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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

浩如烟海的历史名人，也产生了一种广

泛而深远的文化现象——名人崇拜现象。

在众多的名人崇拜现象中，关公崇拜是

一个特例：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不分

职业、不分阶层、不分地域。那么，关

公崇拜中是否有一种公认的伦理价值和

精神向往的文化元素在起作用呢？如果

有，又是什么？笔者认为，有，这就是

“义”文化。

一、关公与关公崇拜

（一）关公其人

关羽，字云长，东汉延熹三年（公

元 160 年）生于“河东解梁”（今山西

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

关羽“少时力最猛，无法检束”（清·梁

章钜《归田琐忆》），秉性刚直豪放，

不惧强梁，好仗义行侠。早年怒杀恶霸，

为民除害，迫于地方官役缉捕甚严，乃

亡命他乡，最后落脚到河北涿州，结识

了刘张，时年 29 岁。在涿州，刘、关、

张三人结义。之后，“先生于乡里合徒

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 (《三国志·关

羽传》)“合徒众”，就是招募乡勇，组

织武装；“为之御侮”，就是担任刘备

的贴身保镖。史书载：“先生与二人寝

则同床，愚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

终日。”也因此而开始了关羽随刘备征

战疆场的军旅生涯。

200年（建安五年），曹操攻击刘备，

刘备败逃，依附袁绍。守卫下邳的关羽

及刘备妻室被曹军截获。曹操派张辽以

优厚礼遇说服关羽归顺。关羽对张辽说

“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

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三国志·关

羽传》）当时关羽提出“三约”；一者，

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

帝，不降曹操 ; 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

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

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

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之后，

曹操应允，赠锦袍，送赤兔。特别是曹

操将当年吕布乘坐之名驹赤兔马赠与关

羽时，关羽再三拜谢。操不悦，曰：“吾

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

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羽

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

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兄矣。”操

愕然而悔。之后便有了“斩颜良”、“封

金挂印”、“灞桥挑袍”、“千里走单骑”

等精彩的故事。在随后的征战中，关羽

“随先生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关

羽传》），新野扩军，俘于禁，杀庞德，

水淹七军，镇守荆州，体现了侠肝义胆，

忠诚不二，光明磊落，武艺超群，赢得

了人们的尊敬和崇拜，世人包括他的敌

人对他称誉有加。孙吴吕蒙称：“斯人

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陆逊称关羽“当

世雄杰”。唐代名臣虞世南颂关羽：“利

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

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

古今绝。”

219 年（建安 24 年）十月，正当关

羽军与徐晃酣战之时，吕蒙乘荆州后方

空虚，偷袭公安，守将不战自降。关羽

率少量部队退至麦城，孙权又令朱然、

潘璋设伏，断其后路。当年农历十二月，

关羽、关平与属下十余骑在临沮县（今

湖北省远安县）被吴军潘璋的司马马忠

等截获。关羽、关平被杀，一代英武之

将关羽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关羽荆州

之失大致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曹操集

结重兵，双方力量悬殊甚大；二是孙吴

背盟，偷袭后方，使关羽腹背受敌，孤

立无援；三是关羽平素对官员的矜傲态

度，麋芳、傅士仁因供应军资不及时遭

关羽警告要治罪，在关键时刻临阵投敌，

刘封、孟达则见危不救。关羽时年 59岁，

走完了英烈的一生。

关羽壮别世人后，孙权感到事情严

重，为了表明自己是奉曹操之命而袭杀

关羽的，便把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而“以

诸侯礼葬其尸骸。” 曹识破其“嫁祸于

人”之计，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

厚葬羽首于洛阳城南。其正身，孙权以

侯礼葬于当阳，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关公

“头定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乡”。

关公不同于孔子，没有著作留给后

世。相传留下的作品有三类，一是一

幅字：“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

做好人”，二是一幅画，即“风雨竹”，

相传是关公辞曹时作。画中藏诗，以

诗言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三是七

封信：其中四封写给曹操，三封写给

张辽、陆逊和桓侯。

（二）关公崇拜现象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

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

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

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

神化的结果，最能体现关公崇拜的当数

一封名联，即：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

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

起敬。

汉封候，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

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可谓荡乎难

名。”

关公崇拜现象，可以归纳为四句话：

“三教尽皈依，历朝屡加封，名流竞美誉，

世人皆尚崇。”下边我分别作一介绍。

（1）儒佛道三教共敬关公

中国古代流行三大宗教，即儒教、

佛教和道教，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

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三大宗教的教主、

教义、诫律、偶像各不相同，但都把关

羽列入本教人物，使关羽成了宗教文化

的交叉点。

佛教于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中国，

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及道教文化在激烈的

碰撞中趋于融合，逐步演变成了中国化

的佛教。据《佛祖统记·智者传》载，

隋开皇十二年（公元 592 年），高僧

智不到湖北当阳玉泉山建庙传教，夜

见一长髯神人，自称汉将关羽，现为

当阳山主，愿作佛门弟子，智不奏于

晋王杨广，遂封关羽为伽蓝护法神。

传说，当阳玉泉山既是关公显圣之地，

也是关公皈依佛门之地。关公遇害二

年后，刘备亲率成都蜀军，顺长江三

峡而下，为关羽报仇，并在玉泉山祭

祀关羽，建起了显烈祠。玉泉山人感

其德，依显烈祠建庙。现在玉泉山下

仍矗立着“关云长显圣处”，“最先显

圣之地”等石刻大碑。

“关公显圣”现知最早的记载为唐

贞观六十八年（802 年）董健《重修玉

泉关庙记》。宋人编撰的《释氏要览》，

将关公列为佛门伽蓝神第 19 位。至今全

国各地佛庙仍祭有“伽蓝神”。

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

关公造神运动中也是最为积极，对神化

关公发挥作用最大的宗教。最为突出的

就是炮制了宋徽宗派张天师请关羽为山

西运城百里盐池灭妖（斩蚩尤）的故事。

道教自此尊关羽为“荡魔真君”，“伏

魔大帝”。明清两代，道教继续抬高关

公的地位。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

万历皇帝应解州崇宁宫道士张通源之请，

赐解州关帝庙曰“英烈”。万历三十三

年（1614 年），张通源又奏请将关公晋

封为“帝”。万历皇帝遂赐封关公为“三

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帝圣君”。

据清咸丰《武帝明圣经·圣帝宝诰》记叙，

关公此时已成为“管天地人三才之柄，

掌儒释道三教之权，上司三十六天星辰

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叠幽丰，考察诸

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的道教最高神

祗（qi）。

儒家遵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

因而没有把关公“神化”，而是把关公

“圣”化。儒家接受关公并推崇关公的

着重点，在于关公熟读《春秋》，是儒

家始祖孔子“《春秋》大义”的践行者，

顺乎自然地把“夫子”、“圣人”桂冠

加于关公，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拜孔子，

武拜关公的传统文化格局。尤其是儒生

罗贯中撰就一部千年不朽之作----《三

国演义》，将关羽刻画成“忠义仁勇礼

智信”儒家圣人。儒家在朝野之间，以

自己区别于佛道两教的特定视角和方式，

历经数朝数代，将关公塑造成了集纲常

礼教、伦理道德典范与神奇勇武、扶佑

正统于一身，与文圣孔夫子比肩的“武

圣”。

尽管关公被儒、佛、道共同尊崇，

但从本质上看，关公文化充分体现了儒

教的思想，如内圣外王、“三纲五常”等。

“春秋一部，文武二圣”。

“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

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

“山东夫子、山西夫子、赡圣人之居，

条峰并泰岳同高；

作者春秋，述者春秋，立人伦之至，

涑水与洙泗共远。”

这两幅联是对关公作为儒家神圣的

崇高赞誉。

（2）历朝屡加封

历代帝王把关羽作为忠义的化身，

作为“义勇”的偶像，视为皇家保护神，

历史上先后有 16 位皇帝，23 次为关羽

颁旨加封，且一个比一个高。

在关羽诞辰 100 年之际，蜀主刘禅

追封关羽为“壮缪（mou）侯”。当时，

关羽已逝去 41 年。与关羽同时被封祀

的，还有张飞、马超、黄忠、庞统和赵

子龙。

历史走过了 836 年之后，宋徽宗面

对外侵之敌，想不出更好的富国强兵之

策，只有大兴道术，自称上帝元子太霄

帝君降世，让朝臣们称他为教主道君皇

帝。徽宗期望能得到关公神灵的护佑，

他执政24年，关公得到4次褒封，从“忠

惠公”到“崇宁真君”，再封“武安王”，

再加封“义勇”。遗憾的是，所有这些

都没有挽回北宋的衰亡。

关 公 崇 拜 中 的“ 义”文 化 及 现 实 意 义

宋高宗赵构北望昔日山河，百感交

集，他期侍着如三国时关羽一样的神勇

义士出现，“肆摧奸宄（gui）之锋，大

救黎元之溺”，于建炎二年加封关羽为“壮

穆义勇武安王”，时为公元 1128 年。宋

孝宗更是称赞关公“生立大节与天地以

并传，殁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于淳

熙十四年（公元 1187 年）封关羽为“壮

穆义勇武安英济王”。

铁木真于公元 1206 年建立起疆域辽

阔的元帝国，成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元太祖深深懂得。保天下，仅有马背上

的功夫不行，还要用汉民族关公的忠义

勇武来约束群臣，教化各族民众。天历

元年，即公元 1328 年，元文宗图帖睦尔

即位之初，谥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

英济王”。蒙古统治者接过赵宋王朝的

保护神，希望借此既能平衡汉人的心态，

又能粉饰太平。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少时孤苦无依，

早年入皇觉寺为僧。他实行“高筑墙，

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在鄱阳湖奇迹

般地打败了陈友谅的数十万大军，因而

传出“关羽十万天兵助战”的传言。明

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即位称帝，国号

大明，年号洪武。也许朱元璋觉得前代

帝王封神太滥，下诏“百神之号，皆称

初封”。也许是手下文官的疏忽，竟以“寿

亭侯”号敬奉关羽，居然遗漏了“汉”字。

这个错误一直延续到公元 1531 年，即世

宗嘉靖十年，王室才颁诏纠正了“寿亭侯”

的失误。

万历皇帝 1582 年诏告全国减税免

刑，并一反祖训，下旨祀封关羽为“协

天大帝”。万历十八年，即 1590 年，万

历再度颁旨，追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

义帝”。

封关羽为“圣”，也是万历皇帝的

杰作。万历四十二年，封关羽为“三界

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封

关娘娘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封

关羽长子关平为竭忠王，封其次子关兴

为显忠王，封关羽的部将周仓为威灵惠

勇公，并封左丞相陆秀夫（南宋人）、

右丞相张世杰 ( 南宋人 ) 及岳飞为兵马

大元帅，尉迟恭为伽蓝（护法神）。

如果说，明王朝把关羽的尊崇推上

了最高层面的话，清王朝则是系统而

详尽地完善与完美了关羽的人、帝、

神体系。

清王朝的缔造者是努尔哈赤。实现

清王朝一统中国目标的则是清朝的第三

代君主顺治皇帝。顺治皇帝领悟汉文化

的要略，十分崇拜关羽，并仿效关羽“桃

园结义”之仪，与蒙古族的各部落首领

结拜为异姓兄弟，并声言：“亦如关羽

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

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吴三

桂请求清军入关，以“复明”为号，剿

除李自成以报家仇时，顺治皇帝入关。

顺治皇帝在利用各种势力攻陷南京、一

统中国之后，即大行文治之事，颁诏供

奉关羽，号曰“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时为 1653 年。

极有作为与建树的康熙帝，向以刘

备转世自诩，并于亲政后不久，即封关

羽为“协天伏魔大帝”，并亲自驾临关

羽故乡解州，参拜关羽，并言与关羽灵像：

“二弟，大哥看你来了”，康熙皇帝书

题“义炳乾坤”，悬挂于解州关帝庙内。

王大高在洛阳关公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做专题演讲

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清世宗

颁诏，谥封关羽曾祖父为“光昭公”，

祖父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

又在洛阳、解州两地，对关氏的后人加

封“五经博士”，并令“世袭承祀”。

清高宗乾隆皇帝曾两次下诏，先后

对关羽加谥“神勇”、“忠义”，并诏

书天下。

另外，尚有刊载，乾隆皇帝还谥封

过关羽“盖天古佛”、“山西关夫子”。

乾隆皇帝对关羽的封号为：忠义神武灵

佑关圣大帝。

（3）名流竞美誉

关公不仅受到历代帝王的加封，还

受到历代名人学士的推崇。有关关公的

文学作品、戏曲、塑像、诗词、楹联以

及其建筑数不胜数，遍布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有关关公的史籍、诏谕和祭文碑

文也若繁星当空，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占

有重要位置。

有关关公的文学作品，当首推罗贯

中的《三国演义》。李希凡在《略论〈三

国演义〉里的关公形象》一文中写到，《圣

叹外书》的作者把《三国演义》里的关

羽的形象，称为“三绝”之一，他说：“历

稽数籍，名将如云，而绝纶超群者，莫

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

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

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

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

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

光风。心则赵朴焚香之心，而磊落过之；

意则阮籍傲物白眼之意，而严正过之。

是古今名将中第一奇人。”

这里再举几例：

明代文征明诗：“有文无武不威如，

有威无文不丈夫。谁似将军文复武，战

袍不脱夜观书。”

明代董其昌联：“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至大至刚塞乎

天地，讨乱讨贼志在春秋。”

清代蒋庆弟联：“天地合其德，日

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智者勇者圣

者欤纵之将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忠矣清矣仁矣夫

何事于仁”。

清·王岱联：“草庐三顾鼎足三分

不朽当年三义，君臣一德兄弟一心无双

后汉一人。”

清联：“生蒲州长解州战徐州镇荆

州万古神州有赫，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

释孟德千秋智德无双。”

“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

弟翼德德兄德弟。”

清·唐世臣联：“在天在地在人间

到处显英雄面目，护国护民护佛法此中

通菩萨心肠。”

清·戴铭联：“经文纬武立功勋将

封侯侯封王王封帝帝封天尊浩浩乎不可

尚已，出圣入神成变化汉至唐唐至宋宋

至明明至大清荡荡乎无能名焉。”

（4）世人皆尚崇

民间的关公崇拜，首先是将关公敬

为三神，即：“战神”、“保护神”、

“武财神”。兵家尊为武圣，关羽的一

生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著

称 , 故兵家对其都很推崇，将其视为武

圣、战神；商界奉为财神，在华人、华

侨集中经商的地方 , 几乎各大公司、各

家商号、店铺均敬奉有关公的神像 , 商

民们视关羽为能够招财进宝、庇护商贾

的财神，以其神勇保佑商家四季出入平

安，以其忠义 , 期望与己交往的客商诚

实守信不欺不诈；百姓崇为护民伏魔尊

者，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 , 在世的关羽

是一个忠勇神武、义气千秋的英雄好汉，

死后的关羽亦是一位镇静方隅、肃清中

外、降妖伏魔的威神，唯有敬奉关公 ,

才能够逢凶化吉 , 遇难呈祥 , 保一家安

康 , 四季不平。长期以来，各行各业，

如开店的、剃头的、杀猪的、行医的，

设武馆、办学堂、磨豆腐、开饭馆、当

裁缝、制皮革、铁匠炉、典当行，等等，

有 100 多种行业拜奉关公为“祖师爷”

或“保护神”。

（下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