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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太一关系论略
李! 小! 光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A**"C"

!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太一)与(道)的关系历来备受重视! 本文以为"太一观念源自于
先民之灵魂信仰"着重于万物之生命过程"而道则融摄了它"并被推之于社会进程! 以太一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灵魂
观对老子道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道(唯恍唯惚)的存在状态"(恃之以生)的巨大作用"以及(归根)&(复命)&
(守
常)的运动方式"都是参照灵魂观提出的! 展开道与原始宗教灵魂观关系的探讨"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原始思
维"了解宗教尤其是原始宗教向哲学的转化以及道家思想向道教的演化"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原始宗教#灵魂观#太一观#道
中图分类号!Y+#B!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A***F#!A#$)**+%*#F**B*F*#
!!

年冬天出土的湖北郭店楚简中#,太一生
水篇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最多重视的一篇文字&
今具引于下#以便于讨论#其中的*+内为补字.
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 天反辅
!! 太
太一"是以成地! 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
明! 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 阴阳复相辅
也"是以成四时! 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
热! 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 湿燥复相辅
也"成岁而止! 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 湿燥
者"寒热之所生也! 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
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 阴阳者"神明之所生
也! 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 天地者"太一之所
生也! 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
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此天
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
君子知此之谓-$ "不知者谓$ .!
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责于
-$ #$ 于
弱"$ 于$ .! 下"土也"而谓之地!
!!A++!
-

上"气也"而谓之天! 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
以道从事者必讬其名"故事成而身长! 圣人之
从事也"亦讬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 天地名字
并立"故讹其方"不思相-当"天不足.于西北"其
下高以强! 地不足于东南"其上-$ 以$ ! 不足
于上.者"有余于下! 不足于下者"有余于
上!
杜维明先生说.(,太一生水-在西方引起了较大
的震荡& 莱顿大学的施舟人教授认为#,太一生水对整个道家哲学#特别是道家的宇宙发生论#有重大
的影响& 然而#,太一生水-的宇宙发生论是否是双
轨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以
生天'生地#再生神明'阴阳'四时等#牵涉到许多非
常复杂的问题& 它们到底是民间信仰#还是中国比
较早的宇宙生成论#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研究&)
杜维明先生说出了,太一生水-篇所具有的巨大
魅力之原因所在& 正是因为如此#关于这篇只有
字的古佚文的研究#一时间已成为学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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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该篇中的诸如(神明)'(名字)等重要概念引
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与深入探讨& 本文所关注的是
这篇短文里竟然同时出现了对中国古代思想界有极
大影响的两个概念%%%(太一)与(道)#这提示我们#
这对于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可能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有必要深入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 %太一&与%一&
在,太一生水-章里#宇宙的发生是太一的功能#
但是#圣人行事#则是按照道& 那么#道与太一是一
种什么关系呢2
首先#来看,太一生水-里的两个概念.
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
!! 是
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此天之
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 君
子知此之谓-$ "不知者谓$ .!
在这段话里#知道太一运转特色的主体是君子&
而在下面论述天道的时候#能够遵道而行的主体则
变成了圣人.
道从事者必讬其名"故事成而身长! 圣
!! 以
人之从事也"亦讬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 天地
名字并立"故讹其方"不思相-当"天不足.于西
北"其下高以强! 地不足于东南"其上-$ 以$ !
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 不足于下者"有余于
上!
很明显#在这里#君子和圣人地位明显不同& 其
实#在道家思想中#这个区别应该说是普遍的&,庄
子1 外物-中说.
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
!! 圣
人所以駴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駴
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
尝过而问焉!
在,庄子1 天下-篇中#这种区别很清楚.
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
!! 以
谓之圣人!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
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在上述说法里#圣人的地位显然高于君子#君子
和圣人的地位区别#显示了太一与道的地位区别&
从,太一生水-来看#因为天'地'水直接由太一
生出#因此#天'地'水三者蕴藏着太一#(是故太一藏
于水#行于时)& 也许正因此#太一在古代#同巫术的
关系非常密切& 李泽厚先生说.(我疑其来由或根源
仍在上述先民的原始巫术仪典& 很可能#上古先民

将巫术仪典中所可感受却不可揣度难以言说的巨大
神秘力量谓之/太一0&)
这个(可感受却不可揣度难以言说的巨大神秘
力量)#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先民灵信仰中的(灵)#因
为灵信仰是巫术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实际上#
由于先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在他们的生活
中#并不象现在的我们#身边充满了人造的冷冰冰的
(制
造品)#在先民的眼中#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
也就意味着是有(灵)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
巫术在先民那里发生巨大作用之依据 & 应该说#
泰勒的(万物有灵论)#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他所
说的万物有灵#是指万物各有各的灵& 弗雷泽在,金
枝-中解释得更明确#人的灵是人体内有一个小人#
动物的灵则是它体内的小动物#人有人灵#兽有兽
灵#物是各有各的灵的#如此则万物就有上万个各不
相同的灵了 & 列维1 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
指出#如果物各有灵#灵与灵之间就没有相互流通'
交感的共性#原始巫术的神秘互渗律#即通过接触'
模拟可以交感通灵的感应律#就失去了依据#也就不
会有在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巫术思维与行为了&
列氏提出#不是物各有各的灵#而是物皆(同灵)'(共
灵)#只是因为物所具有的(灵)在数量上有多少的不
同#才有物形上的#即自然物质上的差别& 又因为物
与物是同灵共灵的#像体内都含有水分一样#因此是
只有共通而没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矛盾的#所以
能够像水乳可以交融一样进行互渗& 如果物各有
灵#就有对立排他性的矛盾#就像金属等具有不可入
性一样#即使泡在水中#二者也不能交感'互渗& 故
而#列氏用(互渗律)来取代弗雷泽的(交感律)#用
(万
物同灵论)来取代泰勒的(万物有灵论) &
从万物有灵论到万物同灵共灵论#在中国古代
有明确的发展脉络& 颛顼时(家为巫史)可以理解为
一种(万物有灵)信仰的滥觞#他进行(绝地天通)改
革后#与灵的沟通被集中到巫师集团手中#这可以认
为是万物有灵信仰最终走向万物同灵共灵信仰的第
一步$大禹的(铸鼎象物)的做法#将各族的信仰对象
集中到了一起#这是走向万物同灵共灵信仰的第二
步$商代的帝'周代的天等观念的提出#则可以认为
是万物同灵共灵信仰的完成& 但是#这种完成并非
是一劳永逸的#至少在战国后期#各个族团自己的信
仰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在楚地流行的太一观念就
是一个最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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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1 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
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
命#其官于无&)这里所说的(其降曰命)#显然意味着
所有事物与太一的关系#很明显是一种(被生出)的
关系& 在,太一生水-中#太一通过直接生成天'地'
水#进而间接生成了万物& 这样#我们有理由将太一
思考为万物共同的本原#万物因为是(被生出)的#因
此#它们的存在以太一的存在为前提& 也就是说#万
物的生成是因为太一在它们那里的作用& 由于太一
(藏
于水#行于时)#因此太一是流动的#这个流动是
借助水的特性来实现& 方东美先生曾说.(中国先哲
所谓宇宙#其实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方面#并
须使之浑然化为一体#不像西洋哲学往往把它们截
作两个片段来看33 中国人的宇宙观是精神物质浩
然同流的境界#这浩然同流的原委都是生
命&) 从,太一生水-所展示的太一在宇宙中的
地位而言#此言极是& 太一的这种生之本源意义#在
,老
子-中有明确的体现#那就是老子对(一)的论述&
郭沫若先生曾经推测,老子-第二十五章(强为之名
曰大)中的(大)后夺(一)字 & 此说得到周勋
初 注'刘屹 注等人的赞同& 本文亦采此说&
太一是万物得以生成的本原& 那么#一同样具
有这样一个特征& 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
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
为天下贞)& 在,老子-',庄子-屡屡出现的(一)#应
该是从太一推省而来的& 这亦可谓证明之一&
二! 太一生万物
老子虽然明确提出了(万物得一以生)的思想#
但是#对于太一如何生万物没有阐述#大概在那时#
太一生万物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吧& 到了道家另
一位巨子庄子#则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庄子1
天下-云.
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 泰
形! 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
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
神"各有仪则"谓之性!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同乃虚"虚乃大! 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
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
最早#宇宙是一片混沌#无形无象的太一从中生
出#万物因为分有了太一而(得以生)#而拥有了灵
性#并因为所得早晚'多少等时空数量的差异#而各
以所得为(德)#这就是万物在质性上的差别& 故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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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因其万殊而称万物#但是万物之灵却又都得之于
太一之一灵#即万物的生命'命灵来自一源#故万物
是同灵的& 因其同灵#故巫术可以通灵#可以通过摹
拟'接触等行为而在物灵之间进行神秘的互渗与交
感& 物得灵为德#物灵为一#物德万殊#这就是中国
古代哲学一再提出的(一)与(多)的关系#一散则成
多#多聚则为一& 因此#可以说#一灵万物的关联就
成为(一即多#多即一)这一哲学命题的原始依据&
(未
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 (未形)#即
(有
一而未形)#是无形无象的灵& 灵的功能是使(物
得以生)#以明#所以(有分)& 这个(分)#就灵本身来
说#是指它既能弥漫流转#笼罩充塞于天地之间#即
(洞
同天地)#广阔无边$又能逢隙而入#遇孔即穿#虽
细分如丝#又不绝如缕#这是灵的分散的(分)& 对万
物而言#则是(物得以生谓之德)时所得的(分额)的
(分
)&
万物(得以生)的(灵分)#虽然在数量上有差别#
但因为同灵#此物之灵与彼物之灵是能够交感流通
没有隔阂障碍的#故为(无间)&(且然)意同(但是)#
指(未形)的灵#虽是(有分)#但在物得其分后#仍然
彼此无碍无间#灵仍然在物与物之间交通流转& 由
于这种交通流转#物灵就有增有减#有得有失& 得增
则物盛物昌#减失则物衰物丧& 由于这种物灵(有
分)而又(且然无间)的流转#导致物的盛衰得丧#对
物来说#就是命运的(命)& 很明显#这个(命)#是由
灵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来决定的& 这样#我们就很
容易理解原始的狩猎族在进行狩猎活动前#先要举
行摹拟巫术的狩猎仪式的原因所在& 因为他们深
信#要取得猎物的命#必先损伤猎物的灵#只有在猎
物的灵被猎人用巫术使之流失之后#才会被猎人杀
伤杀死&
(留
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 留为止#动为
#
行义谓灵的流动在止而不行#即(留动)时#也就是
(物
得以生谓之德)而具有物质物性时#这个物也就
(生
)出
来了#故说灵是(留动以生物)的& 在物得灵
以生具有物质物性的德时#这个所得的德行就构成
物的(生理)& 生理是指自然性的生成生长的(文理)
或(理路)#犹如水流的有水文'水理#在人就是血液
流动的脉文'脉理& 这种生机理路即生理的生成#也
就是物体物形的生成#故云(物成生理谓之形)& 很
明显#庄子认为#先有灵#然后生物#这与,太一生水的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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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这种(一
即多#多即一)的观念#也就是他视(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 其实#儒家主张的
(天
人合一#民物胞与)的思想也与此有关#都蕴涵了
原始的万物同灵共灵的原始观念&
三! 道与太一
理解了太一的生之本原!灵"意义#那么#它与道
的关系或可转化为灵!魂"与道的关系& 老子的道本
不可言说#但是在老子的强为之言中#我们发现它具
有明显的(万物同灵共灵论)痕迹& 在老子那里#道
象泛滥的河水一样#周流左右#无处不在&(大道泛
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道广泛博大#无处不在#
万事万物都是道的派生体#都能从中找到道#这与太
一一灵生万物#万物皆分有太一的观念十分一致&
老子把道描述成一种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又感
触不着#无形无象的东西&(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
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
混而为一& 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
于无物& 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 迎而
不见其首#随而不见其后)!十四章"& 道是没有形体
的#迎着它不见它的前头#跟着它不见它的后背&
(道
之为物#唯恍唯惚& 恍兮#其中有象$惚兮#其中
有物&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增)!二十一章"& 老子认为#道虽
然恍惚幽微#具有不可感触性#但恍惚之中却有形
象#恍惚之中却有实物$深远暗昧之中却蕴涵着极细
微的精气&(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
道的作用还是能被人感知的$(自古及近#其名不
去)#道的形态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它的名字始终如
一&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人看待灵也是这个态度&
我们可以把老子笔下的道与英国宗教学家爱德华1
泰勒所概括的灵魂特征作以下比较.(灵魂是不可捉
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虚无的象蒸
汽'薄雾或阴影!道之为物#唯恍唯惚"& 它是赋予个
体以生气的生命和思想之源!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它能独立地支配着肉体所有者过去和现在的个人意
志和意识$它能离开肉体并从一个地方迅速转移到
另一个地方$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看不见摸索
不着的#但他同样地显示着物质力量#尤其看起来好
像醒着或睡着的人!其中有象#其中有物"$一个离开
肉体但跟肉体相似的幽灵#它继续存在和生活在死

后的人的肉体上$它能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
够进入动物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他们!渗
于无间"&) 一些原始民族认为#灵魂的活动能
力是与人的肉体状况及其在世时的能力相一致的&
澳洲加尔维岛上居民相信#胖子的灵魂是胖的#瘦子
的灵魂是瘦的$肉体的哪个地方负伤#灵魂也同样负
伤$小孩死后#其灵魂始终是小孩#不会长大$老人的
灵魂也是衰老的#强壮者的灵魂也异常强大 &
可见#老子提出#道(自古及近#其名!命I 灵"不去)#
同原始人心目中灵魂永远不会发生变化是一致的&
老子对道的描述#显然与当时对太一的认识有
关#(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
闻#用之不可既)!第三十五章"& 道的这种不可感知
性#早期是从太一!灵"恍恍惚惚'飘来飘去'不可触
觉借用过来的#老子采用了更加抽象化'思辨化'哲
学化的语言& 所以#老子笔下神秘的(道)的本体存
在状态很可能就是人们心目中太一!灵"存在状态的
翻版&
在老子思想中#道显然也囊括了太一的(生生不
息)的作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
宗$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
章"道似亡而又实存#是万物的本源&(道不可须臾
离也#可离非道)#道分秒也不能离开& 这一点与上
文所分析的太一!灵"极为相似&(谷神不死#是谓玄
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 谷神!道"是
永恒存在的#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生殖能力#天地
万物都从中产生& 它(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六
章"#虽然渺渺茫茫#若存若亡#可是却有无穷无尽的
力量& 因此#从作用上讲#道与太一!灵"有更多的相
似之处& 有之则生#离之则死#是生命的主宰#所以
说(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第六
十二章"& 原始人认为各种事物都具有灵魂& 照这
个思路推理下去#那么天地'宇宙也是有灵魂的& 它
们的灵魂又是什么呢2 老子对此的回答是.(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
母& 吾未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六十二章"老子
给这种生天生地'无声无形'类似灵魂状态的东西起
名叫做(道)#道就是天地'宇宙的灵魂& 如果换成哲
学的语言#也就是说道是世界的本原&
道的巨大作用也是有太一观做凭据的& 老子极
可能套用了当时人描述太一作用的语句来描述道.
(大
道泛兮#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
*
AA+
CA"

*
A)+
AB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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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有#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 万物归之而
不知主#可名于大&)!第三十四章"(小)与(大)的关
系#其实就是上文分析庄子时所说的(多)与(一)的
关系& 显然#这里(道)的作用已经将(太一)的作用
完全融摄了&
(昔
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
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
下贞&)!第三十九章"这正是万物有灵论的翻版& 无
论是天'地'神'谷'万物'侯王有了一#才能生存#才
能各得其所#保持宇宙间的稳定与和谐& 而这个一
因为被道所融摄#因此#道的作用也就不再限制在生
命领域了#它被推广到了社会领域#扩充到了治国安
天下的社会政治活动中& 这个道对宇宙万物是多么
重要.(其致之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
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
将恐灭#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蹶&)!第三十九
章"离开了道#和谐的世界将是另一幅末日图景.天
倾覆了#地破裂了#河流溪谷干涸了#万物灭绝了#国
家混乱了&
从道的运动方式来看#就是太一!灵"的运动方
式#(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
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
!第
十六章"& 老子认为保持心灵的清虚寂静#就可
以观察到万物由生长发展到死亡循环往复的生命历

程#从而体悟道& 显然#只有这样#他提倡的(万物并
作#吾以观其复)的悟道途径才有意义& 结合先民对
生命的体认#即人死后#灵魂会脱离肉体#到另外一
个世界中去继续生活&(归根)'(复命)#然后获得永
恒.(知常)'(没身不殆)& 实际上#这些名词都是人
们形容生命和灵魂运动的#老子在这里恰恰用来描
述道的运动方式#灵魂与道之间的密切关系毕露无
遗&(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这个根就是由灵魂观念
演化成的哲学范畴(道)& 在这里#老子遵循了生
命% 灵魂的运动方式#以自身的生命运动为中心#囊
括了天体运动'社会运动#把天之道'人之道统一为
大道#为我们构造了一幅宇宙总体运动的宏观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前期道家集大成
者的老子#承黄帝等道学先驱兼部落酋长的余绪#批
判吸收原始宗教灵魂观#把灵魂观念改造成道这一
哲学范畴& 后世道家洞见了道中蕴涵的灵魂崇拜等
原始宗教因素#对理性化的道重新进行了神秘化'宗
教化的改造#形成了以(道)为核心信仰#重视巫鬼
术'养生术的道教& 老子(道)中蕴涵的极为丰富的
生命和灵魂因素#开创了道家道教生命哲学的先河&
笔者认为#展开道与原始宗教灵魂观关系的探讨#对
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原始思维#了解宗教尤其是原始
宗教向哲学的转化#道家思想向道教的演化#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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