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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信仰的常用习语，其完整内容是“天地人合一”，
由此而来的“三才”思想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作为儒释道三教融合、影响之产物，明
清民间宗教各教派均以三教为依据，在发展中自成特色，其“三才”思想亦复如此。本
文以明清民间宗教经卷与官方档案为依据，对明清民间宗教“三才”思想的来源、内涵、
特点及其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加以梳理。本文认为，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源于
三教，特别是受到儒与道的影响，具有三教融合、自成一体的复合性特点；作为精神内
核与思想构架，“三才”思想渗透于民间宗教实践的各个层面，在其发生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其意义，即便在今天，依然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参照。
关键词：天人合一；三才；明清；民间宗教；三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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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平

“天人合一”、
“天地人合一”
（或曰“三才”）思想，是中国人在其生存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为满足其信仰之相对与终极等层次的需要，经由对人与自然、已知世界与未知
世界之关系的探索性思考与价值预设而建构出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出于方便，人们往往
简称“天人合一”。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发展与归宿，并借由人与自然的关系
来理解人生，改善人性，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处。其特点在于，并不把人视为脱
离外在环境的独立存在物，而是将人置于天地、万物之中，并与之展开良性互动，以达
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渗透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
层面，源于三教、又具有自身宗教个性的民间宗教亦不例外，他们汲取正统宗教与民间
信仰中与“三才”相关的元素，形成了别具色彩的“三才”思想。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在中国，张岱年、郭齐勇等学
者对此有专门研究，台湾的学界与宗教界也多有探讨，但明清以来民间宗教中的“三才”
思想却乏人问津，目前就笔者所知，仅有梁景之在其《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中做
过一些探讨。为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加以梳理，以便更
好的把握其教义与宗教实践，进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做出更为全面的
评价。

一、民间宗教“三才”思想的来源
明清民间宗教，是唐宋以来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世俗化的产物。明清时期民间教门甚
多，与三教的关系也各有侧重，色彩不一，但三教合一却是共性。对此，宋光宇、郑志
明、刘平等人在对无生老母信仰、罗教、清代秘密社会的研究中有明确的分析。①同样，
明清民间宗教“三才”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吸纳与整合。儒释道三教
之“三才”思想，以儒教最为典型，道教次之，释教又次之，我们的梳理以儒为主，兼

① 参见

宋光宇：
《试论‘无生老母’宗教信仰的一些特质》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81 年，第 52－53 页；
郑志明：
《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刘平：
《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第
一章第三节“宗教的世俗化及宗教异端问题”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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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释。
先秦时期，
“三才”思想已经初具形态。
《尚书·泰誓》所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
万物之灵”①，对“三才”思想之构成要素天地人及其与万物的关系做了简要概括。
《周
易》对于“三才”思想做了完整表述，其《系辞下》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
也。”②指出“三才”各有其道，又相合相一，为万事万物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一个分
析与预测的整体构架。具体到“三才”合一的中心，即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周易·文
言》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③

故“三才”合一之道的重点，在于“合德”。后来，孔子的天命思想、子思与孟子之“天

命之谓性”的思想，进一步对“三才”相合、特别是人与天地相合之意进行了探究。
与儒家相对，老庄等道家也有自己的概括与分析。道家重“道”，将道视为天地人
及其万物的本源与本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④

，并由此出发，对“三才”合一的终极理由加以阐发，
“法道”或者“合道”成为“三

才”合一的本体与依据。至于人与“道”的关系，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⑤，将天地人，特别是“人”，提到了与“道”相同的
地位，同时他对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加以归纳，得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⑥的结论，而将“三才”相合的“一”归位于超越一切的终极性存在——道。此处
的 “道”显然不同于《周易》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⑦。老子之后，庄子认为，道
本自然，亦天也，将道与天等同；讲究以人合天，归向天。
到了两汉时期，“三才”思想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为董仲舒，他以阴阳五行思想为
基础，对“三才”思想做了新的提炼与发展。他在《春秋繁露》中认为，天地人相互依
存，彼此配合，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
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 ⑧。
他还指出，
“三才”相合的根据在于人与天地构造、性情与血缘伦理等方面的相类相通⑨。
结合董仲舒的其他著述，其“三才”思想的特点，在于以天地人之间的相类相通来论证
天人感应，为君权天授的王权政治服务。与此相反，该时期原始道教之《太平经》、
《周
①（汉）孔安国

，

《尚书

传、
（唐）孔颖达疏：

》
，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

注疏

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本

第

， 217

按，下文常用参考文献之出版社与

页。

出版年份，将在第二次出现时省略。
②
周振甫：
《周易译注·系辞下传》
，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273 页。
③
周振甫：
《周易译注·乾卦一》，第 9 页。
④
饶尚宽译注：
《老子》
，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2006 年，第 63 页。
⑤
饶尚宽译注：
《老子》
，第 63 页。
⑥
饶尚宽译注：
《老子》
，第 63 页。
⑦
周振甫：
《周易译注·系辞上传》
，第 235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
册，
⑧
董仲舒：
《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
，
81 第 733 页。
⑨
关于“血缘伦理”
，参见申波：《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726

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研究

易参同契》与《老子想尔注》等篇虽然在“三才”思想上发展不多，却在继承老庄与儒
家的基础上，将“三才”思想置于“道”或者“气”的基础上，发展为长生久视的宗教
追求，并将其宗教修持在人与天地相参相赞的大框架里加以探索与总结。
隋唐时期，儒教在“三才”思想上没有什么发展，而道教与佛教广采博纳，有所发
展。就道教来说，成玄英继承传统，以道为本，认为道生气，气生万物，将道视为“三
才”相合的根本，并借鉴佛教中观思想来解释老子所谓“玄之又玄”，
“在修习宗旨上则
把神仙道教发展为心性道教”①。司马承祯一方面重申人与天地相并：
“在物之形，唯人
为正；在象之精，唯人为灵。并乾坤居三才之位，合阴阳当五行之秀，故能通玄降圣，
炼质登仙，隐景入虚”②；另一方面，他以“气”释“道”，将与“道”
（即“气”）相合
视为“登仙”之学：“与虚无合其道，与神灵合其德者，其唯气乎！”③在修持方法上，
司马承祯注重性命双修，推动道教神仙学由外丹学而走向内丹学。值得注意的是，汉末
的《老子想尔注》与唐末的杜光庭都把“道”与“太上老君”相合，开启明清民间宗教
以无生老母来象征其永恒真理的“真空”之路。
至于佛教，虽无系统的“三才”思想，却因净土宗之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相分
相合，为明清民间宗教之“天”（“家乡”）的设想提供了依据；同时，禅宗，特别是六
组慧能的“自性即佛”思想，不但对宋明理学有相当影响，也对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
合一内涵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宋明时期，
“三才”思想进入成熟期，其代表是宋明理学的创建——由周敦颐而起，
经程朱、陆王而成熟。就“三才”思想而论，其贡献在于，将“三才”相合的思想由两
汉经学之天地人同源、同构与与同性情等相对粗糙的感性推想与类比，发展到抽象的推
理与总结，即提升到终极性存在本体——理的高度。首先，程朱陆王等都有天地人合一
的“三才”思想，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云，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④
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天”与“理”混同，且认为，天地人本为一体：“理者，实也，
本也”⑤。朱熹亦云：
“天者，理而己矣。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⑥至于人如何经由人性的觉悟而达致天理，程朱
所言虽然辩证，但是迂回曲折，不如陆王之直追思孟来的直接明了，后者以“天命之性”
为人性，讲究人性之善，注重经由内心的体悟而获致天理，而与天地合一。与上述儒教
思想不同，道教在宋元时期形成的全真道，分为南北二宗，由张伯端、王重阳开其端，
都注重三教合一，性命双修，虽然在性命之先后上有所不同，而在“三才”合一，由外
①

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02－203 页。
（唐）司马承祯：
《服气精义论》
，
（宋）张君房编：
《云笈七签》
，华夏出版社，1996 年，第 334 页。
③
（唐）司马承祯：
《服气精义论》
，
（宋）张君房编：
《云笈七签》
，第 334 页。
④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5 页。
⑤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第 125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
册，
⑥
（宋）朱熹：
《孟子集注》，
97 第 101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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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注重以人自身所具之性，所备之命（即“气”），兼修并炼，以合于道，合于气，
而获得永恒的思想却是一致的。
经由上述“三才”思想源流的梳理，可以发现，正统宗教之“三才”思想可以分为
两个方面。其一，“三才”相分。天地人作为宇宙的三种基本元素，地位有别，各有其
道，构成宇宙的既定结构与秩序。具体来说，天高（尊）地卑，人处其中，为万物之灵，
有与天地相参相赞的灵性与能力，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①，加
以《尚书·泰誓》之人为万物之灵、老子之“四大”等说法，形成了“三才”的相分与定
位。其二，
“三才”相合而归一。与前者之“相分”比较，
“三才”合一更为重要——不
仅回答了“三才”相合之因，也对“三才”相分相合的依据进行了解释。简言之，“三
才”之渊源、构成与原理相通相共，本为一体，故此相感相应，合而为一，即道、德、
理、气。经由与天地合其“理”，合其“德”，人可以“成圣”；经由与天地合其“道”，
合其“气”，人可以“成仙”。
值得注意的是，正统宗教之“三才”思想，无论是相别而定位也好，还是相合而归
一也好，其意域是全方位的，具有整体性：既具有超越性的宗教意义，也具有社会性的
道德内涵，并且具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内涵。从历史角度来讲，它并非仅仅指向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同时容纳了指向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学意义，人与社会之间的
社会学及伦理学意义，人与自我之间的人性哲学的意义等内涵。②多个维度意义意义上
的“三才”，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故“三才”合一的思想，无论表述为“天人合一”，
还是“天地人合一”，都只有表述的简繁之分，而不存在意义之别。

二、明清民间宗教“三才”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在明清民间宗教中，“三才”思想几乎为所有教门所拥有，这与佛道衰落、民间教
派大兴有关。从明末到清末，无为教、黄天教、天真圆顿教、弘阳教、收元教、八卦教、
收圆教、一贯道等民间教门都有着较为明确的“三才”思想，它们从自身实际出发，汲
取三教之“三才”思想及其相关元素，融会贯通，形成各具风采的“三才”思想，并将
其渗透到各个层面。为了较为清晰、全面地把握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我们将
从相关教门经卷与档案入手，对其“三才”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在民间宗教中的表
现等方面加以论述。这里先谈谈民间教派“三才”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关于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梁景之以闻香教《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
①

周振甫：
《周易译注·系辞下传》
，第 230 页。
“三才”思想系统的生态学意义、社会与伦理学意义等，学界讨论较多，意见基本一致。其宗教学意义则争议较多。
儒家是否儒教之争，与此也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儒家之“三才”思想亦具有宗教意义，无论是早期的《周易》
、孔
孟、董仲舒，还是宋明理学之程朱陆王，都具有宗教学的意义。关于该问题，可参考申波：《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
识》
，
《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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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关于天地人三盘的描述，在其《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中有过初步探讨：
“就
有关宝卷的内容来说，创世时期对宇宙秩序形成所做出的主要贡献是‘安天立地’、
‘三
才定位’说的提出”①。其探讨仅涉及“三才”相别而定位的一面，对于“三才”相合
而归一的方面缺乏关注。
与儒释道三教的初衷相似，民间宗教“三才”合一思想的立足点亦在于“人”， 为
了人的生存、发展与归宿，将人置于与天地万物的整体关系中来理解。
首先，“三才”相别而定位。它认为，混沌初开，气分阴阳，生天生地，天地阴阳
相合而生人，三分而定位，即天在上，地在下，人处其中，为万物之灵，构成宇宙的基
本结构与秩序，如西大乘教《销释大乘宝卷》所云“无极老母放光明，清浊二气立人根，
配成形，天地乾坤总包笼”②；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所云“老古佛，置乾坤，从混
沌，立初分，生天生地三才定”③，分别讲述了“三才”之生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宇宙秩
序的建立。梁景之认为，
“三才论的提出，其理论意义在于将宇宙空间价值化、层次化”
④

，这是有道理的。
与儒释道三教相近的是，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虽然并举，但其地位、价值与意

义并不等同，天尊地卑人处其中的意义十分明确。原因在于，明清民间宗教之融合三教
与民间信仰，对天地人的内涵有相当复杂而又带有一定共性的界定。就天而论，一方面，
天为星辰密布、虚空寥廓之自然之天。闻香教《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云：
“上有天盘森罗相，日月五斗共星辰”⑤，一贯道教祖王觉一亦言：
“上理河汉星斗，五
行得之而顺布。”⑥另一方面，“天”亦指向更高层次的、以“道”或曰“理”为本质而
具备超越性的“终极存在”与“价值源泉”。收圆教经卷抄本云：
“理是道，道是理，理
道相同。无字真经在洞中，天道原来本无刑（形）。……一生一世凭天过，功名之事我
不做。”⑦王觉一则将天分为皇极象天、太极气天与无极理天，而以“无极理天”为至尊
至圣之“天”，故云“天者何？理也”⑧。
“地”虽然保留了某些神圣意味，但与天合称，作为人之父母、性命之所由来，或
者作为养育众生的山川草木，或者作为人类受罚赎罪之所的“阴曹地府”而存在，都无
①

梁景之：
《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53 页。
（明）归圆：
《销释大乘宝卷·曹溪祖品第二十一》
，明刊本。
③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古佛乾坤品第二》
，载王见川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5 册，新文丰出版公
司 1999 年，第 653 页。
④
梁景之：
《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第 54 页。
⑤
《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元人问道品第七》
，清刊本，第 33 页。
⑥
王觉一：
《三易探原》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台北：正一善书出版社，2008 年，第 127 页。
⑦
《经卷抄本》之一，公安部一局编：
《清代邪教》下册，出版单位与年份不著，第 296 页。按，该资料系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邪教”档案的汇编。
⑧
王觉一：
《中庸解》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
，第 111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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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天”的神圣地位相比拟，处于绝对的下位。《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
有言：“下有地盘江湖海，山川树木共园林”①；王觉一《三易探原》亦云：“下理十殿
诸司，九幽得之而秩序。”②在明清民间宗教中，凡俗之人一般被称为“皇胎儿女”、
“原
人”、
“原子”，分享了“天”之终极存在的特质，也具有获得神圣地位的可能。例如，
《佛
说皇极结果宝卷》将“人”称为“原人”：
“立下关口祖母把（吧），专等原人赴卷来”③。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则将“人”称为“皇胎儿女”或者“元人”，
“九十六亿，皇
胎儿女。……我佛观见，发愿度生，叫醒元人，同到家中。”④正如王觉一所言，“（人）
居三才之中，为万物之灵”⑤，作为生于两间的“人”，具有天地所赋予的灵性，可上可
下，凡圣相兼。
其次，“三才”相合而归一。明清民间宗教认为，人与天地同根同源，本为一体，
天地为人类之父母，人不能离开天地而独生。黄天教《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所云“三
才是一根”⑥，一贯道《一贯探原》所云，
“盖闻善言天者，不外于人；善言人者，必本
于天。天地如人有形之身，太极如人呼吸之气，无极如人虚灵之性。不但如人，凡有灵
之物皆然”⑦，说的都是天地与人本一的道理。一贯道《历年易理》云：
“一理者，二气
之父母也。二气者，万象之父母也。”⑧所谓二气者，即指天地阴阳。清代曹振镛等奏折
提及，八卦教田荩忠称，“性是无生父母所给，无生父母住在三十三天中，黄天名为真
空家乡”⑨。
“无生父母”即无生老母，住在三十三天之黄天中，是对中国古人以天地为
父母的观念的一种延伸。
那么，
“三才”合一，其“一”为何？道教谓之“道”或“气”，儒教谓之“理”或
“德”，在明清民间宗教中，所“合”者，即为“道”、理、气等概念，或者模糊不清的
混沌状态。由此，归一于“道”、“气”、“理”， 就成为其核心追求与信仰的终极目标，
罗教即以“道”、“理”、“气”为“一”，其《破邪显证钥匙经》云：“天地乾坤道执掌，
十方万物道孳生。大道无形生天地，运行日月佛神通。老君是佛原是一，佛是老君无二
门。夫子是佛原是一，长养万物一气生。治下假名无其数，元来万法一气生。不得真道
轮回苦，妄心执着堕沉沦。”⑩其《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云：“理即是道，道即
是理。理即是善，善即是理。”11该观点为其后几乎所有民间教门所传承。黄天教《佛说
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云：“天地人是三才理，元始古佛精气神，……万物元来是佛性，
①

《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元人问道品第七》
，清刊本，第 33 页。
王觉一：
《三易探原》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第 127 页。
③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缘起部分，濮文起编：
《民间宝卷》第 1 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第 7 页。
④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古佛乾坤品第二》
，载王见川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5 册，第 651 页。
⑤
王觉一：
《大学解》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
，第 71 页。
⑥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 2，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 1 册，第 215 页。
⑦
王觉一：
《一贯探原》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第 228 页。
⑧
王觉一：
《历年易理·序》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
，第 5 页。
⑨
“朱批奏折”
，道光十二年五月九日曹振镛等奏折。
⑩
《破邪显证钥匙经》破道德清静经品第十五，王见川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1 册，第 256 页。
11
《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未曾初分无极太极鸡子在先品第十七，王见川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
第 1 册，第 377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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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随佛一气生。”①闻香教《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云：
“天为性，地为命，
混源一气；凡借圣，圣借凡，一体同形。”②当然，并非所有教门都认同这种将“道”、
“理”
与“气”混为一体的说法。其中，以一贯道为典型，继承宋儒特别是朱熹的观点，否定
了“气”的终极意义，径直以“道”或“理”为一，其《三易探原》即指出：“若以理
天为天，则天即道，道即天，不分彼此，何有出入？若以气天为天，则天之大源出于道，
而道之大源不出于天。”③
与儒释道三教相比，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颇有个性，其最大特点在于，不
以某一教为尊，而是采用三教合一的理念，将其融为一体，使其思想内涵具有某种复合
性，从而与三教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三才”合一方面，尤其如此。作为明清民间宗教
之祖的无为教（罗教的泛称），以“道”、
“气”与“理”为“一”，表面上以道教理念为
主导，实质上却以大乘佛教般若真空、自性即佛的思想为灵魂，其《破邪显证钥匙经》
云，“十种仙人是色相，凡所有相皆虚妄。幻色迷了轮回苦，迷了自己不见光。成佛成
仙生死路，有成有坏堕轮回。有修有证生死路，无成无修绝轮回。阴阳炼就还丹宝，有
成有坏堕轮回。有成有坏还有苦，不增不减绝轮回”④，明确否定执著形象、内修金丹
等修持方法，所秉持的就是“真空”思想。可见，在无为教中，“道”、“气”与“理”
的精神内核，是“真空”。但佛教之般若真空思想，绝不可能将般若视为“气”。再以一
贯道教祖王觉一之“三才”合一思想为例，其所谓“理”似乎与儒教之“理”、
“性”颇
有渊源，却又绝非儒教所能统摄，而是兼采佛道。细细参详，王觉一所谓“三教究竟，
皆教人由象返气，自气还理也”⑤，在根本的“一”的意义上，
“佛道”意味依然较为浓
厚。

三、“三才”思想在明清民间宗教中的表现
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也许没有三教特别是儒道那样纯粹深湛，但立足于
宗教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贯穿于其宗教实践的各个环节与所有层面，将其民间
宗教思想与实践整合为一体，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精神指引作用。
在明清民间宗教看来，当时人类所处的世界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在或者将面临
大劫。而所谓劫数，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与天地相感相应的良性状态遭到破坏。它们认
为，九十六亿皇胎儿女下生东土以来，为外在的繁华所惑，迷失本性，背离了与天地相
通相合的原则，“人心”渐趋变态与乖张，造成“三才”失位，关系错乱，形成将要伤
①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 6，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 1 册，第 239 页。
《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无为谈道品第五，清刊本，第 25 页。
③
王觉一：
《三易探原》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第 157 页。
④
《破邪显证钥匙经》破十样仙品第七，王见川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1 册，第 235 页。
⑤
王觉一：
《一贯探原》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第 225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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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所有人的“劫数”，各民间教门经卷对此都有详细描绘，如《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
云：
“因为大地众生知恩不报，抛撒五谷，米面油盐，碎剪绫罗，呵风骂雨，怨天恨地，
不敬三宝，欺神灭像，毁僧谤法，欺压良善，数等好人，不孝父母，六亲无情，心如狠
虎，恶意伤人；人心改变，天心动怒；凡心改变，圣心无情；恼怒天神，降下灾殃；三
灾八难，瘟疫流行；末劫临头，折磨众生；百般苦楚，难为好人；累劫冤愆，积到如今。”
①

当此末劫、乱世之时，人类怎样才能脱难避劫呢？明清民间宗教给出了自己的实践
方案：当此劫数来临之际，道劫并降，天降圣人、圣书（道），立道成教，再整乾坤；
人类只有入教从师，明道得法，真修实炼，方可消劫避难。至于救劫救世之教义与实践，
无不围绕着“三才”思想展开。
其一，宗教追求。从明代中后期的无为教、黄天教到清末民国时期的一贯道、同善
社等，几乎所有的民间教门，都以“归天”、“还家”为目标。他们的“天”或“家”，
即明清民间宗教“八字真言”中的“真空家乡”，罗教《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又
称做“本分家乡”：
“既得高登本分家乡，永无生死”②；又称为“自在天宫”：
“又不生，
又不灭，又无大小；又无来，又无去，自在天宫。”③《佛说皇极结果收圆宝卷》称为“弥
勒天”：
“有业的着他受罪，无业的得见弥勒天。天人送供挂仙衣，永坐在太皇殿，再不
来受屈持”④。一般教门宝卷多径直称为“天”、
“天宫”、
“天堂”。张保太龙华会就以“归
天”为直接目标。有教犯供称，“他说今年要归天，约了小的们同去烧香。初二日起就
坐清功，不吃东西”⑤。一贯道王觉一则称为“理天”，以复归“理天”为归宿，其《大
学解》有言：
“无极之理，即佛之真空，道之妙有也，复理则还于无极理天，反本复始，
而超出劫外矣。”⑥无论将其称为什么，都是指向“天”这一神圣、终极化的存在。由此，
“三才”合一的思想，落实于明清民间宗教修行中，就被转化为“归天”这一近乎世俗
化的宗教信仰。
其二，神灵信仰。明清民间宗教之信仰，一般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灵。作为创
世主与救世主的无生老母是“道”、
“理”、
“气”的化身，因为“三才”思想的融入与深
化，与“天”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天宫主神。明后期出现的黄天教认为无生老母系元始
天尊，本为“元始一气”，为天地人之根源：
“混元初分，元始一气，无我无人，只有元
①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地水火风品第二十二，王见川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5 册，第 730－731
页。
②
《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流浪家乡受苦品第二十三，王见川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1 册，第
385 页。
③
《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本无一物性在前品第十七，王见川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1 册，第 326
页。
④
《佛说皇极结果收圆宝卷》宫辰死去品第十二，濮文起编：
《民间宝卷》第 1 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第 79
页。
⑤
“朱批奏折”
，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陈大受奏折。
⑥
王觉一：
《大学解》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
，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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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天尊，初分天地，定立人根，说元始，混元一气，乃是无生之母，见有女胎，乃为始
包。”①进入清代，无生老母信仰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而在称谓上则逐渐与“天”相合。
西大乘教《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云：“（玉帝）牒文天佛，天佛亦准。” ②在此，“天佛”
即指“无生老母”。清代收元教则称之为“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或者“天爷”：
“每
月逢六日，焚香礼拜，设有蔬菜供桌，并无图像，用纸写‘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十
字，称为天爷”③。一炷香教、清末一贯道等亦有类似称谓。此外，明清民间宗教的其
他神灵，如弥勒、观音等，亦逐渐向无生老母靠拢，受其差遣。由是，无生老母等神灵
遂与“天”同义，而人类对之顶礼膜拜，便具有人与天地相合的“三才”思想的意味。
其三，教门组织。作为民间宗教实践的现实依托，教门组织的形式与内容均与“三
才”思想相吻合。教门领袖、骨干与普通信众皆源于“天”，教门领袖更是受命于天，
其师徒授受以及由此形成的教团结构等因素无不合于“三才”，具有神圣性与永恒性，
从而固化其组织的内在关系，为其宗教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拿教门成员构成来说，明清民间宗教以教首（或教主、教祖）为核心，以师徒关系
相连接。作为魅力型权威，教首在教门组织中处于中枢地位，作用无可替代，其权威之
取得，则与其“天命”背景直接相关——他们被视为仙佛化身，
“奉天差”而临凡救世，
如《销释接续莲宗宝卷》云：“弓长老祖乃是天真古佛，圣性坐在弓长老祖方寸，圣来
投凡，金色头陀，明心见性，落在燕南赵草桥关桑园里大宝庄，投凡入舍，借假为用，
凡姓弓长，祖在下元甲子坐中央戊己土为之圣地。”④收元教徒司理供称，
“（杜三）教小
的几句偈语：
‘奉佛天差把令行，扫尽邪魔道法行，吓得五魔深深怕，头行领袖受敕封’”
⑤

。二者虽用语不同，其意无别，都是讲说教首之神圣背景。若“三才”不合，机缘未

到，教首也不会临凡降世。收元教《立天卷》说得明白：
“谈前论后者，乃是闻风超气，
天不凑，地不凑，人不凑，真祖不降。机头不对，岂知前后之理。”⑥教内经卷与教徒供
词讲述教首之神圣来源与临凡机缘的例证极多，不赘。可见，教门领袖的降世度人，从
天地仙佛之凡圣兼具的身份到奉命临凡的缘由等，无不体现了“三才”合一的思想。
拿教门组织形式来说，也往往依据或者模拟“三才”思想来建构。在民间教门中，
“五盘四贵”是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对此刘平、曹新宇曾有所论述。⑦要补充的是，
“五
盘四贵”之“五盘”，并非五行思想的体现，而是“三才”定位的宇宙秩序的体现与模

①

《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 2，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 1 册，第 203 页。
《灵应泰山娘娘宝卷》
，濮文起编：
《民间宝卷》第 4 册，第 352 页。
③
“朱批奏折”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胡宝琛奏折附件。
④
《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红梅六杆品第十五，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5 册，第 544－545 页。
⑤
“朱批奏折”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胡宝琛奏折并附件。
⑥
“朱批奏折”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胡宝琛奏折并附件。
⑦
参见刘平：
《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70 页；曹新宇：
《明清秘密教门信仰研
究》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1 年，第 48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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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关于“五盘”名目，各教门称谓不一，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称为天、地、人、云、
圣①，黄天教称为天、地、人、云、水②，五盘教称为天、地、人、神、圣③，等等。虽
然说法不一，但无不以天地人为核心，再补充以“水”、
“云”、
“圣”、
“神”等。
“水盘”、
“云盘”、
“圣盘”、
“神盘”等名目并不外在于天地人之宇宙结构，例如，
“水盘”由“地
盘”分化而来，“云盘”、“圣盘”等则是由“天盘”分化而来。有必要指出，天理教林
清、李文成等自封天地人“三王”，也是受“三才”思想影响。④
由上可见，教门组织从内在构成到组织形式，皆与天地神圣相合，符合其“三才”
思想，从而取得神圣性来源于合理性根据，这对民间宗教实践的开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其四，宗教修持。宗教修持是民间宗教实践的基本内容，其中的“三才”思想处处
可见，例如从无为教到青莲教直到一贯道的“三曹普渡”教义。当然，我们这里只能一
般性地谈及民间教门的修持依据及教理教法，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外在形式的教门宝
卷的降世，还是内在的教理教法，都离不开“三才”思想。
拿教门宝卷来说，在明清民间宗教中，宝卷的出现亦与“三才”相关，如黄天教《普
明定劫真经》所云“普明定劫护坛真经宝卷，躲劫真实归家洞，亲奉玉旨，催督此卷”
⑤

，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所云“牌神号将发英勇，收圆宝卷下天台，立下关口祖母把（吧），

专等原人赴卷来”⑥，反映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圣书宝卷都源于天地神圣，为救度人
世疾苦而来，是“三才”合一的产物。一贯道为体现其神圣来源，多采用扶乩形式成书
立道，扶箕时，其“乩手”即由“天才”、“地才”和“人才”组成，合称“三才”，扶
出的乩语即形成真经宝卷。后来一贯道很多经卷，如《无极瑶池金母洪慈普度救劫经》
等，都由此而来。故圣书宝卷属于天地神圣因应世间变迁，经由“通神”仪式而来，体
现的当然是“三才”合一思想。
拿教理教法来说，教理是教法的依据，教法是教理的体现，两者均以“三才”思想
为灵魂。
明清民间宗教的教理，因教门众多，倾向不一，多有参差，但无不以宇宙本源论与
本体论为根本，并由此论证人与宇宙的关系，探求修法仪轨。就宇宙本源论与本体论而
言，民间宗教无不归于“道”、“理”、“气”三者，而这正是“三才”思想的灵魂所在。
对此，前文已有分析。
关于民间宗教的教法，在相关方法与程序上亦充分体现了“三才”思想。为归本还
①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总了收圆品第十四，濮文起编：
《民间宝卷》第 1 册，第 87 页。
参见《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卷 6，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 1 册，第 248 页。
③
“朱批奏折”
，道光二年七月初十日阿霖奏折。
④
据清档记载，
“林清说他自己是天盘，李文成是人盘，冯克善是地盘”
，见“牛亮臣供词”，见“录副奏折”
，嘉庆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彦成奏折附件。
⑤
《普明定劫真经》
，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 1 册，第 110 页
⑥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缘起部分，濮文起编：
《民间宝卷》第 1 册，第 7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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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转天宫，人类必须遇师傅，明道理，拜佛吃斋，修性练气，升丹对合同。其中，
性命双修，修练内丹，成为相当一部分民间教门的修法。所谓性命，源于宇宙之本源与
本体的“道”、“理”、“气”，也就是“天”。黄天教《佛说利生了义宝卷》云：“昔日娘
打丫髻爷蓬头，阴阳未绪之前，五行未分之际，只知性在天边，哪知身体在于何处，以
后父母交接成胎，十月满足，出离生门，性入其命，凡圣相接，方有其身，必有众苦交
煎，三灾八难，受尽无量之苦，命终之时，性随善恶深入地穴，一场大梦，悉谓徒然。”
①

也就是说，“性”出于“天”，不加修炼，必然归于乌有。一贯道王觉一所说的“本然

之性，来自理天，至精至粹，无垢无尘，静而能应，虚而能明”②，将人之“本性”，归
源于“理天”，而先前的八卦教教义中，也有类似表述：
“一自东方他为尊，阴阳二气他
为分；八卦分开天地理，真性才得出昆仑”③。
具体到修行中，有关教门往往讲究凡圣相接，将修行的对象、内容、时间、地点、
阶段等与天地运行、神灵信仰等结合，如黄天教，“每日三次朝日磕头，名曰三时香；
又越五日，将行过之事默祷天地，谓之五复愿。平时茹斋念佛，以为修行善事” ④。同
时，“依时取，合四相，昼夜行功；运周天，转真经，无有隔碍；功圆满，心花现，朗
耀无穷；坎离交，性命合，同为一体；古真天，本无二，一性圆明”。⑤无论是拜天地的
仪轨，还是“依时取，合四相”、“运周天，转真经”等与天地运行相结合的内丹修法，
都体现了“三才”合一的思想。可见，其“黄天教”的称谓，由来有自。这些做法，后
来或部分或全部地为一炷香教、八卦教、收元教、先天道等教门所继承，如一炷香教徒，
“在院内用砖垒起高方，约二尺，名为天地台，逢朔望烧香”⑥。一贯道之“三曹普度”
修法，较为别致，在救度范围上扩大到天上神仙、地下鬼众，但是都必须经由“人”来
完成，可以说是“三才”思想在宗教修持中的特殊表现。
最后谈谈明清民间宗教“三才”思想的意义。梁景之曾说：“‘三才’论的提出，
其理论意义在于经宇宙空间价值化、层次化，即将整个宇宙空间划分为圣凡有别而又彼
此关联的天盘与地盘，从而为皇胎儿女命运的安排与当极治世格局的奠定提供了前提条
件。”⑦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不过，其主要指向是“三才”相别而定位的思想，对“三
才”合一思想的作用缺乏关注。我们在前文已对民间宗教“三才”思想的具体表现加以
梳理，在此予以适当概括。

①

《佛说利生了义宝卷》狮子尊者笑人身假象何况头乎分第十五，王见川等编：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第 5
册，第 432 页。
②
王觉一：
《三易探原》
，林立仁编：
《十五代祖北海老人全书》，第 151 页。
③
“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三日秦承恩奏折并附件。
④
“朱批奏折”
，乾隆八年四月初七日史贻直奏折。
⑤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释迦牟尼如来分第一，濮文起编：《民间宝卷》第 2 册，第 345 页。
⑥
“朱批奏折”
，道光七年八月十日那彦成奏折。
⑦
梁景之：
《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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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三才”思想在民间宗教及其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精神指引与思
想构架。精神指引是说“三才”思想构成了明清民间宗教的灵魂，指引着其宗教实践的
方向，指导着其宗教活动的各个层面。所谓思想构架，是说“三才”思想在民间宗教及
其实践中成为一种结构性框架，支撑着民间宗教及其实践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民间宗
教之教门组织与宗教修持方面，从教祖降凡到教门组织形式，从宝卷问世到修持仪轨等，
无不以“三才”思想为框架。总之，“三才”思想渗透到明清民间宗教及其实践的方方
面面，大而言之，“三才”思想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正统宗教的信仰世界与修持路
线，为明清民间宗教之兴盛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在当今天人相争而道德沉沦、生态
失衡的现实中，民间宗教中有价值的内容，包括“三才”思想及其在哲学、宗教、环境、
修身等方面的表现，都值得重新定位与评价。

结 语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信仰的常用习语，往往被学人与宗教家多角
度、深层次地挖掘诠释。我们认为，
“天人合一”的完整内容是“天地人合一”，由此而
来的“三才”思想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便是借由明清民间宗教的视角、从宗
教经卷与官方档案入手，对“三才”思想加以讨论——儒释道三教是“三才”思想形成
的基本背景；明清民间宗教“三才”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有何特点；“三才”思想在宗
教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
我们发现：1、在明清民间宗教中存在着极为丰富而相对系统化的“三才”思想，不
仅包括“三才”相别而定位、
“三才”相合而归一两个方面，而且因明清民间宗教对“天”、
“地”与“人”等的定义与内涵不同，从而使其“三才”思想变得复杂多变。2、明清
民间宗教中的“三才”思想源于三教，又有别于三教，带有三教融合的特点。3、
“三才”
思想在明清民间宗教中全面渗透，在其宗教实践中发挥着精神指引与思想构架的作用，
为明清民间宗教之大兴提供了信仰前提。
本文对于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但作者深知，因论题
所涉范围较大，明清民间教门繁多，各教门信仰与实践之面相多样，本文的梳理只能就
其大概而言，取民间教门之较为常态的方面展开，如何探幽发微，还有待后来者。

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