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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cred land experience is exclusive to the sacred space,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spiritual beliefs 

of ethnic groups as the carrier, become a place of pilgrimage for people.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s such as 

floods, soil erosion and water pollution, we should respect rivers to advoca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water. 

Through sacrificial activities, site selection, spatial pattern and symbolic system,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future focus on th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space culture, revealing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sacred sites and 

the plann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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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圣域体验专属于神圣的空间领域，以其独特的地理方位、族群的精神信仰为载体，成为人们的朝圣之地。鉴于

当代洪涝、水土流失以及水质污染等问题越发严重的情况下，敬畏江河、来崇尚人与水和谐共生。本文通过祭祀活动、

圣域选址、空间格局及象征体系来阐释未来的重点在历史空间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上，揭示出圣域遗址的营造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规划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水神信仰，圣域营造，祭祀，空间格局，水环境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圣域营造，是要研究圣域中所投射出来的思想信仰，

圣域不单单是自然景观所感受到的场所，更是一个神圣教

化的空间，赋予精神寄托的圣地。“自从亨•列斐伏尔提出

空间生产理论后，‘空间就是社会’的论断成为一种共识，

空间生产理论也因此统一了‘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以及社

会领域’”[1]，并开启了文化的空间转向和社会的空间研究

热点。[2]域营造也是一种空间的营造，“在建筑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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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意味着场所、路径和领域，也就是，人类环境的具

象结构。”[3]圣域营造是对神圣空间的营造研究；是对道

教思想与当代社会关系的研究。 

当今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道的精神再次被人们所重

视，“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其从先秦至当代的发展

过程中与其他宗教思想相互融合，是一种与中国世俗社会

紧密结合的宗教。”[4]神庙的营造是道之精神的体现，道

教的重要特点即“崇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等，透射出道教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的

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而使人类社会真正可持续发展。”[5]水神庙圣域的保护

与水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本篇文章研究的重点，将道的

象征性及外化的空间结构形态，通过今天的叠痕营造并展

现出来。本文以桃源水神杨泗将军信仰为参照对象，试图

展现其圣域营造独特的空间概念、营造的象征系统及其建

筑存在的意义，揭示出水神庙历史圣域是多种影响因素形

成的。“融合中国人心中的天人合一境界，正如老子所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 

2．．．．水神信仰兴起的文化环境水神信仰兴起的文化环境水神信仰兴起的文化环境水神信仰兴起的文化环境 

“水神信仰是渔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朴实生态

的渔民文化。”[7]在古代社会，人们临水而居，靠水又畏

水，在面对无法解释和应对的自然灾害面前，水神信仰应

运而生，“水神的职能以平息水患、守护航道为主，以祈

求风调雨顺为辅。”[8] 

2.1．．．．水神信仰与道教环境思想水神信仰与道教环境思想水神信仰与道教环境思想水神信仰与道教环境思想 

“在人类的生活中，水是最大的因素，人们认为天气

的转换是由于超自然的神的意志，水的多寡也是由于神的

慈悲或是恶意，农耕民族常把与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水

或雨加以人格化而成为水神或雨神，人类为了取悦神而有

祈祷与供牺的小神祭祀礼仪。”[9]“为道教提供了丰富养料

的原始自然宗教，首推水崇拜。水崇拜以水的神秘力量、

各类水神为崇拜对象，以水生万物、水神司雨水观念为基

本内涵，以祈求降雨止雨和生殖繁衍仪式为主要表现形式，

是在农业中国延续时间最长、覆盖地域最广的原始自然宗

教之一。”[10]对水的崇拜是道教环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初堪舆学家周景一所著《山洋指迷》云：“气者，水之

母也；水者，气之子也。有气斯有水，有水斯有气。气无

形而难见，水有迹而可求。水来则气来，水合则气止，水

抱则气全，水汇则气蓄。”[11]意思为得水为上，可以以水

的形态、性情来判断事情的吉凶、人物的美丑等，即中国

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地理学。“道教重生，其以‘道法自然’

为原则，以自然为师，与自然相亲，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

善于利用环境中的一切有利因素、选择健全的自然生态系

统，来实现天人合一、长生久视的目标。”[12] 

关于水神信仰种类繁多、神邸众多、身居数职等特点。

谭徐明的《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学价值》中谈到“根

据社会学功能水神崇拜可以分为自然之神与治水之神两

大类”，自然之神例如雷公、龙蛇、鱼与月亮等；而治水

之神大禹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殊不知女娲也是理水之神，

女娲以黄土造人的神话和在汉代作为水神、雨神的信仰：

雨不霁，祭女娲。然而还有些水神不在此两类范围之列，

例如湘妃、屈原、伍子胥、李二郎（李冰之子）、杨二郎

（杨戬）、许真君（许逊）等。这些本人就把它分为道教

之神和民间信仰之神，接下来要谈到的杨泗将军就是属于

真实历史人物神圣化成为水神，是桃源县的民间信仰之神。 

2.2．．．．杨泗将军水神形象的衍变过程杨泗将军水神形象的衍变过程杨泗将军水神形象的衍变过程杨泗将军水神形象的衍变过程 

沅水航道从贵州到洞庭湖上千公里，山高水险，船工

排工在心理上需要水神保护。一般来说，“水神的‘显圣’

多发于堵塞黄运决口或治理水患之时，河工告竣或水患平

息之后，官员便会奏报水神‘显圣’事件，祈求皇帝赦命祭

神或官员与地方民众祀神。”[13]暴雨、洪涝历来是桃源县

突出的气候灾害，部分乡镇，沅水穿境而过，尤其在枯水

季节，沅江水面只低于其所属区域的地面十几米甚至几米

而已。这是水神信仰的兴起最基本的原因。 

对于水神杨泗将军的信仰在长江上中下游流传甚广，

遍布南方，大概有十多个不同的版本。例如，“金井河流

到湖南长沙东乡镇殷家坳，河上有一座小小的石桥，名叫

神童桥，这地方是著者的故乡，便也是一位大神的生地，

据长沙县志，这大神是宋代降生，据乡间父老传言，这大

神的诞辰是戊申年的六月六日，这便是二十六代天师奏封

英烈正直威猛将军的杨将军；在故乡的人们口里，或称为

杨四将军，或称为四圣王爷，或称为平浪王爷。”[14]黄芝

岗先生以自己故乡的杨泗将军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开篇

就讲述杨泗将军大战無義龙的神话故事。又如谷城庙滩：

“在江边修盖了船家供奉的“杨泗爷”庙，因庙建在江边的

沙滩上而得名庙滩”。[15]而根据笔者去年2018年冬亲自走

访沅水下游——常德市以及下属的几个县城。了解到这里

的桃源县所供奉的杨泗将军信仰则是与南宋农民起义领

袖杨幺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查找书籍资料来到汉寿县寻找

杨泗将军的踪迹，据“杨幺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刘子英老先

生考证，杨幺于公元1108年出生于龙阳县阳湖口，杨幺本

名为杨太，因在兄弟中排居最小，位居第四，被乡里称呼

为杨幺。在南宋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常德县钟相杨幺

举兵起义，高举“等贵贱、均贫富”义旗，以龙阳县为根据

地遥相呼应，进行夺取土地的伟大斗争，建立“陆耕水战”

的革命耕战体制和农民革命政权。帐下拥有近万名将士，

因其善于水战，故被民众称为“杨泗将军”、“杨泗菩萨”等

称号。公元1135年杨幺在与宋军交战潜水突围时被岳飞部

将牛皋俘获，他宁死不屈，岳飞“枭其首级，函送都督行

府告捷，奏闻朝廷”，便留下杨幺“赴水死”的传说。 

杨幺战死后就归葬于洞庭湖畔的新兴乡祝家岗村凤

井杨家坟园，为防止官府挖掘百姓当时建造了几十座假墓，

现仍有几座杨幺墓，但只有一座是真墓，至今岳阳、安乡、

华容、常德县社木铺和湖北传说的杨幺墓都只能是纪念性

假墓。基于民众对含冤而死的爱国英雄的追思怀念与补偿

心理，在桃源县桃花源建庙立祠祭拜杨泗将军，同时也表

达了一种民族情绪的投影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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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 杨幺墓。 

打神庙 

（渔歌） 汉寿县 

城隍庙，土地庙，哄我年年把香烧。 

赐茶茶不灵，赐符符无效。 

肚皮巴背脊，冬披布筋条。 

入了法，把反造，八合老米肚鼓包。 

城隍丢茅厕，土地当柴烧。 

庙柱系战马，神座放甲袍。[16] 

等等这些当地的民间歌谣控诉了自古以来人们所迷

信、所崇拜的神并不能实现他们安居乐业的愿望，而美好

的生活要靠斗争争取而来。 

3．．．．水神信仰活动与圣域营造的象征意义水神信仰活动与圣域营造的象征意义水神信仰活动与圣域营造的象征意义水神信仰活动与圣域营造的象征意义 

在封建社会，每当出现水灾旱灾人们不自觉地就会

想到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祭拜水神，以祈求神仙灵

力的庇佑。恩格斯说过：“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

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民族或部落生活

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

教里。”[17]水神庙祠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性，而关乎于

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取向、宇宙观念、艺术旨趣等精

神现象与它却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并以自身特有的空

间、形式、结构化的方式来表达着、展示着其存在的意

义。 

3.1．．．．祭祀水神的活动祭祀水神的活动祭祀水神的活动祭祀水神的活动 

“在传统中国，民间水神祭祀本来就作为一种生活习

俗、一种宗教文化，甚至是一种制度，渗透于地方社会之

中……”[18]在沅水下游的常德市对杨泗将军水神的信仰

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已形成固定的祭祀仪式、

香社组织以及庙会。据《常德地区志》记载：“六月六日

为杨泗菩萨诞辰。船业、排筏业等举行祭招。首先请道士

念经，然后将杨泗神像抬出巡街驱瘟，敬香礼拜、祈求保

佑。回殿后举行盛大仪式，凡入会者都要跪拜行礼。仪式

毕，举行宴饮。早上，将杨泗神像从河边庙中抬出，沿街

各户放鞭炮、焚香、烧纸、祭以三牲，有的献钱钞以酬神。

前一天晚上，巫师向杨泗将军问卦，占卜当年雨水，年成，

瘟疫等情况。当杨泗将军神像回殿后，巫师即在神前公布

占卜的结果。此时，远近群众聚集，倾听巫师讲述。今此

俗已废。” 

常德市武陵区志中记载“清代和民国时期，县境工商

各业还有敬祀各自祖师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此俗亦

止。”见下图。[19]“从各方志的记载来看，修建祠庙者来

自社会各个阶层：磊石山洞庭庙由朝廷敕建，郴州柳候

祠由当地官绅、百姓捐资合建；耒阳县的杨泗庙则是由

船行倡建。”[20]也可以看出杨泗神信仰在民众中的影响

力。 

表表表表1 清代和民国时期各行业敬祀先师表（部分）。 

行业行业行业行业 祖师祖师祖师祖师 祭祀日期祭祀日期祭祀日期祭祀日期 聚集祀庙聚集祀庙聚集祀庙聚集祀庙 行业行业行业行业 祖师祖师祖师祖师 祭祀日期祭祀日期祭祀日期祭祀日期 聚集祀庙聚集祀庙聚集祀庙聚集祀庙 

医药 孙思邈  药王宫 织布 黄道婆   

生药 神农  后稷宫 丝线养蚕 嫘祖   

酿酒 杜康   腊味 宗泽   

纸张 蔡伦  蔡候祀 说书 柳敬亭   

线业 梅葛  葛仙公 占卜 鬼谷子   

印刷 毕升   看相 柳庄   

铸铁业 太上老君  老君堂 草鞋 刘备   

靴鞋 孙膑 七月十五 孙祖庙 牌筏 杨泗将军 六月初四 杨泗庙 

成衣 轩辕  轩辕宫 篾缆 杨泗将军  杨泗庙 

船业 杨泗将军 六月初四 杨泗庙 茶叶 陆羽   

 

当然各地祭祀的时间有所差别，在长沙县六月初六这

天，传说是杨泗将军的生辰，当天在长沙县各埠杨泗庙都

举办盛大祭祀活动与三天的庙会。每条船上均摆上供果盘

子，插上供香，把盘着的一条小青蛇供在最上面的神案上，

传说小青蛇是杨泗将军的化身，每年如此。牌筏、船工、

纸帮等但凡只要是以水为生活来源的行业都会相约集资，

请来戏班在神庙里唱戏设宴感谢杨泗将军的庇佑，如是等

等，有些习俗今天又重新开始风行起来。湖南杨泗将军的

信仰也传到了湖北、四川、陕西等临水的地区，这样的信

仰能够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抚慰并激发生存的力量，由此

表达了这些以水为生的民众对山川河流、对大自然的热爱

与敬畏之情。 

3.2．．．．杨泗将军水神庙祠的营造杨泗将军水神庙祠的营造杨泗将军水神庙祠的营造杨泗将军水神庙祠的营造 

“与防洪工程相匹配的，是祠庙系统的建设。”[21]桃

源古有“扼滇黔咽喉”之说，《嘉庆•常德府志》“常德在古

中国，皆西通巴蜀，缘栈道八峡，其水甚辟（疏通）也，

汉以后其道始湮（阻塞）”。这也就是说汉以后桃源沅江

水道是通往云贵的唯一通道，不仅重要且又险要。在陆路

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只有走这条水道。把滇黔和辰、

沅的物资调往京都、武汉等地就是走这条水道。又因桃源

地势低洼，地域狭小，每每被洪水所淹。传说古时有位少

年名黄闻，由于他勇斗鱼怪，最后舍身化岩镇妖魔，故称

为黄闻山。后来相传沅江频发水患，疑妖作怪，建水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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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水神杨泗将军以镇之。“……洞庭湖杨泗将军信仰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杨泗将军斩孽龙传说，是晋以

后移植李冰蜀郡治水、江西许逊斩蛟神话传说形成的，南

宋以后杨泗将军传说在洞庭湖区的流传过程中，又整合了

湖区有广泛影响的农民起义领袖杨幺的事迹，不仅完成了

其在地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本为庇佑洞庭湖区百姓的杨

幺崇拜发生转型，成为民众信仰的水神杨泗将军信

仰。”[22]水府阁位于沅江急流拐弯处且船只事故多，所以

在此黄闻山山头面向沅江而建，暗喻杨泗将军俯瞰并守护

沅江过往船只。据说从此以后沅江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意象，出自《周易》‘圣人立意以尽象’，这里古人所

指的是卦象而非艺术形象，但此‘意’此‘象’却为中国传统

艺术打开了通往意境的道路，并为当代的景观设计师指明

了‘意’——精神、情感、审美与‘象’——物象、艺术形象、

景观构成之间的关系。”[23]水府阁建造是在清朝光绪年间，

核心是象征体系的营造，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高度融

合。由于木质结构在1962年垮塌，1992年有位中华奇人侯

希贵先生看了这块风水宝地后，热心捐款进行恢复。“桃

源的山是群峰拱列，桃源的水是玉带环流。无论那一座山

总有一条碧流蜿蜒相伴。可谓有刚有柔，刚柔相

济……”[24]传统风水认为，此地是“玉带缠腰”，有天然的

“水陆太极图”在此形成较好的气场，并且之前说到过水府

阁正好落在桃源山七斗峰的文昌星座上。 

 

图图图图2 水府阁。 

 

图图图图3 杨泗水神神位。 

3.3．．．．从桃川万寿宫到水府阁从桃川万寿宫到水府阁从桃川万寿宫到水府阁从桃川万寿宫到水府阁 

“万寿宫是道教和民间信仰融合交汇之地”[25]明嘉靖

《常德府志》记载：“桃川宫，晋人建”。“始建于晋太康

一年至东晋元熙一年（280-419），隋大业年间（605-618）

被毁，唐代重建，原名“桃源观”，“禁山开秘宇”，“禅门接

紫霞”，这里形成了自沅水边至桃花山的巨大建筑群，到

元惠宗时（1333-1368）毁于战乱。明、清两代，桃花源

的建筑移至桃花山，以秦人洞侧之大士阁（今桃花观）为

主体，时兴时废。清光绪年间，知县余良栋任内沿桃花山

配置亭阁，至民国末年衰败……。”[26]桃川万寿宫位于沅

水下游南岸水溪汇入处，就是蜚声中外的风景名胜区——

桃花源。桃川万寿宫原名“桃源观”，分上、中、下三宫。

光落地的柱头就有1330根，气势宏伟，公元1112年，宋徽

宗御笔钦赐“桃川万寿宫”匾额，是江南著名的皇家道观，

可惜在元末毁于兵火，距今至少已有一千六百年。现今是

湖南省道教协会在遗址上重建了桃川宫的中宫、下宫和玉

皇殿、东西行宫、财神殿、钟鼓楼、牌楼等建筑。 

 

图图图图4 桃川万寿宫鸟瞰图（1）。 

 

图图图图5 桃川万寿宫鸟瞰图（2）。 

 

图图图图6 文昌星座。 

 

图图图图7 水陆阴阳太极图。 

“宗教建筑是宗教信徒精神寄托之所在，是净化心灵、

与神灵联通与对话的场所，带有神圣而神秘的色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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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水府阁它也是桃川宫的一个殿，始建于明末，原名黄闻

阁，高踞桃花源镇黄闻山之巅，有“潇湘一阁”之称誉。原

来是三层砖木结构，清初被毁掉。光绪年间重建为重檐歇

山顶四层楼阁，高36.3米，与高举阁南北相对。下瞰桃川，

东望洞庭，西顾壶头，江天辽阔。这里传说桃源山有七斗

峰，是北斗七星下凡，水府阁就恰好落在第四星文昌星座

上，正对沅江与白鳞舟水陆阴阳太极图，自然玄妙，天机

演化，仙山秀水，人杰地灵，所以水府阁成为了道教神仙

阁，一阁的神仙演绎，一阁的香火传奇，这里的“渔村夕

照”即“三日同辉”，是古潇湘八景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如

此景观呢？原因在于东西两处水面有高有低，在每年十一

月下旬四点半到五点左右，在阳光的照射下，生成两个太

阳的倒影，这种奇观是极难看到，可遇而不可求。 

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任何一个神庙都有着不同的象征功能，这决定了它

的造型和表达性。”[28]杨泗将军水神庙也是如此，作为全

国第三十五洞天、第四十六福地的桃源县，而洞天福地与

道教的风水学关系极为密切，“‘背山面水、负阴抱阳’是理

想风水模式结构的典型特征，‘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

后玄武’是‘风水佳穴’式布局的标准。”[29]“对应到具体方

位，则是北要有连绵的高山作为屏障（玄武），东西要有

高高低低的众山体重重围护（青龙、白虎），南面山脉止

落之处要有水脉相依（朱雀），穴场地势平坦，与周围环

境相对独立和隔离，周边通过狭小的豁口和走廊与外界相

连通，从而形成最佳的风水格局。”[30]水有着两面性，“体

现在水生万物、水主生育、拔除不详，以及水灾、水患等

正负两方面的影响。”[31]对于水神信仰，象征着对水拥有

神秘力量的神的一种崇拜，在农业社会则是对自然的一种

崇拜。 

“环境治理不能只靠刚性的科技力量，更应该重视软

性的文化力量……”[32]所以，水神崇拜与圣域营造是一种

对历史圣域的保护和对未来生态保护的总体规划，沅水发

于贵州省，贯穿湖南省境内，被称为湖南省第二大河流。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保护沅水流域

的水环境也正成为人们高度重视的课题，本文选取的是沅

水下游的桃源县，所秉承的是“敬畏江河、与水共生”的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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