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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云南民间道教是早期巫教与五斗米道融合并呈现地域特色的一种区域道教，经历了一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传度”是道教的一种入教仪式，“奏职”异同于 “授箓”，均为道士获得宗教神职
的一种 “教阶制”。云南族群的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以及社会历史条件，孕育了具有区域特
色的民间道教，并形成了 “传度·奏职”这一宗教的核心仪式。云南民间道教的 “传度·奏职”仪
式，深刻反映了不同的族群对一种宗教的自觉接收并转化运用的过程，说明了道教的民族性、包容
性，彰显了民间道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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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授职帖

一、云南民间道教传度奏职仪式的渊源

（一）“鬼道”初创，道脉入滇
道教是具有社会历史性且动态发展的宗教，

道教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
善的过程，包括了流传到具体区域被接收转化并
运用发展的过程。“还在新石器时期，云南就已
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
的文化特征，他们既保持自己地区的文化特点，
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云南境内的这些原始民
族群体，有的与西北和中原的群体关系密切；有
的与东南沿海的原始民族群体更为亲近 （两广的
北越）；有的则属于孟高棉系统的部落。”①所以，
在五斗米道入滇之前，云南就已经是多族群聚居
且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张陵 “顺帝时客于蜀，
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
者，辄出米五斗”②，在张鲁时代也沿袭了张陵
的入教形式就是 “箓米”， “沛人张鲁，母有姿
色，兼挟鬼道”③。从其功用上来看，《三国志·
张鲁传》中载：“鲁遂居汉中，以鬼道教民，自
号 ‘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 ‘鬼卒’。受本
道已信，号 ‘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
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
取足；若过多，鬼卒辄病之。”④ 《华阳国志·汉
中志》亦载：“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

刘焉。……鲁既至，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
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
……学道未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其
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⑤所以，若以
张陵创教为标志的话，道教的早期称谓或他称当
是 “鬼道”或 “米道”。若从其实际功用或社会
基础来看，其适宜于民众的心理安慰和生存需求
从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其思想上来看，从
“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⑥

的记载可在一定层面看出，早期道教更注重的是
迎合实际的 “生存”问题。

在道脉入滇的问题上，王纯五先生对东汉末
年张陵设置的 “二十四治”辖区进行逐一考证，
认为云南巍宝山属于蒙秦治，是南方丝绸之路上
著名的道教胜地，被称为 “南诏洞天福地”。并
认为 “天师道蒙秦治的影响甚为深远，早已及于
云南西部南诏发祥之地”。⑦ 《云笈七籤·二十四
治》关于 “蒙秦治”与 “稠梗治”的具体辐射范
围有详细记载⑧。除此之外，郭武 《道教与云南
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⑨以
及萧霁虹、董允的 《云南道教史》⑩都对道教初
创便传入云南做出了相关考据和论述。较为明确
提出道教入滇路线的是张桥贵 《道教与中国少数
民族关系研究》：“道教创立之后，主要分为西线
和东线向外传播，……西线方向由东向西传播的



大体路线是益州蜀郡———犍为郡———滇东北地区
和滇西北地区———滇中、滇南———印度的迦摩缕
波 （在此与当地宗教融合为佛教密宗）———中国
内地和西藏、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
的边疆民族地区。”瑏瑡所以，道教早在创立之初便
传入云南，以此为源头，后续的诸道派和高道的
入滇推进了道教在云南传播发展与转化运用的进
程，在动态中形成了独具云南特色的传统民间
道教。

（二）以道统巫，二元互动
庄蹻入滇、秦五尺道和僰道的开通，以及汉

武帝开拓西南夷历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西南不同族群间的互流互通。“张陵在鹤鸣山学
道，所学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
心思想，而缘饰以 《老子》之五千文。”瑏瑢 当时
“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羊或
一牛，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
云”瑏瑣。蒙文通先生认为：“五斗米道原行于西南
少数民族。”瑏瑤所以，五斗米道的创立，是在以巴
蜀为中心的西南各族群之巫祝文化土壤中产生
的，其借用老子之 “道”注入西南各族群之巫祝
文化之中，来收编整合形成一个较为规范的宗教
团体。从其行动上来看，“涂炭斋者，事起张鲁，
氐夷难化，故制斯法。……此法指在边陲，不施
华夏”瑏瑥。所以，早期的 “鬼道”对西南不同族
群的 “巫教”是主动收编改造。从其实际效果来
看，在 《陆先生道门科略》中记载：

太上老君以下古委怼，淳浇朴散，三五
失统，人鬼错乱，六天故气，称官上号……
擅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飨祠，扰乱人
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
其佑，反受其患，枉死横夭，不可计数。
……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
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福祸功过，
令知好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
道士二千四百人，下 《千二百官章文》万
通，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明正
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复有淫邪之鬼，罢诸
禁心，清约治民，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使
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
命，……若非五腊吉日而祠先人，非春秋社
日而祭社灶，皆犯淫祠。若疾病之人不胜汤
药针灸，惟服符饮水，及首生年以来所犯罪
过，罪应死者，皆为原赦，积疾困病，莫不
生全，故上德神仙，中德倍寿，下德延年。瑏瑦

综上可知，五斗米道在迎合了西南各少数民
族 “畏鬼而淫祀”的心理基础上，积极地以老子

之 “道”来进行宗教改革，废除了一些巫祝祭祀
中消极落后的内容，通过设立教区以生活互济互
助和符水治病的方法满足当时底层民众最为迫切
的要求，从而把西南各少数民族间的巫教注入其
所宣扬的 “太上正一盟威之道”，减轻了民众祭
祀负担，响应民众的实际呼声，从而形成了早期
的 “鬼道”。

云南文山蓝靛瑶族流传的 《飞章科》开
篇道：

龙虎山中炼大丹，玄天魔魅骨毛寒。自从
跨鹤归玄省，烟雨潇潇玉局坛。不可思议功
德！……恭对省廷，烧香奏请龙虎山前天师教
主、老祖张真人、降魔护道天尊、正一系嗣女
三师、黄赵二真人、金童玉女、侍从使者、天
机院门下引进仙官、传道传法戒度师、某一派
宗师、助道随录官君将佐，恭望师慈垂光下
降。……太上传符箓，初真遇鹤驾。积功朝玉
阙，列位侍三清。接引章词奏，并随凡庶情。
修斋当奏请，愿赐登鉴情。三洞灵表文，氤氲
本自然。天师来下降，恭望赴临筵。瑏瑧

《飞章科》主要用于拜表上章，从其内容来
看，正一天师道的元素颇为明显：张道陵承袭了
老子的 “正一盟威之道”在龙虎山修道炼丹，以
及携弟子王长、赵升等赴巴蜀整编巫教创立 “鬼
道”。

当前，在云南大理巍山的 “南诏土主庙”
中，彝族毕摩仍然在其表文上绘制 “八卦图”，
加盖 “道经师宝”印，用于拜表上章。“二十四
治”中 “蒙秦治”的治点就设在今天的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城关镇东南高枧乡，乃属于
氐羌系统之彝族聚居之地。明朝万历年间巍山的
左氏土司出资刊印过 《道藏》瑏瑨。从历史上来看，
《蛮书》所载之 “苍山会盟”也极大地采用了早
期五斗米道的 “三官手书”仪式。瑏瑩所以，论及
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代表的 “巫教”与张陵所创之
五斗米道之关系，乃是一个 “二元互动”之过
程，即五斗米道在收编西南各少数民族之原始巫
教的过程中，原始巫教自身也在不断地改革吸取
自身所需的 “道教”元素，这是一个 “二元互
动”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也有两个程度之分。
五斗米道根植于原始巫教却又 “改革”了原始巫
教，在形成 “道教”这样一个宗教团体的格局
下，原始巫教的 “道教化”也是一个随着族群互
融交流而动态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其主要发生
了两个程度的走向：

第一个程度就是 “巫教”道教化，也就是说
一些地方的原始巫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五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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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朝着道教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以个人为
代表的明代道士张道裕，剑川北乡永榜村的白族
人，“自幼好道潜修，其遇异人授以符箓术，心
悟明通，能致风雨。俗传能使役鬼神，号称张天
师”瑐瑠。其１２代孙张鹤说：“张道裕到天师府学
了八年，带回经典、器具，把道教带回剑川，其
墓地在永榜村，墓碑上写着 ‘天仙真人鸿儒仙客
享阳七十一寿’。”瑐瑡又如，以一个族群为代表的
云南文山蓝靛瑶的 “度戒”仪式，其核心仪式
《初真戒度科》和 《天师戒度科》，还有其 “阴阳
牒”（师、道不同），便是瑶族自主吸收正一道之
“传度·授箓”文化的一个鲜活例证；瑐瑢虽赋予了
自身民族的一些区域元素，然 “道教化”的成分
仍是主流。

第二个程度是 “巫教”民族化，这是指其本
民族原始巫教虽接受了道教的文化元素，但是在
历史的变迁中也接受了其它文化元素，且以本民
族实际需求为特色，形成了具有自身风格的少数
民族信仰，例如大理白族的 “本主信仰”，就是
一个具有地域化和动态性的白族民间信仰，其承
袭了 “社稷”文化以及 “万物有灵”思想，与城
隍信仰渊源颇深，同时又具有民族地域特色，此
为 “巫教”民族化。所以，道教的创立是吸收了
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巫教的元素，道教具有民族性
和包容性，是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
纽带，“以道统巫，二元互动”，此为云南传统民
间道教的历史渊源。

二、云南民间道教传度奏职仪式的比较

《上清灵宝大成金书》卷２４载：“夫箓者，
始于正一，演于洞神，贯于灵宝，极于上清。上
清大洞箓者，匿景韬光，精思上道，志期轻举，
全不涉俗。进道之士先受三五都功正一盟威，修
持有渐，方可进受灵宝中盟，转加上清大洞。若
不耳者，有违太真之格。”瑐瑣 《正一修真略仪》亦
载：“真经解云：‘箓，录也。’修真之士，既神
室明正然，摄天地灵祇，制魔伏鬼，随其功业，
列品仙阶。出有入无，长生度世，与道玄合，故
能济度死厄，救拔生灵。巍巍功德，莫不由修奉
三洞真经、金书宝箓为之津要也。”瑐瑤所以， “传
度”是正一道教的 “入教”仪式，而 “奏职”异
同于 “授箓”，是云南民间道教的一种 “教阶
制”，是正一道教的一种 “核心”仪式。云南民
间道教的特色在于 “传度”的同时就 “奏职”，
所以，统称为 “传度奏职”仪式。

正一道的 “授箓”和 “奏职”有其历史沿
革，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或不同族群以及

宗派对其 “奏职”和 “授箓”的接收与转化是不
同的，具有差异性和动态性。从词源上来看，
“授”指的是 “由上而下的一个过程”，而 “奏”
主要是侧重于 “下级对上级”，有 “呈奏” “奏
告”之意。“箓”侧重两层含义，一为 “记录”，
二为 “仙籍”；而 “奏职”中的 “职”，顾名思义
指的就是道士行法之前所需要获得的 “神职”。
综上，“授箓”和 “奏职”都是道教获得 “神职”
或 “仙籍”的一种 “宗教途径”，但是却分属于
两个不同的系统。“授箓”主要是指以传统符箓
三山和四大宗坛为代表的 “官方道教系统”；而
“奏职”则主要是指以一些地域为代表的 “民间
道教系统”；从关系上来看，二者互为补充、相
辅相成。当 “官方道教系统”强盛时，“民间道
教系统”在自身传承的基础上主动通过 “传度·
授箓”的形式，来获得一种 “现实的合法性”。
当 “官方道教系统”逐渐势微时，“民间道教系
统”就在传承自身 “传度·奏职”的基础上，
“涵养”了道教生存与发展的民间社会土壤，同
时保存了 “官方道教系统”的内在宗教 “元素”，
为其复兴提供了 “社会条件” “群众基础”和
“宗教传承”。从当前田野调查来看，云南滇东
北、滇西、滇西北、滇中等地的民间道教通过
“传度·奏职”的宗教仪式来 “世代传教”，同
时，在 “官方授箓制度”恢复以后，又主动地按
程序进行 “授箓”来实现一种有效的 “补充与互
动”。（以四川金堂县为代表的正一天师道神职人
员在 “官方授箓”之前，常规以自身传承进行
“奏职”为补充）所以，“授箓”与 “奏职”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同属于道教系统中的两个互补性
的 “子系统”。

（一）云南曲靖道教传度奏职科仪程式
云南曲靖位于滇东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进

入云南的陆地要塞，史称 “入滇锁钥” “云南之
咽喉”，早期道教辐射之地，其下辖宣威市之松
鹤寺便属于魏晋时代早期道教之遗址。

云南曲靖的传度奏职仪式主要集中在宣威一
带，宣威市乃曲靖民间道教之主要聚居地之一。
据田野考察来看，云南的 “传度奏职”仪式古已
有之，据目前收集的较早的手抄秘本 《先天演教
传度科仪》来看，为明朝天启年间大理巍山一带
所传抄使用。而宣威一带的 《太上正一演教传度
宝科》为清代咸丰年间手抄秘本，以家族内部形
式传承。当前曲靖宣威一带的 “传度奏职”科
仪，主要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才逐渐恢复。

从曲靖民间道教传度奏职仪式来看，首先是
严格考察、明确师承，于祖师会 （农历五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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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集体认可，拟定职帖；其次是布置坛场，在
此过程中，具有特色和关键的一环在于在 “法
坛”之室内地板铺上新鲜的 “青松针”，其作用
在于 “洁净”以示 “庄诚”；接下来是 “设供”，

即前茶后酒、斋花果品。主坛 “五斋五供”，土
地 “一斋一供”。法会从五月十六日开始持续到
五月十八日，其日程安排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云南曲靖 （宣威）正一道传度奏职仪式程序一览表

时间 （农历） 五月十六日 五月十七日 五月十八日

早上
（８：００—１１：００）

１．布坛：中间设 “罗天
诸神”挂图，左方设老君
神位，右边设祖天师张陵
神位，下方设土地神位，
门外设 “四大元帅”护法
神位，摆设五花五供；
２．净坛、扬幡、挂榜；
３．行 《设醮科》。

１．三师带领大众行 《清微
请圣科》；
２．三师带领大众行 《灵宝
开坛献斋科》；
３．三师带领大众行 《雷霆
三十六解结科》。

三师带领传度弟子行 《太上传度宝
科》。传度法事关键环节： （１）三
师演法传度启告历代师真；（２）三
师率众过法桥，意为登上正道，步
入仙途；（３）由资格最老的传度法
师为众度生授 “十大戒”；由三师
带领众度生发 “八大愿”； （４）用
公鸡斩根盟誓来敕水、酬神、谢
将；（５）赐法；赐印；赐令；赐道
袍；赐玉水；赐伏魔剑；赐令旗；
赐符箓；赐道铃；发放职帖；赐天
蓬尺；赐拷鬼杖。

中午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１．三师带领大众行 《灵
宝启坛偈》 《灵宝申发请
圣科》；
２．度 生 持 颂 “八 大 神
咒”，以 《清净经》收尾；
４人持颂 “传奏经”（《土
地经》 《城隍经》 《灶王
经》《阴阳二度》）。

１．诵 《玉皇心印妙经》两
卷后，演 法 《请 圣 科 仪》，
诵 《皇经》第３卷终；
２． “申发科仪”；献斋，十
供养，诵 《三官北斗雷经》
《天师经》。

奏职：发牒幡告诸司———焚化阴阳
文凭 （生前预缴）———打劵立契
———三师赐 “奏授职帖”。

晚上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三师 带 领 行 “出 食”科
仪：施食科仪， 《津济科》
出食，期间包括回向等。

三师和诸道坛议定，根据
《天坛品格》所对应的奏职
者八字编撰 “奏授职帖”。

１．主法 三 师 率 众 行 “星 灯 科”，
《送圣科》；功德圆满，群星照耀，
赐福延生；
２．谢将法事、鸣炮、聚餐，传度
奏职仪式结束；
３．在落杆之前，酬神谢将，在鸣
炮的时候，焚化诸表牒文。

　　这三天的仪式过程，三师和奏职者均需斋
戒，但在五月十八日 “传度奏职”法事完毕之
后，聚餐时可以食荤。在职帖的绘制中，其 “奏
授职帖”是 “红纸墨书”，其间依据 《天坛品格》
上书 “天师门下”和 “三师的箓职”（为三山滴
血字辈）以及 “奏职者”的 “坛、靖、治、炁、
箓职、心印、花押、将帅”等。在 “职帖”末尾
书上 “奏职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年五月十
八日·门下受持弟子某某”；加盖 “灵宝大法司
印”“阳平治都功印”或 “道经师宝”印等，值
得强调的是盖法印的位置，法印必须盖在 “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下，这深刻体现了在道教思想意
识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且教权服从、服务
于政权的一面。

曲靖 （宣威）地区的箓阶分为四阶：太上三
五都功经箓；太上正一盟威经箓；上清三洞五雷
经箓；上清大洞经箓。主要为父子相传，一般不

允许自己家给自己家奏职，需要在祖师会的时候，
集体认可奏授；升授之时，一般只有嗣子奏授了
“太上三五都功经箓”之时，由其嗣子来推崇，诸
道坛认可，然后可奏授 “正一盟威经箓”，依此类
推。其 “奏授职帖”分为两种，一般 “传度奏职”
法会所授 “职帖”可以师徒间外授；而在家族内
部内授和秘授的另有一份，全称叫做 “正一嗣汉
流传清微五雷金门请职奏名牒”，百年登真后，职
帖用火焚化随身，故古代之 “职牒”少有流传。
正如 《正一威仪经》所载：“正一死亡威仪，正一
符箓券契环剑布裹盛之，随身入土。正一死亡威
仪，书七十二符安佩尸形如法拜戊己章棺殓章如
法随身。”瑐瑥所以，曲靖 （宣威）地区民间道教较
为传统和完整地保存了正一天师道的传教核心。

（二）云南大理、丽江与曲靖三地奏职对比
考察

云南大理、丽江一带位于滇西和滇西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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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则位于滇东北地区，乃早期五斗米道主要辐射
地区且为道教文化遗产之富矿区。以南诏、大理
国时期为代表的历史证明了云南是早期道教遗产
涵养的重要土壤。曲靖在爨氏统治时期的 “爨宝
子碑”以及 “爨龙颜碑”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道教在爨氏统治中心的曲靖地区之兴盛，在刘宋
时期的 《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
县侯爨使君之碑》（爨龙颜碑）中说道：“其先世
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霸
王郢楚，子文诏德于春秋，斑朗绍纵于季叶，阳
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瑐瑦从墓碑的制式
上来看，额上部是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
正中有穿，左右是日月浮雕，日中有金乌，月中

有蟾蜍。所以，综合其碑刻内容中的关键词和墓
碑的纹饰可知道教对爨氏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奏职授帖”是云南民间道教获得 “神职”的阳
凭，因不同的地方其历史沿革以及具体地理区
位、自然环境和族群等的不同，道教的影响程度
以及其对道教的接受改造情况不一，是故各地的
科仪符箓以及 “传度奏职”仪式也不尽相同。

对云南滇东北以曲靖 （宣威）正一道为代表
的 “奏职授帖”、滇西北以丽江九河乡白族杨氏
道士家族为代表的 “三天太上权授官兵敕牒”以
及大理巍山之 图山为代表的 “神霄西河派
职牒”进行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２　云南大理、丽江、曲靖三地民间道教 “奏职授牒”对比表

大理巍山 图山张虚智 “神霄西
河派奏授职牒”（清朝残存版本）

丽江九河乡杨氏白族正一道士家族 “三
天太上权授官兵敕牒”（１９２５年版）

曲靖 （宣威）正一天师道王氏道士
家族 “奏职授帖”（１９９８年版）

■■■■五雷经箓九天金阙大夫
都指挥神霄使■■■臣张虚智奉道供
醮和禳、祈丰保境信士等，下情言
念：众等恩沾四大，德愧五常。幸值
运方新，同忱祈祝，共庆人事伊始，
一志和禳。惟冀天慈保安■■国，由
是延道，恭就仙宫，修建玉光酬天祝
国、禳荧和疫，■丰保境松花章醮一
供，陈设清醮百二十分位，上奉高
真，是太平事等因，预奏一，借地
一，琼书一，奏一，笺一，申一，■
■一，迎驾、践驾二，启玄、谢玄
二，火德、稂疫二，济炼表一，请恩
表一，玉光九、五省词、章文、雷霆
三，延生一，观音一，文昌一，关圣
一，三官一，通共文书有三十二道。
……琼书上写西河嗣派正宗第四十四
代玄孙张某某。

三天太上权授官兵敕牒·恭准太
上老君敕旨；……北斗武曲星君主
照；太玄都正一品炁玉局治左监察炁
应；中岳皇帝一炁丈人玄德先生；六
十二代天师大人门下恭授正一盟威经
箓九天敷奏少卿金阙伏魔太尉辅玄演
教真官；……播将分兵延降 （略）；
计开：一宣说三皈依 （略）；一传授
九真妙戒 （略）；灵宝十愿 （略）；灵
宝十善 （略）；灵宝十誓 （略）；灵宝
五戒 （略）；一拟议，奏授正一盟威
经箓宸宵六奏大夫主阶良院副使灵宝
执法仙官行便宜事为任；一奏建坛靖
兵马 （略）；一奏呈心印花押 （略）；
一奏立法名扬复根 （略）；一奏颁印
令 （九法印）；一奏颁法器 （剑印令
旗笏等）；一传授 （十四大法）；一奏
持颂：诸品大成经忏；一奏授官兵将
帅 （王、温、殷、赵）；……三师箓
职及花押；天台品格；正一嗣教天师
大真人府泰玄都省。

天台品格；祖师门下度监保三
师；度监保三师箓职法名 （略）；
由是谨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戊寅年一
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恭逢张天师华
诞之辰，玄门弟子王某某守诚恭演
道旨，授予箓职心印代天宣演。雷
坛治炁；玄妙光辉雷坛通真慧光法
靖主部治主都领炁太始一炁君属中
岳黄帝一炁真人太源先生门下，奏
授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清微宗教灵宝
执法仙官雷霆斩坎使南昌风火院纠
察三界炼度典者便宜事臣王罗轩；
心印·近冬日暖，梅花孕育，罗轩
请职，神降福多。主将：三五火车
铁面灵官王天君；副将：赵天君；
（下书奏职者八字）中华人民共和
国戊寅年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　
门下受持弟子王罗轩。

行坛恭准……天台品格恭授：正一盟
威经箓宸宵六召大夫主阶良院副使灵
宝执 法 仙 官 行 便 宜 事；奏 授 品 炁
（略）；奏建坛靖 （略）；计开应付
（略）；右答复杨某某执照，乙丑年九
月初十日给；留限登真后缴。

　　从内容上看，大理 图山神霄西河派之
清朝年间遗存的职牒，首先标明了其所奏授的
“箓阶”为 “■■■■ （上清三洞）五雷经箓九
天金阙大夫都指挥神霄使■■■”；其次，如法
如仪地注明了当时举办此仪式的科仪类别，以及
所发的文书；最后，注明了自己所属宗派为 “西
河嗣派正宗”。丽江九河乡杨氏正一道士家族
“三天太上权授官兵敕牒”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包

括了三师箓职、心印、花押、坛、靖、治、炁之
固有模式，还包括了所颁奏的 “剑、印、令、
旗、官兵将帅 （每位将帅上贴有半道符箓）、坛
靖兵马以及俸禄”等，注明了第六十二代天师张
元旭的法讳和所奏授的 “正一盟威经箓”以及奏
职的时间、地点等。对比曲靖 （宣威）正一天师
道王氏道士家族 “奏职授帖”，丽江九河乡杨氏
正一道士家族 “三天太上权授官兵敕牒”，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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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颁奏”一类主要在仪式中念诵完成，不在职
牒之中出现，但是在曲靖 （宣威） “正一嗣汉流
传清微五雷金门请职奏名牒”已经做了系统收录。
从制式上看，大理 图山的职牒与曲靖正一天
师道的职牒均为 “红纸墨书”，而丽江九河乡杨氏
道士家族 “三天太上权授官兵敕牒”为 “白纸墨
书”外加朱批、朱印、花押。从所属宗派来看，
大理 图山主要属于神霄西河嗣派，丽江九河
乡杨氏正一道家族主要属于正一道 （职牒遵 “天
坛品格”，但未落 “三山滴血字辈”而是落家族字
辈），曲靖王氏正一道士家族当属正一天师道。所
以，就三个时代、三个地域、三个道士世家对比
来看，其形式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三）云南民间道教奏职与瑶传道教度戒的
对比

道教是多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是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纽带。一个民族之核心仪
式是一个民族灵魂之所在，不同民族和道派之核
心仪式对比，可以看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风格。将上述
丽江九河乡杨氏白族正一道士家族 “三天太上权
授官兵敕牒”和曲靖 （宣威）正一天师道王氏道
士家族 “奏职授帖”与云南文山蓝靛瑶 “度戒”
仪式之 “阴阳牒”做对比。

表３　云南文山蓝靛瑶族道公与师公度戒 “阴阳牒”

对比一览表

道公用 “阴阳牒” 师公用 “阴阳牒”

参受天师门下，修真法职
弟子为任奉行掌醮，士臣
保举师当坛置阴阳道牒一
道，给付弟子某某，阴化
阳留，千年收照。……参
受天师门下，正一教中，
秉承 信 誉，退 心 欲 无 贪
色，虔诚澄心雪正，是盖
以玉帝割度学道，积众生
净品戒语。三皈依；九真
妙戒；颁奏法物；……有
阳牒给付弟子某某，待后
百年收照，并作修斋修醮
超亡度爽、去灾星、祈求
雨泽 感 应 华 池，治 病 斩
鬼，保国康泰，家宅光显
达十方，应供兴旺。师真
至牒者，玉师有真神护。
太岁年月日·谨牒；参受
天师门下，修真法职为任
奉行戒度、监度、保举、
坛 院、证 见、保 见、画
字；士臣弟子某某。瑐瑧

参受三元门下，修真法职
为任奉行掌醮，……挂上
三台明灯，依师演教，押
上刀山云台之上，沙堂大
戒，飞符咒水，迷音川光
催生，分兵发将，写给阴
阳二牒，阴化阳留，付给
新恩弟子某某在阳永远执
照，请祖师、三元坛主、
师祇、帅将坐台证盟，保
见传度十戒。奉印依简，
法职分明，祝当授戒，传
度法言之律。十度；十戒；
十愿；十问；……为民救
患保安、求花祈嗣、济渴
释关，……仰凭师圣雪罪
愆，勉愆缠存主家身体，
复度经日升生快乐天，故
牒。天运太岁年月日·牒
者；参受三元门下，修真
法职为任奉行正戒、引教、
保举、同坛、证见、保见、
画字；士臣弟子某某。瑐瑨

参照仪式中的 《初真戒度科》，其间主要环
节有：“净坛关告、步虚、仰九帝，请两班圣目、
散花林、弟子拜四方天地、弟子拜宗师、弟子拜
三祖、弟子拜父亲、弟子拜母亲、弟子拜都官、
弟子拜都讲、弟子拜公婆、弟子拜祖舅、弟子拜
叔伯、弟子拜兄弟、弟子拜师傅、长跪道前度师
祝玄句”等等。瑐瑩而 《天师戒度科》也主要记载
了：“鸣鼓二十四通、宣投师状、弟子三拜祖先、
弟子四拜父母、弟子四拜堂上叔伯兄弟、弟子四
拜保举师、弟子四拜监度师、弟子四拜戒度师
……送圣文、初真弟子结发。”瑑瑠毫无疑问，云南
文山蓝靛瑶的 “度戒”乃是在原有族群仪式基础
上对正一天师道的接收与改进以符合实际的需
要，所以，道教具有在多民族中传播发展和运用
的特性。从文山瑶族度戒仪式可以看出，其承袭
了正一天师道的科仪精华，也积极进行改进以符
合族群的生产生活之发展需要。一般而言，“度
戒”是瑶族成人礼的重要标志，是维系族群伦理
秩序以及核心凝聚力的关键，度戒的人在去世后
便能进入 “家仙单”，接受后代子孙的供奉。在
古代封建制度之下，“游耕”的生产方式必然需
要 “度戒”这样一种具有 “神圣性”的道德规范
来进行约束以及管理。“瑶传道教”元素是在实
际的需求中自主选择的一个结果；道教诞生于中
华民族的沃土中，不同的民族 “道教元素”的凸
显，也是理之必然，是道教包容性与不同族群
“二元互动”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综上，可以看出云南民间道教的 “传度奏
职”仪式，甚至是文山蓝靛瑶的 “度戒”仪式都
主要传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确立了 “师承法脉，认祖归宗”的宗
教伦理。其以法脉字辈为纽带，维系了民间道教
的宗教伦理与内部的和谐稳定，以一种 “契约”
的形式成为了道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
督、自我提升的一种宗教伦理体系；而文山蓝靛
瑶的 “度戒”仪式，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只是主
体由 “宗教人员”转换为了一个 “族群”，核心
当是一种 “制度”而非仅仅局限于 “鬼神”。

第二，制定了 “依科演教，宗教契约”的宗
教道德。“聚会·法会” “契约·神职”合二为
一，揭示了民间道教宗教团体之间有分有合、和
而不同，在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促进
了彼此的交流与共享，以家族为单位，“耕作与
道业”相结合，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其核心
在于 “敬天地而悟人生”“尚鬼神而明人本”“法
祖宗而重实际”。从以上瑶族 “度戒”的科仪环
节和阴阳牒来看也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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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其弘扬 “道为统属，民族和谐”的维
稳功能。首先，道教的传教仪式具有民族性，有
维系多民族和谐稳定的重要纽带作用。其次，道
教的传教形式又具有多样性，不同族群不同道派
对正一天师道的接纳和改造程度不尽相同，在庞
大的 “彼岸世界”之下，实际是一种 “现实构
建”。最后，道教的传教仪式具有凝聚力，对一
个族群、家族和宗派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整合
力。所以，不管是 “传度奏职”还是 “度戒”乃
至 “授箓”，都是通过一种仪式来构造、传达和
落实一种 “制度”，这种 “制度”维系了一个宗
教团体和一个族群的利益和生产生活需要。

三、云南民间道教传度奏职仪式的思考

（一）云南民间道教传度奏职仪式的成因
云南是道教的早期辐射区，出现 “传度奏

职”的区域道教特色，其形成原因是综合性的。
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地理环境因素。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
呈现出自然环境多样性。首先是地势、地貌的多
样性。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大致呈阶梯状递
降形式，海拔高度相差大，由之便孕育了坝子、
高原、山地等地貌；其次是山脉河流纵横交错，
造成了群山逶迤、江河奔腾的山水环境。西部高
黎贡山、怒山、云岭诸山由高至低向南、西南方
向缓降，东部山脉五莲峰、乌蒙山、梁王山、拱
王山均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展布；最后是立体的气
候。云南与四川毗邻，尤其是今云南昭通、曲靖
的滇东北一带与今四川凉山 （早期 “蒙秦治”）
交界，这一区位特点为早期五斗米道传入云南的
天然地缘条件。

二是交通区位因素。首先，传统的正一 “三
山符箓”，龙虎山 “万法宗坛”和阁皂山 “灵宝
宗坛”都位于今江西地区，而茅山的 “上清宗
坛”位于今江苏地区。就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来
说，其联系逐渐淡化没有了早期的地缘优势，特
别是在南诏中晚期和大理国时期由于行政等因素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土宗教在区域发展过程
中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呈现。

三是生产生活方式。云南自然环境的多样
性，立体气候明显，“山间坝子”是较早开发和
聚集之地。传统的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
了其不可能脱离传统耕作模式而有充裕的时间和
财力去符箓三山 “授箓”，同时 “信息的封闭与
滞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传统的
“小农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观念，
“实际需求”为导向的信仰接收模式，也促成了

云南深层次 “三教合一”大背景下不同地区、不
同族群的信仰模式。

四是行政管理因素。在明朝宣德年间被贬谪
到云南的净明派第六代嗣师刘渊然 “奏请立云
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瑑瑡，在云南
设立了 “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分级道教
管理机构，在一定层度上促进了道教管理的地方
化与层级化，同时也促使了 “传度奏职”这样一
种 “传教仪式”的地域特色的呈现。

（二）云南民间道教传度奏职仪式的传承
发展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族群多样性是
客观事实，民族的认定与形成是一个社会历史过
程，而宗教更多是充当了维系一个族群内部的相
对稳定以及不同民族间互流互通的一个重要纽
带。所以，对云南民间道教的 “传度奏职”仪式
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思考：

一是少数民族道教的 “民俗化”。各民族以
及宗教之间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
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在民族与宗教的具体事
务管理过程中，当重视 “宗教和民族感情”，深
刻领会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和
宗教”工作是 “一体两面”，两面是 “民族和宗
教”，“一体”的核心还是 “群众工作”。 “民俗
化”当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二是云南民间道教的 “规范化”。民间道教
是道教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作为社会历史性的
客观存在。通过政府主导下的 “传度奏职”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 “传统”与 “现实”的关
系，保持本地文化多样性的 “文化资源”，对发
挥宗教的社会维稳功能、民族团结以及和谐稳定
具有一定的价值。

三是宗派师承的 “合理化”。在宗教的传承
过程中当避免宗教管理的复杂化，如何处理好不
同地域之间 “传度·奏职”或 “授箓”的关系，
协调和统一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与管理，以及正
视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实现宗教管理对象和目
标的精确化，以及宗教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将是一
个有待重新审视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是 “授箓”和 “奏职”概念的 “明确化”。
通过对道教 “奏职”与 “授箓”等核心概念的明
确，有助于转变宗教发展和管理思路，处理历史
与现实中不同地域、不同宗派的生存、发展与管
理问题。

总之，云南民间道教 “传度奏职”仪式在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纽带作用，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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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从一个地方政权多民族聚居地转换到中央政
权的管理中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维护云
南民族宗教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本土
宗教 “在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发展、转化和运
用”的发展模式对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宗教
管理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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