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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founder of Taoism, LaoZi, 

who ha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aoZi is revered as a sage as 

Confucius. The study of LaoZi’s book Tao Te Ch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learning for 

philosophers, politicians, strategists, and literati scholars in any period. In LaoZi’s remarks, "Tao" 

has neither name nor time, and the Dao is much more earlier springing up than other all life. "Tao" 

is something unfathomable that we cannot figure it out. LaoZi uttered sentences: "The Tao was 

unshaped and had no sound, with the sake of getting further understanding with respect to it, and 

afterwards gave it a name temporarily, which excerpted from the book of LaoZi.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the Tao has no exact shape. This article creatively foster a word "the Tao is hidden",   

and the Tao is not a specific form. However, we cannot say that it does not exist in that it can see all 

of us. This article will continuously pluck up everyone to explore "Taoism"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will be a new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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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关于道家先师，即道教所信仰的“圣人”老子的研究从古到今没有间断过，由

于老子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和研究与老子同时代的儒家“圣人”孔子一

样，研究老子及其所著的《老子》或曰《道德经》一书已经成为每一个时期的哲学家、政治

家、军事家、以及文人墨客重要的文化修习。老子所说“道”为无始之始，为无名之名。“道”

从没有开始之时就已经出现了“道”本来就存在，却令我们所有人难以琢磨。老子曰：“道

隐无名”，出自（《老子》四十一章），可见，“道隐”之词由来已久，文章借以“道隐无

名”创造性的提出“隐道”之说，道不是具体的事物，所以不能用“无”彻底的来判断它存

在的同时不存在，“道”只是隐去了具体的形态，只是藏起了自身形态。希望重塑老子“道”

生万物，无名为道的思想内涵和道的本源。探求“道”无名和无名之道，将成为新的起点。 

1.引言 

目前，对于老子和其著作《老子》的研究主要是在道为万物本原、道法自然、以及老子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19)

Copyright ©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69

84



的辩证思想等三个主要领域。但是，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学者都将《道德经》进行不断地和

千篇一律的解读，这就导致了我们许多人在阅读《道德经》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理解

和参研，全部按照不同的学者所翻译后的版本来阅读，这样子虽然方便了作者对于理解原文，

但是，由于每个学者的悟性和理解力不同，也就造成了一些翻译著作对原文个别字词的原意

曲解，这对读者伤害是很大的。文章对《道德经》的解读不同于以往的大篇幅翻译和局部讲

解，而是对其个别重要字词的深入解析。文章关于老子的“隐道”一词在以往的研究中从来没

有正式的被提出过，仅有涉及这方面的一些观点被提出，文章以老子的“道”作为本源，以重

新审视“有和无”作为道的形态，尤其是辩证的看待“无”和“有”，“道”不是具体所指的事物，而

是一种超越一切的存在，有些学者在著述时，直接认为“道”是无，是不存在的，这种解释本

身存在片面性。文章进一步阐释这一万物本原其实是隐藏起来的，它穿插于万物之中，却不

显现自身，这是道的本质。 

 

2.老子与“道”之渊源 

 

2.1 道之为物 

老子约出生于公元前五七一年（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姓李氏，名

耳，字聃，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是周朝守藏室的官员。公元前五三五年，老子被权贵

排挤，被甘简公罢免守藏室之职，于是，出游鲁国。老子看到当时天下诸侯四起，战祸连连，

又曾两度被贬，于是老子决定出游天下。由于老子在做周朝的守藏室官员时，经常可以接触

到大量的皇家书籍，从大量的书籍中，老子对人生和天地有了更深的思考。所以，在周朝的

藏书室学习是老子“道”的理论基础。 

“道”被老子提出来，但是，老子认为，“道”在无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道”本身而言，

它不慕名利，不图富贵，无处不在，又不知姓名。到底什么是“道”？老子认为，它比天还大，

在天之上。就道与物的关系而言，道是天地万物之本源、本根。[1] 

道家所说的“道”和道教所说的“道”是不一样的内涵，但是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道家所

讲的“道”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自然法则，是辨证统一的。而道教的“道”是创教者将道家的

思想搬过来作为道教成立的理论依据。道教是宗教，其教义虽有顺其自然，无欲无求，但是，

它的目的在于使修道者在德行和神力上得到扩展，从而羽化成仙。所以，两者不能被混淆。

老子认为，五行相依相辅，但它们的根源在于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

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

去。以阅众甫。[2]道是无状之物，是无形之体，无法描述，但是却真实的存在于万物之间，

支配万物的运作。没有人可以讲得清“道”是什么东西，可以说它是万物的根本。 

 

2.2 道的“有和无”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

同处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道”是无法看见的，是不

知其名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一章）。“道”是无法被具

体解释的，但是“道”一直存在，而且生育万物，是万物的母亲，老子认为，道生成万物的过

程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

十二章）由此可见，道并非“无”，老子的“无”，只是说道不具备任何具体的形态，不能被人

们所感知，并不是不存在的，而许多学者在注释和翻译《道德经》时，总是翻译成道不存在，

这就给读者错误的引导，让他们觉得“道”是不存在的，是虚无的，例如：母亲和父亲是爱我

们的，但是“爱”是什么？爱不是具体的事物，但是，它是存在的，“道”只是暂时隐匿了自己

的行踪，而我们是没有能力可以发现的，只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才能得见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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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的内涵 

 

3.1 道之本性 

老子在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老子》二十五章）道虽然成

就了天地万物，但道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倒是偶然间演化了天地万物，道不受任何力量的驱

使，也不受神的支配，就算是神灵也不能干扰道，但神灵是已经悟道的，他是顺道而为，此

处所说的神是自然神，是生命形式的高级存在，并非哪一个个别神话人物中的成仙者。“道法

自然”不是讲道之外还有自然，吴澄诠释为：“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

外别有自然也。自然者无有无名也。”（《道德真经注》二十一章）老子本人在与人论道时多

次讲到道是自然无为的。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

二章）道成就了万物，但却不自傲，不居功劳，这就是自然无为的道。庄子说：“道者，德之

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4]（《庚桑楚》）人作为万物之一与道的本性是

一样的，都是自然无为的本性，道性是万物的根本心性。 

 

3.2“隐道”之根源 

何谓“隐道”，其出自老子的名言“道隐无门”，道先天地而生，而后孕育万物，道始终处

于一种隐匿的状态，非我们人类肉眼所能看见，其总是处于无形无声无相无味之中，只能假

名为道，以此来增加人们对它的了解。文章所提出的“隐道”即来自于道隐无门之中，至于其

根本来自于道的“无”之状态，来自于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性。来自于一些道教修炼者的不争不

求得悟道之心，这些修道者常常把悟道作为成就道果和飞升成仙的标准，认为修成仙道有四

个阶段，第一阶段；见而不视，练精化气。第二阶段；听而不闻，练气化神。第三阶段；搏

之不得，练神还虚。第四阶段；迎之不得，练虚合道。最终，达到道的境界，从而成为人天

合一的高深修为。由此可见，道教认为人只有修炼到人天合一的练虚合道境界才能真正的接

触道，才能隐道。所以说，隐道讲的是道暂时隐藏起来，一般人是无法见到的，并非一些人

所讲的道是没有的，完全不存在，没有结合有去讲道的变化，这样对《道德经》翻译和注释

只会误导一些青年人和学生错误的理解或者偏执的理解道的存在。 

 

4.“道”与“隐道”的辩证关系 

 

4.1 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道是天地的本源，道充斥在宇宙之中，道无处不在。道是万物的总纲，如果我们把道看

作是一个整体，那么，有和无就是道的两个状态，即有道和无道，“隐道”可以说是无道，又

可以说是有道，说它是有道，因为它是真实的存在于宇宙之间，蕴含在万物之上，万物以道

为尊，道演化万物，是万物生长不息。“隐道”和道的另一种形态无有相似之处，但有区别于

无，“隐道”是指道是无形无相的，是我们凡人所不能见到的，只有圣人才能接触到。因为我

们无法看见到之本体，所以，假名与它来解释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是隐匿起来的，

虽然形态上接近于无，但却不是无本身，无代表的是无本身，即一切虚空，根本上不存在的

事物。所以，“隐道”可以说是介于道的有和无之间，或可说是道的另一种存在，而全文所说

的“隐道”并不是道自主意识的藏匿，而是道本身的无意而为之。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

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七章）这里就说到了道的不争和自然本性，

因而，道包含于“隐道”，“隐道”是道的一种不争的内在体现，两者互相为伴，我们在重视道

的时候，也不能忽视“隐道”。 

 

4.2 偶然和必然的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5]一切的社会意识的形成都与

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相关，如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恩格斯说，“每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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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杂志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6] 

老子的道的思想，具体来说是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其来源于周朝末年社会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变化，周天子无能为力之心和诸侯的逐鹿天下之心形成了鲜明对比，上层社会王后贵

胄的安于享乐之心和下层人民的疲于生活的困苦之心的对比。老子正是看到这种社会现象，

由此，悟出了天人合一的生命之道，政治之道和宇宙之道。因此，老子的道是偶然的，是随

意的出现的，而“隐道”是必然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者；“隐道”与老子归隐山川的

自在之心相关。二者；“隐道”与当时周天下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生活困苦有关。三者；道本身

就是无，而无本身又是有，有和无之间便是“隐道”。   

 

5. 总结 

几百年来，不同时期的部分学术大师和一般的学者在对老子的《道德经》进行翻译和注

释时，总是把解读的重点集中在对道的含义和道的本性以及道的辩证关系上，每个时期都是

在做大量的翻译和解读工作上，从而忽视了对其新的思想的发掘。现在，随着世界经济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和解读。因此，文章通过重新

阐释中国道家经典，以求唤醒世界上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文化不仅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需要全世界哲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和推广。我们应该把《道德

经》中积极的部分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去掉消极的方面，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

为今用。文章创造新的并且去研究其中的一些不被重视的词义和内涵，不能只是做知识的挪

移和整理。所以，如何让《道德经》真正的产生时代光芒，以历史为基点，以现在为主要的

研究阶段，将《道德经》这一经典中的思想运用到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从提升国

民的德行到国家的神韵，让中国这一古典的哲学渗入到国家的整体发展之中才是古今结合的

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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