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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三教合一0 是全真道的基本教理之一, 和同三教, 倡言三教同源、三教同 功、三教平等, 构 成其鲜明的特 色, 同时也为全真 道
其他教义、教理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全真道/ 三教合一0理论的提出有 其独特的思想 文化渊源 和时代基 础, 但/ 三教 合一0 论 所蕴涵的 基
本精神却对依然当今时代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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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儒、道、释三教的

皆根源于/ 至道0 而生。/ 道0 作为万物之本体、绝对不变之最

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对中国文化乃至 中国社会的 发展与变

高理则, 是唯一无二的实存。圣人以/ 心0 体/ 道0, 心同道体,

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 三教间的相互影响、
相互融摄也

/ 道0 即圣人之心, 圣人之心即/ 道0,/ 心0 外无/ 道0,/ 道0 外无

促进了其自身发展演变, 促进了其内部形态的发展与转化。

[ 1] [ P326]
/ 心0 ,/ 天下无二道, 圣人不两心0。
儒、
释、
道三教皆为圣

从一定意义上讲, 金、元时期全真道的产生就是三教相互融

人创制, 其教义、
教理皆出于圣人心体实证之/ 道0。三教虽名

摄的典型代表。全真道以道 教传统学说 为基础, 大量吸收

称不同, 但其实则一, 三者皆本于/ 道0而生,/ 教虽分三, 道则

儒、释之思想, 明确提出将/ 三教合 一0作 为基本教 理, 为发

唯一0, 三教同源而一致。在论及三教关系时, 王重阳一再强

展和更新传统道教 做出了重要贡献。分析 全真道/ 三教合

调:/ 释道从来是一家, 两般形貌理无差。
0 [ 1] [ P4] / 儒门释户道相

一0 的教理特征, 探讨全真道/ 三教合一0思想的文化渊源及

通, 三教从来一祖风。
0 [ 1] [ P9] / 害风故故谒华宗, 三教唯公道话

其对全真道发展的作用, 对我们全面了解全真道、
思考全球

同。此际遇逢齐上下, 中间会聚各西东。
0 [ 1] [ P141- 142] 王重阳以

化时代道教的发展与未来将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三教共尊的/ 道0为切入点, 把本源性的/ 道0 作为三教合一的

一、
全真道/ 三教合一0的教理特征

契机。道无形, 教有迹。老子、
孔子和释迦皆为世之圣人, 为
显迹之神。圣人体道而创制立教, 救度众生, 三教圆融的基础

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 是道教的一个 新生派

就在于/ 道0。/ 人各认祖宗科牌: 太上为祖, 释迦为宗, 夫子为

别。它以/ 三教圆融0 、
/ 识心见性0 、
/ 独全其真0 为宗旨, 以

科牌。 ,,三教圣主、
三界圣母, 却来救度儿女, 名号记显现

/ 三教合一0 、
/ 性命双修0 、
/ 功行双全0 、
/ 全真而仙0 为基本

分明, 寿印信为其堪同。, ,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 皆不离

教理, 杂糅儒、道、
释三家理论, 对传统道教的教理、教义做

[ 1] [ P288]
于道也0。
/ 三教者, 如鼎三足, 身同归一, 无二无三。三

出根本性的变革, 构建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 。

教者, 不离真道也, 喻曰: 似一根 树生三枝也。
0 [ 1] [ P286- 287] 儒、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思想, 在其创教祖师王重阳 的修道
初期即已显现出来。在/ 活死 人墓0 修 炼之时, 他 即将 儒、
释、
道三家相提并论:/ 稳驾青牛古圣人, 白牛枝叶出斯 因。

道、
释三教虽鼎足而立, 但却同根而生, 皆本于/ 道0 而立。三
教同根而生, 同源而立, 三教一家, 乃理之自然。
2. 三教同功。在王 重阳看 来, 三教 不仅同 源一 致, 而

儒、道、
释 三教

且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三教都以扫除人 的妄念、
救治 人

各有所长, 都是使人驱除愚迷而超脱凡世的良 药。六朝隋

的愚迷为己任, 都以普度众生为职事。/ 5 达摩经6 云: 过 去

唐以来, 儒、释、
道三教中虽然都曾出现过不少/ 三教归一0

言非实, 未来不为真。太上炼九转还丹, 令人去 疾病, 了 生

论的宣扬者, 但他们倡导/ 三教归一0, 往往以本教为最 高。

死。夫子教仁、义、
礼、智、
信, 恐人招业在身, 令 人修此, 亦

儒医夫子成 三教, 垦辟 愚迷怕 落尘。
0

[ 1] [ P36]

重阳祖师则完全开放, 打破门 户之见, 鲜 明地举 起三 教一

[ 1] [ P158]
[ 1] [ P336]
能治其疾病0 。
/ 三教分明, 解救平生之苦0 。
三

家、
三教平等的旗帜, 实行三教联合的传教路线, 使 全真道

教的不同, 只是展现形式的不同、
立教的侧 重点不同, 只 是

的/ 三教合一0 理论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分工的不同而已, 而在救 治人生、教化 社会 的根本 功用 上

1. 三教同源。在全真道看来, 宇宙万物虽然纷纭复杂, 但

却没 有差 别。儒以 治世 治民, 佛 以治心 治性 , 道教则 是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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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修身 炼形, 又能 够治 家治国; 三 教同 功而异 名, 可以 并

调:/ 第一先须持戒, 清静忍辱, 慈悲实善, 断除十恶, 行方便,

行于世, 相互补充。

救度一切众 生, 忠君王, 孝 敬父母师 资。
0 [ 1] [ P280] 就 其内容来

因此, 在论及修行之时, 王重阳一再强调, 为道者只有博

看, 这显然是一条三教并用的戒律, 其中既有道家的清静, 也

通三教教义, 践行三教之理, 才能真正体悟大道, 证真成仙。

有佛教的慈悲, 还有儒家的忠孝。在5 赠侄6 诗中, 他也再次

/ 心中端正莫生邪, 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 妙玄

指出:/ 一首新诗赠七哥, 予 言切忌莫蹉 跎。遵隆 国法行思

[ 1] [ P16]

通后更无加0。

/ 为教同其闵, 延年共比彭。并通三教理,

远远得期程0。

[ 1] [ P158]

/ 爇名香、三教俱看, 得善芽增长0。

[ 1] [ P179]

/ 运三车, 依三教, 永没沉三道0。

[ 1] [ P84]

[ 1] [ P21]

团0。

/ 了了通三道, 圆圆做一

只有 融通了 儒、释 的/ 道0, 才 是/ 全0, 才 是/ 真0 。

/ 尽知长与道为邻, 搜得玄玄便结亲。悟理莫忘三教语, 全真
[ 1] [ P142]

修取四时春0。

/ 三教好, 妙理最深幽0。

[ 1] [ P196]

只有三者

并重, 才能真正成为得道之士。

义, 谨守军门 护甲戈。饮 膳共为通礼 让, 言谈歌 出用谦和。
先人后己唯长策, 伫看归来唱凯歌。
0 [ 1] [ P147] 行义、守法、
爱国、
礼让、
谦和, 显然是运用儒家教义来要求、
教育子弟。在道友
问及修行之事时, 他亦回答曰:/ 洁己存心归大善, 常行恻隐
之端。慈悲清静亦频观。希夷玄奥旨, 三教共全完。
0 [ 1] [ P183]
在论述性命、
丹道等重要理论问题时, 他也常和会三家, 引证
儒、
释来阐明道理。如5金关玉锁诀6述内丹, 而引证佛教5心

3. 三教平等。全 真道 的三 教合 一之 说, 并 非是 以 道

经6;5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6引证儒家仁、
义、
礼、
智、
信及佛教

教来统摄、
涵 融、消解 儒、释二 教, 而是 在论 证三 教 同源、

5 金刚经6无诤三昧等等。由此可见, 三教并用已构成全真道

三教同功的同 时, 倡导 三教 平等 之说。/ 平 等者, 道德 之

修持要求的重要内容, 体现于心性和功行修炼的各个方面。

祖, 清 静 之 元, 为 玉 华、金 莲 之根 本, 作 三 光、七 宝 之 宗

重阳祖师不仅以此教导、
要求弟子, 而且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源0 。

[ 1] [ P344]

儒、
道、释三教各有至言妙理, 不 可偏废, / 天 地

人生, 同来相 遇, 应将 甚、昭彰 显 务。道门 开, 释 门阐 , 儒
[ 1] [ P186]
门堪步。, ,禀三才, 立三教, 得三光, 三丹宝聚0 。

在对自己所作的 评价中, 他也称自己是/ 谑号王 风, 实有仙
[ 1] [ P268]
风。性通禅释、
贯儒风0。

王重阳不别门户, 广交僧徒儒士, 遇佛言佛, 遇儒言儒,

在组建民间教团之 时, 王 重阳 亦立 足于 三教 平等, 以/ 三

和同三教, 倡言三教同源、三教同功、
三教平等, 使全真道的

教0 命名, 如文登/ 三教七宝 会0、宁海/ 三教金莲 会0、福 山

/ 三教合一0理论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 同时也为全真道其他

/ 三教三光 会0 、登 州/ 三 教 玉华 会0 、莱 州/ 三 教平 等 会0

教义、
教理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成为全真道立教修行的准则。

等,/ 凡立会 必以三教名之者, 厥有 其旨哉0 ! 其 目的就 是
[ 1] [ P324]
以示三教平等,/ 三教合一0、
/ 不独居一教0 之意。

王重阳反对三 教间非 要一争高 低、
誓 分优劣 之态 度,

二、
全真道/ 三教合一0的文化渊源及其时代
基础

在创教之初, 他即摒弃门户之见, 着意论述三教同源、
同功,

全真道和同 三教, 高倡/ 三教 合一0, 并不 是历史 的偶

高举/ 三教一家0、
三教平等之旗帜, 协调儒、
道、
释三教之关

然。从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趋 势来看, 全真道/ 三教合一0

系。/ 释演空寂, 道谈清静, 儒宗百行周全。三枝既立, 递互

理论的提出, 既 是魏晋 至隋唐以 来三教 间相互 吸收、相互

阐良缘。尼父名扬至圣, 如来证大觉金仙。吾门祖, 老君睿

融合的必然结果, 又与 道教内丹 学发展 紧密相 联, 同 时又

号, 从古至今相传。玄玄, 同一体, 谁高谁下, 谁先谁后, 共

与其创教者自身 的思想 和当时的 社会情 势密切 相关。全

扶持邦国, 普 化人天。浑似 沧溟 大海, 分异 派、流 泛诸 川。

真道/ 三教合一0理论是传统道教中/ 三教合一0 思想发展的

然如是, 周游去处, 终久尽归源0 。

圆满完成, 对道教的繁荣与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 2] [ P5]

三教同一体, 无谁高

谁下、谁后谁先之分。为道者, 应长怀平等之心, 包容诸物,

1./ 三教合 一0 理念 在 中国 传统 思想 界的 产生, 至 迟

对天地万物无分别心, 无排他意, 一视同仁, 一体皆爱。/ 平

可以追溯到三国时 期。5 广 弘明 集6 卷 一载 有5 吴 主孙 权

三教间亦应 平等相

论儒佛道三宗6一文, 同时提及 儒、道、
释 三家, 牟子5 理 惑

待, 和谐共处, 亲如一家。/ 云朋霞友每相亲, 滑辣清光养气

论6 中亦论及了儒佛思想的 一致之 处; 道 安曾以5老 子6 语

神。满座谈开三教语, 一杯传透四时春0。

解佛教5 般若经6 ; 僧人康僧 会也曾 论述: / 儒典之格 言, 即

[ 1] [ P9]

等常施为大道, 清静不退得真慈0。

[ 1] [ P18]

4. 三教并用。王 重阳 不仅 在理 论 上肯 认三 教 同源、

佛教之明训。
0( 5 康僧会传6) 这 些都可以 说是三 教一致 的

三教平等和三教同功, 倡言 三教一 致, 而 且在实 际的修 行

最初意见。经历魏 晋南 北朝 至隋 唐时 期, 儒、道、佛 三 教

和教化弟子生众的过程也是杂 取三教, 不 拘一格, 实行 三

都有了充分的发展 , 出现 了三 教鼎 立和 三教 共同 发展 的

教并用 之方 法。/ 真 人 劝人 诵5 般 若心 经6 、
5 道 德、清 静

新局面。儒、
释、道兼习成为隋 唐时代士 人及其 家族的 普

/ 凡接 人初 机, 必先 使

遍趋向, 三教之间的交融与 会通日 渐增多, 三教 间从外 在

读5 孝经6、
5道德经6 , 又 教之以 孝谨纯 一; 及其立说, 多 引

功能上的互补逐渐 转向 到 内在 思想 上的 融通, 三 教合 流

经6 及5孝经6 , 云可 以修 证0 。

[ 1] [ P324]

六经为证据0 。

[ 1] [ P326]

/ 王喆聚徒宁海洲, 立三教 平等会, 以

5 孝经6 、
5 心 经6 、
5 老 子6 教 人 讽 诵, 而 自 名 其 教 曰 全

成为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道教发展的 历史中, 以自身 为主体 来融会 儒、
佛二

[ 1] [ P353]
真0 。
把三教经典完全相提并论, 并筛 选出其中最 为

教, 明确提出/ 三教一 致0 思想的 当属 晋代 著名道 士葛 洪。

精炼简明的典籍向社会普及三教教义, 真可谓 用心良苦。

为使道教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系 统化, 葛洪融儒 家思想于

在5重阳真人金 关玉锁诀6中论 述/ 五行之法0 时, 他强

道教体系之中, 提出以 神仙养生 为内、儒术应 世为外 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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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即所谓/ 内宝养生之道, 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修长,

同时, 外丹理论的盛行, 也诱使不少达官贵人和修道之

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 以方术授知音0 (5抱朴子 #

士热衷于服食金丹以求长生、
成仙之道。正是由于富贵者及

释滞6) 。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于儒家 的纲常名教结合起 来。

术士们的实践, 外丹论的弊害也逐渐显露出来。/ 欲求长生,

在5 抱朴子 # 自叙6 中, 他自称:/ 5内篇6言神仙方药、鬼神变

反致速死0的许多惨例, 使人们对金丹服食产生了普遍的怀

化、养生延年、
禳邪却祸之事, 属道家;5 外篇6 讲人间得 失,

疑和不满, 同时也 促使道士们转而另 觅成仙之道。在当时

世事臧否, 属儒家。
0/ 欲求仙者, 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儒、
道、
释三教普遍重视心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 道教的外丹

若德行不修而但 务方术, 皆不得 长生也0

术逐渐向内丹炼养术转化, 以修炼内丹而期成仙为主旨的钟

[ 3] [ P667]

。儒、道一

外一内, 内道外儒, 用道养生, 用儒应世, 内 外相补相辅, 兼
行而不相悖, 儒、
道双修, 方可得道长生。
南北朝时期, 道教内部 会通儒、佛的 思想趋 势更加 明

吕内丹派逐渐兴起。道教内部开始孕育着一场重大变革。
以/ 天道与人道合一0 、
/ 匹配阴阳, 纯阳为仙0 等为主要
特征的钟吕内丹理论对以钟吕继承者自居的全真道的教理、

显。儒家的/ 孝0 、佛 教的 因果 报应、五 道轮 回、地狱 托 生

教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全真道以心、
性为基点兼采三家

等思想已屡见于 道经 之中。 在道 士陶 弘景 的5 真 灵位 业

之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提倡三教合一之说奠定了基础。

图6 中黄帝、尧、
舜、
孔 子、
颜 回等儒 家圣贤 也被引 入道教,

从一定意义上讲, 全真道教义、
教理是隋唐至北宋以来道教

与老子并列于神仙谱系之中。 陶弘景 本人也 是儒、道、佛

中三教合一的趋势继续发展的产物, 是钟吕内丹派之学与

三教兼修, 他既著/ 5 孝经6 、
5 论语6 集 注0, 又 自称是/ 释 迦

儒、
佛之说进一步融合的结果, 正是这种学术文化渊源决定

佛陀弟子0 , 常率 弟 子诵 读 佛 经, 并/ 诣 鄮 县阿 育 王 塔 自

了全真教的基本理论面貌, 使全真教在基本理论方面大异于

誓, 受五大戒0 , 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 隔日朝礼。

此前的道教教派, 呈现出自身独具之特点。

隋唐时期, 儒、
道、
释三教 的日趋合流已成为意 识形态

3. 王重阳以/ 三教合一0 为 旗帜, 大量 糅合儒、佛二 教

发展的必然趋势。道教 融合儒、
佛也更 为深入。道 教学者

之内容, 构建新的道教理论体 系, 既是当 时/ 三教合 一0 思

吸取儒、
释思想, 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 了全面

潮发展的一种必然 趋势, 是 金元 之际/ 三教 合一0 思潮 在

的发展。在佛教思辨理论的影响下, 唐初道教形成 了佛教

道教内部的表 现, 是道 教内 部改 革发 展的 客观 要求。 同

意味颇浓的道派即重玄派。/ 重玄派主要是融合老 庄哲学

时, 高倡/ 三 教 合一0, 主张 三 教同 源、三 教 同 功、三 教 平

和佛教中观哲学 而成, 同 时也受 到了儒 家思想 的影响, 具

等, 也与其自身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点有 着密切之关联。

有较强的义理性和思辨色彩, 对道教教理教义的发 展和演

王重阳,名中孚, 字允卿, 又名世雄, 字德威, 入道后更名

[ 4] [ P71]
变, 具有深远的影响0。
在 吸收佛、
儒 思想构建道 教思

为王喆,字知明, 道号重阳子, 故后人称他为王重阳。京兆( 今

辨理论体系的同时, 道教学者 还借鉴融合佛教心性 论和儒

陕西) 咸阳刘蒋村人, 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 年) , 自幼熟读儒

家人性论, 构建 道教心性 理论, 进一步 对道教 修行理 论和

书,/ 幼小入学明师训, 九经圣典苦习攻0, [ 5] [ P307] 受到良好的儒

实践加以完善, 无论司马承祯、吴筠、
王玄览, 还是5常 清静

家教育,后来又经异人指点, 修炼道教内丹, 对儒、
道两家有着

经6 新道经, 都将/ 心0 与/ 道0相 联, 主张修心、主静, 将 心性

深刻的体认和领悟。在他皈依道教的过程中, 也曾学佛参禅

的炼养作为得道 的关键。隋唐 五代是 道教迅 速发展 的时

多年, 研究过佛学经典, 他曾自称/ 七年风害, 悟彻5心经6 无罣

期, 道教理论在 三教融合 中得以 发展和 完善, 虽然道 教学

[ 1] [ P82]
碍0。
独特人生经历, 使他能够在开创全真道之初, 积极顺

者主要还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 两教以丰富发展自 身,

应当时正十分兴盛的三教合一潮流,将/ 三教圆融0作为创教的

但它却为唐以后三教思 想理论 上的进 一步融 合奠定 了基

宗旨, 力倡三教同源、
三教同功、
三教平等, 和同三教教义, 对道

础, 成为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思想渊源。

教传统的教理、
教规、
教仪、
修炼方法、
传播方式等进行了重大

2. 在三教合一 日渐 成为 文化 发展 的主 流趋 势 之时,

变革, 为其后全真道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教内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 革。道教理 论逐渐 由外丹 论

4. 全真道宣扬三教同 源、三教平等、三教同功, 兼 用三

转向内丹论。从 一定 意义 上讲, 是 三教 间的 融合 促进 了

教, 高倡三教一 家, 也与 道教的 社会地 位和当 时的社 会情

道教内丹学的兴起, 但同时, 内丹 理论的 发展又 为道教 进

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全真道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步融 会儒、佛二 教提 供了基 础, 成为 道教融 摄儒、佛 的
内在动因, 也成为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建构 基础。

长期以来, 道教 是三 教中 力量 最弱 的 一家。道 教 全
盛的唐代, 全国 道士 女冠 的总 数不 及佛 教僧 尼的 二十 分

从道教的发展来看, 道教由崇尚黄白、
烧炼之术的外丹

之一。在全真道 兴起 的金 初, 整个 道教 皆处 于最 为不 利

学说转向内丹理论, 既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又有外在的客观

的境地。女真族素无道教信仰, 在 金立国 之前, 佛教就 传

需要。隋唐时期, 道教炼丹术也发展到了极盛, 烧炼黄白之

入女真族中, 从金太宗起, 金廷 就建寺 赐田, 礼遇名 僧, 对

术盛行于世, 有些道士名为炼外丹以求成仙长生, 实际却在

佛教的尊崇有过于北宋。金 熙宗、章宗皆 亲诣孔 庙拜祭,

烧炼药金银以谋财利。如5太平广记6卷四百引宋戴君孚5广

金世宗并命 以 唐礼 祀 孔, 颁 印儒 家 经 籍, 以儒 学 开 科 取

异记6 中便说, 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 合成大还丹, 化

士。儒学在金代 仍居 统治 思想 核心 的地 位。与 儒、佛 二

赤铜为黄金。这些药金银乃伪物, 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

教的社会地位相比, 道教明显处于劣势。

此, 外丹术亦被人视为欺人之术, 加以鄙弃。

因此, 在道教势弱力微的情况下, 全真道以三教为标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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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三教归一, 是颇合时机、富有号召力的。它一方面便于

补充和完善自身的基础, 在文化全球化、
现代化的进程中, 建

适应当时社会人士对三教兼容并蓄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又

构起适应时代要求的道教文化体系。

可借助于儒、
佛二教的优越地位和深广影响, 把人们吸引入

全真道以/ 道0为基础, 高倡/ 三教合一0, 主张三教同源、

全真道之中。元刘曜的5三教平心论6 卷上, 即站在佛教的立

三教同功、
三教平等, 融三教教义为己所用, 促进了道教的繁

场阐明了这一道理:/ 谓佛教与道教同, 则庶不启道教之争,

荣发展。其/ 三教合一0是着眼于发展自身, 而不是立足于抑

倡三教可以合一, 则若儒若道, 皆可诱而进之于佛。
0 王重阳

制、
消灭对手。三教合一, 实际上体现了道教人士宽广能容

虽未公开点明他倡导三教归一的真实用意, 但其以三教归一

的开放胸怀。在当今多元竞争的时代, 要进一步促进道教的

诱人进之于道教的目的, 在当时情形之下, 也可以说是不言

繁荣与发展, 为道教文化争得其应有的地位, 扩大道教文化

而喻。强调三教平等, 则有争取全真道与儒佛二教鼎足而立

的影响, 我们也应有兼收并蓄、
开放、
包容之心态, 有海纳百

的地位之用意; 鼓吹三教一家、
三教同源同功, 则便于缓和三

川之胸怀, 融各派之长, 采诸教之善, 促 进道教的 发展与完

教矛盾, 防止儒、
佛二教对全真道的排斥。

善。/ 道0是道教文化的立论根基和最高信仰, 也是其会通和
容纳各种不同文化的基础。/ 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

三、
全真道/ 三教合一0与道教的未来发展
就当时的文化发展与交流 而言, 全真道/ 三教合一0 是
对不同思想文化因素的一 次成功整合。王重阳杂糅三 教,
高倡/ 三教合一0, 既顺应思想发展的潮流, 适应了当时社会
之形势, 同时也 促进了道 教的改 革与发 展, 在 文化融 合的
大趋势下为道教 的发展 开辟出了 新的路 向。这一成 功范
例对现代的思想文化建构、
对 传统道教的未来发展 和中国
21 世纪的文化战略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 是多元文化和多 元宗教
并存的时代, 也 是不同文 化体系、不同 思想流 派之间 的大
融合、大交流的时代, 在不同文化、不同思想流派的 冲突和
交融中, 如何立 足于时代 之需要, 消解 外来文 化与本 土文
化、传统与现代 的隔阂与 冲突, 整合不 同文化 系统和 思想
流派的积极因素, 积极主动的 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 新的成
果, 适时调整自身, 促进自身的转化与发展, 在与其他文化、
其它宗教的共处中保存、发展和完善自 身, 是每一种文 化、
每一种宗教信仰都面临着 的问题, 道教也 不例外。解决这
一问题, 全真道/ 三教合一0 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全真道的/ 三教合一0, 既不是以己来消融、
吞没其他教
派, 也不是将自身消融于其他教派之中。其合一, 是以悲闵
人生、
普度世人、
救治社会为目的的合一, 是在充分肯认自身
价值和三教之功用基础上的合一, 是三教间积极因素的整
合, 是三教间的互补, 三教合一之/ 合0 是一种积极的/ 合0, 是
对道教自身的补充和完善。借鉴全真道/ 三教合一0之经验,
道教要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谋得繁荣与发
展, 首先就要在尊重和认可其他宗教和文化中的优秀成份的

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 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
它是惟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 , ,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
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 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
哲学与
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 ,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
[ 6]
融的凝聚点0。
/ 道0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 大

道能容,/ 道0的这一特性使道教不仅可以包容儒、
佛思想之
精华, 而且还可以融会和接纳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
不同宗
教派别的优秀思想成份。因此, 我们要敢于以道教的教义、
教理接引现代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中不同文化体系的先进
因素, 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宗教的有利因素, 在与世界各民
族优秀文化的融汇交流中不断完善道教教义、
教理, 建构起
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普世价值的道教文化体系。
全真道立足于时代要求和文化发展趋势, 以三教合一为
理论基石, 整合儒、
道、
佛三家教义, 对传统道教教义、教理做
出改造, 构建起独具特色的道教理论体系。其三教合一, 鲜
明地体现了道教人士的改革精神与创新勇气。在全球一体
化的时代, 不同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已成为当今文化发
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 人们的思想
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 这就对道教教义教理的发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道教要成为一个能为社会中多数人接受的
宗教, 要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众和更好的社会地位, 使自己
在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 就必须顺
应时代的发展, 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的成果,
不断创新理论, 改革自身, 适时的对原有的教义教理做出调
整与改变, 在改革与创新中实现自身的完善、
转换与发展, 在
创新与改革中展现道教文化对当代社会和现实人生的意义
和价值, 使道教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同时, 充分发掘自身的积极因素, 展现自身对于时代之价值。
道教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 其贵生乐生的生活态
度、
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
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
慈爱和同的
处世方式、
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
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
天人
和谐的生态理念等等, 对正确处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
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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