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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道 家和道教 是根本不同 的两回事 ,但自道 教依托《道德经》产生以 来 ,两者 又有了不

解之缘。 有趣的是 ,道家两位著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以及他 们的著作在道教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老子被极力推崇 ,庄子倍受冷落。究其原因 ,一是道教自身的特点使然 ,二是老、庄本人及各自学说
差异所致 ,三是由统治阶级需要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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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庄子是 中国先 秦时期 道家 学派的 创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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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为教义和 经典 ,而把《庄子》搁置一旁 ,这又是一个

和著名代 表 ,但是 ,在后来以道家 学说为依托的道 教

矛盾现象。

中 ,老子和庄子的地 位却有天壤之别: 老子被说成 是

马克思 主义的 宗教 理论 认为 ,宗教 作为最 远离
社会经 济基础 的社会 意识形 态 ,它 与经 济基础 的关
系是间 接的 ,其作用 是经过 一系列 复杂 的中间 环节
实现的 ,所以 宗教具 有自身 特殊的 发展 规律和 纷繁
复杂的表现形式 ,其产生的 原因也是历史的、具体的
和复杂的。本文拟用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对道教中上
述矛盾现象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道 教的起源 (《魏书· 释老 志》说: “道家之 渊 ,出于 老
子 ” ) ,被 奉为教 主 ,位列“三清”之 一 ,数百年 来倍 受
崇奉 ,至唐代已被尊为“玄元皇帝”。而庄子虽是老子
道统 优秀的 继承者 ,却在 自道教 产生 至唐以 前的 几
百年间 ,不论职位 大小 ,始终未 得到一席之地。 直 至
唐 玄宗 时 ,因 沾了老 子的“神”气 ,才被御 封为 “南 华
真 人 ” ,但 终因 无资 格进 入“天 神”班 底而 只能 屈 居
“地 仙”之列 ,这与高 居于“三十三 天”之上的 老子 自
然无法 相比。 在道教中 ,老子地位之显赫、庄子地 位
之卑微是显而易见的。更有趣的是 ,与《老子》一书比
较 起来 ,倒是 《庄子 》一 书中更 多地描 写了道 教所 推
崇 的神人、至人、真人 ,如《庄子 · 逍遥游》中称“藐 姑
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 ,绰约若 处子 ,不 食
五 谷 ,吸风饮 露” ,在《齐物论》中又说: “至 人神矣 ,大
泽焚 而不能热 ,河汉 氵瓦 而 不能寒 ,疾雷破而 不能伤 ,
飘 风振海 而不能 惊” ,他们 “乘 云气 ,骑 日月 ,而游 于
四 海之外”等等 ,这 些对神仙 形象 的生 动描述 ,对 于
以神 道设教 的道教 来说 ,无论对 其产 生和发 展应 该
说 都有比 《老 子》更有利用 和借鉴 价值 ,但事 实恰 恰
相 反 ,道教 自创立 之始就把 很少讲 “神”的 《道 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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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道家和道教的关系 ,是研究庄子
在道教中地位何以卑微的前提。众所周知 ,道
家和道教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 ,道家和道教是根本 不同的。 从时间 上说 ,
道家产 生于百 家争鸣 的春秋 末年和 战国 初期 ,而道
教作为中国土生 土长的宗教正式形 成是在东汉顺帝
(公 元 126— 144 年 )之 后 ① ,在 时 间 上 相 差约 七 百
年 ;从 性质和 体系上 说 ,道家 思想虽 然博 大精深 ,有
很大的包容性 ,其中蕴藏着 丰富的政治、伦理、美学、
医学等学术思想 ,但其基本 思想属于哲学理论 体系 ,
是先秦主要的哲 学流派之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 史上 ,
“享有开山 祖的 重要 地位” ② ,而 道教 则纯 属宗 教神
学派别 ,是中国四大宗教之 一 ,这是社会 意识形式之
间的质的 区 别 ; 从 内容 上 看 ,《老子 》哲学 的 卓 越贡
献 ,不 仅在于把“道”作为哲 学的最高范畴 ,而且还在

30

〔作者简介〕李士菊 ( 1944 ) ,女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哲学方面研究。

38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年第 4期

于深入 探讨 了 宇宙 的 本 原 ,并提 出 了 “有 无 相生 ”、

余言改为五千言即《想尔注》。其次 ,是把《老子》中的

“反者道之动”的朴素而丰 富的辩证法思想。 在认 识

“道”曲解为“一” ,又 通过把“一”神化进而神 化“道”。

论上又把 人的认识推进到人 们无法直接感知的 无限

他说 ,一 者 ,道也 ,“散 形为 气” ,“聚 形为 太上 老君” ,

大的宏 观和无限小和微观 世界。 而道教最初的经 典

太上老君即道的化身 ,即道教教主 。张陵通过这种由

《 太平 经》内 容繁 杂 ,包 括天 地、五行、灾 异、伦 理 道

哲 学中 的“道”本 体演变 为“一”本 体进而 演变为 “太

德、政治思想、神仙、养 生、巫术治 病等方面 ,其言“以

上老君”神本体的一系列思 维的自由创造和演 化 ,建

阴阳五行为家 ,而多巫觋杂语”④ 。李贤注曰: “神书 ,

立了 其神学体 系的 理论基 础。 另外 ,早 期道教 经典

即 今 道家《太平经》。”从理 论上说 ,道 家把 “道”看 作

《太平经》对道 家思想 的曲解 和随意 发挥 ,不仅 加速

天地万物 最后的本原 ,直接否定了上帝 的存在 ,这 在

了《老子》一书 宗教化 的过程 ,而且 对道 教神学 体系

当 时“天帝”占统 治地位的 时代 ,是一 个重大 的理 论

的完善化进而把 道教变成一种神仙 道教起了重要作

突破。 关于 这一点郭沫若曾高 度评价说: “老子最 大

用 ,此时《老子》一书已被涂抹的难见真面目 了。

的发 明 ,便是取消 了殷周 以来人 格神 的天之 至上 权

老子 本人的 宗教化 过程 ,据《史 记· 封 禅书》记

威” ⑤ ,张松如也说: “老子是 中国古代 第一个以理 论

载是与 道教产 生前准 备阶段 基本同 步的 ,或略 早一

形 式来宣 传无神 论的思 想家 ,他提出 了`道’ 这个 至

些。《庄子· 养生主》云: “老聃死 ,秦佚吊之” ,说明此

高 无上的宇宙本体 ,批判了殷 周以来`道’ 、`天’ 、`鬼

时老子还是个凡人。西汉初 ,老子被说成是善修身养

神’ 观为基础的宗教神学宇宙观。他的`道’ 理论的出

性的异人 ,《史记· 老子传》说老子活“二百余岁”。汉

现 ,标志着春秋以来 在某些人那里的无 神论思想 ,发

武帝后 ,老子被列为神人。 东汉 时 ,已有老 子以术度

展到了一 个理论化的阶段。”⑥ 这与专 讲神学的道 教

世的传说 ⑦ 。 《老子铭》中记述 了道教把老 子当作祖

是明显对立的。

师崇拜的思想 ⑧ 。魏 晋时 ,老子的神仙形象已很丰满

从以 上几点 来看 ,道 家与道 教的 根本区 别已 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

完善。葛洪在其《杂应》中描绘说 ,老子“姓李名聃 ,字
伯阳 ,身 长九尺 ,黄色 ,鸟喙 ,隆鼻 ,秀 眉长五寸 ,额有

然而 ,在 道教的 产生 和发展 中又 一个不 容怀 疑

三理上下彻 ,足有八卦 ,以神龟为床 ,金楼玉堂 ,白银

的 事实是 ,道教 和道家 又有 着不解 之缘。 自 道教 把

为阶 ,五色 云为 衣 ,重叠 之冠 ,锋 钅延 之 剑 ,从黄 童百

《老 子》改为五 千文奉 为道教经 典后 ,《老 子》一书 和

二十人 ,左有 十二青 龙 ,右有 二十六 白虎 ,前有 二十

老子本人都经历了一个被宗教化、神秘化的过程。这

四朱雀 ,后有 七十二 玄武 ,前 道十二 穷奇 ,后从 三十

一过 程既表 现了道 家自东 汉以后 发展 的悲剧 ,又 表

六群邪 ,雷 电在上 ,晃 晃昱 昱 ,此 事出 于仙 经也。”此

现了道 教的发展和不断调 适与完善的过程。 道家 宗

时 ,老 子已俨 然成为 一个威 风凛凛 呼风 唤雨变 化万

教化的 过程经过了一个较 长的准备时期。 战国中 后

千的众神之统领。至 南北朝 ,道教对老子的地位又进

期至西汉初年 ,道家学说被演化为黄老学。黄老学是

行了美化和玄想。《魏书· 释老志》以及《太真科》载 ,

道家 假借黄 帝之言 对老子 学说的 改造 ,此时 仍然 是

大地 之上有 三十六 天 (或三十三 天 ) ,最 高一层 为大

学术思 想还不是宗教。 所不同的 是把哲学家的老 子

罗天 ,大罗 生玄、元、始三 气 ,化为三 清天 ,一曰 清微

变为了政治家的老子。汉武帝时 ,黄 老学丧失了在汉

天玉清 境 ,元 始天尊 主之 ;二 曰禹余 天上 清境 ,灵宝

初的正统 地位 ,开始 与神仙方术相结合 ,向宗教方 向

天尊 (即太上大道君 )主之 ; 三曰大赤太清境 ,道德天

发展 ,黄帝和老子都被尊为道家创始人。这时的老子

尊 (即太上老君 )主之。 作为“三清”之一 的老子已达

已带上了神圣的光环 ,被当作神加以供奉。道教的正

到神仙中大至真尊之位。在唐代 ,老子的地位又上升

式产生一 般认为是以东汉顺 帝时张陵创立的五 斗米

到一个新高度。 唐高 宗李治于乾封元年 追号老子为

道为标志。道教创立后 ,《老子》一书 和老子本人迅速

“太上玄元 皇帝” ⑨ ,唐 玄宗 李隆 基于 天宝 元年 追封

被宗教化。

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 帝” ,于天宝八年尊老子 为“圣

《老子 》一 书的宗 教化是 通过 作注 的方式 ,把 其

祖大 道玄元 皇帝” ,天 宝十三 年又加 封老子 为“大圣

中的 一些思 想按照 道教的 需要进 行改 造、发 挥或 曲

0 至 此 ,老子在 道教
祖高 上大 道全阙 玄元 大皇 帝”。1

解。《老子· 想尔注》一书就是典型代表。据记载 ,《老

中的地位天上地下已登峰造极。

子· 想 尔注》是道 教创始人张陵所作 ,其目的是为 道

值得注 意的是 ,在 道家 和老子 迅速 被神化 和宗

教的创立寻找理论根据。首先 ,他把《老子》原文五千

教化的时候 ,庄子却异乎寻常地被 冷落了。其原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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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并把它作为自己 哲学体系的核心 ,认为“道”

二、庄子未“得道”的原因。与老子相比庄
子在道教中的卑微地位只能从宗教产生的特
点以及庄子及其学说的特点来分析

不仅是 天地本 原万物 始祖 ,而且道 的一 个特殊 性质
是惚兮 恍兮的 模糊性 ,正是 这种模 糊性 为人们 留下
了无尽地发挥 和玄想空间。 老子尽管没 有明确肯定
或否 定“道”是 精神还 是物质 ,但恰 恰这 种本原 问题

首先 ,宗教作为社会 意识形式之一 ,其产生不 仅

上的二重性使 其带上了神秘性和 可探索性。 这犹如

受当 时经济 基础和 社会阶 级矛盾 所制 约 ,而 且还 有

近代怀 疑论为 科学的 发展提 供了想 象的 翅膀、黑格

思想材料的前后继承性的特点。

尔哲学方法和体 系矛盾的二重性为 不同的实践党派

道教 产生于 东汉 顺帝之 时 ,一方 面反映 了当 时

留下了广阔 的活动场所一样 ,老子惚兮恍兮 的“道” ,

社会 矛盾的 激化 ,另一方 面道教 吸收 了以往 对其 有

推动了中国自先 秦以来历代哲学家 纷纷在它面前表

用的 思想材 料 ,作 为其思 想产生 和进 一步发 展的 前

明自己 的哲学 见解和 流派归 属 ,从 而演 化出中 国哲

提和基础。具体说 ,道教的思想资料 有两个方面的来

学两种 对立的 思想发 展轨迹 ,进而 使它 成为本 体论

源 ,一是源于殷周时 代巫术和秦汉时代 的神仙方术 ,

思维发展的 最终理论渊源。 同时由 于“道”的模糊性

二是源 于对黄老思想的宗 教化。 从宗教产生的标 志

和高度概括性 ,人们既可以 从历史的角度去认 识 ,又

来 看 ,大凡一 种宗教 (特别 是有影 响的大 宗教 )的 产

可以从 文学的 方面去 理解 ,既可以 从美 学角度 去探

生 ,除必要的教团组 织外 ,还必须 有其理论表现和 思

求 ,也可以从哲学方面进行辩证思 维。从宗教的视角

想体系 ,因为宗教本 身不仅是一种神学 信仰 ,而且 作

发挥 其神秘 性不能 不说是 神学思 维“创 造”的杰 作。

为一 种创世说 , 必须对 宇宙的本质、人生 的真谛、彼

《庄子》在对 “道”模糊性的阐释和说 明上并没有超过

岸世 界的存 在以及 达到彼 岸世界 的桥 梁、途 径作 一

《老 子》 ,而且 还有把“道”具体 化的嫌 疑和 迹象。 如

番系统 的描述和回答。 这就决定 了宗教的产生大 都

《知北 游》中说: “东 郭子问于 庄子 曰: `所 谓道 ,恶乎

与以往 神学和一定的哲学 思想有关。 恩格斯在谈 到

(何 )在?’ 庄 子 曰: `无所 不 在。’ 东 郭 子 曰: `期而 后

早 期基督 教的产 生时就曾 指出 过: “新 的世界 宗教 ,

可?’ 庄子 曰: `在蝼 蚊。’ 曰: `何 其 下邪? ’ 曰: `在 禾弟

即基督教 ,已经从普 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 太

稗。”曰: `何其愈下 邪?’ 曰: `在瓦壁。’ 曰: `何其愈甚

神学 和庸俗 化了的 希腊哲 学、特 别是 斯多葛 学派 哲

邪?’ 曰: `在屎溺。’ 东 郭子不应。 … … 庄 子曰: `汝唯

学的混合 中悄悄地产生了。”1 道教作 为一种神学 思

莫必 ,无乎逃物。… … 周遍咸三者 ,异名同实 ,其指一

想 体系 的构 建 ,就 是将 巫术 和 神仙 方术 依 托于 《老

也。” 这 里所 说的 “道” ,是 指 天地 万物 运 行之 理 ,与

子》 ,将 《老子· 道 德经》的哲学 理论变为神学经典 而

《老子 》中所 说的 天地 万物 本源 之 道已 不是 一 个东

完成的。现在进一步要回答的问题是 ,《庄子》一书作

西 ,充其量是“道”的具体化。庄子在《知北游》中又提

为对老子 哲学的注释、发挥和发展的重 要著作 ,其 中

出“气”的 概念 ,把气 说 成是 有 形 有生 的 根本 ,主张

又 多讲神 仙之语 ,为什 么反而 未被道 教当 作“融合”

“人之生 ,气 之聚也! 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 ,“通天下

对象呢? 这 与道教产生时对所继 承的思想材料的 选

一 气耳” ,“气”是比 “道”更高 的范畴 ,道 气的关 系是

择有关。能否被选上 ,要看对道教是 否有用和作用大

道在气中。可见 ,庄子对“道”的解释离“模糊性”越来

小。 从对道教的作用来 看 ,《庄子》一书 不如《老 子》。

越远。 失却“道”的模 糊性 ,亦即 失去了玄想的 空间 ,

从 体例 上看 ,《庄 子》是 以文学 寓言故 事见 长 ,而《老

进而失却了宗教利用的价值 ,这是 理由之二。当然这

子》则以哲学专著著称。由于庄周是 一位文学化的哲

并不影响《庄子》中的某些思想和内 容曾被道教所利

学家 ,其 博大精深 的思想 大都是 用形 象生动 的比 喻

用 和引征 ,特别 是唐玄 宗时 ,当《老子》被御 封为 “上

表达出来 的 ,从形式 上讲 ,它不像 一部严肃的哲学 论

经 ”时 ,《庄子》也被 封为“南华 真经” ;也 不影响 它作

著 ,司马迁对此有 评述 ,说庄子 “其著书十 余万言 ,大

为一部与《离骚》相媲美的文学化哲 学著作被后代知

抵 率寓言也” ,其内容除 “以诋讹孔子 之徒”、“明老 子

识 分子 (包括一 些道教 徒 )所推 崇和研 究。 魏晋 时 ,

2 这是 《庄 子》不 足以 为
之术”外 ,“皆 空语 无事 实”。1

《庄子》与《老子》、《周易》曾并称“三玄”。然而无论如

道 教经 典的原 因之一。 从 内容上 看 ,虽然 《庄 子》与

何 ,在道教中《庄子》的利用价值不如《老子》。

《老子》的 哲学思 想有渊源 关系 ,并对 其有较 大的 发

其次 ,从 宗教与阶级的关系 看 ,在阶级 社会中宗

展。 但《老子》的绝对优势在 于破天荒地提出“道”这

教具有 强烈的 阶级性 ,而庄 子对统 治阶 级的尖 锐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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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彻底不合作的态度是不为道教所取 的关键。

子韩非子 列 传》载: “楚 威王 闻 庄 周贤 ,使 使 厚 币迎

从道 教的历 史发 展来看 ,其 初创 阶段是 属于 劳

之 ,许以为 相。 庄 周笑 谓楚 使者 曰: `千 金 ,重利 ;卿

苦民 众的民 间宗教 ,但 到了魏 晋时 期 ,道教分 化 ,不

相 ,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 养食之数岁 ,衣

少门阀世 族人士入教 ,促使道教的性质 发生了变化 ,

以文绣 ,以 入大 庙。 当是 之时 ,虽 欲为 孤豚 ,岂 可得

“平均、平等 的意识 顿时消沉 ,尊 卑等 级的观 念步 步

乎? 子亟去 ,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 ,无为有

加强 ,大力维护封 建秩序。 两晋南北朝时 的道教 ,基

8 庄子 把“为 官”
国者所羁 ,终身不仕 ,以快吾 志焉。” 1

本上是沿 着神仙道教这个趋 势发展 ,直 至唐代 ,达 到

“为 相”的 “尊 位”看 作是 对 自己 的 污辱 ,把 “终 身不

3 在唐朝 ,有不少道 士在朝为 官 ,这是 中
了最高 峰”。1

仕”当 作人生自由的快事 ,这在当时与 一些游士纷纷

国 历史上 一个政 教合一 的特殊 时期 ,老子 的“幸”与

被“赐 列第为上大夫”之风的社会生 活中是难能可贵

庄子 的“不幸”都可以从对统 治阶级的需要的满 足程

和极为罕见的。在百 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 ,各派思

度来说明。 老子最大的幸运在于姓“李”。 李唐从“起

想家们 都对现 实进行 过不同 程度的 批判 ,但他 们的

事”开始 ,就 巧妙地 利用道教 祖师 老子 姓李的 巧合 ,

目的都是 “待价而沽” ,以 实现“货卖 帝王家”的 心愿。

尊老 子为祖先 ,借 以抬高门第 ,以制造“君权神授”的

即使是 老子也 不例外 ,他坐 而论道 的落 脚点仍 是人

舆论。 李渊 起兵后 ,借道 士之口传达老子 之言 ,如 预

君面南 之术 ,他的出 世是 为入世 ,无 为是 为无不 为 ,

言 “当有老君子 孙治世” ,“谓吾 语唐天子 ,吾汝祖也 ,

最终还是为了 当权者。 这更衬托出庄子 的精神境界

4 。 一些道士为 了
今年 平贼后 ,子孙 享国千年”等等 1

和人格品质。

跻身 于上层 集团而 取悦于 统治阶 级 ,根据不 同时 机

( 3)对追求利禄之徒严厉鞭挞和尖刻讽 刺。庄子

也频 频制造 出种种 预言 ,如关中 楼观 道教宗 师歧 晖

不仅采 取与统 治者完 全不合 作的态 度 ,而且对 那些

用 “预言”参与李唐政权的 建立有功 ,被 封为“金紫 光

热衷于权力地位 而甘作统治阶级帮 凶的人进行了辛

5 。 庄 子的“不幸 ”不仅 在于不姓 李 ,而且 还
禄 大夫”1

辣的嘲讽。 曾有一个 故事说 ,惠 子相梁时 ,有人告惠

在于他那 决不向统治者献媚 和对君主制度所持 的蔑

子说: “庄子来 ,欲代子相” ,“惠子恐 ,搜于国中 ,三日

视和否 定态度。 按照我国著名历 史学家张恒寿先 生

三 夜”。 庄 子于是往 见惠子 说了 一个故 事: “南 方有

的评 述 ,认为庄周 “于学无所 不窥” ,也有出于贵族 后

鸟 ,其名为

裔 的可能 ,“但是他 本人的思 想生 活 ,和腐朽 奴隶 主

南海 而飞于 北海 ,非梧桐 不止 ,非练 食 (竹食 )不 食 ,

阶级截 然相反。 他藐视权贵 ,批评现实 ,不但没有 替

非醴泉不饮 ,于是鸱得 腐鼠。

贵族 阶级辩 护留恋 剥削生 活的丝 毫影 子 ,而 且充 满

之 ,曰:

了对王侯 贵族的藐视、讥评 ,和对 百工艺人的深厚 同

庄子自 喻高洁 而自由 的凤凰 ,把惠 施得 相位比 作鸱

6 这种评述应该说 是中肯的。 庄 子对统治阶 级
情。”1

获腐鼠 而不耻 ,又把 他惧怕 别人窥 视的 阴暗心 理和

的讥评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此 “搜 于国中 ,三日 三夜”贪恋官 位的 龌龊行 为和

( 1)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是“欺德”。在《应帝王》篇

口赫

刍鸟

(凤凰之类 ) ,子知之乎? 夫
刍鸟过之

刍鸟发于

,〔鸱〕仰而视

9
(怒声 )! 今子欲以子之梁国 而 口赫我邪?” 1

小人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中 ,庄子阐述了自己 的顺人性于自然的 为政之道 ,否

另一 故事说: 宋 国有 人名曹 商 ,为宋王 使秦 ,得

定 了当时的政治制度。 “肩吾见狂接舆 。 狂接舆曰:

车数乘 ,秦王 又增赏 至百 乘 ,曹商返 宋 ,得意之 形显

`日中 始何以 语女?’ 肩吾 曰: `告 我君 人者以 己出 经

示于庄子。 庄子 曰: “秦王有病召医 ,破痈溃痤者 (脓

式义度 ,人孰敢不 听而化诸! ’ 狂接舆曰: `是欺德也 ,

疮 ) ,得 车一乘 ;舐痔 者得 车五乘 ,所 治愈 下 ,得 车愈

负山也。夫圣人之

0 这表现
多 ,子 岂治其痔邪? 何 得车多也 ,子行矣。”2

知也。 治 外乎? 治而后行 ,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

了庄子对那些卑 鄙的追求功名利禄 之徒的深恶痛绝

鸟高 飞能以避 矢曾弋 之害。 鼷鼠深穴 乎神丘 之下 ,以

和极端蔑视。

其于治天下也 ,犹涉海凿河而使

文
虫

7 庄子认 为 ,如同 鸟
避熏凿之 患 ,而曾 二虫之无知! ”1

当然 ,庄 子思想的最高表现 ,并不在于 对卑鄙者

鼠之类能 逃避伤害一样 ,人类完全有能 力保护自己 ,

的讽刺 ,而在于对社会政治 的深刻批评 ,和对人生的

无 须用“经式 之义度”去规 范制约 ,应 当顺人 性之 自

高远想象。 可以说 ,庄子以他敏 锐的感受 ,最深刻地

然。 否则 ,人之无知不如二虫。

观察了 当时的 社会矛 盾 ,并 对此进 行了 最中肯 最激

( 2)貌视权贵 ,不入仕途的高 洁精神。 庄子洁 身

烈地批评和批判。他 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人们只

自好 ,视高官厚禄为粪土 ,不与当权同流。《史记· 老

能望其项背 ,所以他才为世 道所不容 ,一 生过着十分

李士菊

刘玉杰

道教中老子、庄子地位差异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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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艰苦的生活 ,“处 穷闾 阝厄巷 ,困窘织屦 ,槁项黄馘” 2

最后 ,老子的 神秘 性与 庄子的 真实 性使老 子最

为 统治阶级所“不器” ,司马迁一语中的 ,说: “其言 汪

终站稳了在道教中的地位。老子神秘性的形成 ,有据

洋自恣 以适己 ,故 王公大人不 能器之”2 ,于是 ,庄 子

可查的是两个名人起了作用。《史记· 老子韩非子列

便失去了统治阶级为他树碑立庙 ,顶礼膜拜的机会。

传》称 : “孔子适周 ,将 问礼于老子。”圣人孔 子求问于

再次 ,从道教的 政治特点来看 ,庄子的“出世”与

他 ,自然 是因为他有比圣人 高明之处 ,道 教以圣人之

道 教的“入世”形 成了错位 ,这 是庄子 为道教 所不 取

师为教主 ,自然荣耀无比。 而后 ,孔子又有 评价老子

的另一主要原因。道教作为一种宗教 ,其信徒应远离

的一段话 ,孔子对弟子说: “鸟 ,吾知其能 飞 ;鱼 ,吾知

凡尘 ,隐居山林 ,安于寂寞 ,六根清静 ,但道教的特 殊

其能游 ;兽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 ,游者可以为

性在 于 ,它表现出 一种积极的“入世”态 度 ,虽身居 山

纶 ,飞 者可以为 矢曾。至于龙吾 不能知 ,其乘风 云而上

林 ,却心 系庙堂 ,自道 教产生 以后 ,特 别是在 魏晋 和

5 龙是 华夏 民族 的象
天。 吾今 见老 子 ,其犹龙 也。” 2

隋唐时期 ,一些道教 的知名人士都与朝 廷过往甚密 ,

征 ,自 古以来 就是神 物 ,圣人 说老子 像龙 ,而又 不能

并时受 封赠。 如曹魏时 ,五斗米道首领张 鲁降曹 ,官

知 ,圣 人不知 ,更为 老子罩上了神秘的 光环。 在历史

拜镇 南将军 ,阆中 侯 ,邑万户 ,其 王子 等皆被 封为 列

上老子的身世是个谜 ,此其一。司马迁的《史记》是以

侯。 北 天师道天师寇谦之 为达“帝王师 ”的目的 ,“清

“信史 ”著称的 ,但由于老子 生活年代太久远 ,生卒年

整 道教”以 “佐国 扶民” ,被 北魏皇 帝封 为国师 ,军 国

代及 其活动均 有待于 进一步 考证 ,所以 他记 道: “盖

大政之计 ,都要征求寇谦的意见。南 天师道天师陶弘

6 对老子 本人
老子 百有 六十余 岁 ,或言 二百余 岁” ,2

景被誉为山中宰相。陶弘景曾任齐诸王侍读 ,后脱朝

他又说: “或曰 儋 (太史儋 )即老子 ,或曰非也 ,世莫知

服挂 神武门 入山修 道 ,但 他是一 个热 衷于政 治活 动

7 。太史公对
其然否” ,最后结论是“老子 ,隐君子也”2

又与门 阀士族统治者有密 切联系的人 ,后来他的“匡

老子 的 犹豫 不决 ,应 该 说是 以不 知 为基 础的 ,此其

时佐世”之 志 如 愿以 偿 ,梁 武 帝大 悦 ,对 他“恩 礼 逾

二。圣人、名人都说不清的人 ,一定是非神即仙了 ,于

3 “国 家每有 吉凶 征讨 大
笃、 书问不 绝、冠盖相 望” ,2

是道教中有人 渲染“老子无 世不出… … 初三皇 时 ,化

4 。至唐朝 ,道教 的官方宗教和政
事 ,无不前以咨询”2

身为万法天师 ,中三皇时为 盘古先生 ,… … 尧时为务

治宗教的特点愈加明显。

成 子 ; 舜 时 为 真 行子 ; 禹 时 为 严寿 子 ; 汤 时为 锡 则

与道 教积极 入世 的情况 相反 ,庄 子的思 想则 是

8。
子”2

一种虚 无主义的表现。 出于对现 实社会的失望和 对

庄子晚于老子 ,虽生卒年代 不可详考 ,但大体年

其罪 恶的憎 恨 ,他 提出了 追求超 越现 实的绝 对自 由

份 (约生于 公元 前 369年 ,卒于 公元 前 286年 )是不

思想。《逍遥游》中 ,庄子阐发了人所 达到的最高精神

会错的。庄周 ,宋之蒙人 ,曾 为宋漆园吏。曾穿补缀的

境 界— — 自由 ,庄 子认为 人应 该突 破功、名、利、禄、

衣服和 捆着麻 绳的草 鞋去见 魏王 ,曾向 管河渠 的官

权、势、尊 位等 的 束缚 ,使 精 神达 到 自由 自 在、无 牵

吏借过米 ,以钓鱼打草鞋为生。虽然也曾有庄周化蝶

挂、无阻碍的境地。庄子的 这种“出世”思想与道教的

之说 ,也不 过是自 弹自唱 罢了。 这 样一 个极平 凡之

积极入世形成了鲜明地对照。试想 ,如果道教将庄子

人 ,若要 将他变成神圣作为 靠山 ,实在是 费力不讨好

作为崇拜的对象 ,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的事。 于是 ,道教才对庄子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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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aoist schoo l ( a scho ol of thought i n the Spri ng and Autum n and Wa rri ng
Stat es Peri ods ) had nothi ng to do w it h Daoism ( o ne of the chief religio ns i n Chi na ) . But si nce
the f oundi ng of Daoi sm which was based o n The W ay and Its Power , Daoist schoo l and Daoism had been closely co nnect ed. Lao Zi and Zhua ng Zi , t he tw o leading exponent s of Daoist
schoo l, and thei r w o rks w ere not equal i n stat us , Lao Zi w as hi ghly prai sed while Zhuang Zi
w as lef t o ut i n the col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oi sm , the di ff erences betw een t he t w o figures, and the necessit y of t he ruli ng classes account f o r this phyno mi n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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