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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考读序
在象山县历史文化遗产中，元至治
二年（1233）二月十九日建立的爵溪《大
瀛海道院记》碑，是一件十分罕见的珍
宝。碑记的撰者是元代著名学者吴澄，
碑文的书者是元代著名书画巨匠赵孟
頫，篆额者则是元代另一位著名学者袁
实
桷。这样，
《大瀛海道院记》元刻原碑，
“一代
际上是集三位名家手笔于一体的
名碑”。更加令人称绝的是，到了明万历
三十四年（1606），
吴澄的“宝水宗裔”吴
学周接任象山知县数月，见此碑“岁久
石圮”，于是“命工改镌”，这样又产生了
明代重刻的《大瀛海道院记》碑。正如本
书作者王庆祥先生在 《前言》 中所说：
“一《记》两碑，构成了象山历史上文化
前后传承的一则佳话。”
由于《大瀛海道院记》元刻原碑是

“一代名碑”
，因此清代官修的 《续通
志》、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目》等都
收录此碑碑目。江苏著名学者缪荃孙以
及象山著名学者陈汉章等都收藏过此
碑拓本。这些拓本，现在分别由北京大
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珍藏。在象山县
恐怕很难找到在全国具有如此影响的
历史文物了吧！
遗憾的是，作为象山县珍宝的《大
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并没有受到学
术界的足够重视，普通百姓对其了解更
少。因此，
庆祥先生的这部《〈大瀛海道
院记〉元明两碑考读》，不仅弥补了学术
界的一大遗憾，而且还向社会介绍了象
山丰富的历史文化。为了撰写本书，庆
祥先生历经数年，不辞辛苦，下爵溪，上
杭州，多方查找资料，钩沉索隐，追古论

今。本书既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同时
也是关于《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的
资料汇编，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
方便。庆祥先生说：
“一《记》两碑，构成
了象山历史上文化传承的一则佳话”
。
而这部著作，则可以说是“佳话”的 再
续。这充分体现了庆祥先生对象山历史
文化的传承心志。象山的历史文化，就
是在这样的“佳话”中得以延续的。
庆祥先生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查考
了爵溪大瀛海道院的前世今生，清晰地
勾勒出这座滨海道院的完整历程，而且
还辑录了象山历代道教的诸多故事。道
院有兴衰，道教有起落。因此，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这也是一部象山道教史。而
这些，又都是围绕《大瀛海道院记》元明
两碑展开的。这两方古碑，承载着象山

多少代人的历史情感，浓缩着象山历史
上诸多的动人往事。尤其是元刻原碑的
传奇命运，由于后来被搪封在墙内，在
“文革”初期逃过了一劫，至今还能悄然
而立。而明重刻碑却在这场浩劫中彻底
被毁。这是象山历史文化之痛。但愿在
这方土地上不再发生这样的劫难！
这部著作的读者，虽然不一定是金
石专家或者是金石爱好者，也不一定都
能够领悟吴澄的理学思辩、赵孟頫的书
法神韵、袁桷的篆书风格。但是，每一位
有良知的读者都应当从中意识到自己
要有保护历史文物、
传承历史文化的责
任和担当。
是为序。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教授 龚缨晏

元碑碑文正文价值简析

经以上结构分析、分层注译和义
理诠解，
《大瀛海道院记》一文的社会价
值，亦即存史、资 治、教化意义已然可
见。

一尧存史意义
首先，文中记述了象山县和爵溪的
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关于象山和爵溪
元代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史志载籍历来
很少直接记及。此《记》则通过对《大瀛
海之图》的观察，将爵溪描述为“荒厓斥
泽之间，浮沙浅土之上，一勺之沮洳，一
撮之埆瘠”
。又借
“授图者”
之口，述及象
山和爵溪的地理位置在“鄞之东南百里
达于海，舟行八十里曰象山，有县。县之
东二十里曰爵溪”。而爵溪则是“潮汐啮
。从
冲，贾舶络绎，东望日本，南走天台”
中可知，当年象山爵溪虽然地理环境偏
僻，但东临大海，海上交通便捷，商贸活
动已经相当发达，商船（贾舶）来往络绎
不绝。接着，还述及爵溪一带
“世传神仙
安期生之属所往来也，故其民至于今好
仙道，而其乡曰游仙”。从而，将象山和
爵溪的人文历史推前到了秦代。我们知
道，与安期生同时代的方士徐福，曾“隐
迹”象山蓬莱观，两年后才率领其庞大

“东
船队“东渡日本”。所以，文中所言之
望日本”
，自然也意蕴了徐福“隐迹蓬
莱”故事。如此说来，此《记》其实也是象
山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
其次，文中记述了大瀛海道院的初
乡之人王
创与发展过程。从
“至元庚寅，
；到“延
翁弃妻子，改名一真，结屋其隈”
集方外之友”、购得“大瀛海”三字“因以
为扁”；再到十七年之后“大德丁未，天
台崇道观道士吕虚夷……遂与共处”，
大瀛海道院的初创过程十分明晰。在
“王逝而吕嗣”之后，
“世守”道院的吕虚
夷更是“方将资众力大其居，又欲资一
言久其名”，犹如“蚁之于垤也，蜗之于
壳也，奎蹄之如广宫大囿也，亦各适其
适也”。从中可见，
当年道院的发展历程
又是多么的艰难！虽然这座道院后来已
不复存在，今后也不大可能恢复重建，
但是，大瀛海道院作为爵溪乃至象山历
史上曾经存续六百余年，且影响过多少
代人的道教历史文化现象，今人不能采
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以至不屑一
顾。而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发
掘它、研究它。对于它的发生、发展、消
亡过程，及其对象山传统文化的历史性
作用，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考察与
那么这篇《大瀛海道
评判。而要这样做，
院记》就是重要的史实证据。

二尧资治意义
首先，此《记》对于当年整饬大瀛海
道院风气，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由
于此文在说海论道中，对道教的教规教
义作出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不仅指出：
“长年度世之流”应当是“形质销铄，神
气澄凝，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者”，才能
三神山这样的境界。又指出：
“得而至”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是“非彝教庸
行，而胚间气秉绝识，超越凡庶万万
也”。然而，要成为这样的人，却是一件
难事：
“企而慕之者，人人而然，能几其
仿佛者谁与？”由此，文中又对那些“名
不混世，实不离世，营营”的道士和信
“卒
众们提出了严肃的告诫，认为他们：
与 肖翘 之类 俱为尘 泥， 其亦 可哀也
夫”！尤其是文中对道士所进的那番话，
“今子出乎四民之外，不
更具有针对性：
与游方之内者为徒，讵可但以大其居、
久其名为务哉？”进而，又热切期望道
士：
“ 他日朝燕暮越，瞬息八极，泠然御

风过三神山之顶”，千万不要“临睨旧乡
。道
而一笑，下戏人间，自称‘回道人’”
士听后，改变了神色，连声说：
“敬闻命，
敬闻命！”
可见态度是诚恳的。时至今
日，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当年的住持道士
吕虚夷曾经据以采取过哪些整饬大瀛
海道院风气的办法与措施，但是他能将
此《记》刻石立碑，
昭示道士和信众，即是
一种最好的办法与措施。因为当年的宗
教环境是“重佛轻道”
，道院时刻都有面
一方
对存续与否的考验。而此碑的刻立，
面可以昭示道众，
整饬风气。另一方面则
可增添道院的精神支撑，凭借三位名公
提高道院的社会知名度，
实
的崇高资望，
现
“资一言以久其名”
的目的。从而使道
院在盛名之下得以存续和发展。这本身
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资治价值。
其次，
《大瀛海道院记》对于现下道
观和道教团体加强道士、信众的教育与
管理，也不乏资治价值。吴澄所言，虽然
已经过去了将近八百年，但是联系现下
道教界实际，其针对性似乎依然很强。
尽管当前多数地方的道教活动场所尚
未完全开放，道士和信众的数量还不
多。不过，吴澄所指出的那种“名不混
世，实不离世，营营”的道士，却不乏其
类。时而可以见到身穿道服，装模作样，
敲敲打打，为死者或丧户
“驱妖捉怪”的
场面。更可以见到打着道士旗号，四处
占卜看相的人等。他们不仅骗敛百姓钱
财，还与当今社会主流意识格格不入。
这类“道士”
，与吴澄所告诫和期望的，
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说白了，尽是一
些“假道士”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负有
教育管理之责的道观和道教团体，就应
当好好读读这篇碑文，切实加强教育管
理。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
引导道众按照教规教义行事，整饬风
气，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做真正的道教
文化传承人。

三尧教化意义
当前，各地正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结合宗教工作实际，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突出问题。可以相信，经过《讲话》
精神的学习与贯彻，道教界的局面定然
为之一新。
这里想推而广之，就《大瀛海道院
记》的普遍教化意义，亦即它对于其他

信教或不信群体，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教
化价值，作点简要分析。
首先，对于信教群体而言，比如佛
教徒，既然入了佛门，做了和尚、尼姑，
就要严格遵循佛教的教规教义，念好
经，
礼好佛。又如基督教徒，
同样要按照
教规教义，诵唱好《圣经》，礼拜好耶稣。
其他宗教，
自然也不例外。但现下的情
况是，到处在滥用民力，修寺庙、建教
堂，
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有的
寺庙与教堂还因此负了巨债。这与吴澄
的“讵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为务哉”的
告诫，
明显背道而驰。说是“民族宗教无
小事”
，而面对这种情况，却长期处于失
管失控状态。这难道不应引起相关宗教
团体和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的深思吗？当
然，适当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保证。但
“无中生有”
，无庵建寺、无庙建庙，以至
聚会点建起了大教堂。这种乱建滥造的
违法行为和求大求洋的侈糜之风，必须
得以遏制。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
“ 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
适应”
。
其次，说到普通百姓，虽然没有宗
教信仰问题，但是不是也可以从《大瀛
海道院记》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呢？比如
单就如何对待“大其居、久其名”，就是
一个值得思考和妥善处理的人生课题。
经常看到有些人为了“大其居、久其名”
而与人争夺宅基，发生纠纷，甚而违法
违规建房。近几年还出现了所谓的“房
叔”
“ 房姐”和“房妹”，引起世人的极大
“关注”。他（她）们是不是应该从这方面
去多加思考呢？世人将拭目以待。
其三，联系到党员干部，更应该从
“大其居、久其名”方面引起警惕，吸取
别人的教训。多数贪官污吏和腐败分
子，问题似乎大都出在“大其居、久其
名”
上。住宅搬了一套又一套，面积大了
又再大，装修豪华了又豪华，结果收受
贿赂，贪污挪用，成了
“老虎”或“苍蝇”，
为世人所不齿。有的腐败分子还搞起了
，大
“金屋藏娇”。有些则为了“久其名”
“政绩工
搞形式主义的所谓“形象工程”
程”
，劳民伤财，
害人害己。因此，还是吴
“ 讵可但以大其
澄所说的那句话在理：
居，
久其名为务哉？”
（王庆祥）

塔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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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碑碑文
义理诠解
《大瀛海道院记》从字面看，似乎是一篇纯粹的
记事散文，但透过字里行间，却不难窥见通篇蕴含
着撰文者吴澄作为宋元理学大家的理学思想元素，
尤其是他的“理气论”之哲学辩思。
文章一开头，吴澄即“开门见海”
，提出了什么
是大瀛海以及如何才能说清楚大瀛海这个命题。他
说：
“外际乎天，内包乎地，三旁无垠而下无底者，大
中国古典思想家曾有“太极”学
瀛海也。”我们知道，
，有所谓
说，认为“太极函三为一”，
“ 太极生天地”
“天圆地方”之说：
“ 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外围
运用理学的
以大海。”
吴澄则在传承此说的基础上，
“天地之初，混
“理气论”解析世界的本原。他曾说：
沌鸿蒙，清浊未判，莾莾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
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凝聚于中者渐渐浊重。轻
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
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既
然世界原本是混沌不分的元气，因而人们只有心神
融洽混沌冥晦的世界，心智遍及空虚寂静的天空，
能够容纳“六合”于心，才能说清楚大瀛海。这便是
“心能觉知，心
吴澄“理气论”和“心为万理之所根”，
“心的作用
为主宰，心具众理”之见解。他还曾明言：
“理可以会通，
是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而且
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
。这就是他要求人们能够
容纳“六合”于心的理由之所在。关于“六合”
，他曾
“‘六合’之外大无方，一气所到何渺
有一诗表述之：
浊滓凝结留中央。不用安排理
茫。浮阳运转无停止，
自然，
能知其理为知天。”
接着，在观看《大瀛海道院之图》时，他之所以
“一惊一问一叹”，也是基于“一气所到何渺茫”。世
界如此之大，而图中所见的只是“荒 厓斥泽之间，
浮沙浅土之上，一勺之沮洳，一撮之埆瘠”。反差是
多么的大！不过，这里也许为“冲和清淑、明秀灵异
之所钟，乃或堂而构焉，以为栖霞餐之馆，而冒之以
是名也”。这又是吴澄
“理气论”
的一种见解。
然后，在向道士“竟瀛海之说”的过程中，吴澄
的“理气论”
观点表露得更直接也更明白。他在说到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到达“三神仙”这个命题时，指出
“惟长年度世之流，形质销铄、神气澄凝、逍遥飞步
乎太虚之中者而至焉。”
这里的
“长年度世之流”，
显
“形
然是指超脱尘世的道士。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是
质销铄，神气澄凝”，并且能够“逍遥飞步乎太虚之
神气澄凝”。就
中者”
，方可“而至焉”。这“形质销铄，
是吴澄的“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观点。他曾说：
“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
“性为最贵。最贵之中，又有不
谓之性。”
进而又说：
以
同。气有清浊，质有美恶，曰至曰贤，其品殊途。”
此来理解“形质销铄，神气澄凝”，亦即抑恶扬善，激
浊扬清。只有如此，才能
“逍遥飞步乎太虚之中”
。而
先儒们将“太
“太虚”又是理学的一大命题。战国时，
虚”视为世界万物的初始与根源。北宋理学家张载
则提出“太虚即气”的论断，认为虚即是气，虚与气
是统一的，是同一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可见吴澄
提出的“逍遥飞步乎于太虚之中”
，则是一种更高的
“夫人
表现形态。他曾主张“知性养性而复性”。说：
之生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 而
“天之
有性。心者也，
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又说：
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
气之主宰。”因而，为人应当一本“仁义礼智之根
株”，好比付之撑船航行（付 ）、安守城郭（郛郭），而
能主宰形质血气，自由自在地优游广大空间之中，
最终到达“三神山”那里。
进而，吴澄又指出：
“之人也，虽非彝教庸行，而
超越凡庶万万也。”意言这些能够到
胚间气秉绝识，
达“三神山”的人，虽然不是按照常道平凡行事，但
他们因为先天之气就秉持卓绝见识，所以才能超越
普通百姓很多很多。这更是吴澄“理气论”的“气生
万物”
和“理在气中”观点的直白表述。
因此 ，吴澄 在《大 瀛海 道 院 记》中 的“说 海 论
道”，所论的“道”乃是根据他的理学思想尤其是“理
气论”
哲学思辨的种种阐发。可以说，
这是一篇闪耀
着宋元理学思想光芒的哲学著作。
（王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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