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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增进文化自信
———以崂山道教文化遗产研究为例
郭振栋１ ꎬ张轶西２

(１.崂山区政府ꎬ山东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ꎻ２.青岛大学文学院ꎬ山东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 崂山道教文化以中国宗教文化为背景ꎬ由于目前对崂山道教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认识不足、宣传力度

不够ꎬ管理和规划缺少整合ꎬ资源挖掘不足等原因ꎬ崂山道教文化发展和利用仍有不足ꎮ 建议通过正视道教文化存
在的合理性ꎻ建立崂山道教文化资源库ꎬ把崂山道教文化纳入区域文化发展中加以规划ꎻ树立品牌意识ꎬ深入挖掘
崂山道家文化历史内涵ꎻ依托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ꎬ大力弘扬崂山道教养生文化ꎻ挖掘崂山道教音乐的现实意义
等方式做强文化品牌ꎮ
关键词: 崂山ꎻ道教ꎻ文化遗产ꎻ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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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为了统一思想ꎬ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ꎬ推行“ 罢黜百

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ꎬ始终从

家ꎬ独尊儒术” 的政策ꎮ 齐文化并未因此泯灭ꎬ而是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

向两个方向发展开去:与鲁文化相结合形成经学ꎬ走

化ꎬ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ꎬ从推

向宫廷和庙堂ꎻ与楚文化相结合形成道教ꎬ走向山林

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

和民间ꎮ 崂山道教文化是道教文化与青岛本土文化

化ꎬ使之成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相结合的产物ꎬ既有道教文化的精髓ꎬ又富有青岛地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ꎮ 年初ꎬ中共中央

方特色ꎬ在历史中和当下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生着影响ꎮ 崂山道教文化讲求顺应自然ꎬ保持与自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指出:“ 随着我国经

然的和谐统一ꎻ注重养生ꎬ与现代人追求高质量生活

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

的思想不谋而合ꎮ 崂山道教文化对于塑造青岛城市

新媒体快速发展ꎬ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

文化形象也具有重要作用ꎮ

频繁ꎬ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

１

认识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ꎻ迫切需要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ꎬ进一步激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ꎻ迫切需要加强政策
支持ꎬ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ꎮ”

１.１

崂山道教文化遗产概况
崂山道教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崂山自古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ꎮ 全真道祖

师邱处机称赞崂山:“ 青山本是道人家ꎬ况此仙山近

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

海崖ꎮ 海阔天高无浊秽ꎬ云深地僻转清嘉ꎮ” 山东半

汉民族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宝藏ꎬ是独具中

岛虽然不是道教的原创地ꎬ但却有着极为丰富而久

国特色的文化资源ꎬ其中所蕴含的现代养生、医学、
绘画、雕塑、音乐等都对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产生重要
影响ꎬ值得保护、传承ꎮ 青岛地方文化根源属齐地文
化ꎬ齐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是道教的理论基础ꎻ齐
文化中的黄老之学是“ 道教的母体” ꎮ 汉武帝时期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０５
作者简介:郭振栋ꎬ副区长ꎬ主要从事文化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ꎻ
张轶西ꎬ副教授ꎬ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等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ｚｈｅｎｄｏｎｇ＠ 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远的道教文化传统ꎬ从而为崂山道教的孕育成长奠
定了身后的思想文化基础ꎮ
崂山道教孕育与萌芽于秦汉魏晋时期ꎮ 战国中
期ꎬ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前来ꎬ汉武帝
曾经亲自到崂山“ 祠神人于交门宫” ꎮ 崂山更是汉
代以来隐者青睐的修行之地ꎮ 东晋中期以后ꎬ“ 三
洞真经” 之一的« 灵宝经» 与崂山之间多有传说ꎮ 由
于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ꎬ汉代至唐代ꎬ对于崂山道
教的记载甚少ꎮ 但是方仙道与隐逸活动以及« 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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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的传说孕育了崂山道教的萌芽ꎮ

７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全国各项事业重新步入了正

崂山道教发端于唐宋时期ꎮ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

确的发展轨道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新的确

后ꎬ声称道教教祖李耳是李唐皇室的远祖ꎬ借以提高

立ꎬ宗教事务重新走上正轨ꎬ崂山道教也步入了发展

其姓氏的地位ꎬ同时巩固其统治ꎬ道教被统治者尊为

的黄金时期ꎮ

国教ꎬ因此道教在此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ꎮ 崂山地

１.２

区的道教也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ꎮ 宋建隆元年

崂山道教文化遗产的等级和分类
齐文化中的方仙道是道教的前身ꎬ而崂山是中

( 公元 ９６０ 年) ꎬ宋太祖闻刘若拙有道ꎬ加之在其未

国早期方仙道发展的重要地区ꎬ其方仙道文化对中

发迹时曾与刘若拙有故交ꎬ遂召刘入京觐见ꎬ并敕封

国早期道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崂山是全真道教的

“ 华盖真人” ꎬ留京布教ꎬ后又准奏允其回崂山ꎮ 宋

“天下第二丛林” ꎮ 全真道教文化历史悠久ꎬ影响深

院( 今崂山太平宫) ꎬ令刘若拙居之ꎬ另建上清宫与

合体ꎬ神话传说、古朴文雅的道教人文景观和玄妙奇

太清宫亦作为其修真之所ꎮ 得益刘若拙ꎬ崂山道教

特的道教文化艺术是崂山道教文化资源的特色ꎮ 经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获得朝廷的支持得到空前的发

多年积淀ꎬ崂山已经形成了融自然景观、道教文化、

展ꎬ太清宫也于此时兴建ꎮ

宫观福地和道教音乐、养生等为主要载体的崂山道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后ꎬ秉承太祖遗命ꎬ敕建太平兴国

远ꎮ 崂山是中国道教名山ꎬ是自然和人文的有机结

金元时期ꎬ崂山道教进入兴盛时期ꎮ 传统道教

教文化ꎮ 充满灵秀之气的崂山也是儒学、佛教文化

衰落ꎬ大道派、全真派等新型教派创立ꎬ其中对后世

的道场ꎬ儒、释、道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ꎬ形成了众多

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全真派ꎮ 全真派为王重阳所创

高品位的道教文化资源ꎮ 道教文化已经成为崂山文

立ꎬ“ 全真七子” 中的邱处机真正将其发扬光大ꎮ 随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青岛城市文化品牌的形成起

着全真派在山东半岛的广泛传播ꎬ崂山道派逐渐归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依全真门下ꎬ被称为“ 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 ꎬ推

据史料记载ꎬ秦汉后ꎬ崂山便成为道教文化名山

动崂山道教发展到顶峰ꎮ 元代中期后ꎬ崂山道教停

和佛教文化圣地ꎬ山中宫、观、寺、庵星罗棋布ꎬ鼎盛

滞不前ꎮ

时有“ 九宫八观七十二庵” 之说ꎬ目前能查到的还有

明清时期ꎬ崂山道教曲折发展ꎮ 元后ꎬ全真教迅
速衰落ꎬ崂山道教随之衰落ꎮ 明后期ꎬ崂山道教迎来
中兴ꎬ新创立了三个龙门岔派:徐复阳的鹤山派、孙
玄清的金山派与齐本守的金辉派ꎬ使崂山的全真道
派达十个之多ꎮ 明末到清中叶ꎬ呈现崂山道教史上
少有的兴盛景象ꎮ 清朝统治者提倡尊孔重儒ꎬ重佛
抑道ꎮ 乾隆时期ꎬ正一真人官阶由二品降到五品ꎮ

６０ 余处ꎬ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沧海观、太和观等
１２ 处宫观等崂山道教建筑群在 ２００７ 年被公布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ꎬ崂山民间故事、崂山道教音乐在

２００８ 年入选第二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ꎮ
崂山道教音乐、崂山民间故事、崂山道教武术、沟崖
高跷、孙家下庄舞龙、沙子口庙会等 ４１ 项文化内容
被列为国家、省、市、区级非遗保护项目ꎮ

道光年间ꎬ停止张天师朝觐ꎮ 朝廷也很少任用道人

崂山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省级文化生态

举行法事ꎬ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持ꎬ道教整体衰落ꎮ 崂

保护区之一ꎮ 保护范围是以崂山风景区为核心区

山道观倾圮严重ꎬ内部缺乏高道ꎬ理论少有突破ꎬ崂

域ꎬ范围涵盖行政区所辖的中韩街道、沙子口街道、

山道教走向没落ꎮ

王哥庄街道和北宅街道ꎮ 保护对象是划定范围内的

近代以来ꎬ崂山道教历经劫难与新生ꎮ 经过晚

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

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西风东渐的影响ꎬ中国文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ꎮ 另

化界精英继续打着反封建反迷信的旗号ꎬ开始了一

外ꎬ为了保护崂山的道教文化ꎬ崂山区也设立了专项

场声势浩大、规模广泛的“ 打破偶像” 活动ꎮ 加之侵

资金ꎬ保护崂山道教音乐等 ５６ 项非遗项目、１０ 名非

华日军的炮火摧残ꎬ崂山道教遭到极大破坏ꎬ更加衰

遗传承人、１２ 处非遗传承基地、４４ 处文化保护单位ꎬ

落不堪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党和政府大力推行宗教信

将崂山打造成为国内道教文化的“ 展示之地” 和“ 体

仰自由政策ꎬ毛泽东同志提出了“ 百花齐放ꎬ百家争

验之地” ꎬ成为“ 海上仙山、道教圣地、度假天堂” 的

鸣” 的口号ꎬ崂山道教获得了极大恢复与发展ꎬ重获
新生ꎮ 但文革期间ꎬ崂山道教又遭到了灭顶之灾ꎮ

文化旅游品牌ꎮ

在中国流行的五大宗教中ꎬ只有道教是中国本

７８

郭振栋等: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增进文化自信———以崂山道教文化遗产研究为例

土宗教ꎬ最能反映国人及其文化特点ꎮ 对中国文化

清宫的道士ꎬ成为太清宫沿用至今的早课经韵曲牌ꎮ

深有研究 的 鲁 迅 先 生 曾 说: 中 国 的 根 柢 全 在 道 教

公元 １２７９ 年ꎬ南宋灭亡ꎬ末代皇帝的两个爱妃谢丽、

以此读史ꎬ有很多问题可迎刃而解ꎮ 崂山道教

谢安从水路逃到崂山太平兴国院出家入道ꎮ 谢氏姊

理论基础是老子的« 道德经» ꎬ并收集历代道家著作

妹精通宫廷音律ꎬ她们的加入ꎬ使崂山道教的宗教音

创制了道藏ꎮ « 道德经» 有深刻的辩证思想ꎬ致使崂

乐又一次与宫廷音律融合ꎬ使其既有山林的清雅之

山道教注重修道养德ꎬ主张住丛林、重修行、为民治

风ꎬ又具宫廷的华贵之质ꎬ对流传至今的崂山应风乐

病、见义勇为ꎬ体现了崂山道教的特点ꎮ

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大影响ꎮ 明亡后ꎬ明宫廷妃子

１.３

崂山道教文化遗产的分类

蔺婉如、养艳姬到崂山入道ꎬ再次把宫廷音乐充实进

崂山道教在发展的过程中ꎬ不断与当地民俗融

崂山道教音乐中ꎬ使崂山从清初到民国ꎬ成为北方最

合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崂山道教文化ꎮ 从文化遗产

有名气的道乐之地ꎮ 崂山经乐曲调清新幽雅、抒情

研究的角度ꎬ可以归类为崂山道教文学、崂山道教音

性强ꎬ有 浓 厚 的 地 方 音 乐 色 彩 和 宫 廷 音 乐 氛 围ꎮ

乐、崂山道教民俗、崂山道教石刻、崂山道教养生、崂

“文化大革命” 中ꎬ青岛道观中的道士被驱逐ꎬ藏书、

山道教武术等六个分类ꎮ
１.３.１

崂山道教文学

乐谱、乐器等均被焚毁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太
清宫得以修复开放ꎬ崂山道士合居一庙ꎬ由金山派道

道教文学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以宣传

士匡常修和孙真淳主持ꎬ此后太清宫的经韵曲牌沿

道教教义和思想、反映道教生活为题材的各种形式

用金山派韵曲ꎬ成为崂山教派经韵中唯一幸存的道

的文学作品的统称ꎬ多见刊载于« 道藏» ꎬ也散见于

家音乐ꎮ ２００８ 年ꎬ崂山道教音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

舟车不便ꎬ世人难以尽睹其山海秀色与道教文化的

典« 崂山道韵» 进行重新编排演出ꎮ

藏外ꎮ 崂山被誉为道教名山ꎬ但千百年来僻处海隅ꎬ
风韵ꎬ因此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ꎮ 明清以来ꎬ随着经
济社会的进步与崂山道教的发展ꎬ崂山道教文学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央民族乐团将古
１.３.３

崂山道教刻石

自元、明两代以来ꎬ崂山刻石甚多ꎬ其中不少为

创作达到了极盛ꎬ反映道教生活、描写道教风物的作

道教刻石ꎮ 崂山地区宫观寺院碑碣林立ꎬ高山古洞

品构成了崂山道教文学的主体ꎮ 在崂山道教文化发

摩崖连壁ꎬ分散在整个山区ꎬ诚为可观ꎮ 清代光绪年

展史上ꎬ元朝道教领袖邱处机起着重要作用ꎬ他在崂

间ꎬ即墨人黄肇颚编纂« 崂山艺文志» 时ꎬ曾对崂山

山留下了 ４４ 首诗词ꎬ以点景、抒情、深化意境手法ꎬ

的刻石作过考察ꎬ但因崂山地域宽广ꎬ山路崎岖ꎬ难

崂山志和宫观志、崂山碑志散文以及道教诗词、道教

人入山寻拓ꎬ恰逢霖雨为灾ꎬ中途折回ꎮ ３０ 年代ꎬ袁

反映了崂山的风光特点ꎮ 与崂山道教有关的游记、
小说、道教戏剧、道观楹联等都是崂山道教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崂山的道教文学是道教与文学之间的
交叉ꎬ也是与崂山本土风物相结合的产物ꎬ呈现的不
仅是文学ꎬ而且是诠释和阐发道教思想的重要载体ꎬ
也是描述崂山风物的重要成果ꎮ 因此ꎬ发掘崂山道

以全部搜罗ꎮ １９２８ 年撰修« 胶澳志» 时ꎬ曾派拓手两
榕叟、唐廷章曾入山多年ꎬ寻得崂山刻石及碑记共
２４２ 处ꎬ拓 片 ２００ 余 帧ꎬ 后 散 佚 不 存ꎮ 在 道 教 刻 石
中ꎬ最为出名的是邱处机摩崖诗刻十首ꎮ 南宋庆元
元年 ( 公元 １１９５ 年) ꎬ邱处机首次由宁海的昆仑山
到崂山太清宫ꎬ据« 太清宫志» 载:“ 邱祖住未久ꎬ留

教文学作品中的道教思想的新意ꎬ也是道教文化研

诗二十一首ꎬ偕其道侣西去ꎮ” 其中十首镌太清宫ꎬ

究中不可或缺的任务ꎮ

南宋绍定三年( 公元 １２３０ 年) 太清宫道士书写并上

１.３.２

崂山道教音乐

崂山道教音乐ꎬ是吟经时专用的一种经歌ꎬ有曲

有词ꎬ分为功课经( 每天诵吟的经文) 、应风经( “ 祭
祀” 时的经文) 和琴曲道歌( 炼气功的歌曲) ꎮ 崂山

道教教派繁多ꎬ经韵复杂ꎬ既有独特的« 崂山经韵» ꎬ

石镌刻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崂山残存石刻尚有

１００ 余处ꎮ 经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２ 年大规模、有组织地恢复
和增镌ꎬ至 １９８７ 年底ꎬ共存 ２３７ 处ꎮ 崂山道教石刻

充分显示了崂山道教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厚重凝实ꎬ
成为洞悉崂山道教文化的史料宝藏ꎮ

也有全国通用的« 士方经韵» ꎮ 据太清宫历代道士

１.３.４

崂山ꎬ共创一支曲子ꎬ名曰« 清平调» ꎬ并传给崂山太

流逝ꎬ一些道教法术、庆典和活动逐渐固定下来ꎬ成

传述ꎬ著名诗人李白和唐朝宫廷乐师李筠一起云游

崂山道教民俗

道教与民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随着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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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间习俗ꎮ 青岛地区的节庆民俗与其他地区相
比ꎬ既有相同之处ꎬ又具有自己的特色ꎬ大都受到道

７９

教音乐成为崂山道教的 “ 两大精髓” ꎮ 据 « 太清宫
志» 记载ꎬ张三丰为崂山道教祖师之一ꎬ是崂山拳术

教影响ꎬ如:过年时放鞭炮、贴春联等都是由道教的

武当派之祖ꎬ开创了习武修道之行ꎮ 崂山自古就有

法术演化而来ꎮ 青岛地区的渔民为祈求海神保佑出

不少武艺高强的道人ꎬ如宋初能驱虎的刘若拙、清代

海平安、祈祷有个好收成ꎬ有祭海的习俗ꎬ其中就有

擅长拳术剑法的监院王良辉等ꎮ 现代崂山道士也有

明显的道教文化印迹ꎮ 祭海多在农历清明到谷雨期

许多武术精湛者ꎬ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原太清宫的匡

间举行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即墨田横祭海ꎮ 祭海

常修道长ꎮ 匡道长兼通少林派与武当派功夫ꎬ对各

于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四开始ꎬ当地渔民在海滩上和

种武术基本功都能熟练掌握ꎬ他发展和创新了道教

码头上摆放猪、鸡、鱼三牲供品及特色馒头、糖果等

武学ꎬ开创了武当崂山派系ꎬ 即 “ 崂 山 道 教 武 术” ꎮ

祭品ꎬ焚香膜拜ꎬ燃放鞭炮ꎮ 青岛的庙会也大多与道
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旧时崂山建庙之风兴盛ꎬ几
乎村村都有土地庙、关帝庙ꎬ大的村庄还有三官庙ꎮ

崂山道教武术包括“ 崂山玄功拳” 、“ 崂山玄真拳” 、
“崂山龙华拳” 、“ 崂山龙华剑” 等拳术套路及刀、枪、

棍等器械套路ꎬ全套为七十二趟ꎬ还有对打、截打、转

部分庙宇由于香火旺盛ꎬ又处于人口较密集地带ꎬ便

打、连打等功法ꎮ 结合道教医学、内丹学、养生学的

逐渐形成了庙会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ꎬ崂山

成果ꎬ将武术技击和健身术融为一体ꎬ以养身炼功、

区内庙会很盛ꎬ几乎逢庙便有庙会ꎮ 目前ꎬ崂山有六

防身保健为宗旨ꎬ讲究经络穴道ꎬ以练好坚实内功为

大庙会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ꎬ其中沙子口

根基ꎬ以气发力ꎬ借力打力ꎬ具有延年益寿ꎬ祛病御疾

庙会入选青岛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ꎮ

的养生健身价值ꎮ

１.３.５

崂山道教养生

齐文化中ꎬ盛行“ 海上神山” 和“ 不死之民” 的传

说ꎬ这些传说刺激了人们对长寿永生的强烈欲望ꎬ也
刺激了他们对各种道教养生术的探求ꎮ 道教相信人

２

２.１

崂山道教文化发展的不足和原因分析
崂山道教文化发展的不足之处
道教文化ꎬ生在中国ꎬ长在中国ꎬ发展在中国ꎬ是

可以把心和气联系起来思考ꎬ把行气作为养心、养生

中华文化土壤孕育下的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ꎬ汇聚

的重要手段ꎬ通过修炼养生战胜疾病与死亡从而得

了人类的智慧和处世哲学ꎬ有着较为完整的文化体

道成仙ꎮ 崂山道教重视修道养德ꎬ认为人的寿命长

系ꎬ对当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短不在于命ꎬ而在于自我修炼ꎮ 崂山道士的自身修

在崂山道教文化中ꎬ民俗信仰、文学作品、道教养生、

行称为道术ꎬ包括内丹、外丹、服食、房中等内容ꎮ 全

道教音乐、道教武术等都是很有特色的优秀文化资

真派认为清静无为、返璞存真是修身养性的根本ꎮ

源ꎮ 崂山道教文化是青岛本土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

道家认为道是自然无为的ꎬ无法改变ꎬ只能效法、遵

的组成部分ꎬ蕴含了青岛人民的思维观念、处世态

循ꎮ 这种思想渗透到了中医学思想中ꎬ如中医养生

度、人生哲学ꎬ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元素ꎮ

保健的“ 恬淡虚无” 、“ 以静为主” 的观点ꎬ即源于老

近百年以来ꎬ青岛遭到德国、日本等列强侵占ꎬ

子主张的虚无恬淡、少私寡欲、清静无为、效仿自然、

西方文化随之在青岛传播ꎬ道教受到排斥ꎮ 抗日战

柔弱退却ꎮ 从养生的角度来讲ꎬ人要遵循四季自然

争期间ꎬ崂山许多道观被战火毁坏ꎮ 建国后ꎬ政府对

轮回的规律ꎬ不可以反季节、超地域而胡为ꎮ 长久以

崂山的一些庙宇进行再修复ꎬ但因破除迷信的观念

来ꎬ崂山道教养生术形成了吐纳气功、道家内养术、

越来越深ꎬ信徒越来越少ꎬ不少庙宇逐渐毁坏或改做

道家益寿长寿法、崂山道膳、崂山道饮等系统化的养

他用ꎮ 文化大革命时期ꎬ道教同中国其他的宗教一

生体系ꎮ 崂山道士们对于长生的追求ꎬ客观上推动

样经受了一场浩劫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政府多次拨款

了医药学、养生学的发展ꎬ道教长生术也已经受到卫

对崂山的宗教庙宇加以修复ꎬ并落实了党的宗教政

生、体育界及世人的普遍重视ꎮ

策ꎬ使崂山道教的宗教活动逐步得以恢复ꎮ 然而ꎬ崂

１.３.６

山道教文化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ꎮ

崂山道教武术

道教武术是道教自成体系的武术系统ꎬ以武当

派为主流ꎮ 崂山道教武术是中国道教武术的一个重
要门派ꎬ是崂山道教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ꎬ与崂山道

２.１.１

对崂山道教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认识不

足ꎬ宣传力度不够
崂山道教文化丰富了青岛城市文化的内容ꎬ但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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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这些资源的可开发利用的历史价值认识不够

损道教的形象ꎮ 因此ꎬ道教的信徒较少ꎬ了解道教传

充分ꎬ对外宣传的力度不够ꎮ 市民普遍缺乏崂山道

播道教的人更少ꎬ道教的发展得不到大众的认同ꎮ

教文化的基本常识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崂山道教的

２.２.２

历史ꎬ更不能深切感受崂山道教文化独特的魅力ꎮ
２.１.２

对青岛地区现有的道教文化及旅游资源的

对崂山道教文化资源挖掘不足

在对崂山道教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中ꎬ传承人、专

家、政府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ꎮ

管理和规划有待完善

道教文化的传承人多为老者ꎬ有独特的文化传

青岛地区现存的道教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崂山

承ꎬ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的观念淡薄ꎮ 在传统文化中ꎬ

风景区以及市南区的天后宫等ꎬ但是这些旅游资源

道教一直是一种非主流文化ꎬ在学术上对道教的研

之间缺少整合ꎬ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资源体系ꎬ

究也少ꎬ导致对道教文化资源的挖掘存在严重的不

没有为青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应有的贡献ꎮ

足ꎮ 在区域文化资源挖掘中ꎬ对于道教文化这类不

２.１.３

愠不火的文化项目ꎬ没有很好的重视、深入挖掘其中

道教文化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所占比重较

小

的资源ꎬ使得对道教文化的认识缺乏了一种文化自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各种文化争奇斗艳ꎬ几
千年积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非遗中得到了完
美体现ꎮ 而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ꎬ

觉ꎬ导致对于一些宗教性的文化旅游项目能避则避ꎮ

３

推动崂山道教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所占比重仍很小ꎬ突出了道教

崂山道教文化以中国宗教文化为背景ꎬ与青岛

文化仍然不为多数人所重视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中国

市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沿海优越地理位置相得益彰ꎬ

没有一项是关于中国道教的ꎮ 青岛 １３ 项国家级非

保护、传承ꎮ 仅通过道教文化研讨活动等来加强对

共有 ３９ 个项目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ꎬ但却

是青岛市的文化宝藏ꎬ其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值得

物质文化遗产中ꎬ与崂山道教文化有关的只有崂山

道教文化的研究ꎬ将道教文化与当下的生态文化、医

道教音乐一项ꎮ

药文化相结合ꎬ加强大众对道教文化的重视ꎬ寻求道

２.２

原因分析

教文化的全新发展ꎬ这些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ꎮ 要

崂山道教在青岛及中国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占据

做大做强青岛市的文化品牌ꎬ首先要对本地区的历

着重要的地位ꎬ是青岛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ꎮ

史文化资源有一种全方位的、全球化的理解和视野ꎻ

崂山道教文化的发展不足ꎬ与道教文化千百年来生

其次要有高瞻远瞩的文化创意ꎬ对历史文化资源进

生不息的传播是极不相称的ꎬ与道教文化应有的文

行选择和升华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ꎻ最后要

化地位也是不相称的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有二:

完善文化链条ꎬ取得长远的社会效益ꎮ

２.２.１

３.１

传统道教文化与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念有

所不同

正视道教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道教文化深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ꎬ是中国土

历史上ꎬ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主流价值观念

生土长的宗教ꎬ长期传播于中国社会ꎬ对中国民间风

体系ꎮ 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是现代

俗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道教的斋蘸、绘画、音乐等都别

教育的重点ꎬ仁、义、礼、智、信一直是约束人们行为

具特色ꎬ理应保存下来ꎮ 道教的存在有其合理性ꎬ要

的道德标准ꎮ 而道家的价值观念则强调无为ꎬ有一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去接纳ꎬ保护并传承ꎮ

种淡泊的人生态度、洒脱的人生境界ꎮ 道教的思想

３.２

观念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在价值观上相差甚远ꎮ 在

建立崂山道教文化资源库
对崂山道教文化的研究ꎬ不少学者已经取得了

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ꎬ道教文化的价值观念逐渐淡

丰硕的成果ꎮ 但与其它的传统文化相比ꎬ国内对崂

出人们的视线ꎬ成为一种非主流的追求ꎮ 道教文化

山道教文化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ꎬ特别是对教理教

则一直游离于传统文化边缘ꎬ并没有融入齐文化尚

义的研究ꎮ 因此ꎬ要进一步加强崂山道教文化的研

开放、尚变革、尚务实的大视野中ꎬ以至于人们对道

究ꎬ尤其是加强崂山道教文化的资源数据库建设ꎮ

教有偏见ꎬ认为道教是一种迷信ꎮ 而一些地方也出

可运用现代的数字化技术ꎬ建立崂山道教文化的非

现利用封建迷信蛊惑百姓ꎬ骗取钱财的情况ꎬ严重损

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ꎬ将现有的崂山道教文化图片、

害了道教宫观作为宗教场所的纯洁性和神圣性ꎬ有

录像等资料全面、本真、原生态地保存下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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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把崂山道教文化纳入青岛区域文化发展中加

以规划

８１

教文物和书画藏品展、道教文化宣传品展示和组织
境内外旅游者进行道教寻源活动等形式ꎬ整合崂山

目前ꎬ学术界对崂山的研究或局限于道教基础

道教文化资源ꎬ打造中国崂山“ 全真道教天下第二

文化ꎬ或局限于旅游管理ꎬ较少系统地将丰富的崂山

丛林” 的品牌ꎮ 崂山地区道教文化的传说、故事很

道教文化资源与青岛市文化事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多ꎬ如崂山道教音乐的传播、明朝崂山佛道之争、蒲

进行研究ꎬ对崂山道教文化的资源优势和如何发挥

松龄« 崂山道士» « 香玉» 故事以及崂山茶道、诸多游

其在文化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缺少相应的研究ꎮ
在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旅游发展

山人物和传说等ꎬ都是挖掘崂山道教文化历史内涵
的好素材ꎬ可通过拍摄电影、电视剧ꎬ制作动漫片以

发面ꎬ崂山旅游开发主管部门在崂山的道教文化旅

及文学作品等形式来实现ꎬ扩大崂山道教文化的对

游资源开发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ꎬ但是崂山道教文

外宣传力度ꎮ

化旅游并没有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道教文化旅游项

另外ꎬ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崂山道教文化资源ꎬ积

目ꎮ 青岛市文化发展中存在文化创意不足ꎬ文化品

极做好崂山道教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方

牌建设缺乏资源支持等问题ꎬ建议将道教文化和文

面的申报ꎮ 群众、地方政府、学者、国家自下而上的

化事业发展结合起来论证ꎬ研究崂山道教文化在建

整体重视ꎬ才会为道教文化的保护利用提供可能ꎮ

设青岛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ꎬ并初步探讨如何实现

３.５

道教文化的事业化ꎮ 要进一步开发城市区域文化资

依托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ꎬ大力弘扬崂山道

教养生文化

源ꎬ打造崂山道教文化平台ꎬ开辟更广阔的道教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ꎬ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市场ꎬ全面提升崂山道教文化品位ꎮ 将崂山道教文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ꎬ推进健康中国建设ꎮ 即将在崂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青岛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山建设的“ 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 已经纳入山东

业的发展规划ꎬ积极挖掘崂山道教文化内涵ꎬ促进道

省和青岛市的“ 十三五” 规划纲要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山

教文化与旅游、经贸共同发展ꎮ
３.４

树立品牌意识ꎬ深入挖掘崂山道教文化历史内

涵

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ꎬ要高水平规划建设青岛崂
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ꎮ 这对崂山道教养生文化的发
展和传承ꎬ无疑是一个好消息ꎮ 如能在崂山湾国际

道教文化是崂山最重要的宗教文化类旅游资

生态健康城设立崂山道教养生板块ꎬ可以为全国健

源ꎬ是崂山旅游产品的主要内涵ꎬ满足游客求知、求

康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ꎬ 助力 “ 健康中国” 建

美、求奇的旅游动机及深层次的情感需求ꎮ 近年来ꎬ

设ꎮ

经过修建恢复ꎬ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华楼宫等已

崂山道教养生文化ꎬ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医的优

成为崂山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ꎮ 道观、道像、道事用

秀传统ꎬ并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为道家医学

品、道事活动等已经成为吸引游人接受道教文化薰

增添了新的内容ꎮ 崂山惠风和畅ꎬ“ 高路入云端” ꎬ

陶和产生审美感受的旅游吸引物ꎮ 目前的崂山道教
文化旅游主要还是通过导游人员的口头讲解观赏古

从道医的角度来看ꎬ 这就是类似 “ 祝由” 的心理 疗
法ꎮ 崂山道教的独特养生文化ꎬ不仅是宣扬一种健

建筑ꎬ形式沉冗ꎬ缺乏游客参与体验ꎮ 为此ꎬ建议依

康的生活方式ꎬ更是倡导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ꎮ 中

托现有道观ꎬ建立崂山道教文化博物馆ꎬ主打民俗文

医学关于丹药的使用是从道教开始的ꎬ精神和意念

化这一优势品牌ꎬ形成崂山区域特色旅游文化景点

结合的疗养方法是崂山道教养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

“ 群” ꎮ

色ꎮ 可将崂山道教养生体系系统化ꎬ把道教气功改

目前ꎬ崂山在整体上已形成了旅游度假雏形ꎬ具

进成便于学习的健身操传授给更多人ꎬ用现代营养

备观光度假型旅游所需条件ꎬ基本可实现由旅游资

学和医学常识来考量崂山道膳、崂山道饮ꎬ将其中的

源优势向旅游产业优势的转化ꎮ 将崂山道教文化活

精华加以推广ꎮ

动融入崂山旅游文化板块ꎬ利用传统的道教节日、仪

３.６

式和道教文化中的神仙传说ꎬ举办“ 中国崂山道教
文化节” ꎬ通过“ 道教文化国际研讨会” 、道教音乐汇

演、道家茶艺表演、道家膳食展示、道家武术表演、道

挖掘崂山道教音乐的现实意义
崂山道教音乐集古典音乐、宫廷音乐于一体ꎬ现

已经整理出一百多首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部分
乐曲ꎬ深受海内外人士欢迎ꎬ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

８２

郭振栋等: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增进文化自信———以崂山道教文化遗产研究为例

组成部分ꎬ值得传承与弘扬ꎮ 崂山道乐风格以全真

音乐引入现代心理治疗领域ꎬ配合其他措施ꎬ用道教

正韵为主体ꎬ与山东一带的地方语言和民间音乐紧

音乐安抚现代人疲惫的身心ꎮ 在创作时还可以把崂

密联系ꎬ以具有地方特色的“ 崂山韵” 而闻名于世ꎮ

山道士做早晚课时的情景融入在表演中ꎬ让游客在

道教音乐重视艺术的形式美ꎬ更注重艺术内容

欣赏道乐的同时直观了解到原汁原味的道教文化ꎮ

的善ꎬ内容的感召正是现代的缺失ꎮ 太清宫道乐团

在道乐组曲里面加入的宫廷音乐也让组曲有了庆典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ꎬ演出仅作为太清宫重大宗教活动和

庆贺时的欢快和宏大ꎬ让听众在感受到出世的同时

礼宾接待的文化展示ꎮ 由于道教本身的基本信仰和

也有了其他的审美快感ꎮ

审美取向ꎬ道乐体现出清幽、虚幻和出世的感觉ꎬ可
以根据曲调历史发展ꎬ结合民间音乐和崂山东夷文
化及宫廷音乐的特点进行再创作ꎬ让音乐气度从容ꎬ
神韵聚发ꎬ触动情感ꎬ净化灵魂ꎮ
崂山道教教义讲究内外兼修ꎬ道乐始终伴随其
念经、应风和练功等活动的左右ꎬ是崂山道教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尤其在练习服气、吐纳、调息、守
一、导引等道家养生功法时ꎬ和乐而起ꎬ随音而动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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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是练功ꎬ不如说是一种享受ꎮ 可以将崂山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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