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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是向三天太上呈送章文的仪式，章文是模仿世俗公文格式书写的仪式文书。上章作为早

期正一道主要的祀神仪式，在东汉张陵、张衡、张鲁时期颇为流行。论文详细考察正一上章与道

教经法制度的关系，正一上章仪式在社会上的影响，指出早期正一上章为上清派、灵宝派所汲

取，正一上章已融入灵宝斋法和正一醮仪之中。传统科仪史认为道教斋醮的灵宝斋法始于三国时

期的葛玄，论文从斋醮科仪史的宏观视野考察分析早期正一上章的内涵与功能，认为道教斋醮科

仪的源头应追溯至东汉张陵创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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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章是向三天太上呈送章文的仪式，作为早期正一道创行的救度之法，上章在张陵、张

衡、张鲁时期颇为流行。《道藏》本 《赤松子章历》① 六卷，收集了早期正一道上章的经书。
中外学界对上章的研究，较多关注 《赤松子章历》的成书时代，大渊忍尔、小林正美、丸山

宏、倪克生 ( P. Nickerson) 、王宗昱、刘祖国等的研究，将 《赤松子章历》判断为六朝末至

北宋初期编成。② 我们注意到早期正一上章为上清派、灵宝派所吸纳，在道教斋醮科仪史上

长期传承。因此，早期正一上章与道教经法制度的关系，上清派、灵宝派对正一上章之法的

汲取，上章的济度功能及在科仪史上的影响等，还是道教上章仪式研究中值得深入讨论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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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 “道 教 与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文 化 互 渗 研 究”
( 19JJD730004) 和四川大学“从 0 到 1”创新研究项目《老挝瑶族经书研究》 ( 2021CXC02) 阶段性成果。
受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赤松子章历》，经书中又称《赤松宝箓玉历》《赤松宝历》《赤松石历》《赤松子历》《赤松子章法》。
日本学者丸山宏认为《赤松子章历》成书不可能早于六朝末年 ( ［日］ 丸山宏: 《道教仪礼文书の历史的研

究》，东京: 汲古书院，2004 年，第 64 页。) ; 小林正美认为是唐朝初年 ( ［日］ 小林正美: 《唐代の道教と

天师道》，东京: 知泉书馆，2003 年，第 40 页。) ; 大渊忍尔认为《赤松子章历》盖唐末以前编著 ( ［日］

大渊忍尔、石井昌子、尾崎正治编《六朝唐宋の古文献所引道教典籍目录》采录文献简介，东京: 国书刊

行会，1988 年。) ; 美国学者倪克生 ( P. Nickerson) 认为其编定要迟到唐朝末年 ( Stephen R.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ptur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 238. ) ; 王宗昱将《赤松子章历》成书

年代的下限定在北宋初期 ( 王宗昱: 《〈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刘仲宇、吉宏忠主编《正一道教研究》
第 1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第 161 页。) ; 刘祖国通过《赤松子章历》量词使用的分析，认为今本

《赤松子章历》的最后成书时间不可能早于唐代 ( 刘祖国: 《从量词使用看〈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

《宗教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 。

*



一、早期正一上章仪式源流的考察

( 一) 早期正一道上章科法的创立

东汉顺帝时期 ( 126 － 144 ) ，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道教，其早期正一道的救度仪式是上

章。《赤松子章历》是早期正一道上章的经书，所载章文反映早期正一道的上章科格。《赤松子

章历》卷一说:

汉代人鬼交杂，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下降鹤鸣山，授张天师正一盟威符箓一百二十阶，

及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法文秘要，救治人物。天师遂迁二十四治，敷行正一章符，领户

化民，广行阴德。①
经中所谓“千二百官仪”，是早期正一上章的仪式。东晋道经《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有

“臣等谨按天师千二百官章本”之语。② 南北朝道经 《正一威仪经》载正一受道威仪: “次当诣

师奉受三百大章、千二百官。”③ 该经谓千二百官与三百大章同受，则千二百官仪与上章有关。
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就明确说张陵 “下 《千二百官章文》万通”。④ 唐朱法满 《要修科

仪戒律钞》卷十说: “诸治职祭酒男女官，上章求乞，皆谛案科文，分别宫曹，随病轻重请官，

依千二百官仪。”⑤ 而唐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有“天师一千二百官章辞”之说。⑥
上章在三张时期凝聚道民、济世度人的弘道活动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早期正一道有千二百官

仪、三百大章，如此丰富的章文旨在满足道民的祈禳需求。道门有张天师青城战鬼的传说，而

《赤松子章历》有逐鬼章、击鬼章、系鬼章等对治巫鬼的章文。道民生活中际遇的各种问题，都

可以通过上章的仪式来解决。刘宋陆修静 《陆先生道门科略》宣称: “书是图占、冢宅、地基、
堪舆、凶咎之属，须上章驱除。”⑦ 天师道以符水为人治病著称，而 《赤松子章历》就有疾病医

治章、疾病谢先亡章、夫妻积病疗治章，通过上章谢罪以救治疾病者。北魏寇谦之 《老君音诵

诫经》说: “民首辞上章，一日三过，上三日后，病人不降损，可作解先亡谪罚章。”⑧ 上章也

是道民向神灵悔罪的方式，南北朝道经《玄都律文》章表律说: “一月听三贡上章表，自改悔罪

过，断绝复连，消除灾害。疾病危急，一月听三上章也。”⑨
张鲁汉中政权 ( 194 － 215) 是五斗米道的兴盛时期，所谓章文万通亦在此时期。建安二十

年 ( 215) ，随着张鲁投降曹操及道民的北迁，五斗米道上章的兴盛已不复存在。对张陵、张衡、
张鲁三圣之后上章法科的凋零，道门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东晋南朝道经 《洞真太上八素真经

修习功业妙诀》说: “自从三圣升化之后，真科沉隐，累遭天地鄙烈; 法科零落，旧章不存。”瑏瑠
对三张时期旧章不存的情况，《赤松子章历》卷一说得更具体: “尔后年代绵远，宝章缺失，今

之所存，十得一二。”瑏瑡 《赤松子章历》的编撰者就感叹所收录章文仅为小部分，昔日章文万通

的兴盛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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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早期正一上章与靖室、道治、祭酒的关系

张陵创教建立了二十四治及相关经法制度，早期正一道上章与靖室、道治、祭酒等有关。靖

室、道治是道民修道的场所，道经所见上章亦在道治或靖室举行。关于靖室、道治之区别，唐王

悬河《上清道类事相》卷一说: “民家曰靖，师家曰治。”① 道民每户开辟的修道场所为靖室，

所谓“家家立靖崇仰，信米五斗，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气。”②。陆修静 《陆先生道门科略》说:

“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③ 五斗米道时期靖室上章之法颇为风行，

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诫经》就记载靖室上章说: “靖主上章，余人当席拜，主人东向叩头上章

讫，设会解坐讫，靖主入靖启事，为主人求愿收福。”④《赤松子章历》卷二载: “妇受治职，夫

有急厄，当须束带履版，叩头如法，妇乃入靖奏章。”⑤ 靖室是道民在家屋外开辟的修道场所，

这种神圣与世俗相隔离的方式，有利于道民静心修道、上章祈禳。
三张时期五斗米教团设立了二十四治的教区，各道治的执教者称为祭酒，祭酒有为道民上章

祈福的职责。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说张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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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刘宋徐氏《三天内解经》卷上亦载: “立二十四治，置男

女官祭酒，统领三天正法，化民受户，以五斗米为信。化民百日，万户人来如云。制作科条章文

万通，付子孙传世为国师。”⑦ 二十四治的祭酒化户领民的主要活动是上章。北魏寇谦之 《老君

音诵诫经》说: “吾观视世间凡愚祭酒，化户领民，上章奏上。练文书多者十纸五纸，少者三纸

二纸。多之以少，都无头绪，万亿章奏，达者无一。”⑧ 寇谦之对天师道旧法持批评的态度，但

所言万亿章奏却折射反映祭酒上章之频繁。
负责为道民上章的法师祭酒，道教经书对其有不同侧面的记载。南北朝道经 《太上三五正

一盟威箓》卷一，就具体记载祭酒所属
獉

道治的五行。如 “镇阳平治左平炁祭酒，属金，在彭州

九陇县，”“镇鹿堂治右平炁祭酒，属水，在汉州绵竹县，”“镇鹤鸣治左长炁祭酒，属金，在邛

州大邑县”。⑨ 敦煌文书 S. 203 号《度仙灵箓仪》有祭酒传授百五十将军箓的章文，经文开篇称:

“泰玄都正一平炁系天师厶治炁祭酒臣稽首再拜”。道教有道民三戒，箓生五戒，祭酒八戒之说。作

为道治负责上章的祭酒，应是奉行太上之道的表率，所谓“祭酒人中师，万民看为则”。瑏瑠

天师道的道民在三会日要聚集道治，三会日主要的仪式活动是上章。寇谦之 《老君音诵诫

经》说: “三会日道民就师治，初上章籍时，于靖前南正北向，行立定位，各八拜、九叩头、九

搏颊。再拜，伏地请章籍讫，然后朝贺师。”瑏瑡 天师道三会日上章的仪式习俗，也曾受到佛教人

士的关注。唐释法琳《辩正论》卷八载道家节日，“唯有三元之节，言功举迁上言功章。……恰

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天曹，冀得迁达，延年益算”。瑏瑢 三元日所上言功章是章文的一种，

《赤松子章历》卷一就记载了十种言功章，即: 三会言功章、上清言功章、三五杂箓言功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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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死籍言功章、迁达先亡言功章、百姓言功章、为天地神祇言功章、三五言功章、为先亡言功

章、三月一时言功章。我们知道三会日是考校道民功过之时，或许上章就是考校道民奉道之心的

方法。
( 三) 江南上清派、灵宝派融摄正一上章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三大道派中，早期正一道主要活动于巴蜀地区，上清派、灵宝派主要

活动于江南地区。早期正一道的上章及祭酒等经法制度，为江南上清派、灵宝派所汲取。金允中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五《上章科格品》说: “东吴左仙翁玄，受灵宝洞玄科品，于是传上章

谒帝之科，元纲飞步之诀。……夫灵宝拜章之法，乃洞玄禁秘之文。自太极仙翁内行飞神谒帝之

妙，外传上玄境域之祥，可以修真而炼形，岂止誊章而启事。”① 灵宝派传承了早期正一上章的

科法传统，宋代蒋叔舆、金允中、王契真的灵宝科仪经书都收录上章的科格。上清派设立祭酒更

是汲取正一经法制度的典型。陶弘景《真诰》卷二十《翼真检第二》说: “李东者，许家常所使

祭酒，先生亦师之，家在曲阿东，受天师吉阳治左领神祭酒。”② 吉阳治是张鲁在二十四治基础

上新立八品游治之一，上清派道士李东为吉阳治左领神祭酒的神职，应是早期正一道道职的传

承。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下说东晋太兴 ( 318 － 321) 中:

曲阿祭酒李东章本，辞事省宜，约而能当，后操章无恩惟太上，及阴阳决吏三天曹，而

称龙虎君，及建帝代年号，不书太岁，此并是正法。按今章后细字，无太上道君，又不北

向，止是太清中诸官君耳，云何称恩惟太上耶? 其余事事皆有诸类，不能复一一论之。李东

既祭酒之良才，故得为地下主者，初在第一等，今已迁擢，此便可依按也，其君常为许家奏

章往来，故中君及之也。③
陶弘景详细记载李东的章本书写，对李东 “祭酒之良才”的评价，是基于其章文 “辞事省宜，

约而能当”的书写风格。陶弘景 《真诰》卷十三 《稽神枢第三》载李东，“乃领户为祭酒，今

犹有其章本”。④ 祭酒李东领有道民是早期正一道的传统，其书写的章本在齐梁陶弘景时还有传

承。晋代上清派第一代宗师魏华存亦为女官祭酒，《道法会元》卷一百七十九 《上清五元玉册九

灵飞步章奏秘法》引《南岳司命上真紫虚元君魏夫人传》称: “晋代前作女官祭酒，师正一真人

张君，受太清诸官君及入靖法。”⑤ 可知魏华存得正一真人张陵道法的传授。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六载东晋元兴 ( 402 － 404) 中，有诸种怪异出现，东阳太守朱牙

之，“诣祭酒上章，于是绝迹”。⑥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四 《胡庇之》载元嘉二十八

年 ( 451) 因府廨闹鬼，武昌郡丞胡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复令祭酒上

章，告罪状，事彻天曹”。⑦ 史籍中魏晋南北朝江南社会上章的记载，说明早期正一道祭酒上章

的经法制度，确乎已传播至江南地区。
早期正一道的靖室之法亦传播至江南，东晋江南高门士族王氏信奉道教，在家中开辟有修道

的靖室。《晋书》卷八十《王凝之传》载: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

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⑧ 这是史籍中靖室之法传入江南的明确记载。上清

派宗师魏华存、杨羲修道之所亦为靖室。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引《紫虚南岳夫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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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魏华存，“性乐神仙，季冬夜半，有四真人并年可二十，降夫人靖室”。① 唐孟安排 《道教义

枢》卷十《感应义第三十五》说杨羲，“入汉乍单居靖室”。② 晋蒋宗瑛 《上清大洞真经》卷一

论修行说: “愿臣靖室之內，芝英自生，玉华宝矅，三光洞明。”③ 上清派经书所载修道的靖室，

是早期正一道法传播的结果。
上清派经书记载的上章科仪，显示其融摄早期正一上章的科法。梁陶弘景 《真诰》卷七

《甄命授第三》载鬼帅王延作祟，“故宜力上风注冢讼章，于却气毒之来往也。……今所以令上

章者，亦以遏虎牙之盈缩耳”。④ 冢讼章用以解洗先祖的冤债，《赤松子章历》就有 《大冢讼章》
《又大冢讼章》《解释三曾五祖冢讼章》等章文。陶弘景还具体述及冢讼章篇幅增加的情况: “冢

讼正本不过三两纸间，世中增加，乃至数十，恐诸章符等，例皆如此。又出官之仪，本出汉中旧

法。今治病杂事，及诸章奏，止得出所佩仙灵箓上功曹吏兵，及土地真官正神耳。”⑤ 此记载透

露出上清派章文汲取张鲁汉中旧法的信息。《赤松子章历》卷五 《又大冢讼章》开篇之序言说:

“起自茅山七真。许长史云: ‘欲上升为上三世，被冤家殃讼。有西灵夫人告令，求道官拜奏冢

讼章，以解洗冤债。’”⑥ 此序说明茅山七真行用大冢讼章，上清派第三代宗师许长史亦看重冢

讼章的救度功能。梁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下《章符》说: “若欲上逐鬼章，当朱书所上祭酒姓

名。谓家有恶强之鬼为祸祟，请后右仙食气君将等为逐却之。上章者不以朱题署，止书为上章人

某治祭酒甲，又复姓某耳。”⑦ 江南上清派行用冢讼章、逐鬼章的记载，说明正一上章科仪为江

南上清派所传承。

二、史籍道经所见上章仪式的济度功能

( 一) 史籍所载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上章

上章是早期正一道行用广泛的救度仪式，我们从 《赤松子章历》可以看出，社会人生际遇

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上章祈禳神灵解决。宋陈元靓 《岁时广记》卷二十九即载七月十五日:

“大宜拜表上章，祈恩谢过”。⑧ 在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改革中，道教从民间宗教上升为神学宗教，

此后受到唐宋元明皇室的尊崇，道教仪式亦为封建国家神道设教所用，史籍中就不乏帝王官僚上

章祈禳的记载。《南史》卷三十八 《柳津传》说柳津 “常请道士上章驱鬼”⑨。《北史》卷七十

一《杨爽附杨集传》载隋炀帝时，诸侯王猜忌日甚，杨集忧惧，“乃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

助”。瑏瑠《北史》卷三十五《郑羲附郑译传》载郑译，“自以被疏，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瑏瑡

这是南北朝时期宫廷斗争中，通过上章祈求神灵保佑的例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载道士薛

颐: “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瑏瑢《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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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恽传》载:

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

《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 《黄獐》，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

诵《婆罗门咒》，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①

卢藏用曾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隐居学道，他在皇宫即兴模仿道士上章的表演，当是上章科仪精

彩片段的呈现。
唐宋皇室曾为皇后无子而焦虑，试图通过上章来祈求神灵赐福。 《赤松子章历》有 《求子

章》《乞子章》《催生章》，是用于祈求子嗣的章文。宋李昉 《太平广记》卷三百 《叶净能》引

《广异记》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

久之，章下，批云: ‘无子，迹甚分明。’”② 宋谢守灏 《混元圣纪》卷九载宋真宗，“以储嗣久

虚，命句曲山道士朱自英奏章”。③ 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法运通塞志》载: 元丰七

年 ( 1084) ，宋真宗召句曲山道士朱自英诣阙，“真宗以储嗣久虚，命朱自英奏章。升神帝阙，

见三茅真君乘宝辇而下，问何所来? 答曰: ‘臣为大宋祈嗣。’茅君颔之，以其章进。太上敕曰:

‘茅盈忧国爱民，宜为宋嗣。’明年，仁宗生。”④ 这些具神学色彩的上章灵异故事，真实反映唐

宋皇室笃信上章的心态。
( 二) 道经中所见上章救度的灵异故事

早期正一道上章在道门长期传承，道经中亦不乏道士上章济世度人的故事。唐杜光庭 《道

教灵验记》卷十四、十五为《斋醮拜章灵验》，杜光庭所撰上章灵验故事，旨在渲染道教上章的

灵验。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十五《王招商神咒斋验》，载 “玉芝观道士陈道明，专勤清斋，

拜章累有征验，”苏州盐铁院招商官王某疾苦沉痼，逾年不痊，“俾请陈道明章醮祈禳”，⑤ 上章

之后其疾病得以痊愈。陶弘景曾为梁武帝上章祈雨，杜光庭《陶隐居拜章祈雨验》说:

陶隐居在茅山之时，国中大旱。梁武帝祭祷山川，遍走群望，郊坛灵祠，靡有征应。隐

居于静室自制朱表，上告玄司，翌日无验。弟子周太玄曰: “昨有真仙降于静室，因言水旱

之事: ‘天之阴阳，数也。数既有定，不可遽移。山川百神风雨之吏，莫敢逆天时而弄风

雨，非太上之命。上帝所行，天帝下临，然后数可革耳。所以尧水汤旱，岂德之不逮耶? 虽

圣人亦拘于天数矣。陶都水忧国悯人，诚亦至矣。词旨丹切，善亦笃矣。其如数何?’又一

真人曰: ‘都水拜章，必有奇应，但未知其法耳。若以青纸墨书，密室中拜之，必果御达

也。’”隐居与太玄知其言而拜之。是夕，甘雨大霔，连绵三日。⑥

陶弘景祈禳解除大旱的章文，以忧国悯人之虔诚和词旨丹切之大善，感动真灵而连降三日大雨，

昭示上清派宗师上章仪式之灵验。
宋代道教宗师既是科仪经书的撰写者，又是斋醮仪式的践行者，南宋道士白玉蟾就曾在武夷

山冲佑观上章。《修真十书武夷集》卷四十七收录《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表奏法坛传度首

过谢恩朱章》《雷府奏事议勋丹章》三篇章文，是 《道藏》中所见章文书写的典范。《法曹陈过

谢恩奏事朱章》说:

以今吉辰伏地，贡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谨据太上三五都功、正一盟威弟子施某等，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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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已录心词上奏天庭，乞行传度，已为誊申部省，依科给帖，充授法职。寻即择日建坛，剖

符破券，拨将统兵，分司隶事。然后以药殿琅书，心传口诀。兹则同发诚心，谨取今月某

日，虔就武夷山升真玄化洞天，修设三界高真谢恩清醮几分，延奉上真，仰酬玄造，更析景

贶及臣等身。……臣姓白，系金阙选仙举进士，见在冲佑观东南隅醮坛所，伏地听命。①
白玉蟾在章文中称正一盟威弟子，可见是因循正一上章署职的科法。而 《表奏法坛传度首过谢

恩朱章》更明确宣称: “传真度妙，所以袭正一之风也。”②《雷府奏事议勋丹章》末署上章时间

说: “维皇宋太岁乙亥嘉定八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辛亥吉时，于武夷山冲佑观之西南隅，再拜

上。臣姓白，系金阙选士，见在拜章所听命。”③ 据此可知白玉蟾上章的时间是南宋宁宗嘉定八

年 ( 1215) 。
唐宋时期地方官员为仕途、疾病等所困，亦选择道教的上章来解决。宋陈葆光 《三洞群仙

录》卷十四《虚中章奏》载:

唐正元中，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皆黜落，甚惋愤，乃诣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

凶，虚中为奏，其章随香烟飞上，缥缈不见，食顷复坠地，有朱书批其末云: “受金百两，

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岁，琼无疾暴终。④
丹阳令王琼贪赃枉法，其恶行为道教上章所揭露，受到太上的严厉处置。

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十四《拱寿涂名》载:

范公仲淹倅陈州时，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笑曰: “庸人安能达章帝所耶?”道士

秉简伏坛，终夜不动，试扪其躯，则僵矣。五更，手足微动，良久，谓守曰: “夫人寿有六

年，所苦勿虑。”守问: “今夕拜章，何其久也?”曰: “方出天门，遇放明年进士春牓，观

者骈道，以故稽留。公问: “状元何姓?”曰: “姓王，二名下一字墨涂，旁注一字，远不可

辨。”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状元乃王拱寿，御笔改为拱辰。公始叹道士之通神。⑤
宋代科举制度竞争激烈，道教上章准确预言中状元者，此上章故事折射反映时人相信上章灵验的

社会心态。
《赤松子章历》有青丝拔命章、疾病困重收减灾邪拔命保护章、绝泰山死籍言功章，是专门

用于疾病救治的章文。相传宋仁宗曾重病危殆，但道教救治疾病的章文使他转危为安。宋吕太古

《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一《历代宗师传略·刘先生》载刘从善为宋仁宗上章之灵异说:

仁宗不豫，召从善入内奏章。命执政代命，伏章讫，问曰: “章达否?”曰: “已达。”
时晏驾已数刻，忽复精神明爽。传宣曰: “问葛将军何神?”从善曰: “三天门下有神曰中元

葛将军，主通章之神也。”复传宣令，设位。翌日，圣体遂康。⑥
道经中几则上章灵验的故事，从不同侧面反映上章的社会影响。

( 三) 宋洪迈《夷坚志》的上章灵异故事

宋代笔记小说记录社会上的各种趣闻逸事，南宋洪迈 《夷坚志》记述的五则上章故事，就

生动反映上章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夷坚丁志》卷二十 《陈巫女》载: “南城士人于仲德，为子

斵纳妇陈氏。陈世为巫，女在家时，尝许以事神。既嫁，神日日来惑蛊之。每至，必一犬踔跃前

导，陈则盛饰入室以须。众皆见犬不见人，踰时始去。于氏以为挠，召道士奏章告天。”⑦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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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乙志》卷十七《閤皂大鬼》则载临江军閤皂山下张氏家中遇大鬼作祟，于是 “登山上玉笥观，

设黄箓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见”。①《赤松子章历》有《却虚耗鬼章》《宅中怪

异小驱除章》《大醮宅章》，是用于驱邪神鬼魅的章文。《夷坚丁志》卷七 《张氏狱》载政和年

间蔡京迫害元祐党人至死，“蔡京后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门，见一物如堆肉而血满其

上。旁人言: ‘上帝正临轩决公事。’顷之，一人出，问道士何以来，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

‘蔡京致是妇人于极典，来诉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为上章?’”。② 蔡京感疾是因迫害人而遭

冢讼，故请道士上章以断除。《夷坚乙志》卷六《庙神止奏章》载:

段元肃家居京师，邻家有病者为祟所挠，治之不效，欲请道士奏章诉于帝。段之祖梦人

如神明者告之，曰: “凡神祇有功于人者，岁满必迁。吾主此地若干岁，今当及迁。而君邻

家之鬼，正在部内。方自往治之，闻其家将奏章，恐致相累，丐君一言，令罢之，病者自安

矣。”恳请至再三，段许诺，且问其所止，曰: “亦与君家为邻。”明日思之，乃皮场庙也。
如神言告其邻，止不奏，病者即日愈。③

早期正一上章中救治疾病的章文较多，对治疾病亦有不同层级的上章方法。《赤松子章历》卷二

说: “诸疾病，先上首状章。不愈，即上解考章。不愈，上解先亡罪谪章。不愈，上迁达章。若

沈沈，上却杀收注鬼章。若顿困，上解祸恶大章。不差，上解五墓谪章。不差，上扶衰度厄大

章。不愈，上还魂复魄章。不愈，上安墓解五土耗害章。不愈，上安宅镇神驱除收鬼章。不愈，

上分解中外大考章。若危急，上子午请命并却三官死解章。若进退，上仰谢三十二天章。大危

笃，上续命文 、又拔命、又独解复连又五灯、又二十八宿、又分解先亡大注八十一章。若无此

灾疾，不得妄求此章。”④ 早期正一上章祈禳疾病痊愈的十多种章文，足以救治社会人生的各种

疾病，这是济世度人之道在上章仪式中的运用。
早期正一上章仪式中章文上达天廷，是通过法师的存想法术来完成。章文送达三天的程序是:

法师从奏章坛场存想上升至天门，把守三天门的唐葛周三将军验证放行，传章玉童引见三天法师张

道陵核实上章事由，传章玉童再将章文转达三天太上批示。《夷坚丙志》卷五《李明微》载:

李明微法师，福州人，道戒孤高，为人拜章伏词，报应甚著。绍兴五年，建州通判袁复

一使与天庆观叶道士同拜醮，既罢，谓叶曰: “适拜章时，到三天门下，见此郡张道士，亦

为人奏青词，函封极草率，又已破碎。天师云: ‘此不可进御。’掷去之矣。”叶曰: “张乃

观中道侣也。但不知今夕在谁人家。”明日，张自外归，叶扣其所往，曰: “昨在二十里外

叶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词纸绝不佳，及焚奏之际，架复倾侧，词坠于地。吾急施手板承

之，赖以不甚损，然鹤氅遂遭爇。”叶为话明微所见，张甚惧，即日自具一醮谢罪云。⑤
道士李明微在拜章存想的过程中，至三天门下见有人奏青词函封草率，则上章存想确乎可以鉴查

人间诸事。总之，道教上章仪式在社会上行用广泛，以致有 “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

斋讲”之说。⑥

三、上章在斋醮科仪史上的传承和影响

斋醮科仪与道教的发展大势密切相关，唐宋元明是道教兴盛发展时期，此时科仪经书编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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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丰富。唐宋道门曾致力于收集早期正一章文，《太上宣慈助化章》《赤松子章历》就是所收

集编纂的上章经本。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五卷，共收录早期章文 24 通。所谓 “自唐朝广

成子杜先生集次宣慈章本之后，兵火散失，鲜有完本。”① 《赤松子章历》是收录早期正一章文

最多的经本，该经卷一至卷二提及的章文名称有 135 篇，卷三至卷六共收录章文 67 通。北宋道

士刘从善“尝撰集斋科及拜章法”，② 南宋白玉蟾还曾见“《古章仪》与《续章仪》所载诸章格

式”，③ 则可知宋代还编撰有不同的上章经书。宋蒋叔舆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金允中 《上

清灵宝大法》、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及宋代道经《灵宝玉鉴》《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都

收录有上章科仪，明代道经《道法会元》卷一百七十九至一百八十五，分别论说上章的章法、
章式、章官、章奏、章印、章诀、章科、章仪等，这说明正一上章之法在道门长期传承。

( 一) 早期正一上章古式与章文书写

唐宋道教斋醮科仪有推崇古科之风，从南朝刘宋陆修静到唐代杜光庭皆推崇古科。金允中

《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二《临坛符法品》就说: “陆简寂至杜广成诸君，所编皆遵古科。”④ 宋

代道教科仪宗师王文卿、路时中、蒋叔舆、金允中、白玉蟾就视上章为古式，并主张要恪守上章

的古老传统。《道法会元》卷一百七十九《上清五元玉册九灵飞步章奏秘法》之序说: “王侍宸

所传九灵飞步运神进奏秘旨，其法甚详，而科式多本正一。盖章法流行，出于正一者也。”⑤ 金

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四十 《散坛设醮品下》说: “蒋氏 《黄箓立成仪》，多主古科，……正

一之宗，所主不同，而路君之意，亦以古仪而定式也。”⑥ 金允中不仅赞赏蒋叔舆、路时中推崇

古科，他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三《章词表牍品》中说:

章乃古式也。世之法书，随时不同。惟有章格，不容以私意更易也。如黄箓斋，则自来

用五通章，并朱表也。曰素车白马章、破酆都拔罪章、开通道路章、沐浴炼度章、升度亡魂

章，近有更易移动其格者矣。师传旧式，非可移时，故从古式也。⑦
南宋白玉蟾更推崇正一上章古式，他在《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二 《鹤林法语》中谈及章文书写

说: “今则不然，一章全篇，皆摸写古本，不敢改易一字。”⑧道门宗师视正一上章为古式，形成

章文书写恪守古式的传统。《赤松子章历》卷二章文中的法位署: “泰玄都正一平炁系天师阳平

治左平炁门下版署三品大都功，兼左廉察祭酒赤天三五步纲元命真人臣某”⑨ 明代道经 《道法

会元》卷一百八十《上清五元玉册九灵飞步章奏秘法·章式第二》中章文法位为: “泰玄都正一

平炁系天师某治某炁祭酒正一盟威弟子小兆臣某。”瑏瑠 可见明代章文书写沿袭早期正一上章署职

的范式。
道教斋醮有三日九朝，登坛朝谒，拜表上章之科仪格式。宋代道教黄箓大斋中的上章，分别

有呈章、录章、通章、定章、赍章、校章、御章、刺章、印章的科仪。在三天门下唐葛周三元将

军之下，还有负责章文上呈的从事官，宋代道经 《灵宝玉鉴》卷十七 《飞神谒帝门》所载从事

有: “主章书章从事、定章校章从事、进章飞章从事、审章覆章从事、通章奏章从事、赍章授章

·66·

《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瑏瑠

《灵宝玉鉴》卷十八《飞神谒帝门·九灵飞步章奏法》，《道藏》第 10 册第 274 页。
( 宋) 吕太古: 《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一《历代宗师传略·刘先生》，《道藏》第 32 册第 9 页。

⑧ 《道藏》第 33 册第 121 页。
《道藏》第 31 册第 482 页。
《道藏》第 30 册第 145 页。
《道藏》第 31 册第 625 页。
《道藏》第 31 册第 485 页。
《道藏》第 11 册第 188 页。
《道藏》第 30 册第 152 页。



从事、呈章录章从事、按章考章从事”。① “从事”是汉代刺史的佐吏，是汉代州郡长官自辟的

僚属，早期正一上章中的从事，是汲取汉代 “从事”一职而设立，经书所谓 “尽事人之道，以

事天地神祇也”②。这些章官从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颇似世俗社会刺史佐吏的职能，故史称

“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③ 早期正一道的章文，明显模仿了世俗的公文格式。 《灵宝玉

鉴》卷一《道法释疑门·奏申关牒文字论》亦说: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

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④
章文是送呈太上的文书，应是上章者奉道心声的虔诚表达，如此章辞才会有感动神灵的效

果。早期正一道上章文书的书写，经书中主张质朴真诚的风格，这开创了后世道教文书的书写范

式。《赤松子章历》卷一说章辞书写: “须质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华，真而不伪，直而不

肆，辩而不烦，弱而不秽，清而不浊，简要输诚，则感天地，动鬼神，御上天曹，报应立至。”⑤
南北朝道经《玄都律文·章表律》，唐朱法满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 《避忌讳上章》，《清

微斋法》卷上《词式》都沿袭此说，提倡遵行早期正一章文书写的范式。
( 二) 早期正一伏章与道教的存想科仪

早期正一道上章科仪的章文上达，法师运用存想法术与天界神灵沟通。《赤松子章历》卷二

载法师存思过程说:

科曰: 操复毕，便于案前伏地，便存赤红炁从己心中出，上升天。俄顷如经历百里，赤

红炁路荡荡，两边无瑕翳，惟多宝树，忽见一黄道，即日月黄道也。直过黄道五六里，遥见

紫云隐隐。直到紫云，见天门，门度一丈八尺，诸侍卫悉住。唯与周将军及直使功曹、传章

玉童擎章表，至阙门之下西，谒见正一三天法师姓张名道陵。载拜讫，具陈章表事由。天师

九拜，即往凤凰阁门之下入。须臾，有一仙童朱衣玄冠出，就传章玉童手中接章表入。少顷

复出，引入见太上。太上着九色云霞之被，戴九德之冠，当殿而坐，左右二玄真人侍卫。又

见太一着朱衣玄冠，呈太上章表，太上一览，太一承太上意，署太清玉陛下，作 “依”字

了。又见一仙童，收章表于右陛，分付今日日直曹官使。心载拜，辞太上出门。又载拜，辞

天师。同奏章真官抃跃而回至奏章之所。便起称以闻。⑥
早期正一道上章的存想，又称为伏章。 《灵宝玉鉴》卷十八 《飞神谒帝门·九灵飞步章奏法》
说: “请神将官吏进表上章，庶合同得入三天门下，至期伏章，方获报应。”⑦ 伏章是法师存想

章文上达天廷的心理过程，此存想沟通神灵是道教最具特点的科仪法术。宋代道经 《灵宝玉鉴》
卷二十一《飞神谒帝门》的 “伏章法”，宋元妙宗 《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五 《上清隐书

骨髓灵文中》的“伏章法”，法师存想呈送章文于天门，谒见张天师、太上老君的伏章过程，就

是早期正一道存思法术的传承。史籍中不乏道士伏章存想的记载。宋楼钥 《攻媿集》卷八十六

《皇伯祖太师崇宪靖王行状》载赵伯圭: “晩尝率乡人祷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见嵲

屼久之，瞑而不跌。顷之，语人曰: ‘适觉神游帝所，以闵雨告帝，既许我矣。’翌日，膏雨如

注，阖境告足。”⑧ 仪式中道士伏章瞑而不跌的状态，就是存想通神所达到的境界。宋张端义

《贵耳集》卷上载宋徽宗亲临宝箓宫醮会，“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 ‘适至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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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值奎宿奏事方毕，章始达。’上问曰: ‘奎宿何神?’答曰: ‘即本朝苏轼也。’”① 醮仪中道

士伏章甚久，是在存想中正好遇见奎宿神苏轼奏事。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八上载: “正一真

人张天师，道家谓之引进真人。茅山刘混康伏章，屡至天门，能道其详，精爽不二，歘然上

达。”② 早期正一上章仪式中的伏章存想，是祭酒呈送章文上达三天太上的法术，此法术在后世

道教斋醮科仪中运用广泛，成为高功法师在坛场沟通神灵的有效手段。
( 三) 早期正一上章是祈禳神灵的醮仪

早期正一道的上章之法，《隋书》认为是祀神的一种醮仪。《隋书》卷三十五 《经籍志》叙

述道教斋醮科仪说:

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

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饵币物，历祀天

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③
“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即是将章文上奏天廷之意。《隋书》将上章称之为 “醮”，《赤松子

章历》就多有“章醮”之说，诸如章醮吉日、章醮吉符、章醮信物、章醮弟子、章醮避忌等。
《赤松子章历》卷一说: “有寒栖贫乏之人，求请章醮，师为代出法信。”④ 《赤松子章历》卷二

说: “上章醮，弟子不得杀生。”⑤ 都称上章为章醮。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二十释 “章醮”
之义说: “醮，祭也。奏章以达其诚。”⑥ 亦认为上章是一种醮仪。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卷

一《治家第五》说: “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 符书章醮，亦无祈焉。”王利器 《集解》引卢

文弨注解说: “道士设坛，伏章祈祷曰醮。”⑦ 东汉张陵创立五斗米道教团的同时，建构出正一

盟威之道的教义和上章的仪式，使五斗米道具备了神学宗教的基本要素。道教有 “斋法出于灵

宝，而章奏始于正一”之说。⑧ 灵宝派祖师葛玄 ( 164 － 244 ) 创立灵宝斋法是在三国时期，而

早期正一上章是较灵宝斋更早行用的醮仪，由此则道教斋醮科仪的源头应追溯至东汉张陵创教

时期。
唐宋科仪宗师推崇早期正一上章的济度功能。杜光庭 《广成集》卷十五 《众修本命醮词》:

“伏闻三天垂章醮之科，正一著修禳之格。”⑨ 宋蒋叔舆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十六 《白

语次第门》说: “教阐玄元，著拜表上章之诀; 科传正一，留飞神谒帝之仪。”瑏瑠 唐宋科仪宗师

撰写的这些斋醮词文，都有肯定早期正一道开创上章仪式之意。
陈耀庭认为道教斋醮科仪有由简趋繁的趋势，瑏瑡 纵观宋代道教斋醮的规模及科仪经典的丰

富，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代是斋醮科仪由简趋繁的顶点。早期正一道的上章是独立的仪式，唐代以

后上章已成为斋醮法事中的仪节之一。杜光庭 《广成集》卷十五 《赵球司徒疾病修醮拜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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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是敢拜奏宝章，崇修大醮，告虔下土，谓命诸天。”① 此是大醮仪式中的上章。元刘壎

《隐居通议》卷三十《鬼神·大乾梦录》载: “邵武自宋代绍定庚寅之变，比岁不靖。端平甲午

岁，金华王子文埜为守，与寓公率士民迎福善，王就郡治建黄箓醮，邀龙虎山张天师至，时寓公

杜子昕杲与祠家居，与王守同主醮事，命道士林逍遥拜章。”② 这是黄箓醮仪式中的上章。蒋叔

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九《炼度沐浴章》说: “进拜天官拔赎济度诸章，恭祈道力，俯拔

亡魂。”③ 这是黄箓斋炼度科仪中的上章。总之，后世各种灵宝斋法和醮仪中都有上章的仪格，

早期正一上章已融入斋醮仪式之中。

四、余论

综上所述，本文对早期正一上章源流的考察，可知东汉张陵创立的正一上章仪式，为江南上

清派、灵宝派所汲取，得以融入灵宝斋法与正一醮仪的科格之中。张陵汲取世俗公文而创立的上

章，有效发挥团结道民的仪式功能，使早期正一道在巴蜀地区迅速传播。早期正一上章长期传承

于斋醮法坛，上章仪式丰富了灵宝斋法与正一醮仪的内容，章文书写规范格式成为道教文书遵行

的范本。唐五代杜光庭赞颂正一上章说: “河图宝典，垂醮品以济人; 正一明科，显章文而助

化。”④ 南宋金允中更高度评价上章的功能: “夫章者，通九天之门，达太上之阶。度脱灾危，

迁拔冥爽，莫过章奏，最为第一。”⑤ 张陵创立早期正一道教团的经法制度，作为早期正一道最

早行用的上章仪式，其时代早于三国时期葛玄创行的灵宝斋法。明代道经 《道法会元》卷十四

《玉宸登斋内旨》说: “约古者祷祠祭祀之法，为道家吁天事帝之科，盖始自玄中大法师，而阐

于汉代张天师。其后诸宗匠继出，则著以科文，设为朝范，其法渐备，而其教大行矣。”⑥ 根据

我们对早期正一上章仪式源流的考察分析，可知道教仪式阐于汉代张天师之说有其根据。早期正

一上章是斋醮科仪史的重要问题，本文仅是一极其粗浅的讨论，愿以此文与学界同好共商。

( 责任编辑: 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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