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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推算，至清朝中期，全国有

文庙 3000 座，有武庙 30 万座，仅北京

就有 116 座（见《文史参考》2011 年 7

期）。直至今日，据有人估计，遍布全

球的有一定规模，有供奉和经常性祭祀

活动的关帝庙达一万多处，供奉在机关、

商店、公共场所和家庭的关帝像更不计

其数。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山

陕会馆”都是由晋商发起的以供奉关帝

为主的场所。海内外成立的关氏宗亲会、

关公文化研究会、关帝慈善会、关公

诚信协会等达一千以上。民间自发的、

家庭式的关公崇拜更为普及。福建东

山岛每家每户都悬挂一门匾，上写“山

西夫子”。 多数商家都敬有“关公财

神”，香港、澳门警察总署供有关公

神像等等，军人出征，兄弟结拜，商

人定合同，以至于会社组织结社都要

祭拜关公，面对关公发誓赌咒。总之，

敬关公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

各个民族。以至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关帝庙。所谓“关公庙貌遍天下，五

洲无处不焚香。”明代大儒李贽在《关

王告文》中写道：“盖至于今日，虽男

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

公之灵……”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内

外主要关帝庙的图片。

关公崇拜还体现在对关公的祭祀

上。官祀，关羽被封建王朝官方祀 , 大

约始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史·志

五十八·礼八》记载 : 宣和五年 (1123)

关羽被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后 ,“从

祀于‘武成王庙’”, 这是目前见到的

正史记载祭祀关羽的最早资料。‘武成

王’是唐肃宗李亨于上元年间 (760-761)

给春秋时期姜太公吕望 ( 字子牙 ) 加的

封号。此时 , 关羽还是作为配角从祀于

别的主神。明代 , 将关羽由“从祀”升

级到“专祀”, 祀典也日益隆重。《关

帝志·祀典》称 :“明嘉靖年间 , 定京

师祀典 , 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 ,

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 ,

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 , 遣官祭 ,

国有大事则告。凡祭 , 先期题请遣官行

礼。”另据《明史·志二十六·礼四》

记载 :“以四孟岁暮 , 应天府官祭 , 五

月十三日 , 环路南京太常寺祭。”由此

可知 , 明代的京师北京和应天府南京每

年的四季之初、岁暮除夕和五月十三日 ,

皇帝都要派遣专司礼仪的太常寺官员前

往关庙祭祀关帝 , 拜祭的礼品亦有严格

定数 , 不得违犯规制。凡国有大事和朝

廷有重要活动 , 都要派官员到关庙向关

帝报告。进入清代 , 祭祀关帝的规模进

一步扩大 , 规格也更加提高。清世宗雍

正三年 (1725), 京师增加春秋二祭 , 变

原来的一年一大祭为三大祭。越一年 ,

由太常寺奏定,朝廷颁布祀仪如“中祀”

制,五月十三日祭祀用牛、羊、猪各一头,

果五盘、帛一匹 ; 春秋二季的祀礼同文

庙 (祭祀孔子 )一样 ,牛、羊、猪各一头,

豆类十种,帛一匹。规定“前殿大臣承祭,

后殿以太常长官承祭”。清代后期 , 祭

祀关帝的典礼达到极盛。咸丰三年(1853)

将关帝正式列为“中祀”, 祭关要“行

礼三跪九叩 , 乐六奏 , 舞八佾 , 如帝王

庙仪”。民祀，据清嘉庆版《关帝圣迹

图志全集》记载 :“每岁四月八日传帝

于是日受封 , 远近男女 , 皆不击羊豕 ,

伐鼓啸旗,徘优巫现,舞燕娱悦。秦、晋、

燕、齐、汴、卫之人肩毂击 , 相与试枪

棒、校拳勇 , 倾动半天下。”这段简短

的文字 , 不仅记述了民间祭祀关帝的时

间、所献礼品 , 而且还实录了开展祭祀

活动的地域及祭祀形式 : 在传为关羽受

封的这天 , 男女乡民杀羊宰猪 , 击鼓吹

箫 , 载歌载舞 , 前往关庙祭拜 ; 各种戏

剧艺人和专替人祈祷的巫师亦在关庙内

演出祷告 ; 会武术的教师相互比试枪棒

练习拳勇 , 争相献技。参加祭祀活动的

人很多 , 以至肩摩毂击。而且这种活动

遍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几乎占了大半个中国。

（三）关公崇拜现象的特点

作为研究对象的关公，不仅是历史

上的关羽，而且是按照后人的意愿、企求、

（上接 03 版） 向往而塑造的关公。这个关公是历史上

的名将，文学艺术典型和神的三者复合

的偶像，或者说是兼具“人”（关羽）、

“圣”（关公）、“神”（关帝）三者

于一身的复合体形象。

关公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包容性极广的处延。

关公崇拜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点，一是

广泛性。关公文化的崇拜者和影响十分

广泛，皇帝和平民、造反义军都尊崇关

公。其影响超出了阶级、民族和国家的

界限。二是群众性。关羽生前善待普通

人，这一点深受社会下层群众的拥护，

被视为他们的保护神。对关公的敬仰成

为他们摆脱苦难、追求幸福的精神寄托。

这一点与孔子文化明显不同。三是包容

性或复合性。关公崇拜现象是以儒家

文化为本质，同时又包容了佛家、道

家文化的某些内容的复合性文化。四

是封建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关公崇拜

既有封建性的一面，又有一定程度上

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如杀豪霸，

为民除害），被人民群众拥护的一面。

五是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关公崇

拜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儒

家文化特色，同时它的忠义仁勇精神

又包含着人类共同的善和美的本性，

反映了人类的本质。六是历史性与现

实性的统一。关公崇拜是千百年来民

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历史凝结，但并

没有因历史而逝去，相反，它还活生

生地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且

随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出

现了“关公热”。因此，关公崇拜是

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有历史的厚重，

又有现实的力量。历史在现实中存活，

现实因历史而辉煌。经过近 1800 年历

史形成的关公崇拜现象，不是一个地

域性文化，而是一个全国性文化；不

是普通的名人崇拜、英雄崇拜，而是

多少年来上至皇家，下至平民百姓普

遍推崇的“神”和“圣”的信仰文化；

不是只具有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单纯的

传统文化，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正在

转化和融入当代社会，至今仍具有活力

的文化。

二、关公崇拜现象的文化核心是“义”

面对跨越时空的“仰之如日月 , 敬

之如神圣”的关公崇拜现象，面对祭祀

庙宇遍及海内外 , 关庙无处不焚香的关

公崇拜景观，我们不得不深思，这种超

国籍、超民族、超信仰、超时代、超汉

文化圈的价值趋同现象 , 是什么使之如

此呢 ? 对此，清人赵翼都觉得很奇怪，

他在《陔余丛考》中说：“鬼神之享

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

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

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

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

有不祀……”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人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

士 Davidk Jordan( 汉名焦大卫 ) 先生

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尊敬你

们的这一位大神 , 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

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

有意义……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

关公一样 , 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

好。”他还特别提到，关公文化的重要

内容“义”，就是信誉。

回溯历史也可以发现，在关公将近

二十个封号中，与“义”相关的就有六个：

北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南

宋高宗建炎二年封“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

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封“显灵义勇武

安英济王”，清道光八年被崇封为“忠

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康熙

四十二年康熙皇帝还为其御书“义炳乾

坤”匾以赐。可以看出，关公是一种文化，

关公更是一种精神，关公崇拜现象的文

化核心就是“义”。

（一）关公之义

关公文化、关公精神的核心是“义”。

他的“义”体现了社会的理想、信仰的

需求，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有利

于统治阶层的社会治理，所以成为千百

年来人民心目中的道德楷模，成为上至

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

的偶像。关公是“义”的化身，是“百

代帝王之准则”、“千秋神圣之规模”、“独

为妇孺所称”、“百世所崇”的神圣偶

像，他的一生就是从结义到殉义的过程，

他的一生事事处处体现了“忠贯日月，

义薄云天”的“义”文化精髓。

仗义而诛

少年关羽即孔武有力，嫉恶如仇，

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传说因久旱无

雨，关公家乡盐池一带的水井大多干枯。

当地恶霸吕熊竟然堵了附近水井，只放

未婚女子到他家院中挑水，以强占良家

妇女。年仅 19 岁的关羽义愤难容，遂只

身闯入吕家，杀了恶霸吕熊，逃亡天涯。

运城市常平村关帝家庙内有立于清康熙

十九年 (1680) 的《前将军关壮穆侯祖墓

碑铭》一通，约略记有此事。

为义而盟

关羽杀了本处势豪，逃难江湖，闻

招军破贼，前来应募，结果与刘备，张

飞幸遇，交谈甚是相投，于是三人在张

飞庄后桃园结为兄弟。誓曰：“背义忘恩，

天人共戮！”这是《三国演义》第一回

开篇所述。标题不说“结拜”、“结盟”，

而说“结义”。可以说，“义”起领全篇，

又贯穿全篇，成为全书中的一个神眼。

守义者便颂，背义者则伐，不论身在何

方，皆用“义”来作褒贬的界限。从历

史的角度来看，三国鼎立，魏吴蜀相争，

本无是非正邪之分，但小说把蜀汉写作

正面，曹魏定成反面，这里面还是一个

“义”在起作用。刘关张重义，曹操背

义，曹操最初行刺董卓不果，逃跑时对

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九口，悉数杀尽，

并且大言不惭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正是背义的宣言。

作者抓了一个“义”字，也使全书有了

神韵。

守义而战

兴兵之初，诸侯会集，共讨汉贼。

刘备投奔，并不被看重，只因是帝室之

胄，才被袁绍赐于末座。关羽、张飞叉

手侍立于后。恰好华雄到寨前大骂挑战，

接着几名大将出寨迎战，均被华雄斩于

马下。关羽请战，并非于己邀功，实为

刘备争位。面对强敌，关羽不饮热酒，

“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大战华雄，

瞬间即胜”。从关羽“叉手侍立于后”

便能看出他对刘备“末位”的愤懑不满，

斩华雄应是关羽全然为“义”而战之一证。

在关羽的戎马生涯中，守义而战的

例子还不少，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斩颜良，

诛文丑。当时兵败，刘备附绍，关羽降汉，

兄弟之间互不知晓，关羽领命与颜良对

阵，首先是想打听刘备下落，以便尽早

相聚。二是报曹操的不杀之恩，以尽信

义之举。斩杀二将，颇显关羽神威。颜

良不可一世，连斩曹部二将，关羽出阵，

快马飞刀，突出一个“速”字。诛文丑，

又有一个“巧”字，先是用计令文军大乱，

然后截住厮杀，取胜亦速。此乃守义而

战。此后，关羽进军，闻知刘备确在绍部，

欲星夜而往，“但恨吾斩绍二将，恐今

事变矣。”一个“恨”字，现出多少忠

心与信义。

护义而降

刘关张早期根基不稳，不断依附他

人以保全自身，又不断寻机自立，徐州、

小沛几收几失。关羽自守下邳，保护着

刘备妻小。曹操大军压境，张辽在关

羽失城困窘之中前来劝降，晓以利害，

关羽也自知不降必死。按勇士之志，

可杀而不可辱，可死而不可降，但关

羽肩负着保护刘备妻小的重任，弃任

而死，似有不义，因此，便有降曹一段。

但关羽又不同一般降将，他要降汉不

降曹，还要让刘备家小得到皇叔俸禄

善赡，并且一经知晓刘备去向，不管

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样的投降，

恐怕古今中外难找第二。曹操爽快答

应三条之后，关羽又让曹操退军，容

他入城禀告刘妻，这真有些得寸进尺。

但其间全然没有一点私心私利，都在忠

刘“义”上。

护义而降之后，还有一个细节，即

关羽随曹军班师还许昌。“关公收拾车

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

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

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

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

加敬服。”

这个细节看起来平常，但足见曹操

奸诈。当初张辽向他禀呈关羽三约时，

他不允“但知玄德信息，虽远必往”一条，

认为“然则吾养云长何用?此事却难从。”

是张辽劝他“更施厚恩以结其心”，方

才应允。曹操看出，仅凭施恩，难以留

住关羽，而乱了他的君臣之礼，关羽自

己也不便再去投刘备了。使其与嫂共处

一室，实属为人所不齿之下策，但曹操

却做得出来。关羽光明磊落，夜立户外，

其忠义之心更是跃然纸上。《三国演义》

写降事比比皆是，但不是无奈，便是不义，

唯有关羽、黄忠之降，写出了光明与大义。

奉义而辞

关羽为保全刘备妻小，低头降曹，

曹操的“厚遇”，并未动其心志。在他

身上充分体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处在曹操

厚恩之下的关羽，如果只是一味地无动

于衷，那就不是“义气深厚”了。故书

中又写关羽虽然“心在汉”，却也并非

没有思想斗争，他曾对张辽说：“吾足

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刘将军恩厚，

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可见他内心还

是很不安的，因此他要“立效以报曹公，

然后方去”，否则就不是重义之士。关

羽为曹操杀了袁绍大将颜良、文丑，但

仍感到“尚有余恩未报”。当他最后离

开曹操时，留下一封饱含深情的辞信，

流露着无限的感慨：“三思丞相之恩，

深如沧海，返念故主之义，重若丘山。

去之不易，住之实难。事有先后，当还

故主。”这才是重义的关羽离开曹营时

的真实的思想反映，足以说明他在曹营

确实经受了一场忠义的考验，也惟其如

此，才更显现出他对刘备“义不负心，

忠不顾死”的披肝沥胆之志。

念义而释

赤壁之战曹军大败，在诸葛亮的精

心设计下，终于有了一次捉拿曹操的机

会。如果消灭曹操，掌握北方，便有了

压倒孙吴之势，平定天下，兴复汉室的

大业就可能成为现实。曹操以“言而有

信”提醒关羽当年立下的“以死答之，

乃某之志”的誓言，又引用“古之人，

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的《春秋》

经义来攻心，关羽“低首良久不语”，

最后长叹一声，放走曹操。关羽“明其

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在与曹操面对面的时候，竟不忘旧恩，

心中不忍，甘冒杀头之祸而义释了曹操。

在立战功和保信义之间，他选择了信义，

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履行信义之

言，报答故主之恩。这就是关公“彻胆

长存义，终身思报恩”的情操品德，也

是其“义不负心，忠不顾死”、“财贿

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的重义

品质的集中体现。

尽义而终

关羽兵败麦城，在性命攸关之际义

正辞严地回拒了诸葛瑾的劝降，“玉可

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

“身可损，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为

刘备尽义而死。传说关羽死后，其坐骑

赤兔马为孙权赐于马忠。一日，马忠上

表：赤兔马绝食数日，不久将亡。孙权

大惊，急访江东名士伯喜（此人乃伯乐

之后，人言其精通马语）。赤兔马泣曰：

“士为知己者而死，人因诚言而存，吾

安皆食吴粟而苟活于世间？”言罢，伏

地而亡。伯喜放声痛哭，曰：“物犹如此，

人何以堪？”孙权闻之亦泣：“吾不知

云长诚信如此，今此忠义之士为吾所害，

吾有何面目见天下苍生？”后孙权传旨，

将赤兔马随关羽父子一起厚葬。

关公的“义”的内涵是如此丰富，

既有忠义、仁义，也包含侠义和信义，

致使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同时受到了统治

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赞扬。

（二）儒家文化中“义”的三重境

界

儒家从其政治理想出发，将“义”

作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君子人格中

必备的品德，又适时适宜地赋予“义”

具体而丰富的现实内容，使“义”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范畴，

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国民性格产生了

深远影响。

1、建立在正当、合宜之上的君子

的品德修养

《中庸》：“义者，宜也”，通俗地讲，

“义”就是分别事理，各有所宜。即正当、

合宜之义，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规范和伦

理要求。孔子所讲的“义”，首先是建

立在正当、合宜之上的君子的品德修养

和行为规范的标准。《论语》中这样的

表述很多。《卫灵公》中说 :“君子义

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

之，君子哉 !”将“义”作为君子的本质，

辅之以“礼”的实践和谦逊、诚实的态

度。孔子又在《里仁》中说 :“君子之

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更将“义”作为君子行事处天下的根本。

《荀子.王制》篇说:“天地者，生之始也;

礼义者，治之始也 ; 君子者，礼义之始

也。为之、贵之、积重之、致好之者，

君子之始也。故天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

之父母也”。

 2、完美人格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义也是评价一

个人行为的标准，这一点董仲舒表述得

最明确：“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义

者谓宜在我者”，都是要求人们自觉地

用义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完善自己的人

格。孔子严“义”、“利”之辨，把“义”

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说 :“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 里

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

语 . 述而》)“义”就是宜，和“利”相

对，君子只问该当不该当，不问有无利，

小人反之，故“子罕言利”。他肯定“富

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君子必须“义

以为上”(《论语 . 阳货》)，要“见利

思义”，“义然后取”，而且要见义勇

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 . 为

政》)。而“勇”也必为“义”来统摄。

因而“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

义为盗”(《论语 . 阳货》)，强调君子

人格中“勇”“义”兼行，以“勇”捍“义”

的重要性。孟子把人格内涵概括为“仁、

义、礼、智”四端，即“恻隐之心，仁

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

子·公孙丑上》)作为“羞恶之心”的“义”

究竟是什么呢 ? 朱熹解释说 :“羞，耻

己之不善也 ; 恶，憎人之不善也。”综

合起来看，就是对自己或别人不善、不

道德的行为感到羞耻或深恶痛绝。具有

这“四端”的人，就是一个有完美人格

的人。

3、从一般的规范和标准引申出来

的政治伦理道德准则

《礼记·表记》说 :“义者，天下

之制也”。《中庸》中说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孟子之“义”的政治伦理色彩颇重，他

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将政治

与伦理紧密结合，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

政治的根本，将“义”规定为一种政治

伦理道德准则。孟子说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孟子·尽心下》)，“义

之于君臣，命也。”(《孟子·尽心下》)“亲

亲，仁也 ; 敬长，义也。”（《孟子·尽

心上》）。“义之实，从兄是也”(《孟

子·离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

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道也，有性焉”(《孟子·尽

心下》)。可见，他说的敬长不仅指兄弟

关系，而且也是一般的对待长上的关系

( 尊君 )。所以他才说 :“未有义而后其

君者也。”(《梁惠王上》) 君臣之间应

该有“大义”，君民之间更应有“大义”，

这是在下者不能违犯的。从为君者、为

上者来说，行事以“仁义”是为了得民心。

荀子的思想中也认为“义”是一种重要

的政治道德准则，他指出，“义立而王，

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

三、关公崇拜中“义”文化具有现

代价值

岁月悠悠，逝而不返。关公当年赤

面骑赤马厮杀疆场的雄壮场面，青灯观

青史夜读《春秋》的感人情景，忠心守

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都早已化为

历史烟尘。但是，关公自身所具有的和

被后世所叠加上的那些道德观念和道德

精神，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

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

关公是不朽的，不朽的不仅是其随

着中国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庙宇造像，

更是其信仰中不朽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道

德观念，不仅在历史上有其地位和价值，

对今天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①弘扬义文化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关公崇拜中的“义”

文化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伦理

型文化，伦理道德是其核心内容。关公

是“义文化”的突出代表，充分体现了

儒家伦理道德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崇尚

道德精神，享有文明礼义之邦的美誉。

关公崇拜，本质是崇拜关公“重然诺，

轻生死，疏财仗义”的道德人格，崇拜

关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的英雄气节和高尚情操。这种对道

德的推崇，不仅在历史发展的过去有其

价值，就是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关

公“义”文化体现着民族信念，弘扬关

公的品格，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关公

“义”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具有

世界性，因而是联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

化的纽带，弘扬关公“义”文化，有利

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文

化交流，有利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②弘扬“义”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

社会。“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情义、

忠义和仁义”。

情义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的，是

对家人、亲戚、朋友的关切、帮助与扶持，

是“义”文化的基础。情义是一个有健

康人格的人的基础，不可设想，对家人、

周围人尚且无情无义的人如何能担起社

会的责任，如何能成就大业。

忠义是指对领导、同事、同学、团队、

事业尽职尽责，忠心耿耿。有忠义的人，

才能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去实现自己

的理想和目标，也才能得到社会、群众

的认可，获得最大的支持。我们作为党员、

作为干部就是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

于事业，践行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仁义是“义”的最高境界，“仁者

爱人”，所谓仁义就是指发自内心的对

所有人的关心、帮助、支持，甚至包括

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友好态度，是“义”

理念的最高层次，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

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核心就是

道德建设问题。继承和发扬关公的道德

精神，特别是大力弘扬“义”文化，无

疑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

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③关公崇拜中的“义”文化具有一

种凝聚力，它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基础

之一。利于维系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

力。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却有

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近四百座；全岛人口

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

多万人之多。旅美华人中有一个崇奉关

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

一百四十多个。“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

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这

一幅由于右任先生所撰写的楹联，表明

关公文化发展到现在，不仅是汉族的精

神财富，也是海峡两岸共同的信仰，全

体中国人共有的文化心理，这无疑会成

为联系大陆与港台人民民族感情的桥梁

和纽带，在实现祖国统一中发挥巨大作

用。

④关公崇拜中的义文化对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经济伦理价值。市

场经济需要伦理维护和道德支持。如

信义精神，就可以引申为市场经济活

动中的信誉、守信原则。市场经济愈

发展、愈完善，市场竞争行为愈激烈，

越要求人们在道德上恪守信义，越拒

斥背信弃义的败德行为。在我们的市

场经济中，绝不能让诚信成为最稀缺

的资源！

（作者：王大高  责编：许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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