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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生命伦理与现代社会
詹

石

窗

内容提要: 道教生命伦理的形成与生存环境的危机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在道教看来, 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关系。保持自身形体的完整与健康, 这不仅是孝敬父母的基
本要求, 而且是天道流转人间的必然体现。道教生命伦理有自己的思想特点: / 劝善成仙0精神
奠定了道教生命伦理的主调; 神明监督是道教生命伦理的强化手段; 在道教劝善成仙与神明监
督的生命伦理中还有配套的符号示范。道教生命伦理把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联系起来, 强调
行善去恶对于延年益寿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注重药物治疗, 这种内心道德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
合的思想为现代生命伦理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道教生命伦理建立了修道的整体性原
则, 把个人的身心健康置于宏观环境之中来加以考察, 这为当今人类的整体健康提供了有益的
参照系。道教生命伦理, 强调阴阳协调, 和合美善, 这对于维持社会人口生态的良性发展而言
具有发人深省的现实功效。道教生命伦理以/ 自然无为0作为道德实践的基本理路, 这对于维
护全球的自然生态平衡而言具有深刻的道德方法论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道教

生命伦理

现代社会

生命是宇宙间最神秘而又最神圣的现象。自古以来, 先民对生命问题就相当关注, 无论是上古神
话, 还是哲人论说, 我们都可以发现生命的智慧闪光。当人类以智者的身份自居的时候, 如何看待自身
生命与处理宇宙间的生命关系便成为社会生活中不能回避的课题。随着社会生活视野的扩大, 人们面
临的生命问题日趋复杂化。尤其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 由于生物学、
医学的诸多发明,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念受到挑战。于是, 有关生命伦理的研究悄然勃兴。它与生态伦理、法律伦理一起, 成为理论界探究的
热点之一。鉴于全球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 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uncil) 授权生命伦理指导委员会
起草/ 欧洲生命伦理公约0, 这标志着生命伦理规范的一种国际协调。尽管这个公约出自欧洲, 但在客观
上却对全球生命伦理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 有关生命伦理问题的国际会议相继召开。该课
题的学术专著与论文也陆续出版或发表。在这个领域研究中, 学者们不仅探讨人工受精、DNA 重组、
安
乐死等现实生命伦理问题, 而且也开始发掘传统的生命伦理资源。就中国而论, 诸如儒家生命伦理、
道
家与道教生命伦理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并且有相关的著述问世。笔者从事道教研究多年, 自
然比较留心于道教生命伦理的研究动态, 也进行某些思考, 现就该课题提出几点管见, 就教于诸同好。

一、道教生命伦理的建立
道教的基本宗旨是延年益寿、羽化登仙。所谓/ 延年益寿0是对人类生命而言的, 所谓/ 羽化登仙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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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越人类有限生命局限的一种理想奋斗目标。二者都蕴涵着道教对生命的极大热情。从这个意义上
讲, 道教是对现实生命最为关注的一种宗教。在道教思想体系中, 一切教理教义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
的。因此, 生命问题可以说是道教思想的枢纽。5太平经6称, / 人命最重0, / 寿最为善0( 王明: 5太平经合
校6,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第 34、
222 页, 以下凡引用该书, 版本相同) 。这代表了道教尊重人类生
命的态度。5太平经6把/ 寿0直接与伦理道德的善恶判断联系起来, 说明道教自创立开始就不是从孤立
层面来认识生命, 而是以伦理道德的眼光来对生命存在的价值加以审视。汉代以后, 随着生命修养实践
领域的扩大, 道教生命伦理观念也逐步完善起来。在道教戒律类经书以及诸多劝善书中, 涉及生命伦理
的条规为数不少, 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门中人完善自我和升华生命伦理境界的要求。
道教生命伦理的形成与生存环境的危机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早期道教是在社会动荡与危机四伏的
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危机在5太平经6中已有所反映, 该书5解承负诀6谓, / 天地开辟以来, 凶气不绝, 绝
者而后复起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第 22 页) 。这里所谓/ 凶气0是对生存环境危机的一种概括性表述, 既
然/ 凶气不绝0, 说明生存危机一直是没有间断的。在5太平经6看来, / 凶气0即使有/ 绝0的时候, 也还会
继续出现, 因为人类社会中有人不肯为善而为恶, 后人/ 承负0先人之重罪, 于是/ 流灾0不断, 生命的存在
受到威胁。5太平经6所反映的这种生命环境危机到了东汉后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史称汉桓帝永兴
元年( 153) , 郡国出现规模盛大的蝗灾, / 百姓饥穷, 流冗道路0 ¹。延熹九年( 166) , 先后发生水灾与旱
灾, 饿死者不计其数, 以至于有/ 人妇食夫0或/ 人夫食妇0的现象出现 º。这种违背生命伦理的现象之所
以发生, 除了天灾, 还有人为的社会原因。在道教看来, 最为根本的社会原因是当时的统治者不能顺应
天地之性, 多有恶行。鉴于社会危机的存在, 具有忧患敏感性的道门中人为了改变生存环境, 一方面采
取革命行动, 发动起义, 力图推翻黑暗统治; 另一方面则在教派之中实行生命善道教化。因为道教从一
开始就接受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以为天灾的发生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 因此认为人们应该从自身的行为
去寻找原因。5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6以/ 老君0向/ 天师0宣讲道法的口吻说: / 人生难得, 中土难
生。假使得生, 正法难遇, 多迷真道, 多入邪宗, 多种罪根, 多肆巧诈, 多恣淫杀, 多好群情, 多纵贪嗔, 多
沉地狱, 多失人身。
0( 5道藏6第 11 册, 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96 年影印本, 第 346
页) 从这一段描述不难看出, 道教不仅具有明显的人生悲剧意识, 而且把人的生命遭遇同伦理道德联系
起来。
基于人生悲剧的现实认识和精神体验, 道教看到了生命的可贵, 从而祈求生命健康与完善。在道门
中人看来, 人生的基本痛苦乃是失去了健康的生命。就人类本身来说,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 一是由于个体生命自身的欲望与行为导致的; 二是由于生命共同体的制度或规范违背了天道造成
的。依照这样的理论前提, 道教既提倡个人对自身欲望与行为的检讨, 也关注生命共同体的制度、
规范
同天道的关系。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 其思想指向都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标准。这种价值判断从最终
的意义上来讲乃具有伦理属性。因为检讨必定有标准来衡量, 而当道门中人关注生命共同体的制度、
规
范时, 这本身便意味着对生活其中的伦理信念的评判, 或者认可, 或者否定。当道门中人对生命共同体
的制度、
规范采取认可的态度时就表明其个体生命的持续必须服从共同体的生存伦理准则, 反之, 则意
味着对旧有伦理的审视与革新。由于存在着这样两种评判的层面, 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便积累了
丰富的生命伦理资源, 这些资源既保存在各种阐述道教义理的经书内, 也散见于诸多修持法门文献之
中。至于民间广泛流行的道门劝善书自然也是我们发掘道教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资料。
¹
º

5后汉书6 卷七5桓帝纪6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 2 册第 298 页。
详见5后汉书6 卷八5灵帝 纪6 , 北京 : 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 2 册第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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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教生命伦理的现实内容
如何认识道教生命伦理的特点与价值呢? 从不同立场出发, 其认识将会有差异, 甚至是大相径庭
的。然而,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作为一种宗教, 道教的生命伦理必定具备宗教伦理的特点; 作为中国传统
宗教, 道教的生命伦理也必定具备中国宗教伦理的最一般特点; 作为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宗教, 道
教的生命伦理不可能与一般的中国世俗伦理毫无关涉。此等判断不仅是基于道教定义所进行的一种逻
辑推演, 而且是基于历史事实。只要真正深入道教思想殿堂, 了解道教的历史与一般活动, 那就会看到,
道教生命伦理所具有的多层架构。
从发生论的角度看, 生命伦理之目的乃是要解决人类生命存在中的一些关系, 道教生命伦理也不例
外。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 可知道教生命伦理的范围相当广泛。这里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加以探讨: 一是
关于世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关系; 二是关于人与众物之间的/ 生命0关系。
在道教看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关系。所谓/ 特殊0指的是此等生命不同于其他
没有思想理念的动物生命。由于人有思想, 可以交流, 彼此结合, 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而生活, 人类个体
与个体之间就形成了生命的社会关系。就最终的目标而言, 道门中人乃是为了延年益寿, 羽化登仙, 但
仙是由人修炼而成的, 要成为神仙, 就应该先学会做人, 所谓/ 欲修仙道, 先修人道0, 表明了学会做人的
基础意义。从现实社会来讲, / 成仙0虽然只是一种假定的理想, 但对于道门中人来讲, 这却是一种确定
的奋斗目标。因此, 学会做人就被当作生命升华的前提, 如果人都做不好, 那就谈不上生命升华而成仙
了。如何做人? 这首先涉及到如何对待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生命。按照儒家的看法, / 身体发肤, 受之
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0( 5孝经#开宗明义章6) 。道教不仅认可这种观念, 而且将之强化, 成为其生命
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在道门中人看来, 保持自身形体的完整与健康, 这不仅是孝敬父母的基本要求, 而
且是天道流转人间的必然体现。当然, 道教也主张孝敬父母应该有具体的服务行动, 如净明忠孝道的典
籍记载吴猛为了母亲夜间睡得安宁, 每日先让蚊子吸自己的血, 然后再请母亲入房间。在今天看来, 这
尽管显得有些笨拙, 但却体现了一种淳朴真诚的精神。其次, 道教认为, 做人养生, 还必须遵守那些合乎
生命大道的社会公德, 例如不偷盗、
不取非义之财、
不得苟合邪淫、
不得妄语诽谤他人、
不得两舌恶骂、
不
得心怀阴谋, 等等 ¹。在道教中涉及生命社会公德的戒律大量存在, 如5要修科仪戒律钞6、
5 正义法文天
师教戒科经6、
5虚皇天尊初真十戒6、
5太上老君戒经6、
5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6等数十种。这些作品
可以说是近两千年来有关社会公德行为规范在道教中的特出表现, 其中所蕴涵的生命伦理观念是不应
该忽略的。
就道教的立场而论, 修道生活不仅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关系, 而且还必须处理好人与物之
间的生命关系。因为大道显化, 宇宙万物既生成便有存在之理, 所以修道者应该广施/ 仁德0于天下, 尤
其对动物生命更应该加以保护。5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诫#智慧度生上品大诫6第三条规定: / 含血之类,
有急投人, 能为开度, 济其死厄, 见世康强, 不遭横恶。
0(5道藏6第 3 册第 393 页) 这里所谓/ 含血之类0意
义很广, 它不仅包括人类, 而且广涉飞禽走兽等。根据5智慧度生上品大诫6前后行文的关系, 可知/ 含血
之类0主要是指人以外的动物, 因为在该篇的前两条戒文已专门针对人的穷急所应该采取的措施, 所以
/ 含血之类0就有了特指意蕴。道教认为, 动物也有危难的时候。当它们碰到麻烦, 人类不应该落井下
石, 而应该帮助它们解除危难。如果能够这样, 对于人类自身也是有好处的, 这种好处具体说来就是能
够使自己身心健康, 体格雄壮, 而不至于遭到横祸。道教不仅提倡救济动物于危难, 而且提倡省己之食,
¹

详见5太上二十 四品飞天法轮劝戒妙经6、
5 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6 ,5 道藏6第 3 册第 409~ 414 页。

62

5中 国哲学史6 2003 年第 2 期

以喂养鸟兽, 如第四条规定: / 施惠鸟兽有生之类, 割口饴之, 无所爱惜, 世世饱满, 常在福地。
0(5道藏6第
3 册第 393 页) 文中所谓/ 割口0指的是分割自己口中的食物, 所谓/ 饴之0 就是喂养鸟兽。推而广之, 道
教主张应该仁及昆虫之类, 如第五条规定: / 度诸蠢动, 一切众生, 咸使成就, 无有夭伤, 见世兴盛, 不履众
横。
0(5道藏6第 3 册第 393 页) 文中的/ 蠢动0指的是昆虫爬行之类。要/ 度诸蠢动0也就是希望昆虫之类
都能够正常生长, 得其天年。此外, 对于植物之类, 道教有关戒律文书也有相应的规定。5要修科仪戒律
钞6卷六称: / 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不得无故摘众草之花 , , 不得无故伐树林。
0(5道藏6第 3 册第 393
页) 5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6第十八戒也谈到/ 不得耗蠹常住攀摘花果、
损折园林0。从基本精神上
看, 道教对于宇宙之物的伦理态度是: / 常行慈心, 愍济一切, 放生度厄。
0( 5道藏6第 3 册第 393 页) 道教
主张对众物怀仁慈之心, 这虽然是基于个体修道的需要, 但也体现了伦理行为的宏观性。因为道教面对
众物所进行的伦理思考是从人的生活立场出发的, 换一句话说, 这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关系推衍到自然
界, 于是无论昆虫草木、
飞禽走兽都进入了人类社会的生命伦理辐射圈。

三、道教生命伦理的思想特点与表现方式
就实际情况看, 道教生命伦理的内容确实与一般社会伦理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 其中有许多方面甚
至就是现实社会伦理的翻版; 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体现道教生命伦理精神的各种戒律条规、
科仪教义在
根本点上是为/ 修仙0目标服务的, 由此也就形成了如下主要特点:
首先是/ 劝善成仙0精神奠定了道教生命伦理的主调。¹ 道教所谓/ 成仙0既有肉体成仙, 也有精神
成仙。在早期, 道门中人所希望的是肉体成仙, 即经过一定的修持程序使个体身躯达到与道体通合而不
灭的境地; 晚唐以来, 道教淡化了肉体成仙的宣传, 侧重于精神成仙的追求, 特别是全真道基本上否定了
肉身/ 不死0的目标, 而以精神或者灵魂的超越为其追求的崇高境界。但是, 不论是早期的肉体成仙追求
还是晚唐以来的精神成仙希望, 都与/ 劝善0的伦理教化相联系。5太微仙君功过格#序6称: / 5易6曰, 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5道科6曰, 积善则降之以祥, 造恶则责之以祸。故儒道之教, 一
无异也。古者圣人、君子、
高道之士, 皆著盟诫, 内则洗心炼行, 外则训诲于人, 以备功业矣。余于大定辛
卯之岁仲春二月子正之时, 梦游紫府, 朝礼太微仙君, 得受功过之格, 令传信心之士。
0( 5道藏6第 3 册第
449 页) 所谓/ 功过格0是道门生命伦理修行的一种记录或检验形式。而/ 太微0本是星宿之名。5史记#
天官书6载: / 南宫朱鸟, 权, 衡。衡, 太微, 三光之廷。
05索隐6称: / 宋均曰: 太微, 天帝南宫也。
0既然/ 太
微0有/ 仙君0之称, 这就说明此等天体已经人格化和仙道化, 成为道门中人神仙信仰的一种表征。文中
所谓/ 朝礼太微仙君0具有两层意义, 一是表明其功过格是由/ 太微仙君0传授的, 二是隐含修持功过格可
以最终上升/ 太微0天廷, 列入仙班, 成就生命升华的目标。可见, 这种劝善去恶的教化具有明显的仙道
理念与生命伦理色彩。尽管/ 成仙0寄托着浓厚的宗教意义, 但/ 劝善0却又是以现实社会生活为空间的
具体行动。在这里, 成仙的理想是否可以实现已经并不重要, 关键的是/ 劝善0确实可以对道教信仰者起
到一种引导作用。
其次, 神明监督是道教生命伦理的强化手段。人们知道, 伦理本来是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意识
形态, 它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其维系具有习惯的特质; 就个人而言, 一般的社会伦理主要是
通过内心认识和观念的升华, 逐步达到自律的效果, 儒家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进行社会教化的。
道教将儒家的伦理教化观念与上古的/ 神道设教0思想相结合, 力图通过神明监督来强化伦理规范。这
¹

李刚有专著5劝 善成仙 ) ) ) 道教生命伦理6, 于 1994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 引言与第 一部分至第 三
部分, 比较系统 地论述了道教劝善成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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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化的特色表现就是 / 司命0说的逐步完善。所谓/ 司命0本是星宿名。5 楚辞#九歌6有/ 大司命0之
称, 5史记#天官书6载, 文昌宫中有六星, 其第四为司命。据说司命之星主灾咎。5礼记#祭法6谓, 宫中所
祀者有司命之神。可见, 司命在先秦已经神格化。就词义而言, / 司命0就是掌管人的寿命。这种思想被
道教所继承并加以发挥。早期道书5太平经6在讨论人的善恶行为时称, / 司命易子籍矣0( 王明: 5太平经
合校6, 第 34 页) 这里的/ 子0是当时道门领袖/ 天师0对前来请教道法者的客气称呼。/ 易子籍0就是改变
前来请教的人在天廷籍簿的寿命记录。按照5太平经6的说法, 天命之寿是有定准的, / 上( 天) 寿百二十
为度, 地寿百岁为度, 人寿八十为度, 霸寿以六十岁为度, 仵寿以五十岁为度。过此已下, 死生无复数者,
悉被承负之灾责也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 第 464 页) 。为什么遭受/ 承负之灾0呢? 这是因为观念与行
为招致的结果, 如果不能思善、行善, 那就会感应灾咎; 相反, 如果能够时时刻刻思善、
行善, 那就不仅可
以免灾, 而且能够增寿。但是, 其善恶观念与行为由谁来监督呢? 这就是/ 司命0之神。5太平经6这种神
学化生命伦理思想对后来的道教产生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宋元以来的善书更加以宣扬, 像5文昌帝君阴
骘文6将司命之神人化为/ 梓潼帝君0, 作为监督士人道德行为的神学伦理权威。随着社会需要的增长,
许多神明都被赋予道德监督的功能, 从道教最高层次的三清尊神到一般的世俗神, 从外在世界的自然神
到人体内部的脏腑器官神, 从男神到女神, 几乎都承担起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监督责任, 以至于民间有所
谓/ 抬头三尺有神明0的说法。从现代社会看来, 道教关于/ 神明监督0的生命伦理观念固然有不合时宜
之处, 但从历史的立场看却具有独特的社会效果。清代惠栋在5太上感应篇注6中谈及司命灶神的监督
功用时说, / 劝善之书称谓最古, 自此以下无讥焉。雍正之初, 先慈抱病, 不肖栋日夜尝药, 又祷于神, 发
愿注5感应篇6以祈母疾。天诱其衷, 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 欲公诸同好0 ¹ 惠栋作为一代大
儒, 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关于神明感应的速效, 可见道教善书在传统中国之中确实不可小看。尽管道教
关于神明监督的生命伦理手段颇具神秘色彩, 但如果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加以解读, 就会发现神明监督乃
是通过特殊的象征符号语言来建立生命行为规范的操作系统。
复次, 在道教劝善成仙与神明监督的生命伦理中还有配套的符号示范。道教生命伦理并非只是通
过/ 神明监督0来强化, 而是具有相应的辅助表征方式。此类形式以一定的物象寄托思想, 故而具有符号
功能。在道教中, 作为符号的物象可以是客观世界本来存在的, 也可以是人工创造的。前者主要是指人
们生活依赖的自然界中的土地、
山河、
树木、
花草之类存在物, 后者主要是指人所创造的意义寄托形态,
诸如仪式、
衣着、
建筑、
绘画、
音乐, 等等。不论前者或后者, 道教都贯注以思想观念。在这种贯注中, 生
命伦理成为其中重要的因素。就广义而论, 道教文化的各种符号表征物象其实都具有生命伦理意义, 因
为它们都以有形的存在来寄托、
传递无形的生命伦理道德观念。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科仪。可
以说, 道教科仪是一种典型的生命伦理符号系统。在古代, / 科0具有/ 法令0的意思, 而/ 仪0本来表示人
的生命容止仪表, 后来也具有法度、
标准的意蕴。道教科仪是古代宗教仪式的继承和发展, 它的基本功
能在于沟通人神的思想情感、规范道门中人日常生活起居的行为、诱导内心的道德修持。在表现形态
上, 道教科仪将动作系统与语言文字的表达系统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伦理信号指陈体系。
就类型来看, 道教科仪可谓丰富多彩, 有的用以个人修身极道, 有的用以度人济物, 有的用以沟通/ 鬼
神0。不论是哪一种形式, 道教科仪都以象征的符号来表达生命伦理的规范指向。5陆先生道门科略6在
追溯道教科仪的历史时说, 太上老君/ 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 禁戒律科, 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 令知好
恶 , , 使民内修慈孝, 外行敬让, 佐时理化, 助国扶命0( 5道藏6第 24 册, 第 779 页) 。所谓/ 正一盟威之
道0是早期道教的一种科仪, 它的功用是多方面的, 既涉及个人的内心修养, 又用以家国的教化, 其伦理
¹

5太上感应篇集 传6 ,5 藏外道书6第 27 册, 成都: 巴蜀书社 1994 年版,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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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属性相当明了。当然, 道教科仪只是宣化伦理信条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命符号形态而已。如果
我们放开眼界, 纵观道教文化体系, 那就可以发现, 像宫观建筑、道门书法绘画、诗词、
小说、
散文、
戏剧等
往往也通过艺术形象, 寄托道德修养的内涵, 发挥生命伦理教化的符号功能。西方符号主义哲学家卡西
尔曾经把人当作能够创造和应用符号的动物, 以为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置身符号世界。英国学
者特伦斯#霍克斯( Terence H awkes) 说: / 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纯粹是功利的: 甚至连最普通的建
筑也以各种方式组织空间, 这样, 它们就起指示作用, 发出某种关于社会优先考虑的事项、
这个社会对人
的本性的各种先决条件、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除了对提供蔽身之所、娱乐、
医疗等问题的公开的关
心以外。全部五种感官: 嗅觉、
味觉、
触觉、
听觉、
视觉, 都可以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即作为符号
的制造者和接受者。
0 ¹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离开符号世界。甚至可以说, 离开符号世界, 人就无法
生存。道教以符号形式来传达生命伦理规范, 进行社会人伦教化, 其中所贯注的生命意义无疑是丰富多
彩的。

四、道教生命伦理对调节现代社会结构与生存环境的作用
生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存在和发展的, 人类生命也不例外。由于意识活动和社会关系, 人类的生
存环境与其他动物相比较要广阔得多, 也复杂得多。如何营造良好的社会结构, 保护自然生态, 这关系
到生命的整体生存问题。当今世界, 生命的存在面临着许多危机。为了避免危机的加剧和冲突的升级,
人类应该从先民那里寻求经验借鉴。在这方面, 道教所建立的生命伦理也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分别说
来, 有如下数端:
( 一) 道教生命伦理, 强调阴阳协调, 和合美善, 这对于维持人口生态的良性发展而言具有发人深省
的现实功效。
道教不仅注重人类生命机制的考察与探索, 而且进行理论概括与思想升华。通过历史的追溯与实
践的反省, 道教认识到阴阳协调对于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思想史上, / 阴阳0是一对基
础性的范畴。早在西周末期, 太史伯阳父论地震时即使用了阴阳概念, 而作为/ 群经之首0的5易经6尽管
没有出现阴阳概念, 但却充满了阴阳回复的辩证法精神。先秦道家的理论代表老子5道德经6将5易经6
的阴阳观念发掘出来并且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 他说: /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0( 5道德
经6第 42 章) 老子不仅明确地指出了万物皆有阴阳两个方面的存在依据, 而且以/ 和0为事物存在与发展
的美善境界。老子这种思想透过5易传6和儒家5大学6、
5中庸6的媒介, 在后来的道教中迸发出强烈的思
想辉光。无论是原始时期的道教还是发展时期的道教, 我们都可以从其经典之中找到大量的关于阴阳
协调与和合的论述。尤其是5太平经6应用阴阳理论说明人类生命存在不可男女偏废, 更显得深邃。该
书5守三宝法第四十四6说: / 天统阴阳, 当见传, 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 传之当象天地, 一阴一阳, 故天使
其有一男一女, 色相好, 然后能生也。何乃正使一阴一阳, 夫阳极者能生阴, 阴极者能生阳, 此两者相传,
比若寒尽反热, 热尽反寒, 自然之术也。
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第 44 页) 按照5太平经6的看法, 阴阳乃是
天地之道统, 这种道统表现在人类社会就是男女关系的存在, 一男一女的配合, 这是天经地义的。基于
此等认识, 5太平经6严肃地批判社会上重男轻女甚至杀害女子的行为, 它说: / 今天下失道以来, 多贱女
子, 而反贼杀之, 令使女子少于男, 故使阴气绝, 不与天地法相应。
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第 44 页) 又说:
/ 今天下一家杀一女, 天下几亿家哉? 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 或有妊之未生出, 反就伤之者。
0 ( 王明:
¹

特伦斯#霍克斯 著:5结构 主义和符号学6 ( Str 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 上 海: 上 海译文出版 社 1987 年版, 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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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平经合校6第 36 页) 这种描述真令人感到触目惊心。5太平经6认为随便杀害女子的行为不仅绝了
/ 地统0, 而且乱了社会秩序, 造成/ 王治不得平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第 34 页) 的危害, 甚至会/ 灭人类0
(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第 36 页) , 这是多么危险啊! 所以, 它大声疾呼: / 救冤女之命0! ( 王明: 5太平经合
校6第 34 页) 5太平经6这种描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轻贱女子的历史由来。直到当今, 在农村中扼杀
女婴的现象依然存在, 据有关部门统计, 中国人口的男女比率是 116: 100。这已经到了严重失调的地步
了。回顾一下5太平经6拳拳告诫之语, 我们仿佛听到了深沉的警钟。
( 二) 道教生命伦理以/ 自然无为0作为道德实践的基本理路, 这对于维护全球的自然生态平衡而言
具有深刻的道德方法论的参考价值。
/ 自然无为0之说本出于先秦道家, 尤其是老子5道德经6更有深刻的论述。该书称/ 道法自然0 (5道
德经6第二十五章) , 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0( 5道德经6第三十七章) 。在道家思想中, / 自然0与/ 无为0
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如果说/ 自然0是人生与社会之行动所应遵循的一种原则, 那么 / 无为0则是实现
/ 自然0价值的途径或者方法 ¹。先秦道家这种思想被汉代以来的道教所继承和发挥。稽考道教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有关自然无为的大量论述。如5 太平经6在谈到如何积善的时候说: / 无为之事, 从是兴
也。
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 第 12 页) 5抱朴子内篇6说: / 天道无为, 任物自然, 无亲无疏, 无彼无此也。
0
( 王明: 5抱朴子内篇校释6, 第 124 页) 5黄帝阴符经6说: / 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0从这些经典
论述看来, 道教所谓/ 自然无为0主要是从遵循天道规律的角度讲的。在道门中人的心目中, 宇宙有自己
的运行规律, 人不可以主观的意志来强行干预。道教之所以继承并且发展先秦道家的自然无为观念, 是
因为它把人类置于宏观的宇宙之中来定位自身的行动, 充分认识到宇宙多样事物相互协调关系的特出
价值。基于万物皆有/ 道性0的立场, 道门中人得出了一种/ 泛生命论0的思想。例如5太平经6把大地看
作一个人的身躯, 大地中的各种成分犹如人的各种器官组织, 泉水是血, 石头是骨头, 良土是肉, 认为它
与人一样有精神和感受, 如果随便穿凿大地, 那就会造成大地的病痛。因此, 人类应该善待大地, 把它看
作母亲一样。5太平经6说, / 地者, 万物之母也0( 王明: 5太平经合校6, 第 120 页) 。既然大地是母亲, 就
应该好好孝敬, 而不是随便开凿。5太平经6警告人们, 如果妄凿大地, 造成大地生病, 人也相应地得病损
寿。º 这种将地病与人病对应起来的思考不仅体现了道教根深蒂固的生命意识, 而且反映了宇宙生命
相互依存的宏观伦理精神。道教所谓/ 自然无为0正是基于万物皆有生命的思想而引发出来的一种伦理
原则。它对于当今那些随便破坏自然环境的各种行为显然具有警示的意义。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 随着
各种高科技成果的问世, 人类的占有欲望逐渐地躁动起来, 于是力图驾驭和控制自然的行动接踵而至,
人类陶醉在/ 胜利0之中而沾沾自喜; 然而, 新的各种疾病也同时在侵蚀着人类的躯体, 人类面临着新的
全球性危机。在这样的境况下, 想一想道教/ 自然无为0的忠告, 应该是可以获得某种裨益的。
( 作者: 哲学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学智

¹
º

关于/ 自然0 与/ 无为0 之关系, 刘笑 敢先生所撰5 老子哲 学的中心 价值及体 系结构6 可 资参考, 详见5道 家文化 研
究6第十辑,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按:5 太平经6指出: / 多深贼地, 故多不寿, 何 也, 此剧病也。
0 见王明5 太平经合校6 第 12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