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研究·

论 《淮南子》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斯 洪 桥

提　要：《淮南子》作为秦汉时期新道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笼络万有，博采百家，对后世学术
多有影响。以 《淮南子》为主要思想体系所形成的黄老道家，在汉中期以后，逐渐成为了早期道教思
想的主要来源之一，黄老道成为了早期道教的前身。因此，《淮南子》所具有的思想理论，在一定程
度上也被早期道教所吸收。特别是 《淮南子》在宇宙论、天人同构论、形神论、重人贵生论等思想方
面对早期道经如 《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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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观

汉代黄老道家经过汉中前期的发展，达到了
鼎盛的时期。其后，儒术独尊，黄老道家退出官
方视野，开始向下层民众渗透，逐渐与源远流长
的神仙方术相结合，形成了汉中期以后的黄老
道，开始把道家思想神学化，成为了道教思想的
主要来源之一，黄老道成为了早期道教的前身。
早期道教的思想源流虽然较杂，但其最高的信仰
是以 “道”为核心体系的。所以说，黄老道家以
道为主，融合其他诸子学说所建构的新道家理论
体系，成为了早期道教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
基石。“淮南的许多思想被早期道教哲学纳入其
内容中，试比较…… 《淮南子》与早期道教哲学
代表作 《太平经》 《想尔注》即可知。”①所以，
《淮南子》的思想对早期道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淮南子》宇宙论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以 《淮南子》为代表的汉代黄老道家，继承
了先秦道家以 “道”为最高核心的哲学范畴。在
宇宙观上，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 “道”而化生
的。同样，早期道教的最高范畴也是 “道”。早
期道教用 “道”统摄各种具体的修炼思想、崇拜
对象，使 “道”成为了最高信仰。“道为最高信
仰、教理枢要、宗教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
教理枢要、最高信仰的道，又称 ‘大道’、 ‘常
道’，它是无名无形，无为而无不为，为造化天
地万物的本始、本根，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最终

依据。”②

若我们考察早期道教经典 《太平经》，也可
以证明早期道教以 “道”为最高核心范畴，在宇
宙观上与 《淮南子》相似，也认为天地万物都是
由 “道”而来的，“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总根
源。 《太平经》言：“夫道者何等也？万物之元
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③

“道乃主生，道绝万物不生，万物不生则无世类，
无可相传，万物不相生相传则败矣。”④ “道者，
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师长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
者也。”⑤

可以看出，“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由
“道”生成宇宙，逐渐演化出元气、天地、阴阳、
四时、五行等，由此万物得以化生而成。同时，
《太平经》认为，“道”不仅是万物的根源，即具
有本根之道的义蕴外，也是万物得以存在的统一
性原理，是无形无象的，即形上之道。 “大道，
……上下无穷，周流六方。”⑥

“道”还是万物遵循的运行轨则，即具有法
则性的形下之道。“天道比若循环，周者运行复
反始。”⑦依此可知，《太平经》道论内涵与 《淮
南子》的道论内涵是一致的。特别是从宇宙根源
上讲，“道”是如何产生万物的，《太平经》与
《淮南子》运用了相似的思维路径，即用元气思
想来具体解释道化生万物的过程。“天地开辟贵
本根，乃气之元也”⑧、“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



性也。”⑨

可以看出，天地万物之原初状态，是一种元
气的存在状态。《太平经》认为，元气是宇宙中
最原初的物质存在。因而，天地万物都始于元
气。“它 （《太平经》）认为天地人万物都是从原
始物质———元气所化生的。”⑩这是吸收了 《淮南
子》以气释道的思维路径，从而使先秦道家的
“道论”向汉代的 “道气论”转化。“夫物始于元
气”瑏瑡，宇宙上下、天地八方无不由元气所构成，
“元气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气而生”瑏瑢，
“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自有祖
始”瑏瑣，“夫气者，所以通天地万物之命也”瑏瑤。连
飞禽走兽、鱼虫草木等等一切动植物都是由元气
自然而生成的，“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
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荣。……元气归
留，诸谷草木蚊行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鸟步
兽，水中生亦然”瑏瑥。

可以看出，《太平经》在自然意义的层面上，
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元气的大化流行、自然化生的
过程，这种思想与 《淮南子》是相一致的。这里
《太平经》虽然强调了元气化生万物的思想，但
元气并不是最根本的，而是元气行道，这实质上
就是 “道气论”思想的表达。“六极之中，无道
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
不由道而生者也。”瑏瑦 “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
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柱而立，万物无动
类而生，遂及其后世相传，言有类也。比若地上
生草木，岂有类也，是元气守道而生如此矣。自
然守道而行，万物皆得其所矣。”瑏瑧这可以看出，
《太平经》虽然作为早期道教的宗教哲学，其天
道观除了具有神学的意蕴之外，还具有自然义，
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以 《淮南子》为代表的汉代黄
老道家的影响。由于元气是具体化生万物的物
质，所以，《太平经》认为天地人都是由元气而
化生，那么，也就表达了天人是同源的，即同源
于元气。在此基础上，《太平经》表达了宇宙生
成论的思想。“元气祝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
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
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共生，长
养凡物名为财。”瑏瑨这种思想与 《淮南子》的宇宙
生成论很相似，《淮南子·精神训》中言：“古未
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
氵项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
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
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

气为虫，精气为人。”（《淮南子·精神训》）
可以看出，《淮南子》认为万物包括人都是

由阴阳二气所化生的，这种思想被 《太平经》所
吸收。正是 《太平经》具有自然义的元气宇宙
观，所以说，天除了具有人格神的宗教神义之
外，更多时候也具有自然性、本然性的意蕴。如
《太平经》说：“天地之性，独贵自然”瑏瑩，“天地
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
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瑐瑠这表明了宇宙具有自
然的、本然的秩序，其本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
在。这种天道本然性的存在，正是人道的终极价
值所在，不能随便去轻易的破坏天道的自然性。
这显然是受到了以 《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天道
观思想的影响。还有，《太平经》也把天上升为
一种本体之天，即天生万物的思想。这个时候，
天与道具有同等的内涵了。“夫天道生物，当周
流俱具，睹天地四时五行之气，乃而成也。”瑐瑡这
种思想，明显是受到黄老道家关于天的内涵的
理解。

不过，《太平经》在自然义的基础上，进行
了神学化的改造，把这种自然义的宇宙生成论赋
予了一种神学目的性的意蕴。《太平经》在表达
了元气化生万物之后，其背后又推出了职掌元气
的一个神人，元气受到这个神人的支配，因而具
有了情感意识，这显然是把汉代流行的元气论进
行了神学化的提升。“其无形委气之神人，职在
理元气”，“无形委气之神人与元气相似，故理元
气。”瑐瑢 “元气自然乐，则合共生天地。悦则阴阳
和合，风雨调。……元气自然不乐分争，不能合
身和德，而共生天地也。天地不乐，阴阳分争，
不能合气四时五行，……其岁大凶。”瑐瑣

二、《淮南子》天人同构论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天人同构的思想，是在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基
础上形成的，《淮南子》正是这一宇宙元气论的
具体展现。 《淮南子》认为天人都是来源于气，
那么，从同类来讲，天人是同类的。所以，《淮
南子》认为人这个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是相似
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同构的。《淮南子》这种天
人同构的思想对早期道教天人观及其修炼长生理
论有着重要的影响。早期道教也认为天人是同构
的，特别是天人的形体具有相似结构。“道教将
人的身体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变化相比附，
提出宇宙大人身，人身小天地的思想。”瑐瑤这种把
天人看成大小宇宙同构的思想，在早期道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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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中有着明确的表达：“人生皆含怀天气
具乃出，头圆，天也；足方，地也；四肢，四时
也；五藏，五行也。”瑐瑥 “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
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
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藏。衰盛应四时
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
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瑐瑦这种天人同构的思
想，在 《周易参同契》中也有明确的表达。《周
易参同契》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同天地的
大宇宙是相联系的，而且其结构也是相似的。因
而，通过人体小宇宙的修炼，可以参大宇宙，从
而实现与大宇宙大化流行，进入到生命永恒的状
态。《周易参同契》的这种思想，明显是受到了
《淮南子》天人同构的大小宇宙思想的影响。所
以五代高道彭晓在 《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
中言：“公 （魏伯阳）撰 《参同契》者，谓修丹
与天地造化同途。”瑐瑧这里的 “修丹”实质是指炼
内丹，“天地造化”，如 《庄子·大宗师》里所说
的 “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
而不可哉！”（《庄子·大宗师》）通过这种人体的
修炼，可以使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融为一体。
所以 《周易参同契》说：“法象莫大乎天地。”瑐瑨

俞琰就此释义到：“道之大，无可得而形容，若
必欲形容此道，则惟有天地而已矣。天地者，法
象之至大者也。……修丹者诚能法天象地，反而
求之吾身，则身中自有一壶天。”瑐瑩

另一方面，《淮南子》认为天人也是同律的，
即人体生命运动规律与天地运行规律是相一致
的。天地大宇宙通过阴阳四时进行运行，同理，
人体的生命也具有阴阳四时，要顺应阴阳的变化
规律。这样，人体的生命运动才与天地大宇宙的
运行规律保持一致，从而与大宇宙相互融为一
体，实现生命的永恒存在。所以说，《淮南子》
的天人同构思想，被早期道教吸收后，对早期道
教的修炼特别是内丹的修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期道教通过这种内丹的修炼，发展了中国古代
的人体科学，对人自身的探索及生命科学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周易参同契》这种
天人一体的生命观，特别是大宇宙与小宇宙相统
一的思想，不仅受到了 《淮南子》的影响，也是
当时汉代天人合一思想大背景下的产物。

正是由于天人同构同律，所以天人之间可以
由气感应。虽然早期道教的天人感应有神学的一
面，但也有自然性的一面，就是通过气的感应，
这是受到了 《淮南子》以气为媒介的天人感应思

想的影响。《淮南子》在 《坠形》篇中说：“山气
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
癃，……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
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淮南子·坠形训》）
《淮南子》认为由于天人是同源于气的，所以
“人与自然的生存环境之间当然就存在着坚定的
联系，自然环境的温度、湿度、地形、风候等变
化，都会影响到人体的身心健康”瑑瑠。表达了气
在人体中的不同作用，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感应。
这种思想在 《太平经》中也有极其相似的表述：
“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
也。多五内疾者，是五行气战也。多病四肢者，
四时气不和也。多病聋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
寒热者，阴阳气忿争也。多病馈乱者，万物失所
也。”瑑瑡 《太平经》认为这种天人感应之气不仅在
身体上而且还进一步推衍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太
平上，认为这种感应之气，在天道、人事、政治
方面都能产生相互感应，从而把天道、人事、政
治纳入一个系统整体的图式，表达了天人感应的
理身治国的功能。 “气者，乃言天气悦喜下生，
地气顺喜上养；气之法行于天下地上，阴阳相
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凡物，三气
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
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
和，且大正也。”瑑瑢

当然，《太平经》所表达的目的是宗教神学，
其天人感应主要还是神学意蕴的感应。所以对气
为媒介的天人感应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这是吸
收了汉代儒家神秘性的天人感应思想，特别是董
仲舒的神学目的性的天人感应思想。“天地不妄
欺人也。见大善瑞应，是其大悦喜也；见中善瑞
应，是其中悦喜也；见小善瑞应，是其小悦喜
也。见大恶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见中恶凶
不祥，是天地之中怒也；见小恶凶不祥，是天地
之小怒也。……灾异变怪，大小记之，勿失株分
也。”瑑瑣不过 《太平经》中的天人感应也具有自己
的特点，即有别于董仲舒那种灾异谴告的天人感
应形式。而是通过天师之言 （文书）直接宣示，
天师成为了天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太平经》
实质上是在皇权之上加了一个神权的代言人。这
样，传统的天子成为天的代言人而被改造成为天
师成为了天的代言人。那么，人君的地位也就随
之下降了，这是 《太平经》为了动摇皇权的至高
无上而建构的一种新的神学体系。经过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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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改造，那么天直接通过天师之口来表达其
对人间社会的教导和控制，而不再是主要通过那
种自然现象的灾异来谴告人君了。可以说，这种
形式所具有的宗教神圣性更强了，从而对皇权的
控制也更大了，也降低了皇权的至上性。

三、《淮南子》形神论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淮南子》认为人的生命是形神的合成，形
神是不相离的。在形神俱重的思想下，又侧重偏
向神，以神为主，以神制形。《淮南子·诠言训》
中言 “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
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淮南子·诠言
训》）这种思想对早期道教的形神思想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形神不离为道教神仙学说寻找了宗
教哲学的作用的依据。”瑑瑤

早期道教经典 《太平经》对形神思想有着鲜
明的表达。 “现存最早的道经 《太平经》认为，
人的生命是由禀道受气、得俱形神而来的。”瑑瑥

“故天地之道，据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
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
保养精神，故能长存。精神减则老，精神亡则
死，此自然之分也。安可强争乎？凡事安危，一
在精神。故形体为家，以气为舆马，精神为长
吏，兴衰往来，主理也。若有形体而无精神，若
有田宅城郭而无长吏也。”瑑瑦这种形神俱重的思想
对道教的生命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为人的生
命必须是形神相合，否则生命就不会存在。“道
教主张形神相合而生，形散神离则死，若能永葆
形神合一，就可至长生不死。”瑑瑧 《太平经》在形
神关系之中，也加入了气，认为人的生命离不开
精 （形）、气、神三者。 “三气共一，为神根也。
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
本天地人之气。……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
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瑑瑨早期道教在形神关
系上，也主张养神，这显然是受到了道家养神思
想的影响。神为形的主宰，这种思想在 《太平
经》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如 “精神消亡，身即
死矣”瑑瑩，“形若死灰守魂神，魂神不去乃长
存”瑒瑠，“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
崩沦；人不守神，身死亡”瑒瑡。不过，《太平经》
把这个神进行了改造，具有灵魂不灭的意蕴，这
与 《淮南子》是不同的。《淮南子》中的神主是
指气之精，而不具有灵魂之意蕴。这也是 《太平
经》作为宗教神学的需要改造了道家关于神的内
涵。由此，可以达到神仙长生的境界。

四、《淮南子》重人贵生论对早期道教的影响

《淮南子》修正了先秦庄子学派在天人观中
不太注重人的主动性的缺陷，突出了人的主动
性，如 《淮南子》的 “因资立功”的思想。这种
思想也对 《太平经》处理天人关系时突出人的主
动性产生了影响。 “天道万端，在人可为”瑒瑢，
“天地之为法，万物兴衰反随人故。……故天法，
凡人兴衰，乃万物兴衰，贵贱一由人。”瑒瑣 “人者
主为天地理万物。”瑒瑤 “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共
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瑒瑥

依此可知，《太平经》认为虽然天道化育万
物，但万物的 “兴衰”与人有着极大的关系。人
通过法天因时，理顺万物之气，可以让宇宙万物
达到 “中和”之气，那么，宇宙万物就能处于一
种和谐的状态。所以说，宇宙万物是否能达和谐
的生存状态，关键还在于人类。这与 《淮南子》
讲的 “天地之和合，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
者也”（《淮南子·本经训》）是极其相似的。在
此基础上，《太平经》提出了 “夫天地之性，人
为贵”瑒瑦，“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也”瑒瑧。
这进一步表达了重人的思想，突出了人是万物中
最有灵性的存在，与 《淮南子》讲的 “支行喙
息，莫贵于人”（《淮南子·天文训》）的思想是
相一致的。因此，《太平经》认为，虽然皇天安
排了宇宙、社会、人生等一切秩序，但是这种秩
序的最终展现和实现，还是要靠人去努力实现
的。这正是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这种思想与先秦
诸子思想是相一致的。如儒家一样，虽然人之性
由天命所赋予，但是人性的展开却要主体自我努
力去实现，即尽性。道家讲去全性、顺性，这都
是表达了人的主体性，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人
性论的主要特质之一。但是，人的主体性不是乱
为的，而是在知天、法天的基础上进行的，用现
代的话语讲，就是在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
上而进行的。正是在这种天人观之中，人的主体
性得到高扬，所以早期道教喊出 “我命在我不在
天”瑒瑨的口号。正是由于这种主体性的高扬，在
中国传统宗教中，天的权威性没有像西方基督教
的上帝那样成为了绝对的超越性，人在上帝面
前，可以说是完全臣服。而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关
系之中，天人是互动互感的，其最终通过人的主
体性，可以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传统
宗教具有既现实又超越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特
征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的。中国传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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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就可以达到超越，没有像
西方那种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绝然划分，或者
说超越的天并不是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存在。“自基督之言传入华土，迄今仍常被视为
外来的异音。恰当地理解这 ‘外来’的含义：它
非从西方传来———从历史现象看来似乎如此，但
这全然是偶然的表象———而是从这个世界之外传
来。所谓 ‘异音’是指，它本不是出自于这个世
界的声音，而是从世界之外，从神圣的他在发出
的声音。”瑒瑩

余英时先生也说到：“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
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但是对一切个人而
言，这个力量则总象是从外面来的。”瑓瑠 可以看
出，基督教认为上帝主要不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
之中，而是存在于另一个异外之世界，即彼岸世
界。“在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
实世界却不是如此泾渭分明的。……中国人基本
上不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划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鸿
沟。……中国的两个世界则是互相交涉，离中有
合，合中有离的。……在中国思想的主流中，这
两个世界一直都处在这种 ‘不即不离’的状态
之下。”瑓瑡

可知，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或者说包括儒
道的哲学思想中，从来没有把天看作是外在于我
们这个世界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并没有一
个绝对超然的一个世界存在，或者说天人都处于
一个世界之中的，既现实又超越是融为一体的。

通观 《太平经》力图通过宗教神圣性的皇天
来神化天的意蕴，表现出一种有神化的倾向。但
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天的内涵不是属于超
越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在另外一个世界存在，这与
基督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的现实世界还是在
整个宇宙之中，是天道的大化流行。所以，从其
最终的实质上来看，《太平经》中的皇天最终也
是受到天道的支配的。“即使皇天，也必须按照
天道的自然理法以行事。……由于其在传统的天
人同源同构互感的思维框架中建构其 ‘神明之
教’，又使其最终未能摆脱自然律则的规约而走
向最终的绝对超越之维。”瑓瑢这表明了皇天并不是
其最终的终极存在，终极存在还在于天道，这是
受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大背景所决定的。“天道
者，乃皇天之师，天地重宝珍物也。为者其行当
若天成。”瑓瑣这种包括连皇天最终都受到天道的制
约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以 《淮南子》为代

表的道家天人观的影响。因为从道家创始人老子
开始，就把帝放在道之后，所以说 “象帝之先”。
其后的庄子，更是把鬼神也放在其道之后，即
“神鬼神帝”。可以看出，道家所开创的天人观，
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宗教史
上，并没有出现像西方宗教那种狂热式的宗教信
仰，就在于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其实质上还是天
道信仰，天道才是终极的存在，而且这个天道并
不是人格神的存在，也并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不离我们的生活。人
可以通过自我的修养，可以达到与天合一，从而
实现既超越又现实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传统宗教
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中国传统宗教重人贵生
的体现。

（责任编辑：又小易）

＊ 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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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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