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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全真道文學的概念、研究目

的和方法、意義

0.1 全真道文學概念的確定

0.11 關於道教文學的概念。

2007 年 8 月，賴慧玲教授在臺灣《成大宗教與文化學

報》第 8 期上，發表了論文《海峽兩岸「道教文學」研究資

料（1926 － 2005）概況簡析》。這篇論文的摘要一開頭就

說到「本文盡可能收集目前海峽兩岸所有有關『道教文學』

之研究論文，所得資料去其複重，共有 364 筆」。應該說，

賴慧玲教授的資料工作是非常細緻而周到，幾乎難以尋找到

漏缺。如果，以賴教授的話作為依據，那麼，兩岸在 79 年

時間裏面，每年發表的道教文學有關論著，大約 5 篇不到。

而事實上，364 筆資料中絕大部份是發表在 1975 年以後。

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峽兩岸對於「道教文學」這個課題作認

真研究的時間，也不過只有三十多年的時間而已。關於「道

教文學」的概念，賴慧玲比較了當時已經出現的多種說法。

一種是已故的古存雲老師在《中國大百科全書 ‧ 宗教

卷》中提出的，道教文學是「以宣傳道教教義、神仙出世

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為題材內容的各種形式的文學作

品」。道教文學作品「見於道藏，也散見於藏外；有道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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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也有文人的創作」。1 古存雲的定義，是比較寬泛的。

一種是詹石窗教授在《道教文學史》中提出的，「道

教文學就是諸多宗教文學中的一類，它是以道教活動為題

材的，其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創造都是以道教活動為本原

的」，「大多數道教文學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

涉及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主張，有相當數量的作品甚至就是為

了宣揚道教的信仰而創作的」2。在這些基本觀點的基礎上，

2001 年，詹石窗在其新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的《前

言》中對道教文學的定義作了進一步概括，「道教文學是以

中國傳統宗教——道教的活動為基本題材內容的文學作品

的總稱。道教文學研究是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大專題，同時也

是道教文化總體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3 詹石窗對

於道教文學包含的作品和作家的範圍，基本上和古存雲所指

的相同，即既包括道藏內的作品，也包括道藏外的；既指道

士的作品也包括一般文人的作品。湖北大學人文學院楊建波

教授的《道教文學史論稿》中也認為，「道教文學就是指以

道教信仰、道教教理、道教人物、道教仙境、道事活動為表

現題材的文學，如內丹詩、遊仙詩、步虛詞、神仙傳記、神

仙小說、神仙戲劇、道教名山志等等」。楊建波說到道教文

學的外延是「很寬」的。4

另一種則是由吳光正教授提出的觀點派生出來的對道

教文學的認識和界定。吳光正認為，宗教文學是宗教徒創作

的文學，5 因此，這種觀點認為只有宗教徒創作的文學作品

才是宗教文學，也就是說，只有道教徒創作的文學作品才是

道教文學，這樣就把區別宗教文學和非宗教文學的標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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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放在區別創作文學作品的主體上了。換句話說，看作品先

要確定作者的身份。一個道教徒的身份的作家寫出來的才算

是道教文學作品。一個不是道教徒的作家，即使寫了宣揚

道教教義思想、塑造道教人物、抒發道教感情的文學作品，

也不能算在道教文學的範圍之內。這個觀點是無可懷疑的，

因為一個道教徒創作的宣揚道教思想感情的文學作品自然

是有資格列入道教文學之內的。但是，這又帶來二個問題：

一是如何確定一個道教徒，確定一個當今社會的或者

歷史上的道教徒。研究道教，或者說研究中國宗教的人，都

知道在中國確定佛道教信徒身份的困難。中國的佛道教信徒

有二類，一類是神職教徒，即比丘和比丘尼、道士和道姑。

這類神職教徒，在當今中國社會，都有教職人員的專門證

件，俗稱和尚證、道士證。身份自然很容易認定，雖然報章

上還是不斷看到有假冒的和尚道士出現。可是，歷史上並沒

有此類證件，那麼確定歷史上的佛道教信徒的身份怎麼辦？

靠甚麼？靠朝廷發佈的度牒？靠寺廟宮觀發佈的戒牒、受

籙？龍樹有嗎？張道陵有嗎？另一類是進廟燒香的普通教

徒。中國百姓中的普通信徒見廟就燒香、就叩頭，而且不

嚴格區分信佛教或者信道教。其中有的是文人、知識精英，

他們在位時信儒、遭貶時信道、暮年時信佛，他們如果有詩

文，算不算宗教文學？又算哪個教的文學？中國的佛道教從

來沒有像基督教那樣「洗禮」入教的制度，中國的普通宗教

徒和西方宗教徒在確定身份時有明顯的不同。近十多年來，

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宗教的人一直在鼓噪中國有一個「大眾

（民眾）宗教」，或者說是「傳統宗教」，就是因為中國的

佛道教教徒很難確定和劃分的緣故。從這個意義上說，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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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學限制為道教徒創作的文學，勢必會把一些難以確定是

宗教徒的作家寫的宣揚道教思想、反映道教生活、塑造道教

形象的作品排除在外。而且在研究工作中，勢必要研究者花

大量時間去做細緻考釋作家信仰身份的工作。特別是面對那

些明清時期三教融合越演越烈的社會環境裏的作家，更加難

辦。

另一個問題是古今中外的宗教徒又是一個生活在當時

社會中的活生生的人，他們的生活和感情既有宗教徒的生活

和感情的一面，又有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的一面。在他們的

文學作品中，這樣的複雜現象很多。因此，用宗教徒身份確

定宗教文學的想法，很好、很簡單但是很難照此實行，因為

現實世界太複雜了，難以用簡單的條條框框限制確定。

鑒於以上的考慮，這裏對於道教文學的定義決定採用

古存雲和詹石窗教授的說法。

0.12 關於全真道文學的概念。

全真道文學，這個概念詞彙包含一個重要的限制詞，

即全真道。全真道是道教的一個重要派別，它是由王重陽和

他的七個弟子在金元時期在中國北方的土地上創建起來的

一個道教派別。這個教派汲取儒、釋思想，主張三教合一，

以《道德經》、《心經》和《孝經》為主要經典，主張性命

雙修、先性後命的內丹修煉。這個派別獲得了金元朝廷的支

持，在金元時期得到較大的發展，一時間，幾乎傳遍了整個

長江以北，接收並佔有了那個地區原來道教正一派的信仰

人群，成為道教歷史上一個大宗派。全真道因為是後發的

宗派，因此，它需要積極地宣傳自己，爭取社會的同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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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爭取信眾，於是，全真道派的道士就用文學形式創作

了不少宣傳自己思想的作品，社會上也有一些文人創作了一

些宣傳全真道教教義和神仙道士的事蹟的小說和戲曲作品。

所有這些宣傳全真道派教義思想、抒發全真道士感情，描寫

神仙和道士的事蹟故事的文學作品，不論作者是否是道士，

也不論採用甚麼樣的形式，都是全真道文學作品。全真道文

學，可以是全真道士寫作的，也可以是非全真道士寫作的。

全真道文學作品，在形式上，可以同非全真道文學作品一

樣，也可以不一樣。只要符合內容的三個條件，即（1）宣

傳全真道派教義思想，（2）抒發全真道士感情，（3）描寫

全真道信奉的神仙和全真道士的事蹟故事，都可以視為全真

道文學作品。換句話說，一個全真道士如果他的作品不符合

上述三個條件，即使它是全真道士寫作的，這個作品也不能

視作全真道文學作品。反之，一個非全真道士，如果作品符

合上述條件，也應該視作是全真道文學作品。在本課題研究

中，決定是否是全真道文學的標準不是寫作人的身份，而是

作品本身的內容。

0.2 全真道文學研究的目的

全真道文學是全真道和文學之間跨學科產生的結晶，

因此，研究全真道文學，必然既有宗教學的目的，又有文學

的目的。從宗教學的目的來說，就是要研究全真道士如何用

文學的方法來抒發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還要研究全真道如何

利用文學的形式來擴大全真道的影響，加強傳播，研究全真

道神職教徒和一般信眾如何利用文學的手段來加強教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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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和聯絡。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就是要研究全真道的文學

作品在中國文學中具有怎樣的特殊性，它們給中國文學創作

帶來哪些新的變化以及新的成果，它們給中國文學發展的歷

史增加了哪些新的內容和新經驗。從文學傳播學的角度來

說，全真道文學研究還要探索中華民族在接受新的宗教文學

作品時，具有怎樣的民族特點。

0.3 全真道文學研究的方法

全真道文學的研究方法，由於它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因此，研究全真道文學的方法也必然是跨學科的，並且為宗

教學和文學的各自目的服務。就目前的宗教文學的研究方法

而論，大多還是沿用文學研究的方法，也就是，作家的共性

和個性的研究。所謂共性，就是把宗教文學家與一般文學家

放在同一個層面考察，將他們視作當時的文學家行列中的一

員，將他們的作品當作一般文學作品研究其形式和內容。所

謂個性，就是探討他們和他們的作品與一般文學家及其作品

的相異之處。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沒有甚麼不對。然而這樣一

種研究方法，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並不具

有宗教文學研究的「個性」。宗教文學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是

有信仰的宗教徒，他們的思想感情同一般文學家自然不同。

他們的作品產生的原因、流傳的範圍和社會功能，無疑首先

是宗教學意義上的，而不是文學意義上的。所以宗教文學的

作家及其作品，他們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不是各佔五十的並

列關係，而是共性體現在個性之中的包含關係，從這個意義

上說，宗教文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宗教學的一部份，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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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的附帶部份。從宗教學的角度來說，宗教研究使用

的方法應該是宗教史學、宗教文獻學的方法，更應該有宗教

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方法的內容。在整個研究過程中，

應該以宗教神學的體系來探討作品的思想內容，以宗教人類

學的方法探討宗教文學作家的生存環境和社會背景，以宗教

心理學的方法探索作家在作品中反映的宗教體驗感情和心

路歷程，以宗教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宗教文學作品的社會流傳

及其功能。在研究中，可以貫穿一系列的結構分析、歷史

的、現實的和心理的比較研究方法，以便在比較中揭示宗教

文學家和宗教家的特性、特色、功能和社會價值。

0.4 全真道文學研究的意義

宗教文學是一種宗教的重要活動之一。在這一活動中，

作者和讀者在思想信仰上得到了強有力的溝通和交流。因

此，宗教文學作品對於加強宗教徒的信仰和感情，對於維繫

宗教這一信仰實體的組織和凝聚力，對於規範宗教徒的信仰

行為和社會行為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文學創作的

領域裏，宗教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群體的文學品類，豐富了文

學的內容和形式，並且對於受眾發揮著教化的作用，比起其

他文學品類的社會作用更為直接和有效。從全真道這個宗教

實體而言，全真道文學的研究的意義在於，一方面是為了總

結歷史上的全真道文學作品的創作、傳播以及發揮的社會功

能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探索在當今的歷史條件

下，全真道如何培養全真高道繼續創作文學作品以及發揮其

傳播功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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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中國大百科全書 ‧ 宗教卷》，71 頁，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1988 年。 

2《道教文學史》，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年。

3《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2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上海。 

4《道教文學史論稿》，7頁，武漢出版社，2001 年。 

5《宗教文學史：宗教徒創作的文學的歷史》，《武漢大學

學報》，2012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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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真道創教時期的文學活動

1.1 王重陽和全真道的創教。王重陽創建全真道有其

社會的原因，也有道教自身發展的原因。社會原因就是金元

之際外族入侵，戰亂不斷，民不聊生，於是到新創立的全真

道中尋找生存的機會。而道教自身的原因，就是王惲所說的

原有的道教出現了弊端，必須變革。王惲說，「自漢以降，

處士素隱，方士誕誇，飛昇煉化之術，祭醮禳禁之科，皆屬

之道家，稽之於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遺其本，凌遲至於宣

和極矣。弊極則變，於是全真之教興焉」。1

王重陽走上創立全真道的道路，有一個過程。這個過

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青年失意時期。王重陽出身富裕，自幼讀經，

參加文場科考失敗，參加武舉雖然成功卻不能讓王重陽實

現報效朝廷、施展才華的志向。王重陽出生在宋徽宗政和

二年（1112 年）的陝西咸陽大魏村，家業豐厚，財雄鄉里。

父母為他取名「中孚」。中孚是八卦的卦名，意思就是儒家

倫理的誠信。王重陽從小受儒家教育，籍京兆府學，早通經

史，才思敏捷。同時，王重陽也習武，練得一身武藝。王重

陽儘管文武全才，但是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宋王朝兵荒馬亂的

時代，因此，他的志向難以實現。文考失意後，金代天眷年

間，王重陽應試「武舉」，考得「武舉甲科」，結果卻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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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做個收酒稅的小官，並且連續幹了二十年，卻再無出人

頭地的機會。於是，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陽看破紅塵，

辭官黜妻，走上了創立全真教派的道路。

第二階段異跡創教時期。從金正隆四年（1159 年）以

後，圍繞著王重陽出現了一系列「異跡」。一是王重陽碰到

異人。此年六月王重陽在甘河鎮酒肆中喝酒吃肉時，看見有

二異人自南而來。傳說此二人就是鍾離權和呂純陽。王重陽

同他們交談，「如醉而醒，如瘖而鳴」，終於醒悟。二人為

王重陽更名為嚞，號重陽子。過了一年，王重陽又遇到道

人，授以五篇秘語。二是癲狂行為，包括他離別眷屬；鑿穴

作墓，居之稱「活死人墓」，最後，火燒居住廬庵，等等。

三是四處題詩，啟迪後人，開始收徒。

第三階段東行創教時期。自金大定七年（1167 年）4

月起，王重陽從陝西東行來到山東創教。一是在山東期間，

先後收徒七人，作為創教活動點骨幹。二是在寧海、文登

等地組織「三教金蓮會」、「三教七寶會」等多種教徒組

織。三是訂立全真教規。全真教派終於創教成功。大定十年

（1170 年），王重陽率四弟子回鄉途中，在汴梁羽化。終

年五十九歲。

1.2 王重陽的文學活動。王重陽既是全真道派的創教祖

師，也全真道文學之風的開創者。《道藏提要》的《重陽全

真集》提要稱，「全真派道士能文墨者皆好以詩詞歌曲論

道、言志、宣教，以為全真教派之一特點，而王嚞實開此

風」。2 明《道藏》收錄的王重陽的詩文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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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全真集》，13 卷（《道藏》，25 冊，689 頁）；

《重陽教化集》，3 卷（《道藏》，25 冊，768 頁）；

《重陽分梨十化集》，2 卷（《道藏》，25 冊，790 頁）；

《重陽真人金闕玉鎖訣》，1 卷（《道藏》，25 冊，

798 頁）；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1 卷（《道藏》，25 冊，

807 頁）。

王重陽的文學活動與他一生的三個階段密切相關。他

留下的詩詞曲等作品大致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感歎生不逢時，報效朝廷的志向難以實現。例如，

《悟真歌》稱，「四十八上尚爭強，爭奈渾身做察祥。忽爾

一朝便心破，變成風害任風狂。不懼人人長恥笑，一心恐昧三

光照。靜慮澄思省己身，悟來便把妻兒掉。好洗面兮好理頭，

從人尚道騁風流。家財蕩盡愈無愁，怕與兒孫作馬牛。」3

二是拋棄塵世欲望，淡泊明志，修道隱居。例如，《遇

師》稱，「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一粒丹砂色

愈好，玉華山上現殷紅。」4《活死人 ‧ 引子》稱，「活死

人兮王嚞乖，水雲別是一歡諧。道名喚作重陽子，謔號稱為

沒地埋。生來路口不忘懷，行鑽須是掛靈牌。即非惑眾窺圖

利，為使人知遞攢排。」5

三是弘道教化，宣揚全真教義。例如，在《唐公求修

行》詩中教化唐公稱，「修行切忌順人情，順著人情道不成。

奉報同流如省悟，心間悟得是前程。學道修真非草草，時時

只把心田掃。悟超全在絕塵情，天若有情天亦老」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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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重陽弟子們（全真七子）的創教活動。王重

陽在山東收有七名弟子，後世尊稱其為「北七真」。

金大定七年（1167 年）7 月，王重陽在山東寧海遇見

馬從義，到次年 2 月，馬從義離家棄子，易服入道。王重陽

收馬從義為弟子，改名為馬鈺，賜號雲中子，後又改號丹陽

子。世稱馬丹陽。馬鈺之後，又有譚處端、丘處機、王處一、

劉處玄、郝大通、孫不二等六人相繼被王重陽收為弟子。

北七真中，有馬丹陽、譚處端、丘處機、劉處玄等四

人一直常侍王重陽，先後在文登、寧海、福山、登州、萊州

等地建立了「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

會」、「三教玉華會」和「三教平等會」等五個全真道社團，

成為全真道教徒的組織，為全真道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群眾

基礎。

在王重陽羽化以後，馬丹陽、譚處端和丘處機先後執

掌全真道門，並且在金末和元初時期，把全真道推向鼎盛時

期。不過，七子的活動又各有側重。例如，馬丹陽、譚處端、

劉處玄、孫不二等注重內修，王處一注重齋醮，郝大通偏重

雜學，而丘處機則因為長途跋涉，赴西域面見成吉思汗而為

全真道爭取到了朝野的支持和重視，並為全真道佔領長江以

北廣大地區準備了條件，打下了基礎。全真七子在各自傳道

修煉活動中，廣泛收徒，並且形成了自己的全真支派，即馬

丹陽的「遇仙派」，譚處端的「南無派」，丘處機的「龍門

派」，劉處玄的「隨山派」，王處一的「崳山派」，郝大通

的「華山派」，孫不二的「清靜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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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真七子的文學活動。全真七子各有詩文集留存後

世。其中有：

馬丹陽《漸悟集》，2 卷。（《道藏》，25 冊，454 頁）

《洞玄金玉集》，10 卷。（《道藏》，25 冊，559 頁）

《丹陽神光燦》，1 卷。（《道藏》，25 冊，622 頁）

丘處機《磻溪集》，6 卷。（《道藏》，25 冊，808 頁）

譚處端《譚先生水雲集》，3 卷。（《道藏》，25 冊，

845 頁）

王處一《雲光集》，4 卷。（《道藏》，25 冊，648 頁）

劉處玄《仙樂集》，5 卷。（《道藏》，25 冊，423 頁）

郝大通《太古集》，4 卷。（《道藏》，25 冊，865 頁）

此外，孫不二有《孫不二元君法語》傳世，收於《藏

外道書》，第十冊，805 頁。

全真七子詩文集，因為各人生平和修道經歷有所不同，

因此各詩文集各具特色。

馬丹陽詩文集有三種，詩詞曲千餘首。其中有一些是

在入道前和王重陽唱和的詩篇，真實地記錄了他皈依全真道

門的心路歷程。有一些是在山東和陝西傳道和掌教的作品，

以許多通俗詩篇教化信眾。例如，《瑞鷓鴣 ‧ 收家書》稱，

「家書接得急開封，正值糊窗要辟風，我意難隨你意去，道

心不與俗心同。行功未滿大千數，雲水須遊太一宮。傳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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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並弟侄：後來書至撆牆東！」寧師常《丹陽神光燦序》稱，

馬丹陽的詩「以先覺之明，開發愚徒，穎悟後進，其有不逮

者，又從而指示之誠。猶皓月流天，纖悉皆蒙顯煥；心燈在

體，熱鬧咸得清涼」。7

劉處玄有詩詞頌等五百餘首，內容宣揚全真教旨和修

真方法，倡導三教歸一，《道藏提要》稱他的《仙樂集》「與

其師王重陽無異」。8

譚處端有較高的文學修養，許多詩篇都有較高的藝術

手法，反映了他修道思想、追求目標以及清靜無為、淡泊明

志的思想境界。例如，《歌》其二《骷髏》「骷髏骷髏顏貌

醜，只為生前戀花酒。巧笑輕肥取意歡，血肉肌膚漸衰朽。

漸衰朽，尚貪求，貪財漏 不成收。愛欲無涯身有限，至令

今日作骷髏。作骷髏，爾聽取，七寶人身非易做。須明性命

似懸絲，等閒莫逐人情去。故將模樣畫呈伊，看伊今日悟不

悟。」《譚先生水雲集》有詩詞曲二百四十餘首。東牟州學

正范懌德裕有《序》稱，譚處端的詩篇「警悟世人，皆包藏

妙用。敷暢真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9

丘處機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宗教活動家。他的《磻

溪集》收有詩詞曲四百七十餘首，題材內容十分廣泛。《道

藏提要》稱「其登臨攬勝，謳歌山川，苦旱喜雨，警世湣物，

有如仁人志士；其贈答應酬，隨機施教，除頑釋蔽，論道明

心，儼然一代宗師；其居山觀海，吟月讚松，流連風景，則

似隱士文人」。10 他在遠行西域前的詩篇，反映了他對華北

地區百姓遭遇兵災的憂慮和同情，充分展現了他的政治家的

胸懷。例如，《復寄燕京道友》稱「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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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

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

憂。」11

王處一在拜王重陽為師以前，就隨母在山東鐵查山修

煉，精於科儀齋醮。王重陽收為弟子後，並未要求王處一隨

行，只是要他繼續在山修煉，為信眾行科儀經教。王處一

《雲光集》有詩篇六百餘首，其中多為贈答作品，大都弘揚

全真教義，也有很多同早期全真道齋醮有關的作品，反映了

全真道科儀的莊嚴場景。例如，《讚黃籙精嚴》稱「星壇月

殿溢香風，走鳳飛鸞間玉龍。讚動三天諸聖降，度魂皆得步

仙蹤」。《查山宋少翁施經作醮》稱，「修齋設教復抄靈，

拔罪消愆自有憑。普濟亡魂資道力，盡離冤苦得超昇」，等

等。12

郝大通的《太古集》中收有《周易參同契簡要釋放

義》、周易圖像和金丹詩三十首。從道教文學的角度看，詩

篇缺乏反映作者本人生活和思想感情的題材和內容。

孫不二的《孫不二元君法語》，則是以坤道修煉的丹

法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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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大元奉聖州新建永昌觀碑銘並序》，《道家金石略》，

694 頁，文物出版社，1988 年。

2《道藏提要》，906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3《悟真歌》，《重陽全真集》，卷九，《道藏》，第25冊，

739 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

版，1988 年。

4《遇師》，《重陽全真集》，卷二，《道藏》，第 25 冊，

701 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

版，1988 年。

5《重陽全真集》，卷二，《道藏》，第 25 冊，702 頁，文

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6《重陽全真集》，卷二，《道藏》，第 25 冊，704 頁，文

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7《收家書》，《漸悟集》，卷下，《道藏》，25 冊，474、

622 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

版。

8《道藏提要》，896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9《譚先生水雲集》，卷上，《道藏》，第 25 冊，851、845

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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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道藏提要》，913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1《長春真人西遊記》，《道藏》，第 34 冊，483 頁，文物

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12《雲光集》，卷1、卷2，《道藏》，第25冊，657、668頁，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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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真道鼎盛和衰落時期的文學

活動

2.1 元代全真道發展的鼎盛時期。從丘處機在西域面

謁成吉思汗後，全真道得到了元朝君王的肯定和承認，獲得

了朝廷的廣泛支持。丘處機住持北京長春宮期間，將他身邊

隨行的弟子全部外放各地立觀度人，足跡遍佈長江以北廣大

地區，開始了全真道的鼎盛時期。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

《創修靈顯觀記》稱，「重陽創全真之學，復振玄風。逮我

聖朝太祖御極之初，威加海宇，長春真人應詔之後，化被寰

區，福地琳宮，星冠羽服，歷古觀之，莫若今之盛也」。1

1227 年，丘處機羽化。尹志平（1169—1251）、李志

常（1193—1256）等依次接班。全真道繼續保持鼎盛。這一

時期的全真道結交權貴，創建道觀，普施教化，溝通上下，

獲得長江以北廣大地區道教信眾的信任，特別是受到婦女信

眾的信仰。其次，全真道士編寫創教歷史，保存王重陽和全

真七子創教文獻及弘道過程的歷史資料。再次，還編撰元

《道藏》，整理因戰火損毀的道教經籍文獻。正由於全真道

派得到迅速發展，致使全真道上下部份道眾出現忘乎所以、

狂妄自大的現象，少數上層教徒滋生了腐敗傾向。

另外，在長江以南地區，出現了以張伯端為首的道教

金丹修煉群體，並且有了張伯端（984—1082）傳授於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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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泰（1022—1158）傳授於薛道光，薛道光（1078—1191）

傳授於陳楠，陳楠（？—1213）傳授於白玉蟾的法脈。這一

群體，後世稱為南宗。元代的陳致虛（1289—？）由於兼

傳王重陽和張伯端的丹道，稱王重陽所創道派為全真北宗，

張伯端則為全真南宗。於是，原來二種並無聯繫的派別被湊

在了一起，變成了被後人概括為全真派裏的南北二個分支。

2.2 全真道鼎盛時期的文學活動。丘處機羽化以後，

北宗的二代繼承掌教人尹志平和李志常，以及南宗創派人張

伯端和實際創派人白玉蟾都有文學活動，並且有詩文集行

世。

北宗尹志平有《葆光集》，3 卷。（《道藏》，25 冊，

501 頁）

李道純有《中和集》，6 卷。（《道藏》，4 冊，482 頁）

白雲子王丹桂有《草堂集》，1 卷。（《道藏》，25 冊，

480 頁）

作者不詳：《自然集》，1 卷（《道藏》，25 冊，494 頁）

南宗張伯端有《悟真篇》，5 卷。（《道藏》，4 冊，

711 頁）

白玉蟾有《玉隆集》，4 卷。（《道藏》，4 冊，750 頁）

白玉蟾有《上清集》，7 卷。（《道藏》，4 冊，772 頁）

白玉蟾還有《武夷集》，6 卷。（《道藏》，4 冊，797 頁）

尹志平，丘處機弟子，曾護師赴西域面見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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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處機羽化後，還長春宮，執掌全真道。《葆光集》收詩詞

400 餘首，多是抒寫修道生活，明心見性，還有弘道揚善，

教化勸世之作。例如，《看雞冠花》稱，「群紅十日多零落，

純紫三秋尚耐風。莫似閑花看一例，性根稟受不相同」。2 以

雞冠花自比修道人，與一般凡夫俗子不相同。《道藏提要》

稱尹志平的詩作「於中可見作者一生之行跡」。3

張伯端，全真南宗創始人。他的《悟真篇》有詩詞百

餘首，演說內丹修煉之術。

白玉蟾，全真南宗五祖。生卒年各有多說。生年一說

於 1194 年，一說於 1134 年。卒年一說為 1229 年，一說為

1321 至 1341 年之間。其壽一說為享年 36 歲，一說為 96 歲，

還有人說為一百三、四十歲的。白玉蟾有《玉隆集》、《上

清集》和《武夷集》等詩文集，收入明《道藏》。後人編

有《白玉蟾全集》等多種。其中包括記傳等 20 餘篇，詩詞

200 餘首，讚銘等 50 餘篇。詩文多與修道、雲遊、記述有關，

其中多有佳作。例如，《劣隱》詩稱，「世態炎涼覺鼻酸，

洞門空掩綠煙寒。仗三尺劍臨風舞，把一張琴對月彈。砍竹

數竿容水過，倚松半日執經看。山林心緒得閒處，好煉長生

不死丹」。4《道藏提要》評價白玉蟾稱，「白玉蟾頗富才華，

為南宋以來道流中之文學鉅子，其詩文俱多佳什」。5 提要

稱白玉蟾是「文學鉅子」可見在學術界眼睛裏白玉蟾成就之

大，水平之高。 

李道純（1219—1296），南宗白玉蟾的再傳弟子。其

修煉丹法以南宗為主，兼取北宗，世稱為「中派」，與東

派、西派不同。《中和集》包括有詩詞、論說等，大多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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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命和內丹之作，很少有抒發內心感受的詩作，著名的例

如《詠藕》二首稱，「一種靈苗異，其他迥不同。法身元潔

白，真性本玲瓏。外象頭頭曲，中間竅竅通。淤泥淹不得，

發露滿池紅」。「我本清虛種，玲瓏貫古今。為厭名利冗，

且隱淤泥深。每有濟人意，常懷克己心。幾多撈漉者，那箇

是知音」。6

白雲子王丹桂的《草堂集》，全集都是詞，收詞作 140

餘首，抒寫修道生活，警戒世人覺悟，稱人生如夢，脫名利，

斷恩愛。《草堂集》中詞作多題為《示眾》、《贈魏德純》、

《贈劉四郎》、《贈周信等》，這表明它們都是教化信眾的

詞。《答人問緣甚出家如何修煉》滿庭芳詞稱，「閑寫荒詞，

謾成拙句，略將管見鋪陳。貪迷世夢，虛度二十春。忽悟前

頭路險，拖恩愛，孰敢因循。投玄教，搜窮密妙，坦蕩樂天

真。清貧活計好，還淳反樸，養素頤神，幸清風作伴，明月

為鄰，占得逍遙自在，從烏兔，東出西傾，忘言處，些兒消

息，能有幾人聞」。7

《自然集》，作者不詳，收散曲 42 首。多是寫全真道

士修道生活，斥責世人貪戀塵俗。例如，《呆骨朵》稱，「休

言道堯舜和桀紂，則不如郝王孫譚馬丘劉。他每是文中子門

徒，亢倉子志友。休言為吏道張平叔，偃月的劉行首，則不

如闡全真王祖師，道不如打回頭馬半州。」8

2.3 全真道在元明清時期的衰落。1255 年，因為全真

道士刊印《老子化胡經》引起和尚與道士的御前辯論，全真

道士敗。蒙哥汗禁止刊發《老子化胡經》等經籍，令道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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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佔據佛寺 37 處。1258 年，忽必烈再次主持佛道辯論，全

真道敗，令焚經籍 47 部，退還佔據佛寺 237 處。1281 年，

元世祖忽必烈再令佛道二教御前辯論，道教敗。令除《道德

經》以外，焚毀一切道經。全真道從此進入衰落時期。面對

失敗，當時全真道掌教張志敬、王志坦和祁志誠等勇於承

擔，高風亮節，力挽殘局。

對於全真道的衰落，從史事而言，可以拿佛道之爭作

為轉折點。而實際上，全真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全真道自身出

現了上層腐敗和脫離信眾。至元十二年（1275 年）王磐《創

建真常觀記》稱，「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

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眾千百，崇墉華棟，連亙街

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

士大夫洎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

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

絕也。小闕其禮則疵釁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

雖名為閒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9。

2.4 全真道衰落時期的文學活動。在衰落時期，全真

道士的文學活動也未曾停止過，但是其數量和質量卻有明顯

的減少和降低。

姬志真（1192—1267）有《雲山集》，8 卷。（《道藏》，

25 冊，364 頁）

祁志誠（1219—1293）有《西雲集》，3 卷。（《道藏》，

25 冊，5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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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致中輯有《鳴鶴餘音》，9 卷。（《道藏》，24 冊，

256 頁）

李西月（1806—1856）編撰《張三丰先生全集》，8 卷。

（《藏外道書》，5 冊，378 頁）

《呂祖全書》，（《藏外道書》7 冊，51 頁）

劉一明（1734—1821）的《道書十二種》。（《藏外

道書》，8 冊，1 頁）

姬志真的《雲山集》，收有賦 2 篇，碑記等十四篇，

詩詞 400 餘首。詩詞大多抒發對於俗世人情的不滿以及遁世

修仙的感受。碑記則記述各地名山宮觀和齋醮行儀的情況。

文筆雅致，有較高的文學修養。例如，《世情》稱，「啼鳥

芳花總屬春，箇中色色盡通神。蛸翹蠢蠕隨時變，雀鴿鷹鳩

逐化新。世態紛紛俱倒置，物情滾滾謾橫陳。塵埃漠漠迷朝

市，但見黃金不見人」。10《道藏提要》稱姬志真「於元代

道士中文才當屬上乘」。11

祁志誠的《西雲集》，收有七絕詩 200 餘首。《道藏

提要》稱他的詩歌「多抒出家隱居之逸趣，寫修真養性之心

得」，12 並且通過這些詩篇教化信徒。例如，《山居十三首》

之一稱，「擺脫名韁利鎖囚，歸來晦跡老林丘。困時坐臥長

松下，拂拭莎茵枕石頭」。《示眾二十首》之一稱，「視聽

忘懷心地靜，悲歡絕念氣神和。元初悟徹無來去，這箇家風

會得麼？」13

彭致中輯《鳴鶴餘音》，收集北宗鍾離權、呂純陽、

王重陽、馬丹陽、丘處機和南宗白玉蟾等詩詞歌賦四百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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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首。彭致中是仙遊山道士。《鳴鶴餘音》中詩詞內容多與

內丹修煉之術有關，但是也有一些剖析玄理，發明心性，慨

歎人生無常、勸人出家修道的詩篇。

清乾隆年間，由劉體恕和黃誠恕輯刻的《呂祖全書》

中集錄了挂名呂洞賓的撰述有多種數十卷。其中有些屬扶乩

降筆之作，有些則是傳為唐代呂洞賓的詩作。據研究，由中

國書店在 1990 年出版的《道書全集》中的《純陽呂真人文

集》，可能是目前所知的呂洞賓詩文集中最早刊印的版本，

可以有助於我們辨別呂祖單篇詩文的真偽。

注  釋

1《道家金石略》，653 頁，文物出版社，1988 年。 

2《葆光集》，卷上，《道藏》，第25冊，505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3《道藏提要》，550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4《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49，《道藏》，第 4 冊，

815 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

版，1988 年。 

5《道藏提要》，194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6《中和集》，卷五，《道藏》，第4冊，514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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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草堂集》，《道藏》，第 25 冊，481 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8《自然集》，《道藏》，第 25 冊，497 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9《道家金石略》，615 頁，文物出版社，1988 年。 

10《雲山集》，卷1，《道藏》，第25冊，371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11《道藏提要》，896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2《道藏提要》，901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3《西雲集》，卷上、中，《道藏》，第25冊，532、535頁，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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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真道詩文的研究

3.1王重陽祖師開創了全真道士詩文創作的傳統。

全真道創教祖師王重陽，在創教過程中，不斷寫作詩詞曲，

抒發弘道創教的心境，教化自己的弟子和信眾，在他身後留

下了大量的詩文作品。

寧海州學正范懌在《重陽全真集》的《序》中說到，「重

陽憫化妙行真人，博通三教，洞曉百家，遇至人於甘河，得

知友於東海，化三州之善士，結五社之良緣，行化度人，利

生接物。聞其風者，成敬憚之，杖屨所臨，人如霧集，有求

教言，來者不拒。詩章詞曲、疏頌雜文，得於自然，應酬即

辦。大率誘人，還醇返樸，靜息虛凝，養亙初之靈物，見真

如之妙性，識本來之面目，使復之於真常，歸之於妙道也」。

正因為對於信徒的要求來者不拒，因此「真人羽化之後，門

人裒集遺文，約千餘篇」。編成九卷，成書《重陽全真集》。

正是有了王重陽開創的先河，他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

都採用詩詞，乃至於曲歌賦等等多種形式，從事詩文創作，

形成了全真道士詩文創作的傳統，直至今日。

任繼愈主編的《道藏提要》的《重陽全真集》條稱，

「全真派道士能文墨者皆好以詩詞歌曲論道、言志、宣教，

此為全真教派之一特點，而王嚞實開此風」。1 王重陽的七

名弟子，除孫不二外，都有詩文集傳世。王重陽的再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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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真後代道人，也有不少人有詩文集傳存於後世，例如，

姬志真的《雲山集》，祁志誠的《西雲集》，劉一明的《道

書十二種》，等等。

3.2從王重陽詩詞看全真詩文的思想和藝術特點。

王重陽是用詩文作為宣揚全真教義、教化弟子信徒的工具，

因此，王重陽詩詞的思想內容都離不開立教、度人、修道等

三個方面。

以立教而論，王重陽創建的全真道派，和原先的正一

道最大不同就是他以「三教融合」立教，以《道德經》、《心

經》和《孝經》為基本經典。他在山東建立的信徒組織都冠

以「三教」字樣。因此，他有許多頌三教的詩篇和詩句。例

如，《孫公問三教》稱，「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

風。悟徹便令知出入，曉明應許覺寬洪」。《答戰公問先釋

後道》稱，「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2

以度人而論，王重陽在創教過程中，棄家別親，淡泊

明志，乞討弘道，因此他在詩篇中一再教化信眾摒棄俗欲，

出家從道。例如，王重陽在陝西曾作詩一首，後在山東以

《贈馬鈺》教化馬丹陽，詩稱「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

亦無孫。三千里外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唐公求修

行》詩稱，「修行切忌順人情，順著人情道不成。奉報同流

如省悟，心間悟得是前程。學道修真非草草，時時只把心田

掃。悟超全在絕塵情，天若有情天亦老」。3 王重陽創教度

人的事蹟中，最有名而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度化大弟子馬從義

為馬丹陽。度化馬丹陽的過程都有詩篇記錄了下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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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教化集》。

以修道而論，王重陽秉承遇見異人的傳授，在詩歌中

宣傳以內丹修煉為主要的修道方法。例如，王重陽在他的

詩篇《上兄》中稱，「同胞誰悟水中金，巳卯壬辰各自尋。

顧我已歸雲水老，勸兄休起利名心。恩山愛海何時徹，火宅

凡籠每日侵。莫為土坡牽惹住，蓬萊別有好高岑。乞覓行符

設藥人，將為三事是修真。內無作用難調氣，外有勤勞易損

神。不向本來尋密妙，更於何處覓元因。此中搜得長春景，

便是逍遙出六塵。」王重陽此詩有附注稱，「修行助饑寒者，

唯三事耳。乞覓上，行符中，設藥下。空如此無作用，亦未

是」。4 這首詩篇和附注，就是要求修道人拋棄名利心，丟

掉恩愛心，逍遙出六根帶來的塵世欲望。同時，不要像一般

修行人說的，做乞討、畫符和服藥等三種無用的修道方法，

而要從人的本來處尋找「元因」，也就是修煉內丹。

王重陽是全真道創教的祖師。在他的一生中，創教的

實踐活動是第一位的，而文學創作只是為他的創教度人活動

服務的。因此，他的詩詞在藝術手法上，自然不會過分用

心。從語言、意境和比興等角度來分析，王重陽開創的詩文

藝術風格也有三個特點。

一是語言的通俗化。王重陽的詩詞因為要發揮教化信

徒的作用，所以要為大多數普通信徒接受，於是，不得不採

用極其通俗的語言。例如，王重陽的《贈諸生》詩稱，「諸

公在坐盡高才，俊又聰明道眼開。莫為功名牽繫住，也應隨

我到蓬萊」。5 這是一首度化諸生的詩篇。全詩都是淺近易

懂的大白話，鼓勵諸生跟隨王重陽學道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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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意境的簡單化。王重陽的詩詞創作都是為傳教弘

道服務的，不是文人雅士的無病呻吟和自我欣賞，或許他也

沒有足夠的時間推敲文字，塑造意境，因此，他的詩詞多採

用坦率直白的手法，有的很難說構築了甚麼意境。例如，王

重陽的《寧海乞化書紙旗上》詩稱，「害風人問有何憑，術

法俱無總不能。每日作為只此是，上頭吃飯下頭登」。6 這

首詩篇用旁觀者的眼光，直接描繪王重陽本人每天的生活，

文字粗俗，以致有「上頭吃飯下頭登」的語句。全詩很難說

提供甚麼意境，供人想像。不過，這並不表示王重陽不懂得

詩詞需要意境，或者表示他無能力描繪意境。王重陽有《解

佩令 ‧ 愛看柳詞遂成》，這裏的柳詞就是指柳永的詞。王

重陽在此明確表示他喜愛柳永的詞。王重陽詞稱，「平生顛

傻，心猿輕忽。樂章集、看無休歇。逸性攄靈，返認過、修

行超越；仙格調、自然開發。  四旬七上，慧光崇兀。詞中味、

與道相謁。一句分明，便悟徹、耆卿言曰：楊柳岸、曉風殘

月」。7「楊柳岸曉風殘月」是柳永《雨霖鈴》詞中的名句。

從王重陽這首詞可知，他懂得柳詞七個字構築起來離情別愁

的意境，也能將柳永的意境組合在他自己的詞中。

三是很少採用傳統的比興手法。中國是詩的國家。

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已經有二千年的歷史

了。中國詩歌有一套傳統的寫法，「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比、興就是

其中的二種。王重陽也有採用此類手法的詩作，只是數量不

多。例如，有《詠竹》詩稱，「夜月照時金瑣碎，清風拂處

玉玲瓏。歲寒別有非常操，不比尋常草木同」。8 詩篇讚美

竹的非常情操，歌頌修道人與尋常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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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從全真七子詩文創作看全真詩文內容和藝術

的多樣性變化。王重陽開闢了全真道士詩文創作的傳統，

他的七個徒弟也都有詩文集傳世。他們的詩文集不僅在思想

上闡明了並且豐富了全真道派的教義，而且還明白地顯現了

全真道人的藝術興趣和藝術表現手法。其中特別是馬丹陽的

《洞玄金玉集》、丘處機的《磻溪集》和譚處端的《水雲集》

最為突出。

一、在繁複的人際關係中弘道和度化信眾。丘處機

是王重陽的弟子，他在金大定七年（1167 年）拜師學道，

一直到金大定十年正月（1169 年）王重陽羽化，他在王重

陽身邊只有三年不到。丘處機在王重陽身邊，一直幫助師父

處理各種日常事務和文書寫作。因此，丘處機在全真道創教

階段做了大量聯繫各階層人士的工作。特別是在西域面謁成

吉思汗以後，更為他接觸金元上層統治階級和士大夫創造了

條件。因此，在丘處機的《磻溪集》中，有較多的在各種

人際關係中弘道和度人的詩篇，這也展現了全真道弘道對

象除了主要是底層信眾以外，還包括社會各個階層。例如，

有《酬同知定海軍節度使張侯雪中見訪》詩，《送蓬萊州節

度使鄒應中移鎮兗州》詩，《次韻答奉聖州節度使移刺仲澤

佳什》詩，《答隴州蕭防判書召》詩，《答曹王妃休休道者

書召》詩，《答京兆統軍夾谷龍虎書召》詩，《進呈世宗

皇帝》詩，等等。其中《送陳秀才完顏舍人赴試》二首稱，

「六合之中萬物生，人於萬物最高明。能窮物外陰陽數，解

奪人間富貴名。自昔丹砂唯九轉，而今天路只三程。謫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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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無留滯，坐看飛騰上太清」。這是一首以道教思想鼓勵秀

才參加三試的詩篇。丘處機已經不是像王重陽祖師那樣要

秀才拋棄名利，斷絕子妻，而是告訴秀才只有學道以後「能

窮物外陰陽數」的人，才能「解奪人間富貴名」。能夠科舉

順利的人都是「謫仙」，經過九轉就能夠「飛騰上太清」。

除了丘處機以外，王玉陽有《雲光集》，其中就有《按察使

夫人患病求痊》詩，《贈益都統軍》詩，《贈內侍局司丞》

詩，《贈安丘縣令》詩，《贈皇親》詩，《眾官員索》詩，

等等。這些詩篇表明，王玉陽弘道的對象，除了有普通百姓

以外，還有許多達官貴人，甚至皇親國戚。

二、流露出豐富而多樣的世俗社會感情。王重陽所

收的全真七子，人人都有一定的社會經歷，因此都有豐富而

多樣的世俗感情。這種世俗感情，在他們的詩文創作中多有

流露。任繼愈主編的《道藏提要》中《磻溪集》條評價丘處

機的詩作說，「詩詞題材頗廣，大抵為抒情言志、紀事寫景

之作。其登臨攬勝，謳歌山川，苦旱喜雨，警世湣物，有如

仁人志士；其贈答應酬，隨機施教，除頑釋蔽，論道明心，

儼然一代宗師；其居山觀海，吟月讚松，流連風景，則似隱

士文人」。9 例如，《承安丁巳冬至後苦雪時有事北邊》詩

稱，「冬前冬後雪漫漫，淑氣銷沉萬物乾。出塞馬驚山路險，

防邊人苦鐵衣寒。雖愁海北邊靈苦，幸喜山東士庶安。日

費國資三十萬，如何性命不凋殘」。丘處機給此詩有注稱，

「時有事北邊」，詩中充溢著憂國憂民的志士感情。《落花》

詩稱，「昨日花開滿樹紅，今朝花落萬枝空。滋榮實藉三春

秀，變化虛隨一夜風。物外光陰元自得，人間生滅有誰窮。

百年大小榮枯事，過眼渾如一夢中」。10 詩中流露出感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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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苦短，渾然一夢的隱士感情。

三、反映出全真道門多樣的宗教活動形式。全真道

作為一種有眾多信徒的宗教派別，自然必然有豐富的宗教活

動。在王重陽的詩詞中，已經有了道教齋醮、道教養生等等

的內容反映，但是，畢竟當時還是全真道創建時期，因此，

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都比較稀少和簡陋。可是在全真七子的

詩文集中，有關齋醮的詩篇就很多了，而且詩篇描寫的齋醮

場面十分壯觀和宏偉。例如，丘處機的《昌陽黃籙醮》詩稱，

「十月昌陽五穀饒，追思黃籙建清標。華燈羽服羅三殿，絳

節霓旌下九霄。法事昇壇千眾集，香雲結蓋萬神朝。從茲降

福穰穰滿，一縣潛推百禍消」。11 這首詩裏醮壇上的場面鋪

設得十分華麗，參加的人有上千百姓，壇上香煙繚繞升騰，

天上都結成了華蓋。王玉陽的《讚黃籙精嚴》詩稱，「星壇

月殿溢香風，走鳳飛鸞間玉龍。讚動三天諸聖降，度魂皆得

步先蹤」。12 這首詩描寫黃籙齋儀頗有動感，香風正在飄逸，

法師正在步罡踏斗，走鳳飛鸞。在唱讚聲中天上的諸位神仙

飄飄而降，地下的幽魂都跟隨著神仙一步一步地升天。這樣

的科儀詩篇，在王重陽的詩篇中是沒有的。

四、詩詞創作中廣泛採用傳統藝術手法。中國古典

詩詞有各種藝術創作方法。就拿「詠物詩」來說，王重陽

的詩集中有很少幾篇，只是在教化馬丹陽的時候，運用了

「栗」和「梨」這二個工具，以「分梨」的手法隱喻「分離」，

教化馬丹陽學道必須破除家庭迷戀。而在全真七子的詩篇裏

「詠物」的寫法則被廣泛地使用了，例如，譚處端的《詠孤

竹》詩稱，「一竿碧玉出芳叢，直節虛心眾莫同。耐雪欺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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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歲月，自然時復有清風」。13 譚處端以孤竹比喻自己，表

示自己學道能夠抗得住雪霜的欺凌，有忠貞的氣節，敢於一

竿獨出於芳叢。丘處機的《鶴》詩稱，「一種靈禽體性高，

丹砂為頂雪為毛。冥冥巨海遊三島，矯矯長風唳九皋。灑落

精神超俗物，飛騰志氣接仙曹。搏風整羽雲霄上，萬里崢嶸

自不勞。」 14 此詩用「詠物」的手法，就是將「鶴」來比喻

自己，以抒發他對於高尚的理想的追求。

注  釋

1《道藏提要》，906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2《重陽全真集》，卷1，《道藏》，第25冊，693、691頁，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3《重陽全真集》，卷2，《道藏》，第25冊，705、704頁，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4《重陽全真集》，卷 1，《道藏》，第 25 冊，693 頁，文

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5《重陽全真集》，卷 2，《道藏》，第 25 冊，704 頁，文

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6《重陽全真集》，卷 2，《道藏》，第 25 冊，705 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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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7《重陽全真集》，卷 7，《道藏》，第 25 冊，728 頁，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8《重陽全真集》，卷 10，《道藏》，第 25 冊，746 頁，文

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9《道藏提要》，913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0《磻溪集》，卷 1，《道藏》，第 25 冊，813、814 頁，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11《磻溪集》，卷1，《道藏》，第25冊，814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12《雲光集》，卷1，《道藏》，第25冊，657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13《水雲集》，卷上，《道藏》，第 25 冊，849 頁，文物出

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14《磻溪集》，卷1，《道藏》，第25冊，813頁，文物出版社、

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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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真道戲曲的研究

4.1「神仙道化劇」名稱的由來。中國的戲劇大概在

漢代就已經出現，但是，戲劇作為一種成熟的文學藝術形

式，那是宋代以後，特別是元代的事情了。據史料記載，元

代雜劇曾經有過 500 餘種，南戲有過 200 餘種。如今傳承

下來的戲劇劇本還有 200 餘種。因此，說元代的中國戲劇曾

經有過一個繁榮局面，那是並不過份的。

明代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區分元雜劇有「十二

科」，就是「十二種」的意思。其中有三科和道教研究有關，

一種是「神仙道化」，二種是「隱居樂道」（又稱「林泉丘

壑」），三種是「神頭鬼面」（即「神佛」雜劇）。1

根據朱權的分類，我們可以說，像馬致遠的《晉劉阮

誤入桃源》是「隱居樂道劇」。這個劇雖然只留下殘曲，但

是從標題就可以知道，桃源是隱居的地方。劉阮誤入桃源，

那就是弘揚隱居樂道的生活。因此，《晉劉阮誤入桃源》連

同無名氏的《陶淵明東籬賞菊》等都是「隱居樂道劇」。

至於神頭鬼面劇，那就是像無名氏的《觀音菩薩魚籃

記》、《王母蟠桃會》、《孫真人南極登仙會》等，到了明代，

有楊誠齋的《東華仙三度十長生》和《呂洞賓花月神仙會》，

明周憲王朱有燉的《四時花月賽嬌容》和《南極星度脫海棠

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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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道化」，則是以「神仙道化」為內容的雜劇。

仔細分析一下，「神仙道化劇」，似乎又可以分成二類，一

類是以神仙的神跡為內容的雜劇，可以稱為「神仙劇」，同

「神頭鬼面」劇類似。例如，《太乙仙夜斷桃符記》，《時

真人四聖鎖白猿》，《寶光殿天真祝萬壽》，《祝聖壽金

母獻蟠桃》。另一類是勸導俗人出家修道的雜劇，可以稱

為「道化劇」。從現存的元代戲曲劇本以及元劇存目來看，

像馬致遠的《西華山陳摶高臥》、《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史九敬先的《老莊周一枕蝴蝶夢》等等就是描寫修道人成為

神仙的「神仙劇」。至於「道化劇」就很多了，例如，馬致

遠的《邯鄲道省悟黃粱夢》（又稱「開壇闡教黃粱夢」），

岳伯川的《呂洞賓度鐵拐李岳》，谷子敬的《呂洞賓三度城

南柳》，陸進之的《韓湘子引渡昇仙會》，楊景賢的《馬丹

陽度脫劉行首》（《王祖師三化劉行首》），賈仲明的《鐵

拐李度金童玉女》，無名氏的《漢鍾離度脫藍采和》，《呂

純陽點化度黃龍》，《邊洞玄慕道昇仙》，《李雲卿得悟昇

真》等等。由此可見，元代「道化劇」的數量是相當多了。

4.2 元代全真道題材的戲劇的數量。1990 年，人民

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季思先生主編的 12 卷本《全元戲

曲》。這部總集大致彙編了目前存世的所有元曲劇本。在現

存的元曲中，以全真道祖師和七真為題材的元曲，以全真道

奉祀的神靈為題材的元曲，其總數量大約有十七種。這十七

種元曲的作者和名稱是：

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邯鄲道省悟黃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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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谷子敬：《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陸敬之：《韓湘子引渡昇仙會》。

楊景賢：《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賈仲明：《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呂洞賓桃柳昇仙

夢》。

無名氏：《漢鍾離度脫藍采和》，《呂翁三化邯鄲店》，

《時真人四聖鎖白猿》，《藍采和鎖心猿意馬》，《呂洞賓

三醉岳陽樓》，《呂純陽點化度黃龍》，《邊洞玄慕道昇

仙》，《李雲卿得悟昇真》，等等。

4.3 元代全真道題材戲劇的思想內容。戲曲是要表

演的，因此它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演員的演出要服裝、道

具和舞臺、佈景。而演出劇本的創作又是複合型的，也就是

說，除了需要有作家提供劇本以外，演員在演出中又會根據

時間、地點的差別對劇本做出各種各樣的修改，經過反復演

出，劇本得以千錘百煉，才能最後定稿。因此，元代全真道

戲劇的出現，只能是在全真道已經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的時

候，只能是在其內容和形式受到觀眾認可的時代，才能夠盛

行起來，並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元代全真道題材戲劇的主人公，一類是全真道供奉的

神仙，例如全真祖師漢鍾離和呂洞賓。這類劇本往往是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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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祖師如何教化道教信徒，出家學道修道，而且獲得正果。

另一類主人公是創教時期的全真七子，例如馬丹陽。這類劇

本是寫全真七子如何教化道教信徒，例如任風子、劉行首

等，讓他們堅定信仰，出家修道。

元代全真道題材的戲劇，其故事幾乎都是度化入道的

內容，其情節也基本上相差不多，都是被度化人嚮往某種生

活願景，於是，在全真神仙或祖師幫助下，在達到該生活願

景以後，又碰到種種天災人禍，得而復失，被度化人認識到

人生得而復失如浮雲過隙，顛倒無常，最後看破紅塵，出

家修道。例如，《呂洞賓桃柳昇仙夢》，劇作者是賈仲明。

賈仲明是元末明初人，他的《呂洞賓桃柳昇仙夢》說的是呂

洞賓度化桃樹和柳樹的故事。桃樹投生陶氏為女，柳樹投柳

氏為男。陶柳配為夫妻，並且都是富豪子女。就在他們的婚

宴上，呂洞賓前來化齋，並且勸夫婦出家。二人不理睬呂洞

賓。呂洞賓就在他們的夢中，讓他們被盜，被殺。二人驚醒

後就相繼出家。其後桃柳二神又在夢中殺桃柳二人的肉身，

魂神相合，遂成真仙。再如，無名氏作《呂翁三化邯鄲店》，

記呂洞賓三次點化盧生。第一次呂洞賓化身為道人，第二次

呂洞賓化身為賣酒人，第三次化身為漁翁。呂洞賓進入盧生

的夢中，讓盧生一夢經過五十年，歷盡千難萬險、悲歡離

合。盧生驚醒時，黃粱之炊尚未成熟，於是大悟而跟隨呂洞

賓而去。

在全真道度化題材的戲劇裏 ，神仙和全真道士啟發和

教育被度者的話語，大多是指出人生苦短，人生無常，人生

不平等等。例如《呂翁三化邯鄲店》中說，「你寸心有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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縈，百年人做千歲想，則怕你浮生空自忙」，「你則待為卿

為相，儹贏餘萬廩千倉。可不道催人白髮三千丈，則指望家

私旺，積蠶桑，全不顧兩字無常」。「你將那利名心一筆勾

銷。豈不聞兩輪日月雙催逼，萬古雲霄一羽毛，秀才你仔細

量度」2，等等。

在馬致遠（約 1250—1321 至 1324 間）的《馬丹陽三

度任風子》雜劇中，屠戶任風子因為馬丹陽到他居住地區

傳道，百姓都改為吃齋茹素，任風子沒有生意，本錢消折，

借錢不成，就到馬丹陽處興師問罪，要殺馬丹陽。任風子親

眼看到神靈保護馬丹陽，於是要拜師學道。馬丹陽一度任風

子，要他早中晚一天三次挑水各 500 桶。第二年，屠戶的

妻室攜兒子來找，馬丹陽二度任風子，任風子休妻，和家室

斷絕關係。十年後，酒色財氣化為強盜，向任風子索要財

寶。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任風子「我則索咬著牙又喫你這

殺人刀」。最後在眾仙迎接下，任風子終於「赴蓬萊島」。

劇中馬丹陽說了一大段全真道的戒律，「你真箇要出家，我

與你十戒，一戒酒色財氣，二戒人我是非，三戒因緣好惡，

四戒憂愁思慮，五戒口慈心毒，六戒吞腥啖肉，七戒常懷不

足，八戒克己厚人，九戒馬劣猿顛，十戒怕死貪生。此十戒

是萬罪之緣，萬惡之種。既要學道，必當戒之。」3 這一切

顯示出馬致遠的時代，全真道的戒律已經為社會所熟知了，

全真道在社會上仍然保持著十戒描繪的風貌。而當時，可以

估計，大約是距離王重陽羽化（1170）已有 150 餘年，距

離馬丹陽羽化（1183）已有 140 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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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元代全真道題材戲劇的藝術特點。元代全真道

題材戲劇是元代戲劇的一部份，它自然具有元代戲劇的一般

特點。

一是說唱結合的戲劇形式。戲劇需要舞臺，需要表演，

其形式有純說的，例如話劇，也有純唱的，例如西洋歌劇。

可是，中國戲劇卻是說唱相結合的。這個表現形式是因為中

國戲劇是從民間說唱演變而來。據考證，在漢代就有民間

說唱的表演藝術。到了宋代陸游有《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

詩之四稱，「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

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4。詩中說到的「負鼓盲翁」就

是指背著鼓說書的盲眼藝人，「滿村聽說蔡中郎」，就是整

個村子的人都在聽說書人講蔡中郎的故事。從陸游的詩篇可

知，在宋代的時候，說唱藝人已經盛行到走村串戶的程度

了。正是在說唱藝術發展成熟的基礎上，中國戲劇吸收了說

唱藝術的長處，把一個人的說唱，變成多人的說唱；把一個

人的表述，變成在舞臺上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活生生的過程。

元代全真道戲劇也就成為一種說、唱、演相結合的藝術形

式。這樣一種戲劇形式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各地的戲曲。

二是神仙劇大多是描寫神仙們的聚會，神仙劇的場面

壯觀，神仙們演唱的文字的風格典雅。例如，無名氏的《眾

天仙慶賀長生會》中，正旦看到仙境時唱「仙呂點絳唇」稱，

「你看這玉闕光輝，瑞雲飄墜，沉煙細，仙境芳菲，滿目瓊

瑤砌」。在眾天仙蒞臨祝延聖壽時，正旦又唱「雙調新水令」

稱，「我則見列仙音一派奏笙簧，擺雲車鳳儀鸞仗。扇開金

孔雀，侍女錦霓裳。羽蓋雲幢，遙望見東華帝五雲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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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又唱「駐馬聽」稱，「我則見寶蓋飄揚，一朵紅雲捧玉皇。

遙望見瓊樓金晃，龍翔鳳舞靄穹蒼。群仙朝聖五雲鄉，青鸞

導引無遮障」。正旦以「雁兒落」歌頌仙境的景色，「翠巍

巍的祥雲遶畫樑，錦重重雕枓泥金戧，曲彎彎瑤壇十二層，

高聳聳殿閣三千丈」，接著又唱「得勝令」稱，「光燦燦椒

壁翠雕牆，明晃晃寶殿隱祥光，分朗朗玉闕金釘戶，齊臻臻

雕成柿蒂窗。我這裏端詳，端的是勝似蓬萊上。我這裏斟也

波量，端的是比天宮兜率強」。5 當然，這樣一種壯觀的場

面，並不是用當今舞臺上的燈光和布景表現出來的，而是用

口述唱詞描繪表現出來的。

三是度化劇大部份都是描寫神仙或全真七子度化道教

徒。情節構成就是度化和被度化人物之間的對立和衝突，有

的度化劇顯得有些公式化，但是有的度化劇的人物性格卻是

鮮明的，人物之間的矛盾突出，而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很有說

服力，給人以感染和鼓勵。例如，馬致遠的《馬丹陽三度任

風子》雜劇，馬丹陽是一位有修養、有信仰的全真道高道，

而任風子則是一名瀕臨倒閉的賣肉的屠戶。因為馬丹陽到本

地傳道，獲得當地信徒歡迎，導致豬肉沒有人買，屠戶生活

難以為繼，於是屠戶萌發了殺死馬丹陽的念頭，還帶了刀具

去挑釁馬丹陽，度與被度者處在生死矛盾的風口浪尖之上。

當屠戶準備向馬丹陽動手的時候，馬丹陽的護身神靈擋住了

屠戶，準備誅殺屠戶任風子。任風子大叫救命。這時馬丹陽

開始三度情節，引人入勝，沒有公式化的痕跡。在一度成功

以後，屠戶唱了「三煞」稱，「從今後栽下這五株綠柳侵門

戶，種下這三徑黃花近草廬。學師父伏虎降龍，跨鸞乘鳳，

誰待要宰馬敲牛，殺狗屠驢。謝師父救了我這蠢蠢之物，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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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之才，落落之徒。雖然愚魯，從小裏看過文書」。又唱「二

煞」稱，「高山流水知音許，古木蒼煙入畫圖。學列子乘風，

子房歸道，陶令休官，范蠡歸湖。雖然是平日凡胎，一旦

修真，無甚功夫。撇下這砧刀什物，情取那經卷藥葫蘆」。

屠戶任風子在「煞尾」中說到了他在被度前後的變化，「再

誰想泥豬疥狗生涯苦，玉兔金烏死限拘。修無量樂有餘，朱

頂鶴獻花鹿；唳野猿嘯風虎，雲滿窗月滿戶；花滿蹊，酒滿

壺，風滿簾，香滿爐。看讀玄元《道德》書，習學清虛莊列

術。小小茅庵是可居，春夏秋冬總不殊。春景園林賞花木，

夏日山間避炎暑。秋天籬邊玩松菊，冬雪簷前看梅竹。皓月

清風為伴侶，酒又不飲色又無，財又不貪氣不出。我準備麻

繩拽轆轤，提挈荊筐擔糞土。鋤了田苗，種了菜蔬。老做莊

稼小做屠」。6 這三段唱詞將屠戶任風子出家從道的心態和

行為變化，刻畫得惟妙惟肖，恰如其分。

    

注  釋

1《太和正音譜》，《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2 冊， 

24 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2《三化邯鄲》，《孤本元明雜劇》，第 4 冊，中國戲劇出

版社，1958 年。 

3《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曲選》，1675頁，中華書局，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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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宋詩》，卷 2186，第 40 冊，24919 頁，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5 年。 

5《長生會》，《孤本元明雜劇》，第4冊，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8 年。

6《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曲選》，1675頁，中華書局，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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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真道小說的研究

5.1 從小說中道士的形象和故事說起。一般認為，

在中國文學中，小說有二個系統，一個是文言小說，一個是

白話通俗小說。

文言小說，大約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到了唐代，

才逐漸盛行起來，形成了唐傳奇。最具代表性的唐代文言小

說就是《遊仙窟》。

白話通俗小說，大約出現在宋元時期，形成了宋元話

本。最具代表性的宋元話本就是經過繆荃孫整理的元人寫本

《京本通俗小說》，其中有《碾玉觀音》的故事就是明代《警

世通言》中的《崔待詔生死冤家》。

明代以後，通俗小說以其豐富的內容吸引了廣大讀者，

開始廣泛流行。明代以後的小說作品中，不乏有道士的人物

形象，也不乏有道士活動為主的故事情節。例如，明代的

《金瓶梅》中就有二名道士，一名是潘道士，曾經為李瓶兒

驅邪，一名是王道士，在李瓶兒死了以後，為李瓶兒做超

度的黃籙道場。小說並沒有交代這二名道士是屬於全真派，

還是屬於正一派，但是，從《金瓶梅》的描寫來看，這二個

道士似乎都是正一派，只是潘道士可能山居隱修的正一派道

士，而王道士則是同世俗生活關係密切的廟觀道士，似乎都

和全真派無關。儘管元代的戲曲中有了全真道士的形象和故



45

全真道的文學研究

事情節，在元明時期的「神仙道化劇」中佔據了重要的位

置，但是，在通俗白話小說中，以全真道士的形象和故事情

節為內容的，恐怕是直到清代末年才有作品問世的。

5.2 從全真道士傳記到全真道士小說。全真道士的

形象和故事情節進入通俗白話小說，同全真道士有文字記載

祖師和歷代宗師的事蹟的傳統有關。元代全真道士有在羽化

以後，有弟子或門下文人做傳記的傳統。現存創教時期全真

道士的傳記收在元李道謙編輯的《甘水仙源錄》、《七真年

譜》，元秦志安編撰的《金蓮正宗記》，以及元李志常撰《長

春真人西遊記》等經籍裏面。如果以王重陽和他的七名弟子

為名分別羅列他們的現存傳記，計有：

王重陽，（1）《重陽王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2；

（2）《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終南山重陽

祖師仙跡記》，《甘水仙源錄》卷 1；（3）《七真讚》，《甘

水仙源錄》，卷 2；（4）《王嚞》，《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續編》，卷 1；

馬丹陽，（1）《丹陽馬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3；（2）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馬宗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 1；（3）《七真讚》，

《甘水仙源錄》，卷 2；（4）《馬鈺》，《歷世真仙體道

通鑑續編》，卷 1；

譚處端，（1）《長真譚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4；

（2）《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甘水仙源錄》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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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真讚》，《甘水仙源錄》，卷 2；（4）《譚處端》，《歷

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2；

丘處機，（1）《長春丘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4；

（2）《長春真人本行碑》，《祭文》，《甘水仙源錄》卷 2；

（3）《七真讚》，《甘水仙源錄》，卷 2；（4）《丘處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2；

劉處玄，（1）《長生劉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4；

（2）《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 2；（3）

《七真讚》，《甘水仙源錄》，卷 2；（4）《劉處玄》，《歷

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2；

王玉陽，（1）《玉陽王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5；

（2）《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

卷 2；（3）《七真讚》，《甘水仙源錄》，卷 2；（4）《王

處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3；

郝大通，（1）《廣寧郝真人》，《金蓮正宗記》卷 5；

（2）《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

卷 2；（3）《七真讚》，《甘水仙源錄》，卷 2；（4）《郝

大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3；

孫不二，（1）《清靜散人》，《金蓮正宗記》卷 5；（2）

《孫仙姑》，《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 6；

另據《甘水仙源錄》卷十收有南至封龍山樵李治仁卿

撰《七真傳序》，可知在李道謙（1219—1296）編寫《甘

水仙源錄》時，已經有人編寫過《七真傳》了，只是此傳未

曾流傳下來，也難以知曉該《七真傳》是否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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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現存的四種全真道小說及其和七子傳記的關

係。在中國通俗白話小說中，現存有四種有關全真道的小

說，即：《七真因果傳》，《七真祖師列仙傳》，《七真天

仙寶傳》和《金蓮仙史》等。這四種全真道小說，在已故的

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柳存仁教授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

目提要》1 中，未見記載。在已故的孫楷第先生的《中國通

俗小說書目》的第 5 卷「明清小說部乙」「靈怪第二」中，

記載了二種，即：

「七真祖師列仙傳，清光緒十八年刊本，清無名氏

撰」。

「金蓮仙史四卷二十四回，清光緒三十四年上海翼化

堂本。清潘昶撰。昶字明廣，首自序，署台南青陽道人。演

林靈素、丘長春等事，以王重陽度七朵蓮花為主。」2

至於《七真因果傳》和《七真天仙寶傳》這二部小說，

以上二本小說目錄著作都未曾記載到。

2003 年臺北政治大學的溫睿瀅發表了她的碩士論文

《全真七子傳記及其小說化研究》，這篇論文認為四部小說

和三部傳記（《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金蓮正宗

仙源像傳》）「多是全真教內人士的編纂，若以時間作縱軸

來看，這些七真傳記作品有小說化的現象」。溫睿瀅的說法

至少有三點值得推敲。

第一關於「多是全真教內人士的編纂」。可以肯定的

是，三部傳記都是由全真教內人士編纂，《金蓮正宗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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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秦志安編撰的，秦志安（1188—1244）是宋披雲的弟子。

《七真年譜》是元李道謙編撰的，李道謙是于志道的弟子。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是元劉志玄編撰的，劉志玄是元代泰

定年間（1324—1327）的全真道士。而四部小說卻是至今

還是難以確定作者的。既然作者也難以確定，那麼，怎麼就

能確定「多是全真教內人士的編纂」呢？此其一。

第二，關於時間「縱軸」。三部傳記因為作者可以確

定，人們自然可以大致確定編寫的時間。但是，四部小說的

寫作和刊印時間，就不大好確定了。人們唯一的依據就是小

說前面的序言落款的年代，也大概只能按照這一落款年代來

大致確定小說編寫的時間。即：《七真祖師列仙傳》有光緒

十九年（1893 年）龍門弟子楊明法等的序 3，而孫楷第先生

所記載的版本，則是光緒十八年刊印。《七真因果傳》有

光緒癸巳年（十九年，1893 年）龍門後學黃永亮序言。《七

真天仙寶傳》有清道光元年（1821 年）樂山子的序言 4。樂

山子的姓名和事蹟均不詳。《金蓮仙史》的作者是潘昶，潘

昶是台南道士，字明廣，號青陽道人，書前有光緒甲辰（光

緒三十年，1904 年）的序言。5 上海翼化堂光緒三十四年刊

印本，當是該書的翻印本。如果從時間順序排列，三部傳

記和四種小說包括了二個時間段，前一個時間段為 1188 至

1327 年，後一個時間段為 1821 至 1904 年。前後二個時間

段相差有 630 年左右。將前後相差 600 多年的七種書籍聯

繫在一起，稱其在「小說化」上有發展和繼承關係，這樣的

論證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此其二。

第三，是「小說化」，還是「小說」？小說是一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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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體裁。作家在小說中通過想像，塑造人物，描寫環境，講

述人物故事，以此來反映生活、表達思想。因此，小說的內

容是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小說不是真人真事，寫真人

真事的是報告文學，或者是傳記文學而不是小說。因此，說

傳記的「小說化」是傳記的失敗。說小說的「傳記化」是小

說的失敗。全真道小說既然是小說，自然不會是真人真事，

更何況相隔 600 年後寫真人真事，在那個時代，真的根據又

到哪裏去找啊！過了 600 年才寫的「報告文學」和「傳記

文學」，難以讓人置信這是真實的古人傳記。從這個意義上

說，我們應該把全真道士的傳記同反映全真道士生活和思想

的小說區別開來，決不能聯繫在一起，混為一談。傳記就是

傳記，小說就是小說，更不能說傳記的「小說化」，或者小

說的傳記化。儘管小說用了歷史上全真道士的真名姓，但是

那是小說。我們可以對曾經發生過的某大師糟蹋全真掌門尹

志平的名聲表示不滿，但是，不能因為小說的編造而起訴某

大師有「誹謗罪」，因為那是小說，而不是傳記，儘管用了

尹志平的真名。

5.4 四部全真道小說的版本和內容比較。四部全真

道小說，由於成書於清代，刊印者都是印書作坊，因此，無

論是紙張或者刻版，大多極為粗糙，印刷也多模糊不清，而

且，因為是作為善書翻刻，編排和校勘都很不精緻，給後世

的研究和傳播帶來了很多麻煩。

5.41 關於《七真因果傳》。目前《七真因果傳》有四

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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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風文藝出版社在 198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全

書》收有《七真因果傳》。《七真因果傳》有二十九回。書

前有序言，序言作者不詳。該序言題目為《重刻七真祖師列

仙傳序》，《序》中附有論文《論命》。

（2）宗教文化出版社在 199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傳

記》，收有《七真因果傳》。《七真因果傳》署名清黃永亮

撰，有光緒癸巳年（十九年，1893 年）龍門後學黃永亮序言。

《七真因果傳》有二十九回，回目文字與春風文藝出版社略

有差別。

（3）巴蜀書社 1994 年出版的《藏外道書》三十五冊

收有《七真因果傳》，有光緒癸巳年（十九年，1893 年）

龍門後學黃永亮序言。《七真因果傳》分為上下二卷，卷

上收第一回至第十三回，卷下收第十四回至第廿九回，共

二十九回，回目文字與宗教文化出版社《全真七子傳記》所

收本相同。

（4）臺灣蕭天石先生主編《道藏精華》的第 39 冊有

《北派七真修道史傳》一種，其實就是《七真因果傳》。其

版式和內容全同於《藏外道書》所收的《七真因果傳》。

根據黃永亮的序言可知，《七真因果傳》是舊已有之

的。「《七真》一書，舊時有之。惜其文不足以達其辭，

趣不足以輔其理。使觀者恐臥而聽者返走。終年置之案頭，

不獲一覽」。因此，黃永亮一直「每欲振之，終不能就」。

在光緒十八年（1892 年），黃永亮「自秦返蜀，落於丞相

祠堂，默思熟想，窮究七真之事，得其精微，終日草稿，

編集成書，名曰《七真因果》，以通俗語言，鼓吹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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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情世態接引愚頑，以罪福醒悟人心，以道妙開化後世。

其於勸善懲過，不為無助。道會王公見而悅之，囑余真確

其事。余揣王公之意，欲付梓人刊刻藏板也。余即匯成上

下兩卷。道會終日覽之，手不釋卷，嘗謂余曰：此誠修真

第一書也」。6 從序言可知，《七真因果傳》是經過黃永亮

修改加工過的，並且得到了蜀地道會司的道會王公的讚賞和

幫助，修改本才得以刊刻傳世。

5.42 關於《七真祖師列仙傳》。目前《七真祖師列

仙傳》有二種版本。

（1）春風文藝出版社在 198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全

書》收有《七真祖師列仙傳》。《七真祖師列仙傳》書前有

光緒十九年龍門弟子濮炳□和楊明法的序言，光緒二十九年

回道人序於鎮邑南屏新院的《重刻七真列仙傳序》。全書分

上下二卷。

（2）宗教文化出版社在 199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傳

記》，收有《七真祖師列仙傳》。《七真祖師列仙傳》分上

下二卷。並無序言。

5.43 關於《七真天仙寶傳》。目前《七真天仙寶傳》

有三種版本。

（1）宗教文化出版社在 199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傳

記》，收有《七真天仙寶傳》。《七真天仙寶傳》書前有樂

山子在道光元年（1821 年）在朝陽仙洞寫的序言。

（2）黃山書社在 2005 年出版的《中國宗教歷史文獻

集成》之一的《三洞拾遺》，第 17 冊收有《七真天仙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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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真天仙寶傳》，四卷，清宣統三年（1911 年）鐫刊，

養真仙苑藏板。書前有清康熙壬辰年（1712 年）桂月上浣

日京都北皋雙龍寺禮義堂的《序》，以及清宣統元年（1909

年）青陽山人易南子的《記》。書後有助印人花名冊，助印

人集中於北京、張家口、懷安、宣化、陽高、三河等地。此

書當流傳於北京、河北一帶。

（3）互聯網上有《道學寶藏合集》收《七真天仙寶

傳》，書前有「康熙壬辰年（1712 年）桂月上浣日京都北

阜雙龍寺禮義堂」的序言，以及《七真天仙傳序》。將二種

版本的序言相對照，可以發現宗教文化的《全真七子傳記》

本的樂山子序言就是本版本「康熙壬辰年（1712 年）桂月

上浣日京都北阜雙龍寺禮義堂」序言和《七真天仙傳序》的

合併。

5.44關於《金蓮仙史》。目前《金蓮仙史》有三種版本。

（1）宗教文化出版社在 199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傳

記》，收有《金蓮仙史》。《金蓮仙史》書前有「光緒甲

辰歲（1904 年）季秋望日台南青陽道人潘昶明廣」寫的《自

序》。全書分為二十四回。

（2）春風文藝出版社在 1989 年出版的《全真七子全

書》收有《金蓮仙史》。《金蓮仙史》書前有「光緒甲辰歲

（1904 年）季秋望日台南青陽道人潘昶明廣」寫的《自序》。

全書分為二十四回。書末有「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秋

月常寶子」的「跋」。

（3）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說集成》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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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第 134 冊收有《金蓮仙史》。古籍出版社使用的《金蓮仙

史》的底本正是孫楷第先生記載的「清光緒三十四年上海翼

化堂本」。

《金蓮仙史》的作者是清代的潘昶。潘昶，字明廣，

在自序中，署為台南青陽道人。這裏的台南顯然不是如今

台灣省的台南，而是浙江天台的南部的意思。天台簡稱為

「台」，這在天台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例如，清

康熙六十年（1721 年）刊戴舒庵著的《天台治略》中，高

安朱軾可的《序》稱，「戴君於己亥（1659 年，順治十年）

孟秋捧檄蒞台，台邑在萬山中」。這裏的台就是指天台。鍾

祥張聯元的《序》稱，「蓋君之精敏強力，實有大過人者，

而皆本以憯怛誠意，宜台人士樂而安焉，若嬰兒之於慈父母

也」。7 由此可以推定，台南青陽道人，當是浙江天台南部

的青陽道人的意思。

5.5 全真道小說的思想意義。 《七真因果傳》的改編

作者對於以前的有關七真的小說有個批評，即「其文不足以

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現在來理解這句話，就是說它

的文字不能表達七真的思想境界，它的藝術不能幫助思想內

容的表達。

經過黃永亮改編的《七真因果傳》，力圖改變這些缺

點。每一回都用文辭表達全真道的一個思想，或者是用作者

議論的手法，或者是用人物對話的手法。例如，

第一回作為全書首章，首先表達脫凡出世的道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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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塑造了一位行善的王媽媽，與王嚞相對比。王媽媽供養僧

道卻不供養化裝成乞丐的鍾呂二仙，但是王嚞卻供養化裝為

乞丐的二仙。二仙在點化王嚞時說，「錢財聚復散，衣冠終

久壞。怎如我二人，值身於世外。不欠國家糧，不少兒女債。

不說好和歹，不言興和敗，不與世俗交，免得惹人怪」。8

第二回則是王嚞第二次遇見二仙。在思想上，說明全

真二字的含義。二仙顯形告訴王嚞全真妙理稱，「所謂全真

者，純真不假之意也」，「真意真情，一毫不假，即是真道。

真道遍行，故謂之全真也」。9

第四回借孫淵貞之口說萬事皆空的道理，「自古及今，

數萬餘年，帝王將相，幾千餘人，到頭盡空，轉眼皆虛」，

提出「於空無所空之處，尋一個實而又實的事情，做一番不

生不滅的功夫，學一個長生不死之法」。10

第六回，王重陽對馬丹陽和孫不二講「修道要訣」，

指出「道者覺路也，使人歸於覺路而出迷途也」。「凡學道

者先要煉性。蓋性本先天之物，必須將他煉得圓陀陀、光灼

灼，方為妙用」。人的性情，不能降伏，就心猿意馬。制伏

靠靜定。「靜定之功，能奪天地造化，陰陽妙理」。11

第七和第八回，在馬丹陽和孫不二入道以後，王重陽

給二人講授「先天真性」和「先天一氣」的道理。指出先

天之義在於不「著於相」，「一著於相，便失先天之體」。

每人都有先天一氣，那就是「性」，也就是「靈性」，「靈

性是不生不滅之根，故曰靈根。這靈根無人不有，只是凡人

自昧耳」。王重陽除了說到先天之理，還說到卻病之理、打

坐之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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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回，王重陽又教誨孫不二「三乘之道」，指出修

道有三乘，上乘是虛無之道，中乘是虔誠而齋戒，下乘是積

功累行，廣行方便，濟人利物，多做好事。修道人要量力而

行。

第十二回，王重陽在連續收徒以後，為徒眾講授修道

從煉心開始的道理。

以上列舉的，並非是《七真因果傳》思想內容的全部。

不過，根據以上列舉的種種，讀者自然可以認識到，它弘傳

的思想是正宗的全真教義，並不摻雜有其他民間宗教教義思

想成分。因此，可以認為《七真因果傳》做到了黃永亮在

《序》中提出的「文達其辭」的要求。

從一般通俗小說的寫法來要求，《七真因果傳》的說

理部份顯然是多了一點。在有的回目裏，甚至讓讀者感覺到

說理部份掩蓋了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節展開。但是，比較

某些歐美和俄羅斯有宗教傾向的文學作品來說，這些教義說

理還是簡短而明晰的。

5.6 全真道小說的藝術特點。《七真因果傳》是一部

小說，儘管其中使用了王重陽及其七個弟子的真姓名，但

是，小說對於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展開自然有其創造之處，

同人物傳記不同。

《七真因果傳》善於在對比中塑造人物。在第一回中，

小說就塑造了一位有善舉的王媽媽同王嚞相對比。王媽媽雖

然願意供養僧道，但是不願意對乞丐裝扮的鍾呂神仙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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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王嚞得到了鍾呂的度化，而王媽媽失之交臂。

從第四回起，小說開始描寫王重陽度化馬丹陽。小說

中，馬丹陽是一個優柔寡斷、入道過程一波三折的弟子，而

伴隨他一起入道的妻子孫不二卻是一個敢於拋棄家庭、甚至

毅然以油鍋濺爆而毀容的女中丈夫。這裏運用了夫妻對比的

手法。

從第十二回起，小說開始描寫王重陽收丘處機為徒。

小說中，丘處機起初被拒絕進入王重陽門下，因為「心思太

多，過於伶俐」。後來，馬丹陽見丘處機不肯離開，就傳了

些打坐功夫給他，安排在莊園裏做些打掃廳堂之事。結果又

因驚動王重陽講道，惹王重陽大怒。只是在眾弟子引薦和懇

求之下，王重陽才收留了丘處機。這裏又運用了弟子對比的

手法。

《七真因果傳》在對比中塑造人物，儘管人物的性格

同傳記有所差異，但是，卻使得小說故事情節的展開，有了

曲折和趣味。

《七真因果傳》善於塑造人物，其中塑造的典型人物

之一是塑造了女中丈夫孫不二。在現存全真七子的傳記中，

孫不二是為人所知最少的一位，而且給人的印象似乎一直是

受到傳統家庭觀念束縛的拉馬丹陽後腿的妻子。這些在常人

眼中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七真因果傳》裏，孫不

二卻是一位有男子漢氣概、深明大義、果敢決斷，能夠擺脫

感情、家產和子女牽纏的女中丈夫。小說稱孫不二是「天下

奇女，蓋世異人」，她「生了一雙認得好人的眼睛，就認得

那貧窮無靠的孤老是位真仙，對丈夫說了要接他到家中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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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論七真修行之功要推孫淵貞為第一」。13 小說還

特別寫了孫不二對王重陽的二次誤解，表現了她嫉惡如仇、

是非分明的性格。在誤解得到澄清以後，孫不二才認識到內

丹修煉術中的「陰陽」，並非是世俗的男婚女嫁之陰陽，更

加忠誠地甘當王重陽的弟子。14 如果有人認為全真道派是重

男輕女的宗派，那麼，小說用如此多細節筆墨刻劃孫不二，

就可以知道這一說法的謬誤。

《七真因果傳》塑造的另一位典型人物就是塑造了聰

明伶俐、善於道門內外社交以及通曉內丹修煉之術的丘處

機。小說中丘處機的故事同傳記中的丘處機的差別很大。在

當代丘處機研究中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以七十餘歲高齡、冒著

生死危險赴西域面見成吉思汗的故事，在《七真因果傳》中

竟然隻字未提，反而加上了一個編造的丘處機同白雲禪師在

金殿鬥法，換鳳偷龍的戲劇性極強的故事，並且以此作為小

說的結尾高潮，極大增強了小說的趣味性和故事性。當然，

這個佛道金殿鬥法故事，似乎也反映了全真道門內很多人並

不甘心元代佛道之爭中受挫的心態。

《七真因果傳》是一部全真道的宗教小說，因此，在

小說最後第二十九回中安排了白雲禪師和丘處機之間關係

和好，王重陽和七真登真成仙的結局，「受丹詔七真成正

果，赴瑤池群仙慶蟠桃」。大團圓的喜劇結局一直是中國普

通百姓欣賞戲劇、小說故事的普遍的要求。《七真因果傳》

即使是一部宗教小說也難以跳出百姓喜聞樂見的習慣。

附帶要說一句的是，《七真因果傳》裏王重陽和七真

在玉京金闕受封，碰到的神靈是王靈官、東華帝君、玉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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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和王母娘娘等。而在《七真天仙寶傳》受封一節中唱主角

的「無極老母」並沒有出場。這正好說明《七真因果傳》和

《七真天仙寶傳》這二部小說存在著很大區別的原因。

注  釋

1《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

年。 

2《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79、180頁，作家出版社，1957年。 

3《全真七子全書》，160 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 年。 

4《全真七子傳記》，389 頁，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 

5《全真七子傳記》，189 頁，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 

6《道藏精華》第39冊，第8集之4，自由出版社，1989年，

臺北。

7《天臺治略》，1、26 頁，成文出版社，1970 年。 

8《藏外道書》，第 35 冊，436 頁，巴蜀書社，1994 年。 

9《藏外道書》，第35冊，438－439頁，巴蜀書社，1994年。 

10《藏外道書》，第 35 冊，443 頁，巴蜀書社，1994 年。 

11《藏外道書》，第 35 冊，450 頁，巴蜀書社，1994 年。 

12《藏外道書》，第35冊，452—453頁，巴蜀書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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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藏外道書》，第 35 冊，444 頁，巴蜀書社，1994 年。 

14《藏外道書》，第 35 冊，458 頁，巴蜀書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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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全真道文學作品目錄

一、全真道士詩文集

1. 王重陽《重陽全真集》，13 卷，《道藏》，25 冊，

689 頁。

2. 王重陽《重陽教化集》，3 卷，《道藏》，25 冊，

768 頁。

3. 王重陽《重陽分梨十化集》，2 卷，《道藏》，25 冊，

790 頁。

4. 王重陽《重陽真人金闕玉鎖訣》，1 卷，《道藏》，

25 冊，798 頁。

5. 王重陽《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1 卷，《道

藏》，25 冊，807 頁。

6. 馬丹陽《漸悟集》，2 卷，《道藏》，25 冊，454 頁。

7. 馬丹陽《洞玄金玉集》，10 卷，《道藏》，25 冊，

559 頁。

8. 馬丹陽《丹陽神光燦》，1 卷，《道藏》，25 冊，

6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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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丘處機《磻溪集》，6 卷，《道藏》，25 冊，808 頁。

10. 譚處端《水雲集》，3 卷，《道藏》，25 冊，845 頁。

11. 王處一《雲光集》，4 卷，《道藏》，25 冊，648 頁。

12. 劉處玄《仙樂集》，5 卷，《道藏》，25 冊，423 頁。

13. 郝大通《太古集》，4 卷，《道藏》，25 冊，865 頁。

14. 尹志平《葆光集》，3 卷，《道藏》，25 冊，501 頁。

15. 姬志真《雲山集》，8 卷，《道藏》，25 冊，364 頁。

16. 祁志誠《西雲集》，3 卷，《道藏》，25 冊，532 頁。

17. 李道純《中和集》，6 卷，《道藏》，4 冊，482 頁。

18. 張伯端《悟真篇》，5 卷，《道藏》，4 冊，711 頁。

19. 白玉蟾《玉隆集》，4 卷，《道藏》，4 冊，750 頁。

20. 白玉蟾《上清集》，7 卷，《道藏》，4 冊，772 頁。

21. 白玉蟾《武夷集》，6 卷，《道藏》，4 冊，797 頁。

22. 金白雲子《草堂集》，1 卷，《道藏》，25 冊，480 頁。

23. 《自然集》，1 卷，《道藏》，25 冊，494 頁。

24. 彭致中《鳴鶴餘音》，9 卷，《道藏》，24 冊，256 頁。

25. 《張三丰先生全集》，《藏外道書》，5 冊，378 頁。

26. 《呂祖全書》，《藏外道書》，7 冊，51 頁。

27. 劉一明《道書十二種》，《藏外道書》，8 冊，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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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真道小說

1. 《七真天仙寶傳》，《全真七子傳記》，387 頁，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

2. 《七真祖師列仙傳》，《全真七子全書》，157 頁，

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 年。

3. 黃永亮《七真因果傳》，《藏外道書》，35 冊，433

頁。《全真七子全書》，1 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 年。

4. 潘昹《金蓮仙史》，《全真七子全書》，253 頁，

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 年。

三、全真道戲劇

1. 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元曲選》，490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2. 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元曲選》，614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3. 馬致遠《邯鄲道省悟黃粱夢》，《元曲選》，777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4. 范子安《陳季卿誤上竹葉舟》，《元曲選》，1041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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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谷子敬《呂洞賓三度城南柳》，《元曲選》，1187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6. 楊景賢《馬丹陽度脫劉行首》，《元曲選》，1321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7. 馬致遠《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曲選》，1670 頁，

中華書局，1979 年。

8. 無名氏《瘸李嶽詩酒玩江亭》，《元曲選外編》，

883 頁，中華書局，1959 年。

9. 無名氏《漢鍾離度脫藍采和》，《元曲選外編》，

971 頁，中華書局，1959 年。

10. 朱有燉（明）《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孤本元明

雜劇》，第二冊，1958 年。

11. 楊慎（明）《洞天玄記》，《孤本元明雜劇》，第

二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

12. 無名氏《呂翁三化邯鄲店》，《孤本元明雜劇》，

第四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

13. 無名氏《呂純陽點化度黃龍》，《孤本元明雜劇》，

第四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

14. 無名氏《邊洞玄慕道昇仙》，《孤本元明雜劇》，

第四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

15. 無名氏《時真人四聖鎖白猿》，《孤本元明雜劇》，

第四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

16. 無名氏《感天地群仙朝聖》，《孤本元明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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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

四、《元曲選》和《元曲選外編》

有神仙道化劇 18 種。

1.《陳摶高臥》。

2.《岳陽樓》。

3.《任風子》。

4.《黃粱夢》。

5.《張天師》。

6.《鐵拐李》。

7.《竹葉舟》。

8. 《莊周夢》。

9. 《七里灘》。

10. 《昇仙夢》。

11. 《金安壽》。

12. 《城南柳》。

13. 《誤入桃源》。

14. 《劉行首》。

15. 《完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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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藍采和》。

17. 《碧桃花》。

18. 《張生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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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道教文學和全真道文學	

		 	研究著作和論文目錄

一、道教與文學研究論著

伍偉民、蔣見元《道教文學三十談》，上海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1993 年，上海。

詹石窗《道教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年，

上海。

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上海。

楊建波《道教文學史論稿》，武漢出版社，2001 年，

武漢。

張松輝《漢魏六朝道教與文學》，湖南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6 年，長沙。

張松輝《唐宋道家道教與文學》，湖南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8 年，長沙。

張松輝《元明清道教與文學》，海南出版社，2001 年，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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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波《道教與神魔小說》，巴蜀書社，1999 年，成都。

孫克寬《寒原道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年，

臺北。

李豐楙《憂與遊 ── 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學生書

局，1984 年，臺北。

李豐楙《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學生書局，

1986 年，臺北。

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學

生書局，1996 年，臺北。

李豐楙《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說研究》，學

生書局，1997 年，臺北。

李豐楙《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像》，中華書局，

2010 年，北京。

黃兆漢《道教與文學》，學生書局，1994 年，臺北。

孫昌武《道教與唐代文學》，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北京。

文英玲《陶弘景與道教文學》，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

1998 年，香港。

楊光文、甘紹成《青詞碧簫 ── 道教文學藝術》，四

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成都。

劉守華《道教與中國民間文學》，文津出版社，1991

年，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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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翠先《道教文言小說選》，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北京。

鍾來因《蘇軾與道家道教》，學生書局，1990 年，臺北。

黃世中《唐詩與道教》，灕江出版社，1996 年，桂林。

鳳錄生《道教與唐五代小說》，打印稿，上海師大，

2000 年，上海。

張澤洪《道教唱道情與中國民間文化研究》，人民出

版社，2011 年，北京。

左洪濤《金元時期道教文學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郭英德《世俗的祭禮 ── 中國戲曲的宗教精神》，

1988 年。

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二、道教與文學研究一般論文

劉文剛《論道詩》，《四川大學學報》，1999 年第 3 期。

楊建波《唐人道教送別詩、贈題詩的意象和審美趣

味》，《理論月刊》，1999 年 10、11 期。

劉光磊《論李商隱的道教無題詩》，《寧波大學學報》，

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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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飛《曹操的遊仙詩》，《學術月刊》，1980 年，第

5 期。

張士驄《關於遊仙詩的淵源及其他》，《文學評論》，

1987 年，第 6 期。

李乃龍《論唐代豔情遊仙詩》，《廣西師範大學學報》，

1997 年，第 3 期。

李永平《遊仙詩死亡再生母題》，《陝西師範大學學

報》，1997 年，第 4 期。

桑寶靖《仙歌考論》，打印稿，南開大學，2002 年，

天津。

王青《道教神話研究》，打印稿，南京師範大學，

1992 年，南京。

羅爭鳴《唐五代道教小說研究——以杜光庭為中心》，

打印稿，復旦大學，2003 年，上海。

黨芳莉《八仙仙事演變及相關文學研究》，打印稿，

復旦大學，2000 年，上海。

李豐楙《鄧志謨道教小說的謫仙結構 ── 兼論中國傳

統小說的神話結構》，《小說戲曲研究》第四輯，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93 年，臺北。

詹石窗《道教小說略論》，《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上海。

詹石窗《道情考論》，《宗教學研究》，1996 年，第

4 期，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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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石窗《道教與戲劇》，文津出版社，1997 年，臺北。

張澤洪《元代回族詩人丁鶴年與道教》，《回族研究》，

2001 年，第 3 期。

張澤洪《元代回族詩人撒都剌與道教》，《西北民族

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張澤洪《中國民間俗信仰中的道情 ── 以道情起源及

說唱為中心》，《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一輯，巴蜀書社，

2003 年 5 月。

劉淑麗《元雜劇宗教精神的闡釋與消解》，《藝術百

家》，2001 年 3 期。

戴峰《宋元善惡報應信仰之發展及其對戲曲的影響》，

《船山學刊》，2008 年 3 期。

三、全真道與文學研究論文

柳存仁《全真教與小說西遊記》，《明報月刊》，

1985 年第 234 期。

陳耀庭《全真道詩欣賞四題》，《弘道》，40 期，

2009 年第 3 期，香港。

陳耀庭《全真道詩欣賞又三題》，《弘道》，43 期，

2010 年第 2 期，香港。

陳耀庭《回首人間不再來 ── 祈志誠的〈遺世〉詩》，

《弘道》，48 期，2011 年第 3 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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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庭《淤泥淹不得，發露滿池紅 ── 讀李道純的

〈詠藕〉詩》，《弘道》，49 期，2011 年第 4 期，香港。

陳耀庭《正值糊窗要辟風 ── 馬丹陽〈瑞鷓鴣 ‧ 收

家書〉欣賞》，《上海道教》，總 89 期，2011 年第 4 期。

陳耀庭《不惹人間桃李花 ── 白玉蟾的〈臥雲〉詩》，

《弘道》，50 期，2012 年第 4 期，香港。

陳耀庭《純紫三秋尚耐風 ── 尹志平的〈看雞冠花〉

詩》，《上海道教》，總 92 期，2012 年第 3 期。

于東新《金代全真道士之雜體詩詞芻論》，《集寧師

範學院學報》，34 卷 1 期，2012 年 3 月，集寧。

王昊《論金代全真道士詞人對柳詞的接受》，《蘭州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9 卷 1 期，2011 年 1 月，蘭州。

黃幼珍《柳詞與全真道士詞》，《甘肅社會科學》，

1988 年第 4 期。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張美櫻《全真七子證道詞之意涵析論》，輔仁大學中

文系博士論文，1999。

陶然《金元詞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楊柏嶺《由柳永詞看王嚞等道士詞的傳播行為》，《民

族文學研究》，2006 年 4 期，後收入本人專著《唐宋詞審

美文化闡釋》，黃山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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