存在早期

道教碑刻和道士墓等相關考古資料”的問題，雷教授答道，麻姑山現存道觀是後來建成的，

但若就山下深潭展開考古發掘工作，也許會收穫許多投龍簡之類的道教考古資料。雷教授接

著詳細解答了會議室裏多位師友的問題，如使用碑刻、墓誌等材料需要特殊注意的問題，北

帝法與北帝派的區別和聯繫，哪些地區曾受北帝派影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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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 12 月

敦煌文書是我國進入刻本時代之前保存至今的最大文獻群，道教文獻是其重要部
分。這批文獻和吐魯番道教文書等古代寫本爲研究道教史、道教典籍提供了重要資料，
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敦煌道教文獻在已出版的各種館藏目録和大型文獻圖録中都有，但是分散各處，
不易翻檢，對本領域學術研究造成極大不便。日本學者大淵忍爾 1979 年編製的《敦
煌道經圖録編》、中國學者李德範 1999 年主編的《敦煌道藏》均對當時所見敦煌道
教文書進行了影印，但是隨後各地敦煌文獻不斷公佈，敦煌道教文獻數量不斷增長。
直至目前，見諸著録的敦煌文書才基本刊佈完成，而這些文獻尚無新的階段性結集出
現。《敦煌道教文獻合集》則是對目前所能見到的敦煌道教文獻、吐魯番道教文書等
資料的全面排查和集中展示。而對這批道教文獻的集中、系統點校則迄今爲止尚未開
展，《敦煌道教文獻合集》釋文部分將填補這一空白。

《敦煌道教文獻合集》全部成果預計分六冊，此次整理出版的是第一冊“洞真上
清部”與“洞玄靈寶部（上）”，收録六朝隋唐道教上清派經書和《靈寶經目》所見
古靈寶經書；第二冊“洞玄靈寶部（下）”，收録靈寶昇玄經及其他靈寶經書。收録
內容囊括目前通過各種途徑公佈的敦煌道教文獻（法藏、英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日藏等散藏經卷、文書），並兼收吐魯番寫本等道教相關文獻。值得一提的是，對具
有工具書性質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出版以後刊佈的《敦煌秘籍》、中村不折舊藏
等文書進行了搜集，對《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當時未收的文書進行補收。

王卡主編《敦煌道教文獻合集》（第一、二冊）

王卡（1956—2017），中國
道教學研究重要學者，國際知名
的道教研究權威，生前係中國社
會科學院長城學者，中國社會科
學院道家與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研究員，四川大學兼職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道
教學院特聘教授。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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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文獻都包括解題、圖版、釋文三部分。解題文字主要是對該種文獻涉及的各寫卷
進行著録，包括寫卷形態、經文時代、館藏編號、存留概況、相關著録信息等等，在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敘録”的基礎上，依據主編王卡先生最後確定的圖版順序（含
綴合次序）、審定的録文、在《敦煌道教文獻研究》自用稿上的批註，以及發表在各
文集、期刊的校讀記、補正文章進行修訂。圖版主體來自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
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杏雨書屋等館藏單位提供的照片。全部圖版都進行標
行，調整色差，全彩印刷。其中，凡可以綴合的圖版均進行綴合，並對剪裱本進行拼
接以便讀者瞭解寫卷原貌。一種文獻確定一份録文，並對原卷錯訛、倒乙、缺字、衍
文等進行校勘。釋文和校勘記盡可能多地反映原卷的用字、行款、校訂等信息，以及
原卷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的改變如雜寫文字等，並使用多種整理方式力圖恢復原卷歷史
面貌，如對後世無傳本的某些道經卷次有輯佚，或附有詳細的文獻資料（譬如對在道
教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大部頭經書《元陽經》《妙法本相經》部分卷次的考訂）。
可以認爲，《敦煌道教文獻合集》在一定意義上是對目前爲止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成果
的集大成式總結，也是早期道教文獻研究的重要成果。書中對早期道經的分類考訂、
卷次恢復、經文輯佚、圖版搜集必將爲敦煌學、道教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提供可靠的
文獻資料，促進相關領域獲得更爲紮實的研究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卓新平
研究員曾推薦此書說：“該成果是一部搜集完備、分類合理、編排有序、清晰可讀、
方便實用的大型基礎文獻總集，將會極大地推動敦煌學、道教學、文獻學等學科的研
究。”榮譽學部委員馬西沙先生則讚譽本書體現了王卡先生最高的學術成就，也體現
了敦煌道教研究領域的國際前沿水平。

（來源：汪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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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與密教的研究涉及奇幻
瑰麗的法術儀式群像，在人、神、
鬼、妖交融的場域，以一種靈活、
即興、混搭的姿態，回應人與社會
的需求。道教與密教的互動，如星
河沉穩規律的運行，蘊藏偏離變
動，寧靜深邃的夜空，涵納毀滅生
成。那超越世間的權柄，召喚著各
色護法、官將，與在地的鬼祟妖異
對峙、協商。歷史長河中，一幅幅
凝結又奔馳的光影文本，化作儀式
圖像，是河面上變化萬千的粼粼波
光，是融合中的迴蕩，是細節的綻
放，是道教與密教的相遇之所。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 年 12 月

謝世維，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東亞語言文化研究所博士。現
爲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專研道教經典、佛道交涉、道教藝術、華人民間
宗教。著有《綢繆繾綣：古中國房中養生研究》《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
研究》《大梵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中的佛教》等。

>>更多詳情

謝世維《道密法圓：道教與密教之文化研究》

（來源：謝世維）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8&id=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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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粲《法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以代表性論著爲中心》

張粲，女，1982 年 12 月出生，

重慶銅梁人，四川大學哲學博士，西

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西南

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學術委

員會委員，法國高等研究學院

（EPHE）訪問學者，曾赴法國、英

國研修教學法。主要研究法國漢學、

中西文化交流等。

本書主要以時間爲軸線，分三個歷史階段勾畫了自明清之際至 20 世紀法國
漢學家對道教的認識過程，涉及明清之際法國來華耶穌會士著述中的道教，19
世紀法國漢學早期階段雷慕沙、鮑狄埃、儒蓮、羅斯奈、馬塞倫等漢學家對道
教的認識，20 世紀戴遂良神父、沙畹、馬伯樂、康德謨、施舟人、勞格文、賀
碧來、傅飛嵐、穆瑞明等法國漢學家對道教的研究，分析了法國由淺入深、由
否定貶斥到相對客觀科學的研究道教的過程。本書主要從法國漢學家的代表性
論著中提煉核心觀點和法國道教研究的精華，以溝通中法學術交流，進一步拓
展中法道教學界的對話。

內容簡介

（來源：張粲）

>>更多詳情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 年 8 月
8 年 12 月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8&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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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勳燎、白彬教授繼《中國道教考古》之後合力推出新著《中國考古文獻學》

2020 年 6 月，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勳
燎、白彬教授合著的《中國考古文獻學》由科
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是兩位作者繼《中國
道教考古》之後，再次合力推出的新著。

掘成果的不斷湧現，如何正確地對待文獻、科學地使用文獻去解決考古學問題、提高研究水準，
成爲考古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然而，初入考古的學生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往往不知
查找資料的門徑何在，其根源就在於沒有掌握有關的古文獻目録學知識，而考古學研究從實物
出發，需要使用的古文獻與其他學科不盡相同。爲培養學生在文物考古研究中使用古文獻材料
的能力，張勳燎教授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就在四川大學爲考古專業本科生創設了《考古目録學》
課程，白彬教授自 1996 年接手負責本課程。經過兩代人近五十年的不懈努力，《考古目録學》
已成爲一門底蘊深厚、特色鮮明的專業必修課。在國內設立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學本科专业
的 90 多所大學中，僅四川大學開設有《考古目録學》課程。此次出版的《中國考古文獻學》是
《考古目録學》的專門教材，也是國內外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講述中國考古文獻學的專著，具
有鮮明的川大風格，在中國考古學教學和研究中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

該書主要講述文物考古研究中古文獻材料的應用和有關基本知識，共分六章，分別介紹四
部分類的基本知識，叢書的概念、叢書的類型、考古研究中重要的大型叢書、叢書書目；工具
書的類型，字典、詞典，查找古籍下落、了解古籍内容的工具書，同書異名、同名異書和僞書
的辨別，查找古代人物傳記資料的工具書，查考古地名材料的工具書，查考職官制度名稱的工
具書，年號曆表工具書，查找諱字的工具書；部分古史專著和史料要籍；類書、禮制文獻、地
理圖經和方志、科技考古常用文獻、筆記考證類文獻；古文獻中的民族學材料；金石學文獻等。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年 6 月

四川大學考古學科由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徐中
舒、馮漢驥於 1960 年創建，是全國首批開設考古學專
業的三所大學之一。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川大考古在
漢唐考古、宗教考古、美術考古、西南考古等領域獨樹
一幟，成績斐然。張勳燎教授是道教考古的開創者，白
彬教授是其培養的道教考古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師生間
合作二十餘年，建樹頗豐，曾於 2006 年合作出版 6 卷
本的《中國道教考古》，該書是目前唯一一部專門的、
系統化的道教文物與考古方向的著作，是道教考古研究
的開山之作，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將考古學與歷史學、文獻學、宗教學、金石學等學
科緊密結合起來去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問題，是川大考古
專業始終堅持的優良學術傳統之一。隨着考古調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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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勳燎，1934 年 1 月生，重慶江津人，四川大學教授，兼任西南交通大學中
國宗教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顧問。1953 年从四川自貢市第三中學（旭川中學）高
中畢業後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1957 年畢業留校任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助
教，從事考古學教學、科研工作。1978 年晉升講師，1980 年晉升副教授，1986
年晉升教授，1995 年起擔任考古學博士生導師，2000 年退休。長期擔任四川大
學考古學學科帶頭人，1993 年被批准成爲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講授
過《考古學通論》《魏晉至明考古》《中國考古學史》《考古目録學》等本科課
程，以及《歷史考古綜合研究方法論》《考古文獻選讀》《道教考古概論》等研
究生課程。參加過長江上游（忠縣至雲陽段）四川廣漢三星堆、邛崍、樂山等地
遺址、崖墓的考古調查，以及四川巫山大溪遺址、四川凉山昭覺石板墓的考古發
掘。九十年代以前主要研究領域爲漢唐考古、中國傳統考古學史；九十年代初在
學術界率先提出“道教考古”分支學科概念，主要致力於道教考古研究，是道教
考古的開創者。曾出版《古文獻論叢》《中國道教考古》《中國歷史考古學論文
集》等著作，主編《川大史學·馮漢驥卷》《川大史學·馮漢驥英文卷》等，發
表考古報告和學術論文近七十篇。

白彬，1966 年 10 月生，四川江安人，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四川大學考

古學系主任、《南方民族考古》常務副主編，國家文物局專家庫專家、四川省文物局

專家組成員，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成員，中國考古學會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爲道教

考古和漢唐考古。1988 年獲四川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1991 年獲四川大學歷史學碩士

學位；2002 年獲四川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99-2001 年以 Visiting Fellow身份赴美國

哈佛大學訪問。2011 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4 年入選四川省學術

和技術帶頭人。2018 年獲“寶鋼優秀教師獎”。1986 年至今，參加或主持過四川廣漢

三星堆、新津寶墩、成都金沙、成都天府新區新川科技園崖墓群、簡陽天府國際機場

崖墓群、龍泉驛明昭王陵，重慶雲陽明月壩、李家壩，貴州天柱坡腳、月山背、學堂

背、瓦罐灘，湖北老河口紀洪北崗、老河口楊莊、沙洋余灣、谷城高鐵北站、襄陽李

崗、襄陽高新區楚墓、鄂州王家崗、鄂州潘家橋，河南洛陽皂角樹、新鄉衛輝大司馬

等近三十個遺址或墓地的考古發掘。2011 年至今，主持川渝兩地近三百處佛道摩崖造

像點的考古調查、記録與測繪。主持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

項目、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唐仲英基金會項目在內的科研項目六十余項。

白彬教授是道教考古的開創者之一，是國內外屈指可數的道教考古專家。出版包括《中

國道教考古》《衛輝大司馬墓地》在內的專著 4部，在海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簡

報）七十餘篇。曾獲國家級教學成果壹等獎（1997 年）、四川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2014 年）、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9 年），先後應邀赴美國哈佛

大學、印第安那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科羅拉多大學、達特茅

斯學院、法國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等單位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來源：張勳燎、白彬）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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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r
Patrice Fava.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et Ecole française d ’ Extrême-Orient,
2014. 656 pp.

Patrice Fava，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trice Fava （范華），法國人類學家，在
中國久居 20 餘年，長期進行人類學考察、紀録
片拍攝。2002 年正式成爲法國遠東學院（EFEO）
北京中心合作研究員，設立以湖南省爲考察中
心的「道教與地方社會」研究計劃。在湖南經
過十年堅持不懈的調查研究，發表了論文〈湖
南道教藝術〉（收入《道教美術新論：第一屆
道教美術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李凇主編，
山東美術出版社，2008 年）、“The Body of
Laozi and the course of a Taoist Journey through
the Heavens,” (in Asian Medicin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vol. 4,n°2, Brill, 2009)。發行影
片《韓信復仇記——還都猖願 道教儺願》（中
文 、英文、法文版，時長 100 分鐘，CNRS Images，
2005 年），此片於 2009 年榮獲第十六屆國際人
類學與民族學聯合大會影展優秀獎。2014 年出
版專著 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通天
之道：湖南道教神像的藝術和人類學研究》）。
另外還拍攝了十幾部影片，其中關於道教的影
片包括《道藏（Le Canon taoïste）》（10 分鐘，
CNRS Images，2010 年）、《斗姆朝科（Oratorio
pour Doumu, la Mère du Boisseau）》（60 分鐘，
CNRS Images，2011 年）等。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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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評

Ce livre est le fruit d'une enquête dans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Hunan qui a duré

plus de dix ans. Le point de départ aura été la découverte sur un marché du sud de la

Chine de quelques statues en bois polychrome à l’intérieur desquelles se trouvaient

des documents de consécration, indiquant, pour certains d’entre eux, qu’il s’agissait de

maîtres taoïstes. On y mentionnait la date de fabrication, le nom des personnages

représentés, celui des commanditaires, le lieu où se trouvait la statue,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elle avait été faite, les voeux associés au culte et bien d’autres

renseignements concernant l’histoire locale. De très nombreux séjours dans le centre

du Hunan apportèrent peu à peu des réponses aux différentes énigmes que posaient

l’immense corpus de documents de consécration accompagnant quelque deux mille

statues datant pour la plupart de la dernière dynastie mandchoue (1644-1911). Non

seulement personne n’avait rencontré dans aucune autre partie de la Chine une

statuaire de ce type, mais de surcroît, cette province méridionale du Hunan comptait

un très grand nombre de maîtres taoïstes et de sculpteurs qui perpétuaient cette

tradition très ancienne.Écrit du point de vue d’un anthropologue, ce livre consacré à

l’art taoïste du Hunan, ne s’adresse pas uniquement à un public de sinologues.

Débordant le cadre des études chinoises, il s’interroge sur la religion en général et fait

référence aux travaux de Claude Lévi-Strauss, Philippe Descola, Clifford Geertz ou

Alfred Gell, et se réclame à la fois de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Marcel Gauchet et

de l’héritage surréaliste. La très abondante illustration qui accompagne le texte est

constituée de documents inédits qui donnent une dimension indispensable à la

compréhension du taoïsme, en tant que tradition vivante.

內容簡介

(來源：Patrice Fava 、巫能昌）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8&i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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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宏亞《四川仁壽唐代道教摩崖造像“三寶龕”再研究》

>>論文全文

【摘要】“三寶龕”正壁所造三主尊並非三清，而是“天寶君”“靈寶君”
和“神寶君”，且左壁主尊爲太上老君。《南竺觀記》所載“造三寶像一
龕”，不僅包括正壁的三寶君，更代表了道教的三寶義，即“道”“經”
“師”三寶，是具體三寶神與三寶義的合一。“三寶龕”是依據古靈寶思
想開鑿的道教摩崖造像。以三寶龕爲代表的壇神岩道教造像是唐代道教整
合的實物見證，對復原《老君存思圖十八篇》部分圖像情節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摩崖造像；道教；三寶龕；靈寶經；唐代

(來源：鄧宏亞）

載《中國美術研究》, 2020 年，第 4 期，第 34-41 頁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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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從出版史研究的角度，考察作者從中、日、美、歐各地的公共圖
書館及大學中所收集到的不同版本文帝類全書，並且整理出相應的版本流傳過程，
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清代文帝信仰之文獻學研究的空白。《文帝全書》是清代影響最
大的文昌帝君信仰相關合集。它成書於乾隆初，在有清一代重編、重刊不下十次，
地點遍佈多個行省，並且衍生出了諸如《文帝書鈔》、《文昌聖典》和《文昌帝君
全書》等一系列文昌文本的合集。本文也將指出，文帝類全書意圖構建“儒教正宗”
的特殊歷史現象，反映清代信奉文昌帝君的儒生士人一方面試圖通過儒教觀念擴充
文帝信仰的內涵，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文帝信仰相關的扶乩活動和實踐重塑他們心
目中的儒教。這一動態過程有別於經學傳統中的儒教，但同樣是構成帝制晚期中國
宗教光譜的重要一環。
【關鍵詞】《文帝全書》；文昌信仰；扶乩；清代儒生；善書

北大藏德馨堂本《文帝全書》封面，圖片出自胡劼辰：
《清代六種文帝類全書的出版史研究》

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20 年，第 91 本第 2 分，第 227-292 頁

>>論文全文

胡劼辰《清代六種文帝類全書的出版史研究》

(來源：胡劼辰）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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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試圖從上座部佛教視角來回答人工智能是否爲人這個問題。本文首
先考察了佛經中對“有情眾生”的定義，並主要引用了上座部的五尼柯耶，同時參
考葉均翻譯的《清淨道論》和菩提比丘的《阿毘達磨概要精解》，分析作爲“有情
眾生”的人类与人工智能有哪些方面的不同。結論是 ：作爲一個人类，應該有“五
蘊和合”作爲物理基礎，有完整的“心路過程”作爲認識基礎，基於認知過程中產
生的苦樂感受和執著所造的不同業報和修行，到達不同的意識層次。有情在修行中
有“四無量心”，以個體的求得解脫和利益眾生作爲最終極的修行、道德目標。而
相較之下，目前人工智能本身不屬於有情眾生的範疇，認知過程與人類迥異，在認
知中沒有苦樂等覺受，無法形成連續的意識體，更無法造業輪迴。與此同時人工智
能不存在慈悲心和利他精神，無法像人類一樣體察眾生苦難並且捨己爲人。因此人
工智能目前只能算一種機械模擬的智能體。
【關鍵詞】上座部佛教；五蘊；五門心路；宇宙觀；人工智能

(來源：韓笑）

載《華林國際佛學學刊》2020 年，第三卷第二期，第 1-19 頁

韓笑《“機器之心”——上座部佛教視角下的人工智能之分析》

>>論文全文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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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張亮、賀越洋）

載《敦煌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87-94 頁

【摘要】四川丹棱石佛灣、佛兒崖兩處石窟均有五十三佛和二十五佛造像，爲 9 世
紀上半葉的作品，前者有開成二年（837）、三年（838）的造像紀年。畫面中心
雕一佛二菩薩的，據《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爲藥師、藥王、藥上，據《無
量壽經》則爲阿彌陀、觀音、勢至。 四川地區的五十三佛和二十五佛造像是南北
朝造像傳統的延續，與三階教的流傳無關。
【關鍵詞】四川丹棱；五十三佛；二十五佛；佛說觀藥王藥上經；三階教

>>論文全文

張亮、賀越洋《四川丹棱石佛灣、佛兒崖石窟中的五十

三佛、二十五佛造像及相關問題》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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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ng Wudi (r. 502-549), "a Chinese King
Asoka," and Buddhism, Jinhua Chen focuses on a Buddhist palace chapel installed
within Wudi's palace complex and various politico-religious activities held there. Chen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ose dharma-assemblies that represent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dian and Central Asian institution known as pañcavārṣika (“a feast held every five years and
opened to the public”). By reconstructing the form, layout, and history of the palace chapel,
and by analyzing the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nctions of the pañcavārṣika, Chen
illuminates the sharp tensions between difference soci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orces of that
period. Identifying a common paradigm underlying the dharma-assemblies, he further looks at
the pañcavārṣika 's impact on Empress Wu (r. 690-705).

>>論文及譯文全文

Jinhua Chen，“Pañcavārṣika Assemblies in Liang Wudi's Buddhist

Palace Chapel”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6, No. 1 （Jun., 2006）, pp.43-103.
中文版見陳金華著，陳志遠、劉學軍譯：《梁武帝內道場中的無遮大會》，載《佛教

與中外交流》，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第 123-168 頁。

(來源：陳金華）

Abstract

https://cscr.swjtu.edu.cn/research_result/detail?sort_id=29&i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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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第 13-16 講紀要

第十三講 宗教傳記資料·道教傳記：上清諸真傳《茅君傳》

2020 年 12 月 9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

宗教研究中心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線上課程第十三講

“宗教傳記資料·道教傳記：上清諸真傳《茅君傳》”在

ZOOM視頻會議室舉行，主講人爲我院呂鵬志教授，預習

人爲我院博士研究生張晨坤及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博士研

究生卞冰夏。

呂教授首先講解了上清諸真傳的性質。上清諸真傳首

先是上清經派“經傳誥訣”四種教內文獻之一，最早由陳

國符考證了諸真傳的成書年代，法國學者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則在其扛鼎巨著《道教史上的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I'histoire du taoisme）中作了

精密的解題考證。上清諸真傳是不同於《列仙傳》《神仙

傳》等舊仙傳的新型仙道傳記，其重點不在於渲染方術的

神奇，而

(來源：趙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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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講 宗教傳記資料·佛教傳記：《高僧傳》

2020 年 12 月 16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

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開設的“中國宗教文

獻”線上課程第十四講“宗教傳記資料·佛教

傳記：《高僧傳》”在 ZOOM視頻會議室開講，

本講由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定源法師主

講，聆聽課程直播和録播的師生逾百人。

定源法師在講述《高僧傳》的概況和相關

研究後，進入本講的主題“《高僧傳》兩系統

文本溯源及其成因的思考”。他將《高僧傳》

文本分爲刻本和寫本兩大系統，指出刻本大藏

經《高僧傳》的文本問題，同時也對日本古寫

經《高僧傳》的現存狀況和書志概況做了簡單

介紹。定源法師認爲寫本系統與刻本系統有四

個方面的主要差異：分卷不同，所收人數不同，

傳記的排列順序不一，同一傳記文字多寡或表

述有別。

至於兩系統的前後關係問題，與牧田諦亮、

張雪松的觀點不同，定源法師提出了新的假說：

從寫本系統改訂爲刻本系統，改訂者是慧皎自

已。隨後，定源法師詳細論證了這一假說。

首先，定源法師追溯了隋唐五代時期流傳

的《高僧傳》兩系統文本，認爲隋代費長房見

到的《高僧傳》是刻本系統（與寫本系統或有

交涉）；道宣、道世所見的是刻本系統，智昇、

慧琳所見的是寫本系統，這表明唐代兩系統文

本均有流傳；降至五代，義楚、可洪見到的《高

僧傳》是刻本系統。

其次，定源法師指出了慧皎本人修訂《高

僧傳》的可能性。其一，最先成立從譯經篇至

興福篇的八科，之後再加經師篇、唱導篇二科，

共成十科。其二，收録年代範圍，《高僧傳》

自序說始自漢明帝永平十年（67），終於梁天

監十八年（519），但實際收到普通三年（522）

（卷十三“法獻傳”）。其三，撰者慧皎承聖

三年（554）示寂，年五十八，依此而推，同傳

成書時，慧皎約二十五歲前後，最多也不會超

過三十歲。其四，同傳成書過程由慧皎自身經

過數次增補、改變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最後，定源法師指出了寫本系統爲慧皎修

訂稿的可能性：其一，卷五増多部分除個別文

字有誤之外，總體內容更符合史實。其二，慧

皎致王曼穎的書信存在異文。其三，寫本系統

《高僧傳》慧皎自序中寫到：“初草創未成，

有好事之家或以（已）竊寫，而卷軸開合，類

例相從，未盡周悉。今最後一本有十三卷，備

其讃論，意以爲定，如來（未）隱括，覽者詳

焉。”

授課結束後，定源法師就費長房所見《高

僧傳》是否可看作一個新的系統、《高僧傳》

兩系統文本中出現的“梵”字和“胡”字、刻

本系統《高僧傳》文本是否在唐五代時期流傳

到日本等問題和參與講座的學者進行了交流。

(來源：甘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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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 宗教考古資料：南朝唐宋墓出土道教鎮墓文石刻

2020年 12月 23日 20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
究中心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
線上課程第十五講“宗教考古資
料：南朝唐宋墓葬出土道教鎮墓
真文石刻”在 ZOOM 視頻會議室
舉行，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
學院趙川老師主講。

趙老師首先介紹了東晉上清降經《真誥》卷十“協昌期”有關鎮墓的記載，認爲“青
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與墓葬所在地理位置的地勢與方位有關，陶
弘景對這段文字的注釋可與後世堪輿風水文獻互證，表明陶弘景對堪輿風水術是非常熟
悉的。《真誥》所記載的在石頭上刻寫的鎮墓文（簡稱“天帝敕告文”）在隋唐兩宋墓
葬考古材料中均有發現，到宋代又新出現一種與之接近的“華蓋宮文”。此外，考古工
作者還在唐代及以後的墓葬中發現有“五精石”和“五星石”，前者是將五種不同礦物
質原料裝填在石函的不同部分，而後者是用放置在墓葬五個不同位置的五塊石頭分別代
表天上的五星。

接著，趙老師介紹了在四川、河南、陝西等地區的唐宋墓葬中比較常見的靈寶天文
刻石。靈寶天文共 1114 個字，包括五方真文 672 字、諸天內音自然玉字 256 字、五方
五牙玉文 64 字、三部八景玉文 96 字、五方魔王姓諱 10 字、安靈鎮神中元天文 16 字。
唐宋墓葬中的靈寶天文刻石可按照天文的形制分爲五篇真文與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含安
靈鎮神中元天文）兩類。五方真文分東、西、南、北、中五方，每方四科，各科功用不
同且字數不等。其中第二科、第三科真文即刻於石上，放置在墓葬中，以起到鎮墓和消
災的作用。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分爲東、西、南、北西方，缺少中央，古靈寶經《太上洞
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屍妙經》則將安靈鎮神中元天文與之相配，以湊成五方。諸天內音自
然玉字也是刻於石上，埋於墓中，用於度脫亡人。兩類靈寶天文刻石在唐宋墓葬中出現
的時代不一，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含安靈鎮神中元天文）刻石在盛唐時期就已在以長安
和洛陽爲中心的兩京及周邊地區普遍流行，明顯早於五方真文刻石的出現和流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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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王蔚林、趙川）

此外，唐宋墓葬還散見有一些宗教淵源、性質不明的一些真文刻石，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最後，趙老師總結了鎮墓在南朝隋唐兩宋墓葬中的組合與時代特徵。隋代開始出現

天帝敕告文刻石；唐代則新發現有五精石、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刻石，天帝敕告文刻石也
繼續流行，不過這些都是單獨出現，尚未構成明顯的組合關係，到宋代，除前幾種刻石
得以繼續使用外，五方真文刻石在以成都平原爲中心的川西平原的墓葬中廣泛流行，甚
至還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刻石被組合隨葬的情況。趙老師指出，在道教史研究領域中，考
古材料可與傳統文獻互證，並彌補後者的不足，屬於新的材料，有時甚至還能藉此提出
新的問題或找到解決問題的新思路。不過考古材料也因考古發現的偶然性、時代、地域、
使用者身份、使用方式、盜墓活動等因素而具有一些局限性。

授課結束後，新加坡佛學院紀贇教授就“侯王之塚，招搖欲隱”中的“招搖”二字
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指出“招搖”本爲星名，爲北斗第七星，中國的禮制文獻常會以
“招搖”星來指上方。故“招搖欲隱”就是指“上方想要隱蔽”，因爲官做得大，就把
坑挖得深，也是爲了在棺槨的“上方”有所隱蔽。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補
充了《真誥》中有關“吉塚”的一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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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講 宗教田野資料：不足本五雷籙校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20 時 20
分，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
中心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線上
課程第十六講“宗教田野資料：不
足本五雷籙校讀”在 ZOOM 視頻
會議室準時舉行，主講人爲我院呂
鵬志教授，預習人爲我院碩士研究
生閆瑞、趙允嘉及牛津大學東方研
究所博士研究生尹薇，特邀武漢大
道觀程誠金道長爲本講嘉賓。

本講前半部分，呂教授首先介紹了贛西北流傳的正一籙及不足本五雷籙的來源。2004
－2012 年，法國漢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與呂教授在江西省銅鼓縣的田野調查
過程中發現，銅鼓縣戴禮輝道長收藏的不足本五雷籙出自修水縣戴祥柳道長收藏的正一籙。
上世紀八十年代恢復宗教信仰之後，戴祥柳道長到全國各地尋訪，一邊將自己擁有的經籙
賣給當地的道士，一邊又從他們手中收集自己沒有的經籙。因此，戴祥柳道長所存的經籙
實際上是收集各地經籙並進行簡單整理而來的“百衲本”正一籙。

接著，呂教授介紹了修水縣邱宜華道長用電腦整理的五雷籙。籙有三卷，分別爲“上
清三洞混一成真五雷經籙上卷”“上清三洞飛仙上陽五雷經籙中卷”“上清三洞飛魔演化
五雷經籙下卷”。其中呂教授重點介紹了“上清三洞混一成真五雷經籙上卷”。該卷開頭
是“籙首法辭”，相當於受籙人宣誓的誓詞，需要填寫受籙人信息；接著是五雷籙的引言，
交代五雷籙的性質是三天正炁化身的雷神將領，並說明五雷籙的功用，可以使受籙人位列
真人，役使雷神。卷上主體部分羅列各種神祇的名諱、圖像、部屬，以及召這些神的道符
或咒語。

呂教授在講到雷公真形及裏外填寫的雷諱時，請教程誠金道長“什麼是五雷諱”等問
題。程道長解釋說，雷公真形圖中心的元帥是雷霆第一帥，即鄧伯溫元帥。鄧元帥頭上三
面鼓與腳底兩面鼓構成了“五雷”，其四周存在的三十六雷諱對應的是雷霆都司中的三十
六位雷神，五面鼓上填寫的諱字是召役其中五位雷神的諱字。“填籙”就是用朱筆填寫，
將雷神官吏請入籙中的一個過程，是受籙道士與天上雷神盟誓的一個證明。呂教授生動形
象地把“符”比作結婚戒指，是一種信物；把“籙”比作結婚證書，是一種證明文件或檔
案材料。他還介紹了“廣義之籙”的構成：1.經+籙+（請）法詞；2.合同+文憑（陰憑、陽
憑）；3.（職）牒+（職）印+謁簡；4.金符籙祖；5.功德+火牒；6.仙簡+旌封。

本講後半部分爲“不足本五雷籙”校讀。呂教授以不同地區的田野資料與現存的文獻
資料相結合，對五雷籙的目録簡稱、三卷籙文、相應道經、金符籙祖和附贈文件進行校讀。



- 28 -

呂教授根據在戴祥柳家拍攝的資料將五雷籙目録中的簡稱補爲全稱，並將戴禮輝道長
所藏不足本五雷籙所含文件分爲目有實有、目有實無、目有實殘、目無實無、目無實有五
類。呂教授利用六種田野資料、兩種文獻資料參校，校正了三卷籙文中多處文字錯誤。他
在校勘過程中發現，文獻資料可據以校正田野資料的文字錯誤，田野資料也可據以校正文
獻，二者互相印證。如不足本五雷籙抄本六部功曹將吏缺總題、木部功曹將吏、第六部功
曹將吏，不足本五雷籙刻本不缺“木部伏魔功曹將吏”，但缺總題和第六部功曹將吏。G
地區本列“三洞四輔六部功曹六天龍章：火部陽官功曹將吏、金部大魁功曹將吏、水部伏
魔功曹將吏、土部伏兵功曹將吏、木部總攝功曹將吏、玉部重真功曹將吏”，互見重出資
料《道法會元》卷六五“洞真品”條列有“三洞四輔六部功曹將吏：火部陽官功曹、金部
大魁功曹、木部伏魔功曹、土部伏兵功曹、水部總攝功曹、五部重真功曹”。據上列資料
互相比勘，首先可補抄本、刻本總題“三洞四輔六部功曹六天龍章”。其次，抄本“總”
當改作“火”（抄本“總部”召雷將神符與 G地區本火部召將吏神符圖形一致，亦證“火”
是“總”非），“宮”當改作“官”。再次，可補抄本“木部伏魔功曹將吏”，還可補抄
本、刻本第六部“玉部重真功曹將吏”。G地區本“水部伏魔功曹將吏”“木部總攝功曹
將吏”與《道法會元》之說顛倒，亦與刻本“木部伏魔功曹將吏”不合，當據後兩者乙正，
此乃《道藏》文獻可據以校正田野資料之典型例證。《道法會元》“五部重真功曹將吏”
與總題“三洞四輔六部功曹將吏”前後歧異，“五”蓋係“玉”之形近誤字，此乃田野資
料可據以校正《道藏》文獻之典型例證。

五雷籙相應道經、金符籙祖及附贈文件的校讀也與之相類似，與五雷籙相應的《上清
三洞開天風雷禹步制魔神咒妙經》除贛西北諸本、G地區本等田野資料外，還可與約在北
宋末或其後問世的《道藏》經《太上洞玄三洞開天風雷禹步制魔神咒妙經》及《道法會元》
中三段不同互見文字對校；金符籙祖則可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 1947 年授予臺北商人許進
林的《正一大黃預修延壽經籙》及《道藏》經《修真十書》中所收白玉蟾《武夷集》“贊
歷代天師”對校；附贈文件四驛火牒則可據《正一大黃預修延壽經籙》中相同的附贈文件
校正文字錯誤，又可反過來利用不足本整理校勘臺灣正一大黃籙。

最後，呂教授總結道，贛西北流傳的正一籙是可與藏內外文獻互相印證或解釋的田野
資料寶庫。但是民間道士傳抄或刊刻的道教儀式文獻充斥大量文字錯誤（訛、脫、衍、倒），
須採用文獻學的方法進行整理校勘，以此提高民間道教文獻的品質。

課後，程誠金道長分享了五雷籙相關資料，並解釋了職牒與陽憑的異同。雖然贛西北
不足本五雷籙所附陽憑內容與清代萬法宗壇職牒內容相似，但不能將二者等同，二者的區
別就像個人檔案和學位證書，陰憑則類似學校留底封存的檔案副本。呂教授認爲戴禮輝道
長抄録的“天師門下”文件或爲職牒，其末尾“右牒”云云似可證得。程道長則視之爲有
“介紹信”功能的保舉牒，並展示了清代職牒的樣式和內容，以便同學們更直觀地區分職
牒與陽憑。此外，雲南大學徐克博士、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博士生吳雲霞等同學就道教法位
制度的演變、傳度儀式中三師等問題展開討論。

(來源：閆瑞、趙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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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道教文物與考古”研究生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簡介】“道教文物與考古”係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所研究生的專業課

程之一，課程共 32 學時，每週一次。課程目的是在普及考古學知識的基礎上，介紹

道教考古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通過閱讀、討論相關考古學論著，培養從事道教研究

的研究生閱讀考古材料的能力，瞭解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熟悉跟古代道教史有

關的實物遺存和考古材料，以便將道教經典文獻、人類學田野調查、文物考古相結

合，運用三重證據開展學術研究。課程以時代爲線索，主要介紹部分與道教有關的

文物考古資料，強調考古地層學、類型學在道教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並鼓勵學生

開展獨立的學術研究。每次課程由兩部分構成：前 40 分鐘由兩名學生發表閱讀報告，

師生討論；再用 50 分鐘左右由教師介紹相關研究。選課學生期末須提交一篇獨立完

成的研究論文。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師生赴

安嶽玄妙觀考察唐代道教造像

安嶽玄妙觀第一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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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1-17 週 星期一[3-4 節]

【上課地點】犀浦 X9239

【任課教師】趙川

【分數構成】課堂討論占比 20%，閱讀報告占比 30%，期末論文占比 50%。

Stephen R. Bokenkamp (with a contribution by Peter Nikerson), Early Daosit

Scrip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Stephen Little, Shawn Eichman,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齊東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

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録·索引》，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4 年；

秦大樹：《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

Schipper Kristofer,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4；

任繼愈：《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年；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

張勳燎、白彬：《中國考古文獻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年；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李凇主編：《道教美術新論：第一屆道教美術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濟

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8 年；

游子安、游學華編輯：《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

化研究中心等，2008 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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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導論

【閱讀】張忠培：《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鄭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1994 年，第 97-149 頁。

二、先秦時期的宗教遺存

【閱讀】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北京：文物出版

社，1983 年，第 1-105 頁；

朱乃誠：《〈元君廟仰韶墓地〉的得與失》，《南方文物》2019 年第 4期，第

43-55 頁。

三、戰國秦漢墓葬

【閱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

齋藤龍一編：《道教の美術》，讀賣新聞，大阪市立美術館，2009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10 年；

Jacques Giès, Kristofer Schipper, etc., La voie du Tao, un autre chemin de l’être,

Paris: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10；

韋正：《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

華書局，2014 年；

大淵忍爾著，雋雪豔、趙蓉譯：《敦煌道經·目録編》，濟南：齊魯書社，

2016 年；

丁培仁：《道教文獻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9；

井中偉、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年；

【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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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76-148，第 307-551 頁；

俞偉超：《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

“晉制”的三階段性》，《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1979）》，北京：文

物出版社，1980 年，第 332-337 頁；

王煜：《漢代太一信仰的圖像考古》，《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3 期，第

181-203 頁。

四、魏晉南北朝墓葬

【閱讀】韋正：《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76-256 頁；

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報》2015 年第 3期，第 345-366

頁。

五、漢晉墓葬出土鎮墓陶瓶

【閱讀】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331，351-574 頁。

六、漢魏兩晉南北朝墓葬出土墓券

【閱讀】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805-1001 頁；

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譯：《新範式道教史的構建》，濟南：齊魯書社，2014

年，第 1-28 頁；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淳化咸墅南朝羅氏家族墓地

發掘簡報》，《文物》2019 年第 10 期，第 4-15，1-2 頁。

七、唐宋墓葬

【閱讀】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2006

年第 1期，第 59-82 頁；

秦大樹：《宋代喪葬習俗的變革及其體現的社會意義》,《唐研究》（第十一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13-336 頁。

八、漢唐錢幣與銅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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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751-758 頁；

程林泉、韓國河：《長安漢鏡》，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7-156

頁；

蘇奎：《銅鏡銘文“其師命長”的考察》，《考古》2009 年第 3期，第 64-72

頁；

徐殿魁：《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考古學報》1994 年第 3期，第 29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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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所 2018 級碩士研究生

楊金麗、曹豔紅順利通過學位論文答辯

（1）《〈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考校解題》（ACritical Ed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Yuanshi Wulao Chishu Yupian Zhenwen Tianshu Jing）

摘要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以下簡稱《天書經》）係南朝劉宋高道陸修

靜（406-477）所編《靈寶經目》著録的一批古靈寶經之首經，約成書於東晉末劉宋初。

前輩學者多擇取此經的部分內容進行探討，立足文本作文獻分析的成果較少。本文嘗試

運用古典文獻學、話語語言學、宗教史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該經典進行校勘和解題。

本文首先綜合使用陳垣先生提出的對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四校法校勘《天書經》全文，

得出一個較爲可靠的校本。在此基礎上，本文還敘録考訂了此經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題名和目録著録、篇卷，根據教內外目録的著録考訂《天書經》經題和篇卷的演

變，推論此經的經題由“太上洞玄靈寶五篇真文赤書”變爲“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

書經”，卷數由一卷變爲三卷。（2）版本、他書徵引和互見類似文字，《天書經》目

前僅存明《道藏》本一個完本，無法做對校，只能利用他書引文進行他校，本文搜尋了

道經和教外典籍中《天書經》的引文和互見類似文字，並製成表格，其中著重分析《無

上秘要》的引文和幾部與《天書經》有密切關係的道經。（3）內容提要及疑難詞句考

釋，概括《天書經》經文要旨並對經中的疑難詞句“太無”“冥寂玄通，大智慧源”加

以考釋。

關鍵詞 道教；古靈寶經；赤書五篇真文；太無；大智慧

2021 年 5 月，西南交通大學人文
學院哲學所 2018 級碩士研究生、西南
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生楊金麗、曹豔紅順利通過學位論文
答辯。楊金麗的學位論文題目爲《〈元
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考校解
題》，曹艷紅的學位論文題目爲《葛
洪〈抱朴子〉內外篇隱逸思想綜論》，
兩篇學位論文均是在導師呂鵬志教授
的指導下完成。

兩篇論文的中英文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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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uanshi wulao chishu yupian zhenwen tianshu jing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

天書經 Scripture on the True Writs of the Five Ancients of the Primordial Beginning, Red

Writings in Celestial Script on Jade Tablets, hereafter: Tianshu jing), composed around
400AD, is the first scripture in the ancient Lingbao corpus. While previous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certain parts of the tex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provide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cripture as a whole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methods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text linguistic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Firstly, I will employ the four methods of textual criticism proposed by Chen Yuan to

examine the full text of the Tianshu jing. Based on the collated text, a comprehensive critical
analysis is provided. Its main content includes:
1. An examination of how the scripture’s title, contents, and volumes varied over time. I

argue that its title changed from the 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wupian zhenwen chishu 太

上洞玄靈寶五篇真文赤書 to the Yuanshi wulao chishu yupian zhenwen tianshu jing 元始五

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and its number of volumes went from one to three.

2. The scripture’s different versions, quotations in other books, and parallel references.
Because the only complete version of the Tianshu jing is that in the Daoist can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quotations of the text in both Daoist and non-Daoist texts, particularly on those in

theWushang miyao（無上秘要 The Essence of the Supreme Secrets） and a couple of Daoist

scriptures to which the Tianshu jing is closely related.
3. A synopsis of the scripture and explanation. This part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of the

Tianshu jing and explains a key concept——supreme Non-being (taiwu 太無) and a

complicated sentence——darkness, silence, profundity and penetration, these four are the

origins of great wisdom (ming ji xuan tong, dazhihui yuan 冥寂玄通，大智慧源) in the

scripture.
Key words Daoism; ancient Lingbao scriptures; Chishu wupian zhenwen; supreme

Non-being; great wisdom

（2）《葛洪〈抱朴子〉內外篇隱逸思想綜論》（A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Seclusion in the Inner and Outer Chapters of Ge Hong’s Baopuzi）

摘要 本文基於《抱朴子》內外篇系統論述葛洪的隱逸思想。葛洪是兩晉時期著名道士，

也是一位在道教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主要代表著作有《抱朴子》內外篇、《神仙

傳》、《肘後備急方》等。前人對葛洪及其隱逸思想都有所討論，但還存在各種各樣的

問題，如對儒道兩家隱逸思想各執一端，對隱逸思想本身闡發不夠，對隱逸思想論述大

而化之等等。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系統論述：其一，早期隱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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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ner and Outer Chapters of Baopuzi,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Ge Hong's theory of seclusion. Ge Hong was a famous Daoist of the Jin Dynas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Daoism.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Baopuzi, the Shenxian zhuan and the Zhouhou beiji fang. Previous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Ge Hong and his theory of seclusion, but their analyses still contain various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y focus only on either the Confucian or the Daoist perspective, do
not explain clearly enough Ge Hong’s paradigm, or discuss his theory without the necessary
accuracy.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origin of
early seclusion and its ideological evoluti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irth of Ge Hong’s theory
of seclusion; the main content of Ge Hong’s theory of seclusion; a brief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Ge Hong’s approach to hermitism, this paper proves
that he was both a Confucian and Daoist scholar, and that his ideal comprised success in
personal realiz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immortality as well as in governing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he became a master of the theory of seclusion by producing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China’s long-standing hermitic culture.

淵源及其思想流變；其二，葛洪隱逸思想產生的背景；其三，葛洪隱逸思想的主要內容；

其四，葛洪隱逸思想的簡要評價。本文通過對葛洪隱逸思想的系統研究，證明他是一位

儒道兼修的學者，同時實現得道成仙與完成經世之業是他的理想。同時，他也對中國由

來已久的隱逸文化做出了理論性總結，是隱逸思想的集大成者。

關鍵詞 葛洪；《抱朴子》內外篇；隱逸思想；儒道兼修

(來源：楊金麗、曹艷紅）

Key words Ge Hong; Inner and Outer

Chapters of Baopuzi; theory of seclusion;

practising both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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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呂錘寬）

呂錘寬《榮盛鼎陞》

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5 年

陳榮盛（1927-2014）道長世居臺南市，從事道教法事活動逾一甲子，由於天分、師承

(祖傳)與後天養成訓練等因素，塑造他在科儀演法的造詣，因而受各方的邀請聘僱，進行

道教法事活動。行道日久，歐美與日本研究道教儀式的學者紛紛前來請益，或實地調查其

法事活動，因而使他成爲聞名於國際的道士。2009 年陳道長獲臺南市政府登録爲「道教靈

寶道法科儀及音樂藝術」之保存者，由於他擁有的科儀演法與音樂演唱，具有傳統文化資

產的價值，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乃有此項出版計劃，透過對陳榮盛道長生命史的撰述，

以調查記録他擁有的科儀與音樂。

2016 年夏，著名道教音樂學者、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呂錘寬教授整理輯著的

兩大冊美術書籍《榮盛鼎陞》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該書分爲《陳榮盛生命史暨道教

科儀藝術》《陳榮盛生命史暨道教科演文物集》二冊，並配有一部名爲《陳榮盛生命史暨

科儀展演介紹》的紀録片光牒。

《陳榮盛生命史暨道教科儀藝術》一書內容包括：陳榮盛道長家世及法術養成、濟世

度人的法事活動、科儀內容及演法、道教儀式與音樂的造詣、傳統音樂的運用、陳道長所

用科儀書與中部道壇之比較、對道教儀式生態的認識及道法傳布，從内而外逐次論述陳道

長道法的來源、演法、傅播，兼及他對科儀與音樂的見解。

《陳榮盛生命史暨道教科演文物集》全書的圖像，係以道教科儀演示的角度爲縱軸，

加以藝術性的考量，透過靜態拍攝之圖像，呈現各類藏品的全景構圖，以及具特徵性圖案，

輔以陳榮盛道長於實際作科演法時使用各類文物的情形。全書係藉著圖像，表現道教科儀

的各類文物，並以各類文物於法事中的實際使用，說明圖像內容與各種使用場合與功能。

應西南交通大學呂鹏志教授之邀，呂錘寬教授還專門爲《神州研究》撰寫了《陳榮盛道長

的道術成就與貢獻》一文，深切懷念這位馳譽學教兩界的高道。

>>《陳榮盛道長的道術成就與貢獻》全文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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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源《威遠道壇 200 週年紀念展 展覽手冊》

枋寮威遠壇的開基祖師爲來自詔安客家地區的威遠壇第十七代傳人林悅春

（1792-1865），約於 1820 年渡海來臺，首先移居「芎蕉腳」（今中和中原里），

再遷至枋寮「五谷廟邊」並創建枋寮威遠壇。枋寮是大臺北盆地最早開發的地區之

一，創建於乾隆年間的信仰中心廣清宫是清代擺接堡（今中永和、板橋全境，及南

萬華、土城、新莊部分地區）五大廟之一，枋寮街則爲清代擺接堡最早開發的街肆，

北臺灣流傳一句俗諺：「枋寮師公尚出名」，枋寮威遠壇的傳承源流與早期雙和地

區的開發史恰可相互印證。

以上內容轉載自《威遠道壇 200 週年紀念展 展覽手冊》，世界宗教博物館，

2020 年 12 月。

>>點擊查看《展覽手冊》全文

（來源：林振源）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26
https://cscr.swjtu.edu.cn/literatureData/detail?sort_id=38&id=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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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田野出發的中國研究——丁荷生教授訪談録

丁荷生，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萊佛士人文學科講座教授（Raffles
Professor of Humanities）、中文系（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系主任，亞洲研究中心宗教與全球化研
究組主任（Research Cluster Leader fo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Asia Research），加拿大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榮譽教授。曾任麥吉爾大學東
亞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詹姆斯·麥
吉爾講席教授（James McGill Professor）、東亞系主
任。丁教授長期致力於民間信仰、儀式網絡及區域社
會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第一個與最後一個皇帝》
（First and Last Emperors，與 Brian Massumi合著）、
《中國東南的道教科儀與民間信仰》（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三一教主》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莆田平原的儀式聯盟》（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與鄭振滿合著），編著
有《福建宗教碑銘彙編》（與鄭振滿合編）、《新加
坡華文銘刻彙編》（與許源泰合編），導演紀録片《天
堂無聊》（Bored in Heaven）。

【訪談說明】

2020 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原定對丁荷生（Kenneth Dean）
教授（正文簡稱“丁”）的訪談改
用線上方式進行，訪談者爲劉永華
（簡稱“劉”）與余康（簡稱“余”），
記録人是王思思。訪談於 4 月 28
日、6月 26 日分兩次以漢語進行，
録音稿由余康、王思思共同整理。
本文由余康、王思思校讀，劉永華
補 充 ， 丁 荷 生 教 授 核 定 。

載
《
區
域
史
研
究
》
，2020

年
第2

輯
，
第33-78

頁

（來源：丁荷生、余康、劉永華、王思思）

>>點擊查看訪談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t1roVaelhhvpna5jG84cnw
https://mp.weixin.qq.com/s/t1roVaelhhvpna5jG84c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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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研究——-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勸緣疏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將其在西南交大授課獲得
的酬金 1000 元人民幣慷慨捐贈《神州研究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通訊》，
謹致謝忱。

四川仁壽壇神岩第 47 龕

（疏文：沈如泉；附記：趙川；圖片：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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