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山西一贯道探微 

李常宝 

内容提要 一贯道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秘密宗教。抗战时期的山西，因国家权 

力的退出及 日伪势力的扶持，一贯道通过亲度亲、友传友的发展方式，形成绵密而富有 

“亲情”的社会网络，并通过灵活自由的教职升迁，使得战时山西一贯道众达百万之巨。 

考察抗战时期一贯道在山西的发展，可以看出一贯道拼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相关教义，提出 

自己的祈福消灾的修道方式，并鼓励信徒舍身办道以成己度人，这种自我救赎方式在动荡 

时局对于心存焦虑的民众具有很大的诱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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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贯道是近代中国秘密宗教的一种，一度主要流传在民间的非知识阶层之间。七七事变之后乃 

至整个 20世纪4o年代，一贯道获得了空前发展，其影响远及西北边疆，信徒达千万之谱。因其持反 

共立场，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贯道等被定性为“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 

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而予以取缔①，该道首领被迫下达“止度”指示②，一贯道在大陆遂成历史陈迹。 

20世纪8o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一贯道渐人学人视野，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③ 不 

过，学界对抗战时期一贯道的区域发展尚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新发现的历 

史档案，对抗战时期道众最多的山西一贯道做一简单探究，以揭示其在山西的传播模式和组织发展状况。 

本文系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校教改项目(SD2015JGKT—O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坚决取缔一贯道》(社论)，《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0日。第 l版。 

② 许理清、林美容：《一贯道的传播模式与分裂初探——兼论兴毅组及其基兴单位的发展与分裂》，台南《成大历史学报》第 

39号，2010年 12月，第155页。 

⑧ 相关论著有，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27年版；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成都华西协合大学 1948 

年版；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陆仲伟：《一贯道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路遥：《山东民间秘密 

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陆仲伟：《民国会道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相关论文有，周育民：《一贯道前期历 

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韩志远：《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4期；卢云峰：《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 6期。其中卢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一贯道在 20世纪30 

年代的勃兴进行 了探讨 ，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1987年一贯道在 台湾地区解禁之后，有关研究颇丰，相关研 

究有，孚中：《一贯道发展史》，台北，正一善书出版社 1999年版；宋光宇：《天道钩沉：一贯道调查报告》，台北，元秸出版社 1984年 

版；《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台湾社会》，台北，诚通 出版社 1996年版；《一贯真传——基础传承》，台北，三扬 出版社 1999年版。 

不过 ，就历史语境与立足点而言，一贯道在台已经是一种“新兴的宗教”，本文叙述与其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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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近代一贯道的兴起 

学界认为一贯道的前身是“末后一着教”，同治年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受“末后一着教”影响， 

结合“三教一贯”之旨，创办“东震堂”。① 王觉一死后，其弟子刘清虚于 1886年接掌东震堂继续传 

道。1905年，刘清虚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句，正式改东震堂为一贯道。②此外，该道还解释 

得名缘于神的启示，“梁武帝时，达摩初祖西来，真道又得一脉相传，至十五代祖王觉一归空时，瑶 

池金母降坛批示，‘东震堂’始改为一贯，称日一贯道”。③ 由此可知，一贯道成名于刘清虚执掌教 

务时期。 

1919年刘清虚死后，其弟子济宁人路中一接掌一贯道。路 自称“南海古佛”下凡，道众尊其为 

“白阳初祖”。路中一传道山东10余年，然影响不大。1925年路中一去世之前，立下遗嘱由其妹路 

中节掌道。路死后，路中节接管道务并宣称“路中一七 日还阳”。七 日后路中一并未还阳，由是引 

发道内信任危机，“有的传道大领袖⋯⋯愤而脱离路中节自立门户”。然此间，路中一的大徒弟张 

光璧尽心辅佐路中节办道，由此获得了一定影响。1930年路中节“归空”，路中一另一大徒弟郝宝 

山(山西孝义人)与张光璧互争继位 ，张光璧得到大道首陈素真(亦作“陈素贞”)的支持，利用扶乩 

方式，“假借路中一临坛训示”由张光璧接管道务。由此引发一贯道道众称为“天字大考”的各派之 

间的争权。④此后，郝宝山派在张派的排挤下，日渐衰落，不过因地缘关系，郝派在其老家晋西一带 

尚有一定影响。 

张光璧执掌一贯道充满争议，自1934年起，为摆脱山东其他各派的杯葛，张光璧率亲信前往天 

津拓展道务，先后劝得薛洪、张五福、张珩等人人道。1937年，张在天津设立一贯道总坛作为全国 

道务发展的指导中心。⑤ 此前，张光璧曾派盟兄栗振鲁赴北平“开道”，1937年上半年，张光璧再派 

自己亲信——天津总坛张五福主持北平道务。 

1937年 7月全面抗战爆发，平津等地相继陷落。兵荒马乱年代人心浮动，一贯道乘机宣扬此 

乃“三期末劫”，民众须不问政治，一心向道，祈福消灾方可渡此难关，此种宣导符合 日军“以华制 

华”的策略。由此，一贯道与平津 日伪势力联系日益密切，且有不少道首出任伪职，一贯道在平津 

地区迎来发展的重要时机。1939年1月，张光璧移驻北平正式建立“北平线”指挥全国道务，并且 

将太原、包头、大同、张家口、石门、定县、保定等地区的一贯道组织划归北平线管辖 ，北平线由是获 

得大发展，其总堂下派的点传师亦纷纷外出办道，影响力超过天津总坛。为适应此际道务发展的需 

要，张光璧在平津传道期间制定《暂订佛规》，规定一贯道内组织系统及上下等第：师尊(即本道老 

师至尊之长)、点传师(也做典传师，即替老师点传道法者)、坛主(各坛之主人)、引保师(即引人保 

人求道者)、道亲(同道之人皆谓之道亲)。⑥ 

①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下)，第868、862页；韩志远：《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 

4期。 

② 陆仲伟：《民国会道门》，第243—244页。亦有“最迟在庚辰年，即光绪六年，已经有一贯称谓了”一说，参见韩志远《王觉 
一 与末后一着教新探》，《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8页。本文从前说。 

③ 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35页。 

④ 陆仲伟：《民国会道 门》，第247—248、252页。1932年，郝宝山在孝义县城正式成立总佛堂，以十八祖正统自居，1936年 

红军东渡之后，郝的活动一度消沉，抗战期间又得发展。 

⑤ 陆仲伟：《民国会道门》，第256—257页。 

⑥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2一l9，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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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贯道自刘清虚至张光璧之间的传承，虽无宗教学意义上的经典①，但渐有其信仰核心“无生 

老母”②，也是该道的崇拜中心。无生老母被该道认为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和人类先天的母亲，是道 

徒们最终的归处。一贯道宣传，无生老母在造物之初，因见万物具备，唯有人畜不分，所以派下 96 

亿“原佛子”下生为人，(又称“九六原子”)后来这些原子在人间受了物欲迷惑，失去了真正的路 

径，不能脱离轮回。无生老母为此决定将他们召回，并将贬责不在“九六原子”之列者永下地狱。 

至于何时召回九六原子，一贯道称老母把世界划分为三期：“青阳时期”“红阳时期”“白阳时期”。 

在每期之末将世界演成混沌，以收杀恶孽，同时降下“道”来分批收回九六原子。其中，青阳和红阳 

期已经收回4亿原子，“现在还剩下92亿留在世上，这都是要在白阳时期收回的”。20世纪 4O年 

代就是白阳时期的“三期末劫”，老母又降下大道，不但要度尽留在人间的原子，并且还要收回老母 

以前的各种宗教，这就是普度三曹和“万教归一”。此项度尽原子的重任由弥勒佛担任，弥勒佛下 

凡化为一贯道首张光璧奉天承运办理此事。⑧ 
一 贯道一度调和儒释道三者，进而强调一贯道的存在合理性，以此扩大影响赢得受众。该道指 

出，“佛道二教偏重出世，儒教偏重人世。而教人出世者，恐人贪恋红尘；而教人人世者，恐人竞尚 

名利”。因此，世人须三教齐修，行儒家之礼仪 ，用道教的功夫，守佛家之规诫。在此基础上，一贯 

道多采用儒家的伦理思想、道教的宇宙观，结合佛教的经卷以及佛道等教派的神灵术语，并糅合世 

上的迷信，诞生出以“无生老母”为统率的“三教合一”论。三教之所以能够合一，该道解释为，“三 

教原是无极一理所生，虽分门别户，言论各有不同，然概属一理，均是因时而设 ，应运而生”。其中 

“佛讲万法归一，道讲抱元守一，儒讲执中贯一”。可见三教均以“一”为本课，一贯道乃是人间宗教 

的最后归宿。故他们认为儒释道三教的创始即一贯道之创始。不过，在其宣传品中，他们以达摩为 

其第一代祖师。自达摩初祖之后，有神光二祖、僧灿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慧能六祖、白马七 

祖、罗八祖、黄九祖、吴十祖、何十一祖、袁十二祖、徐杨十三祖、姚十四祖、王觉一十五祖、刘清虚十 

六祖、路中一十七祖、弓长十八祖。④ 总之，一贯道宣称信徒人道就是“归根认母”。所有东土的人 

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正在轮回受苦。现在无生老母设下大道来挽救，这个大道就是一 

贯道，是“真大道”，其他都是旁门杂法。⑤ 

二、抗战时期一贯道在山西的发展 

1937年9月 3日，日军进犯山西，至 1938年 3月 8日，日军占领风陵渡，山西大部分地区沦陷。 

原有的阎锡山政权体系基本瓦解，而敌后抗战兴起使得伪华北临时政府扶持的伪山西政权也难以 

实行有效统治。时局动荡，民众心存焦虑，这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自1939年起，张光璧 

号令各地总堂外出开荒⑥，积极向山西等 日占区拓展道务，形成了一贯道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期。随后，外地一贯道点传师陆续来山西开荒。一开始呈现出各 自发展状况，尤其以绥远、北平两 

① 不过，李世瑜在《现在华北秘密宗教》一书中有“一贯道经典提要”一节，见该书第97一l30页。 

② 全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又称“无极老母”“维皇上帝”“明明上帝”“育化圣母”，简称 

“老母 ”。 

③ 李世瑜 ：《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34页。 

④ 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59、35页。“弓长”，即一贯道信徒对“师尊”张光璧的讳称。 

⑤ 屯留县公安局：《屯留一贯道的历史情 况》(1948年 8月 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85一l_58—3， 

第 3页。 

⑥ 指到外地传道．成立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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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佛堂派出者居多。传播区域多从晋北地区开始，再向晋西北其他县市蔓延。其中，受张光璧派 

遣的河北人薛洪在太原设立山西总佛堂，并建立“柜坊制度”，影响逐渐超越其他派系，其道徒广布 

晋中和晋东南地区。至 1945年初 ，基本上统领其他派系道务。下面分类探讨。 

外地一贯道点传师率先进入晋北地区开荒，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一类为“联合线”，因其依附伪 

华北联合政府，供奉弥勒佛(亦称为“释派”)，又因自北平沿平绥线向晋北发展，故又称“北平系”。 

另一类为“厚和派”，因其依附伪蒙疆厚和自治政府 ，供奉孔夫子(亦称为“儒派”)，又因自绥远传 

人晋北，故亦称“绥远系”。1939年至 1940年是这两派点传师来山西开荒的鼎盛期。由于一贯道 

不鼓动抗日等政治参与，因而获得日伪山西政府的利用和扶持，一贯道遂由晋北沦陷区城镇及交通 

沿线逐渐向山西边远地区扩展，形成了以“怀仁、忻县、崞县、代县、宁武为基地”的传播中心，并于 

1942年夏发展到朔县、神池、五寨、大同、繁峙、五台等地。期间，两大派系曾一度合作，共立佛堂， 

然至 1942年冬，两派各建佛堂，竞争发展。不过，此间以崞县、忻县、代县为中心的绥远系，其道务 

由绥远系领导，不如北平系在大同设立支堂(也称“大同派”)独立管理当地道务灵活。① 

从两派的具体发展来看，北平、绥远两地点传师在晋北阳高县均为独立传道。1940年，北平系 

传至大同、绥远之后，才传人阳高等地，当年阳高县城内有北平系点传师 11人，随后向乡村拓展。 

其中，“东井集、大柳树有点传师数十人”。同期，绥远系一贯道则垄断了阳高县的罗文皂及三十里 

铺等地道务。②此后，在日伪的默许下，一贯道组织几乎蔓延阳高全县，仅县城11条街道，有佛堂 

12个，全城 2万人 口，道徒即占一半。四区36个村共 5079户，即有 27个佛堂(不完全统计)，2858 

户人道，占全区总户数 56％强。③ 其中，下梁源村 240户有 200户加入，占84％；最少的村，也占 

3l％。全县点传师以上道首 1500多人。④ 1944年，一贯道从阳高县传人广灵县。⑤ 大体而言，晋 

北地区一贯道实际上可分为北平、绥远两个派系。而就具体道务开展情况大体而言，绥远系主要集 

中于晋西北，北平系集中于晋北地区。 

1944年起，一贯道继续传人兴县、临县、离石、方山、岢岚、神池、五寨、河曲、保德、偏关、左云、 

右玉、平鲁、交城、孝义、文水等地。⑥ 1944年，点传师文尚德开始在晋南永虞地区开荒，文尚德此后 

就成了该地一贯道的负责人。⑦ 同年，一贯道“经敌伪差务处翻译王福林介绍”传人晋东南屯留县， 

办道地点设在县城南街二郎庙。⑧ 值得一提的是，1944至 1945年，一贯道还从山西暗地发展到陕 

北延安、清涧、米脂、瓦窑堡、正川、螅镇、榆林等地。⑨ 由此可见，一贯道在抗战期间遍布山西大部 

分沦陷县域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 

晋中地区及晋东南地区的一贯道道务基本上由薛洪开设的山西总佛堂统领，在其后来的发展 

过程当中，还兼并了晋西北地区的绥远系道务。其组线发展状况如下。 

①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_2—19，第4页。 

② 《关于阳高、繁峙一贯道情况的一些材料》(1948年)，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43—4__6—3，第 1页。 

③ 阳高县公安局：《对一贯道活动材料的报告》(1948年 11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32—1—13—1， 

第2页。 

④ 赵嘉朱主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近百年来会道门的组织与分布》(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50页。 

⑤ 广灵县公安局：《一贯道的具体材料》(1949年5月 1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35—1_20_3，第2页。 

⑥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_2—19，第28页。 

⑦ 太岳区第三地委社会部：《一贯道在三分区活动情况通报》(1948年6月 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5— 

4_7__6，第 1页。 

⑧ 屯留县公安局：《屯留一贯道的历史情况》(1948年 8月 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 史档案，A185—1_58_3， 

第2页。 

⑨ 根据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2一l9)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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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张光璧曾派古广生和李玉生人晋开荒，然二人不久即产生矛盾，道务发展一度陷入停 

顿。1939年2月，张光璧改派亲信薛洪赴山西，在太原城内棉花巷设坛传道。1940年起，“崞代忻 

等县一贯道首归属薛洪领导”。1941年，薛洪扶乩自称“关圣帝君”下凡，成立“二十八宿盟兄弟集 

团”。在山西日伪政府的支持下，薛洪于 1942年抽调办道骨干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道场，举办“仙佛 

班”选拔传道人才。时至 1945年，薛洪在山西渐次建立起有别于其他地方一贯道组织发展的“柜 

坊”制，其在山西太原总柜下分设“仁义礼智信”五常柜组织指导传道，常柜分驻阳泉、忻县、崞县、 

代县、太原，并以太原为基地。期间兼并了晋北地区的道务，如崞县一贯道成为山西总佛堂的礼字 

总柜，忻县成为义字总柜，代县成为智字总柜。① 

所谓柜坊制，即依照“总柜一分柜(常柜)一支柜一小柜”形式拓展道务。总柜有总经理 1人、 

佐理2人、上达2人、讲选 2人、会计 1人、文书 1人、达下3人、杂务 2人，共 14人。分柜有经理 1 

人、佐理 2人、讲选 1人、文书会计 1人、达上下善2人 ，共 7人。支柜有单位代表 1人、文书会计 1 

人、讲选 1人、达善 1人，共 4人。小柜有代表 1人、四八 5人，每四八下有上善 5人，每上善下有中 

善 5人，每中善下有下善 5人，每下善下有新善 5人。② 一贯道徒可以通过“财施”“法施”(信徒捐 

钱称为“财施”，只行功传道不捐钱称为“法施”)等方式获得教职的升迁。薛洪派利用柜坊制在山 

西发展道徒达百万之谱。 

除上述各派系之外，山西一贯道还有古广生系30万道徒，绥包线张珩 6万余道徒③，北平系近 

5万道徒，郝宝山派5万余人，杨志亨等人在太谷发展的30632人。④ 总计山西全省共有道徒 147 

万人，是全国一贯道徒最多的区域。⑤ 考察一贯道各派在山西的劝道方式，具有如下共同的特点。 

(一)威吓：通过反复申述“三期末劫”即将来临，罡风横扫，世人难以抵挡。“现在是三期末劫 

年了，救人的年头，十分之人死七分，三分拔好人 ，谁人道即没事”。⑥ 还有通过 日常的事例或国内 

外的状况、社会新闻来讲演因果的循环和轮回的苦恼，甚至“昨夜的邻家失火，也要说出很多的灵 

应”，从而使人信服。⑦ (二)利诱：传道者声称无生老母派下弥勒活佛化为弓长祖师下世救度子 

民，现在是“三期末劫”“三曹齐度”，并且是“末后一着”，“上度河汉星斗，中度万国万教，下度幽冥 

鬼魂”。“只要受弓长一点，神仙逃脱轮回，永保神位；鬼魂出离地狱，直升极乐理天；人则一步直 

超，立地成佛”，人道之后，可以“上拔九祖，下荫七玄”。并且陈述人道“死后瞳仁不散，尸首不僵， 

虽值炎夏不生蝇蛆”。最终指出，“要想活在这世界，人一贯道是唯一的门径”，“吾人既能与已得道 

的人为亲友，且得其劝化，可知根基匪浅，定也在‘九六原子’之数”。同时，一贯道还宣传人了道就 

①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18页。不过另有说法，山西一贯道分设有东西南北中五个中心传道，东面中心设在平定，负 

责人姚姓；西面中心设在文水，负责人胡家举(平遥人)；南面中心设在运城，负责人王世昌；北面中心设在忻州，负责人李耀昂(忻 

州人)；中面中心设在太原，负责人由陈秀林兼任，参见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 

人民政府档案，2—2一l9，第7页。 

② 太岳区党委社会部：《高平查获城 内一贯道支柜中的一些文件》(1948年9月 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Al93一l—69—6，第1页。 

③ 1938年，天津浩然坛派点传师张珩、李启元到绥远开荒办道，设立“绥包支线”，隶属于天津总坛。天津浩然坛在 1949年 

之后转入台湾地区发展道务。宋光宇：《天道钩沉：一贯道调查报告》，第137页。 

④ 《取缔一贯道专报》，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1—3，第15页。 

⑤ 陆仲伟：《民国会道门》，第261页。 

⑥ 太岳区第三地委社会部：《一贯道在三分区活动情况通报》(1948年6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5— 

4—7__6，第3页；阳高县公安局：《对一贯道活动材料的报告》(1948年 11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32一l— 

l3一l，第27页。 

⑦ 《关于阳高、繁峙一贯道情况的一些材料》(1948年)，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43 —__6—3，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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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西天安乐，免遭世上苦难，可以享福 ，子女平安。① (三)逼迫：如果前两种方式难以奏效，就使 

用苦劝方式，一次不成，则屡次登门劝说，务必使人人道。如，太谷县道徒为成己成人以得道，多选 

择串门方式劝人人道，即使被狗咬仍然继续进门劝。② 有些地方，道徒为了拉人一个新进者，往往 

要花费时间，甚至不惜使用金钱。 

揆诸史实，战乱年代的民众大多存有依靠救世主的观念，而一贯道的宣讲正好是迎合了这种需 

求——人道之后 ，可以实现无生老母所预许的福泽。所以他们不惜身家财产去很远的地方开荒，不 

能出外办道的，也会在自己的亲友之间竭力宣传。他们表示“自己得了旷世未有的真宝贝，岂能不 

让自己的亲友也得到?如果你们不进道，将来我自己升了理天，伴着老母，享受无量清福，我于心何 

忍?我愿意我们今生做亲友，到了理天还是亲友，你们不答应进道，就是拒绝我们永远做亲友”。 

从这点来说，相当数量的民众之所以进道，不排除是碍于亲友的情面。③ 

抗战期间，山西一贯道徒通过上述方式在亲友之间相互发展，以期“多传一人多一份功德”，进 

而成己度人。而在实际传道业务活动中，各地坛主、代表师与点传师为了教职的升迁而出力办道者 

更多。并且，针对山西日军占领的实际情况，一贯道鼓励信徒舍身办道勿要介入政治，尤其是部分 

“新民会”成员加入之后④，增添了一贯道的“顺民”色彩，他们的传道活动因此多为日伪所默许。 

然在民族矛盾对立时代，无形中就是协从了侵略，为后人所诟病。⑤ 

三、山西一贯道的有关仪规 

较之张光璧《暂订佛规》，山西一贯道进一步的解释是：“师尊”是张光璧的特称，是弥勒活佛化 

身，而弥勒活佛称为“活佛师尊”。师母是张光璧夫人的特称，是月慧菩萨化身，又称为“月慧师 

母”。“点传师”，在山西也称“传柜”，是领受师尊天命的传道者，可代师尊传道，又称为“代表 

师”。⑥ “引保师”是引师和保师的合称，凡引人得道者为“引师”，而保证求道者身家清白及人道后 

努力奉行者为“保师”。道学高深能为人公开讲演道理者为“讲师”，“道亲”是道徒之间的彼此称 

呼，分为乾(男)、坤(女)、童(男孩)、女(女孩)四种。其中，早求道者为“老道亲”，新求道者为“新 

道亲”，对于比自己早求道者，不论其年龄长幼，皆尊称为“前人”或“前贤”，自称“后学”。道徒茹 

素戒烟酒者称为“清口”，戒烟酒但不完全茹素仅在固定 13期不动荤腥者称为“花斋”。道徒活动场 

所称为“佛堂”(亦称为“法船”)，佛堂主人称为“坛主”。“老坛主”，即大佛堂主人，不出门，专营佛 

堂，佛堂多设在 自家，并负责劝道、度人，以及一般道徒之审查谈话、招待、道内书训文件之保管、佛 

规之讲解等。信徒一家人皆人道称为“齐家”，信徒捐钱称为“财施”，只行功传道不捐钱称为“法 

施”。得道并齐家的道徒，期望亡故的先辈或亲朋得道，称为“超拔”，此为“下度幽冥鬼魂”的特称。 

超拔亡灵或神灵降坛与道徒谈话，称为“结缘”。所有道徒对师尊自称“弟子”，男道徒对老母 自称 

“余蕴”，女道徒对老母自称“信士”。领命充当点传师至各处传道者称为“领天命”，他们称此种行 

① 《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一l一1，第97页。 

② 《太谷县会道门材料整理报告》，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一l，第87页。 

③ 太岳区第三地委社会部：《一贯道在三分区活动情况通报》(1948年 6月 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5— 

4_7--6。第3页。 

④ “太谷县当时有少数新民会成员(其中包括太谷县新民会负责人李恒昌)，所以，参加的人数骤增”。参见太谷县公安局 

《太谷县会道门材料整理》(1950年 5月23日)，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1—1，第5页。 

⑤ 此间，一贯道和日伪合流，大肆宣传奴化思想，散布失败情绪，麻痹民族意志，破坏抗战工作，充 '-3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 

参见赵嘉朱主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近百年来会道门的组织与分布》(上册)，第 150页。 

⑥ 不过，抗战期间山西一贯道所称“代表师”，也称扶坐、善士、辅助人、普通点传师，其任务是辅助或代表点传师办理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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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谓“有责任”。信徒人道叫作“挂号”，上天降道是“开科选贤”。 

1940年夏，为打破 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提升全国抗战意志，八路军在山西率先发起“百团大 

战”。战后，日军为报复而反复扫荡根据地，山西陷入空前的严酷战争环境当中。在此期间，一贯 

道宣称此乃“三期末劫，道降庶民”，劝导民众赶紧人道方可消灾免难。当然，人道者必须身家清 

白，下九流之类不得劝进大道。有关人道手续略显烦琐，且有相应的仪式以视崇敬，并有相关的规 

定约束道众。 

山西一贯道总柜规定：1．但凡信徒加入该道须服从条件：人道必须遵守佛堂教仪规；勤修内外 

功课(内功为修己向善，外功为度人行善)；人道须缴纳功德费；入道须遵守师训。2．在其“人道” 

之际，须得履行相应手续：介绍——由引师(介绍人)和保师(保证人)介绍；谈话——引保师将择定 

对象报告坛主或点传师，再由坛主谈话，考察其身家及其思想表现；填表——将人道者姓名、引保师 

姓名填人制式表文二份，一份送交上级，一份在举行人道仪式时焚烧，谓之“挂号上天”。此时，引 

保师念表文一次，人道者跟着念一次。念完之后，用火焚化，表示在天府挂了号，由天府管了，死后 

归天，阎王就不能管了。然后焚香叩头，向天宣誓不泄露道务，不违背仪规，严守秘密，“上不告父 

母 ，下不告妻子”。对于初入道者，一般不告以道内更多秘密，不多发生横的关系。道徒“如果反了 

天条，天打五雷轰身”②，且各佛堂彼此之间不发生联系，也不保留道徒资料，只与总佛堂存在业务 

指导关系。③ 

上项手续履行之后即算“人道”，然人道不等于“得道”。一贯道宣称“人道者如毛，得道者如犀 

角”，人道者还须履行有关手续与考验始算“得道”。具体有：1．“求道”，信徒经引保师介绍人道时， 

须口念求道愿文，宣誓对道忠实。2．“清口”，即戒斋，不吃五荤，不用烟酒。3．“点开”，点传师主持 

仪式，人道者跪在佛前，由点传师用左手中指在其两眉之间一点，并授以最秘密之“三宝”，始算得 

道。④ 所谓三宝，即第一宝“抱合同”，以左手抱右手上，两手心向内，右手大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 

节，以左手大指按右手小指第三节 ，然后右手其余指头抱于左手之上，将双手放置胸前，意思是“子 

亥相交”，即世界将有新旧交替的象征。还有子亥合起来就是“孩”字，就是无生老母欲唤回的“九 

六原子”，都是她的孩子，所以说，抱合同就是归根认母的意思。第二宝就是“点玄关”，由点传师用 

手在受点者两眉当中一指，叫作点开玄关。点开之后 ，将来死时，灵魂即从此关直升理天，未受点 

者，灵魂则由两眼散出，或游气天，或下地狱。第三宝为“五字真言”，只许暗传不许出口，更不许写 

出来，所以没有机会看到这五个字连在一起写在纸上的。五个字就是“无太佛弥勒”⑤，其功用就是 

将来死后上理天时的口令凭证，如果忘记了，是进不了天门的。⑥ 

由上文反观抗战期间日军之所以许可一贯道在沦陷区的存在，主要在于该道就是一个愚昧落 

后的迷信组织，日人觉得不足为虑。如一贯道信徒供称，“日军初至时，只以待死，惟家中皆供神佛 

位，每日三次上香，求神保佑 ，别无善法。敌或至，视迷信愚而无用，乃乃睬置而去之，后以日军也曾 

① 《一贯道信记总柜太谷组组织系统表》，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一l一1，第57页。 

② 《屯留县常村材料》(1948年9月 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85一l—58～2，第2—3页；太岳区第三地委 

社会部：《一贯道在三分区活动情况通报》(1948年6月 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5 ～7 ，第6页；《屯留县 

常村材料》(1948年9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5—1—58—2，第2—3页。太岳区党委社会部 ：《高平查获城 

内一贯道支柜中的一些文件》(1948年9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2__4__45—1O，第l3页。 

③ 太岳区第三地委社会部：《一贯道在三分区活动情况通报》(1948年6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5— 

4—7—_6，第6页。 

，④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2—19，第30页。 

⑤ 一贯道解释为：无是无极，太是太极，佛是佛极，弥勒就是白阳时期掌天盘的师祖名字。 

⑥ 《太谷县会道门材料整理报告》，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1一1．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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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书籍、来往等人，皆以妇女幼稚居多，敌以愚憨无用视之，得以存在。有时迫使登计[记]，(坛 

主)以三教普及 自古不登计[记](搪塞)”。① 即便是上文所说的“五字真言”，各地传道过程中也是 

言人人殊。1942年，沁水县人道者讲述，“一贯道也是烧香，老师在弟子的脸上用指头按一下，念一 

句法‘五台山弥礼”’。② 同期，日占区徐沟县一贯道信徒点玄关时，“关着灯在天灵盖用中指头点 
一

下说‘五台山如来”’。⑧ 由此可见，信徒连点传师所说的五字真经尚未搞清。这也无怪乎 Et人 

不甚在意该组织的发展。在日人看来，此举无非迷信(甚或是愚昧)，此外找不出太多的解释。而 

在 1945年5月，中共也承认，“一贯道完全变为群众性的活动，发展很广，城(关)附近汽(车公)路 

两侧村庄有很多，几乎全村在道，不谈政治及党派问题”，宣传“不修今生修来生，在乱世避免灾 

难”。④ 

当然，山西一贯道的大发展还与部分点传师简化了人道程序有关，因为如此一来可以快速发展 

道徒增加一份功德。如屯留县，信徒缴纳了香烛费之后，填写龙天表，洗脸漱口，排列整齐，点传师 

站在最前边，中间焚香五柱，说些道话，以后诵读龙天表毕，用火焚化报告老母，并以中指在每一个 

人道人头上点一下，IsI传五字真经“无太佛弥勒”一句；并说遇了难事，心里默念，就能逢凶化吉遇 

难成祥；接着，按老母及各位仙佛的秩序分别磕头，最后谢老母大慈大悲，再磕头三百。仪式完毕， 

点传师再讲些道理，说人的身体是个尸首，经点传师点了以后，就成了户字，所以叫作生门死户。设 

若新进道徒识字，还给些书籍。另外，告诫道徒逢初一十五焚香，随便买些供果，献罢了吃上可以治 

病。⑨ 这就宣告人道程式结束。 

尽管收授道徒方式不一，但大多数一贯道坛要求道徒须在相应道首及神佛面前发誓遵守十条 

“洪世大愿”。⑥ 若违背大愿者，将受“天打五雷轰身”，其九玄七祖也将打入阴山永不能出世。然 

后，得道之道徒方可正式介绍他人人道，不过他们在引保他人人道时仍须立愿宣誓，口念引保愿 

文，保证不介绍坏人。此后，如升任“重股”或“正股”职位，每月则须分别外出20、25天开荒，是 

谓“尽力办道”和“舍身办道”。抗战期间，一贯道要求道徒严守秘密，因为“日本人是开道的，国 

民党是传道的，八路军是改道的”，因此对中共格外严守秘密，并改换组织名称，其内部则屡屡强 

调，“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对于初人道者，一般不告以道 内更多秘密，不多发生横的 

关系。⑦ 

此外，人道者尚需缴纳有关费用，用于人道、超拔亡魂、传授秘密经卷、募捐及其他。“道费”即 

人道者缴纳的功德费，各地数量不等，少者三五毛，多者三元六元白洋，也有规定为一升米，也有二 

三升麦子，“祁县郭五成人道时，因无二元五角白洋，给坛主打了两场也就了事”。道费的使用规定 

是“三成留坛，七成交上”。超拔亡魂费用各地不一，如神池超拔一次，少者 20元 白洋，多者百元。 

传授秘密经卷费用，一般缴纳 12元白洋。募捐的方式主要是在道内设“法施”“财施”名目，鼓吹 

“谁出的钱多，谁得的功劳大，能够消灾免难”，“谁上的供多，死后神位大”。而当各地点传师外出 

① 

② 

③ 

④ 

第4页。 

⑤ 

第5页。 

沁县县委社会部：《道名解释》(1942年6月)，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3一l—l6—2，第6页。 

沁水县社会部：《石塘村解散会门组织综合报告》(1949年 1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4一l—28—2。 

徐沟公安局：《会道门活动情况总结》(1942年4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53一l一12—1O，第3页。 

和顺县政府：《和顺国特及道门关系初步调查》(1945年 5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64—1—120．2， 

屯留县公安局：《屯留一贯道的历史情况》(1948年 8月 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5一l 8_3 

⑥ 即诚心保守、实心忏悔，如有虚心假意、欺师灭祖、藐视前人、惹道不显、不量力而为、不遵佛规、泄露天机、阳奉阴违则天 

打五雷轰。 

⑦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_2一l9，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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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时，道徒得出“助荒费”。① 以上费用，其用途除少数留于佛堂外，多充做传道经费，或设立商铺 

及小型织布厂等道产，或购买粮食，接济道内生活困难道徒。如，抗战期间怀仁县道首任诚、刘振纲 

经营城内“文珍照相馆”，五寨县道首陈兰州经营“德生祥”商铺，苏子明经营“明记”杂货铺。又如 

阳高县道首经营有商号：裕记——开设在城内南街、义记——开设于西街、保记——开设城内东街、 

联记——开设于罗文皂村；李永肋面铺开设于城内南街。② 此举对于基层民众加入一贯道赋予了 

一 定的现实考量 ，并提升了信徒人道的积极性。 

四、太谷一贯道的个案分析 

太谷是山西中部盆地的一个人口大县，该地物产富饶，同蒲线穿境而过。抗战期间，山西一贯 

道太原总柜鼓励各柜坊大力拓展道务，宣称“谁发展的人多，谁就是忠实可靠的道徒”。并鼓励凡 

“传下一个人即算一个功德，传够六十个人可免去 自己前世罪恶，发展一百人就可当典(点)传师， 

发展三百人可以预知三百年后的事”。而有些地方则从实用方面激励道徒，如代县宣传“谁先开荒 

那块地区，将由谁掌握，开辟一县是县长，开辟一区为区长”。③ 由此可以看出，山西一贯道之所以 

能够获得迅速发展，与一贯道教职升迁方式的灵活性相关，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一贯道信徒传道的积 

极性。1939年，一贯道点传师梁通海受太原总柜所派来太谷县水秀村开荒，不久发展当地居民郭 

效舜夫妻、程巨贵夫妻和郭庆丰等五人人道④，此乃太谷所见最早的一贯道活动。此后 ，受各地总 

坛差遣外出开荒的点传师陆续来太谷，逐渐形成了五个派系。 

太谷一贯道点传师之宣讲与上文“老母又降下大道要度尽留在人间的原子”说相比更为通俗 

易懂。他们宣称天地间上有西天之乐，下有十八层地狱；人生有“七难”，人道者可以消难升天。而 

对于一般民众则宣称西天有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上帝把他们打落世界投胎受难，现在已快期满，急 

需收回，如果“原来就是童儿，一修就可脱离苦处，其次也能得个西天之安乐，最低限度也能得个人 

间享福、子女平安”。⑤ 此外，还宣传三期末劫、“有钱难买三期贫”，尤其是新民会成员加入之后， 

还宣称说“过了这一段还要出真主，共产党、国民党、阎锡山都是混世魔主”。并且人道能升天见佛 

入地见父母。信徒在人道的时候可传授五字真言，初一十五烧香以及遇到困难时，念此五字。⑥ 可 

见，来太谷开荒者的宣传更为通俗易懂 ，更富有诱惑性。 

抗战期间，太谷县357个自然村中一贯道遍及237个 ，人道道徒30632名⑦，其中有详细住址者 

共 5948人。根据当地道徒人数在 100人以上者统计，则太谷城内1214人，侯城795人，北郭村 631 

人，庞村315人，北洗村 241人，南郭村 210人 ，西庄 167人，大威村 163人，胡家庄 155人，胡村庄 

150人，白村 148人，东关 112人。以下就太谷一贯道的组织系统、道徒之间的关系、道徒职业、年 

龄、性别及人道动机分析几个方面加以探析。 

①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档案，2—2—19，第32—33页。 

② 阳高县公安局：《对一贯道活动材料的报告》(1948年 11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l32—1—13—1，第 

l7页。 

③ 西北局：《晋绥一贯道概况》(1949年4月20日)，山西省 中阳县档案馆藏，县人民政府挡案，2_2一l9，第36页。 

④ 《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一l一1，第96页。梁通海，河北人 ，当 

时在太谷域东寺园街经商。 

⑤ 《太谷县会道门材料整理报告》，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一l，第87页。 

⑥ 《太谷县会道门材料整理报告》，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一l～l，第5、87页。 

⑦ 《取缔一贯道专报》，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一l—3，第 l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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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系统 

抗战期间一贯道先后有“杨志亨系、刘梦荣系、顾光生系、长治系和榆次系”在太谷发展。各派 

系均设道首、前人、点传师、坛主等教职。1943年之后，各派系发展迅速，以杨志亨系发展道徒最 

多。① 以下以杨志亨系为例揭示太谷一贯道的组织发展状况。 

杨志亨之下有领长二个，即杨志亨、田沛润。其下由经济(股长太原人陈友莲)、道务(股长榆 

次人李伟)、人事(股长榆次人侯永桢)三大股协办道务。三大股之下设内、外四股负责具体办道， 

其中内四股分为“贞股、利股、亨股、元股”，外四股分为“清股、廉股、正股、公股”。内外四股均设正 

副股长、坛主，机生。② 杨志亨系主要分布在榆次、祁县、徐沟、交城、平遥、清源、石家庄、曲沃、运 

城、高平、太原等地③，其组织系统人员也多来自外地，详情见表 1。 

表 l 太谷杨志亨系一贯道组织系统人员籍贯统计(1951年 2月22日) 单位 ：人 

籍贯 人数 籍贯 人数 

太谷 86 河北 3 

祁县 31 清源 1 

徐沟 27 交城 1 

文水 26 寿阳 1 

榆次 18 高平 1 

平遥 12 曲沃 1 

太原 4 总计 2l2 

资料来源：根据《杨志亨系各县村坛报告》(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2—6—1O)整理。 

太谷一贯道的人道费较诸晋省其他各地略高。如，“1939--1940年人道费 2元 ，1941年 2．5 

元，1942--1943年 30元，1944年5O元，1945年55元，以上五年的道费按每年的平均市价，折合小 

米 120余斤”。④ 因此，太谷一贯道徒当中，中农成分以上者多，贫雇农少。⑤此外，道徒在人道之 

时，均被告知须介绍他人人道，是谓“劝道”，并称“劝三人保本人一人安好，劝六人保其三人安好， 

劝十人保全家安好，劝三十人归自己掌握”。因此，一般道徒尽力劝道争相升任坛主、点传师，除却 

精神上的慰藉之外，不排除有金钱获利的动机。如点传师张六魁 1944年冬劝常坦银人道，说：“你 

参加一贯道吧，参加了以后咱们开上个小铺，你要多少能往回捞多少。”⑥ 

(二)道徒之间的关系 

抗战期间，太谷县一贯道徒同宗同姓现象明显。此种情形的出现，与一贯道采取亲度亲、友传 

友的劝道方式有关，道众为早日得道而竭力在亲友、邻里间宣讲。如表 2中，北郭村道徒共计 631 

① 《太谷县一贯道五个派系材料整理》，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1—3，第32—_33页。“顾光生”，即 

上文“古广生”。一般道徒只知道其姓名读音，因而出现同音代称。 

② 《一贯道信记总柜太谷组组织系统表》，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1，第57页。“机生”，即扶乩 

手，共有三名男童，也称“三才”。 

③ 《太谷县一贯道五个派系材料整理》，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3，第32页。 

④ 《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一l一1，第 100页。 

⑤ 以水秀村为例，地主、富农、中农共入道 189户，雇农 13户。《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 

公安局档案，l7—1一l，第99页。 

⑥ 《取缔一贯道专报》，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_3，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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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姓者有 133人，占21．08％；庞村道徒共计 315人，庞姓者 73人，占23．17％。道徒之间多是 

亲兄弟(姐妹)或同宗兄弟(姐妹)。① 

表2 太谷一贯道道徒籍贯汇总表(1944年) 单位 ：人 

籍贯 人数 籍贯 人数 籍贯 人数 

城内 1214 南副井村 7 太平庄 25 

东门外 68 南沙河村 13 白村 148 

东关 112 东成阳村 11 南郭村 210 

西关 10 咸阳村 9 张家庄 37 

北关 2 杨家庄 17 冯家堡 33 

西庄 167 申奉村 21 团场村 43 

贾堡 51 惠安村 94 大威村 163 

程家庄 24 西孟家庄 10 郭家堡 23 

南贺家堡 7 桃园堡 l9 阳邑村 95 

胡村 9 王悔庄 7 里美庄村 37 

朝阳村 50 北洗村 241 四卦村 5 

敦坊村 37 北副井村 24 四光村 3 

孟高村 34 西副井村 5 河西村 29 

胡村庄 150 白城 40 辛庄 l 

韩村 84 南洗村 30 新村 97 

武村 l2 北张村 15 石象村 63 

庞村 315 南张村 42 郭里村 13 

张村 1 井神村 24 东郭里村 32 

侯城村 795 东井神村 6 杨庄 26 

贯家堡 5 水秀村 51 北堡 62 

里修村 47 北郭村 631 石包守堡 59 

胡家庄 l55 东怀远村 12 

胡庄 53 武家堡村 l3 总计 5948 

资料来源：根据《一贯道花名单》(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2__6一l3)和《道徒花名册》(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 

旧政权档案，2—6—27)整理。 

此外，道首还通过帮人解难来发展信徒 ，如郭效舜在水秀村用“十见十慧”方式劝人人道：如 Et 

伪政权为催粮而把很多民众扣押在乡公所，郭就给群众借粮借钱，由此获得人心发展道徒。道首武 

培叶(医生)利用看病传道，称入了道就能救下。② 此类劝道方法也先以家族和亲戚朋友为主。因 

此，一贯道徒“同村同姓”现象突出。 

(三)道徒职业、年龄、性别及入道动机分析 

据相关资料考察 ，太谷一贯道众涉及八个行业，详情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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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贯道徒花名表》，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2__6一l3，第2叫 页。 

② 《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一l一1，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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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太谷县城部分一贯道徒职业分类表(1939--1945) 单位：人 

职业 人数 备注 职业 人数 备注 

针 113 工人 7 

农 22 女性2名 剧团 1 

商 14 邮政 1 

学生 8 女性 3名 市民 1 

附注：(1)本表根据《太谷县西南维、南关街、东南维、东南街一贯道徒退道登记表》(1950年 12月22日一1951年2月，山西省 

太谷县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2—6—25)栽有的在抗战期间入道且有职业登记者而得。(2)“针”，系指以女红为职业者。 

与其他地方类似，太谷一贯道道首职业多涉经商，一则可以通过商铺掩护传道活动，二则能通 

过商业交往接触和发展更多的信徒人道。如杨志亨本人就是太谷城内“德记货庄”掌柜，程巨贵采 

用做小买卖方式走村串户，先找亲戚朋友劝道。① 而一般道众职业最多的是做针线活，且多为女 

性。根据有关道徒的登记簿册统计显示(见表 4)，道徒年龄参差不齐，自3岁至72岁均有，然以 

30—39岁居多。并且，女道徒在 30—39年龄段之总数是同类男性道徒总数的3倍以上。 

表4 太谷县城部分一贯道徒年龄段统计表(1939--1945) 单位 ：人 

年龄段 人数 备注 

l0岁以下 5 女性4人 ，男性 1人；最幼者 3岁 

1O一19 27 女性 16人，男性 11人 

2O—_29 35 女性 27人，男性 8人 

30—一39 41 女性 31人，男性 1O人 

40—149 37 女性 20人，男性 17人 

50—-59 35 女性 15人，男性 20人 

6O—_69 18 女性 12人，男性 6人 

70—_79 7 女性 2人，男性 5人 

总计 205 女性 127人 ，男性78人；最长者 72岁 

附注：本表根据《太谷县西南维、南关街、东南维、东南街一贯道徒退道登记表》(1950年 12月22日一l951年2月，山西省太 

谷县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2—6—25)栽有的在抗战期间入道且有年龄登记者而得。 

传统民众多向往平稳过活，然则 日军入侵所带来的劫掠打破了这种现状。一贯道把此种社会 

现状解释为“上天降下九九八十一劫十分人要收六七分”，在此难关，众生“赶快进道就可躲过其劫 

难”。② 因而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加入一贯道不失为一种排解灾难的途径。尤其是传统时代的女 

性，其交往圈小社会活动亦少，但太谷一贯道女性道徒的比例却高于男性，这似乎与一贯道的劝道 

方式有关。道徒引人人道之对象主要为亲族朋友和街坊邻居妇女，也有落后迷信浓厚的、有困难或 

有病不能解决者，借人道以消灾免难。③ 同时，此种现象还与女性 自身的心理特性与处境相关。以 

① 郭齐文主编：《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600页；《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 

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一l一1，第 101页。 

② 《太谷县二区水秀村的基本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17—1—1，第 101页。 

③ 《太谷县会道门材料整理报告》，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一l，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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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村道徒的人道动机为例分析(见表5)。在人道的七个动机中，除“死了能上天”和“解决家中生活 

的困难”外，其他动机当中，女性人数远远高于男性，尤其是“家中没有子女的参加道为了生儿女”，而 

怀“身体有病想参加了道治好病”动机的女．I生人数是男性的四倍。传统中国社会，女性的追求莫过于 

儿女双全，家庭和乐，身体健康，而抗战期间的生活难如人意，女性显然易于接受这种心理暗示而 

入道。 

表5 水秀村一贯道徒入道动机分类统计表(1939--1945) 单位：人 

人道动机 总人数 男 女 

死了能上天 67 32 35 

身体有病想参加了道治好病 50 10 40 

死了能见亲人 39 16 23 

家中无子女人道为了生儿女 38 O 38 

怕有灾难 36 8 28 

向善积德 30 11 l9 

解决家中生活的困难 21 12 9 

总计 281 89 l92 

资料来源：《太谷县二区水秀村会道门情况》，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太谷县公安局档案，l7—1一l。 

值得关注的是，一贯道宣扬“谁家儿女谁不拔 ，儿女遭殃母焉宁”，因此，一般爱子心切的家庭 

妇女愿信其有，不仅 自己人道，亦将子女人道。① 从太谷一贯道徒的统计资料显示，该地不仅成年 

女性道徒(即“坤道”)所 占比例高，儿童道徒(即“童道”)比例甚至超过了成年男性道徒(即“乾 

道”)。见表6。 

表 6 抗战期间太谷一贯道道徒类别表(不完全统计) 

人数(人) 所占比例(％) 

乾道 520 29．51 

坤道 673 38．2O 

童道 550 31．21 

亡灵 19 1．O8 

总计 1762 100 

资料来源：根据《道徒花名册》(山西省太谷县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2—6—27)整理。 

附注：(1)“亡灵”，即以超拔的方式入道的去世者。(2)该部档案统计至“戊子年”(即1948年)，上表以抗战期间入道者为分 

类统计对象。 

纵观太谷一贯道，道徒成分不可谓不繁杂。然不可否认的是，道徒以家庭妇女和稚龄儿童居多 

(二者所占比例高达69．41％)，真正是家庭、社会顶梁柱的青壮年男性所占比例较小。如从人道动 

机及普通道徒的社会活动能量这一层面来看，尽管抗战期问山西一贯道人数号称百万，他们的社会 

① 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98页；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 12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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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力似乎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大。① 并且，表 6当中尚有亡灵人道，则更说明一般信徒加人一贯 

道，其动机以祈福消灾之本初思想为主。② 这实则反映出传统中国秘密宗教之所以流行，实际上契 

合了基层民众自我救赎的动机。 

结 论 

抗战期间，山西全省均有秘密宗教在各地活动，只是进入 2O世纪40年代才呈现秘密宗教相对 

汇聚在沦陷区发展的趋势。在此之前，中共抗 日根据地宣称“政府保障人民信仰 自由，不干涉真正 

行好修善的人”，各宗教则“利用我们(根据地政府)的合法(指根据地政府规定宗教信仰合法)争 

取他的合法存在”。③ 因此，中共抗日根据地内部也有包括一贯道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的存在。然 

多数秘密宗教组织利用封建迷信，愚惑民众，对中共发动全面抗战不利。④ 1940年，毛泽东《新民 

主主义论》发表，为根据地各项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抗 Et政府的文化建设以“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三者为要旨，秘密宗教受到整治，其发展势头受挫。⑤ 尽管此举一度引发冲突⑥，但据 

1941年 8—12月太岳区公安分局所处理的会门案件记载，也只有沁县破获长毛道案件及案犯三名 

登记在案。⑦1942年起，中共定性一贯道等会道门是日寇的特务组织，须彻底瓦解会道门，使日寇 

不能再利用。此后，经过大力打击教育争取后，“大部分已经正式退出了，只有个别少数的愚顽不 

化的会转移进行活动，不过一般的活动仅是用功、念经，或进行秘密的宣传，大的方面现在没有什么 

了”。⑧ 

由此可见，抗战期间一贯道在山西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沦陷区也就有着合理的解释。一贯道上 

层与日军之间的交易，换来一般信徒传道的“合法”，而一般信徒则把这种苟安当作乱世修道所得的 

正果，由是信赖着道首发布的不过问政治的敕令，在本应抗日御侮的大时代有意无意中助纣为虐。并 

且，抗战期间一贯道与日伪确有勾结现象，如山西崞县一贯道礼字总柜负责人张崇山拉拢伪政府官员 

人道，从而为发展道务提供了很多便利。⑨ 也有一贯道大道首在 日军进攻晋西北之际，穿凿出许多麻 

痹民众民族大义的宣传，宣扬中日同种，日本人就是当年徐福海外为秦始皇寻求仙丹所带童男童女的 

后代，日本侵略中国是给中国道徒送仙丹来了，宣称等到 日本打到长安老家，就可以和平了。④ 有些 
一 贯道首还宣扬中日亲善，动员民众不能参加抗 日活动。如 1942年，五台县一贯道组织就发展了 

① 李修仁：《山西取缔一贯道的报告》，《山西文史资料12000年第4期。 

② 显然，这是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是不一致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只能是受无产阶 

级的文化思想及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第98—99期，第37页。 

③ 张德合：《对会门宣传大纲》(1942年7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4—14一l—8，第3页。 

④ 当中以长毛道危害大，如沁县长毛道每五日给 日寇送情报，动员群众到敌占区，瓦解我区分队队员去给敌人 当便衣。张 

德合：《对会门宣传大纲》(1942年7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4一l4—1—8，第2页；太岳区党委社会部：《长毛 

道——会门问题参考材料》(1948年9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2 —44_5，第15页。(长毛道与日军有勾 

结，与孙殿英军队也有勾结) 

⑤ 黎城公安局：《全区封建道门总结》(1941年 12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9一l一136一l，第3页。 

⑥ 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12011年第4期。 

⑦ 太岳区公安分局：《八月到十二月四个月工作总结》(1942年 1月 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1__4— 

6，第7—_8页。 

⑧ 太岳区公安处：《公安工作的全部总结》(1943年 l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1_8一l，第9页。 

⑨ 《一贯道京绥线礼字执行组长张佐礼 自述》，《原平文史资料》(总)第8辑，原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编 

印，第24页。 

⑩ 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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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3名道众，与抗日武装争夺人力资源。尤其是在 1945年中国抗 日战争已经进入反攻阶段，中共 

动员沦陷区民众逃往山区以抵抗 13伪政府抓差抓丁，一贯道则晓谕道徒集中到沦陷区佛堂拜佛，并 

“禁谈国家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道宣扬三期末劫说，把Et常中的生老病死归因于命中注定，迎合了民众传 

统的迷信遁世观念，但宣传一心向道不问政治一说，消解了抗战年代中华民族的反抗意识，利于沦 

陷区13军的统治，实则充当了日本侵华的帮凶，扮演了一个于民族大义品节有亏的角色，而这种品 

节有亏，恰恰说明一贯道的迷信与落后。中共抗 日根据地之所以较少此类组织，不仅仅在于抗 日政 

权对于这个群体的打击，还在于利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破除了他们赖以存 

在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并且，中共在其执政尝试当中还改造了落后组织存活的乡村结构和社会基 

础。尤其是通过互组合作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渡过难关的经济基础。 

要言之，传统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是秘密宗教赖以存在的根基。抗战时期 ，由于日寇人侵，山 

西地区国家权力的式微和多种难以整合的社会势力的存在，兼以一贯道宣传不关注政治，日伪对其 

干预不多，这些就为一贯道的勃兴提供了机遇。动荡年代的基层民众出于对自身及其家庭命运未 

知的焦虑，易于接受一贯道编织的彼岸世界而托身其中，借此消灾免难，折射出传统观念下民众 自 

我救赎的遁世思想。因此，在日占区、游击区内，一贯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抗 日边区政府在新民 

主主义理论的武装下，确立起县区村新政权体系，并动员各级各类的群众组织，通过党员干部的理 

性宣传和持续的社会改造，实现了战时中共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整合，其社会控制力不断加强，且互 

助合作的兴起和边区政府的适时救恤，为小农个体的存活提供了现实的保障，因此中共抗 日根据地 

内一贯道等秘密宗教信徒相对较少。有鉴于此，利用先进理论引领基层民众跟上时代，加强基层的 

社会整合，并适时确立起民众生存的保障体系，才能最终消除秘密宗教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可能，这 

个历史经验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李常宝，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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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台县史志办编：《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576页。 

(责任编辑：马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