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伏羲祭祀与维持王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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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清王朝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以+继道统而新治统,为

论证逻辑"以道统服从和服务于治统为操作策略"建构了超越+华夷之别,的正统说话语体系#作

为治统和道统的开创者%+治道合一,的圣君圣师"伏羲成为清王朝论证合法性的重要载体"并被列

为王朝祭祀的重要对象#围绕伏羲祭祀"清王朝建立了庙祀%陵祀%殿祀等较为完善的礼仪制度#

通过多样的祭祀活动尤其是陵祀伏羲"清王朝成功把国家意志渗透到基层社会"在政教与风俗的

互动中"实现了民众对王朝权威的认可与服从"进而维持了王朝的长久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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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超越&华夷之别'进而阐扬

王朝之正统$成为其构建合法性的现实进路%清朝统治者将&华夷之别'界定为地域概念$遵循

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互变'思路$提出&华夷一家'观念%在这一民族文化观基础之上$成功地将

合法性问题导向了传统中国王朝更迭的正统性问题$并借助正统说的有关历史和现实资源$构

建王朝合法性%宋金以后$指向时间的五德运转说式微$而指向空间的&居天下之正!统天下于

一'

!渐成正统的标准%清王朝对自身正统性的阐扬$正是基于空间意义上展开%在清王朝的

正统说话语体系中$&继道统而新治统'是一个核心的表述$经常出现在祭祀历代帝王的祝文

中%本文拟以历代帝王祭祀的重要对象!治统和道统的开创者伏羲为例$梳理清王朝祭祀伏羲

的史实$并重点结合陵祀伏羲$考察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为何以及如何通过祭祀伏羲阐扬正

统性$进而维持王朝统治%

一!华夷一家(清王朝祭祀伏羲的思想逻辑

入主中原之前$满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族艺术中原无伏羲的影子%伏羲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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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正统论*上-云(&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论*下-又谓(&夫居天下之正$

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3"宋#欧阳修(,居士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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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论-$四部丛刊本4饶宗颐认为$欧阳修继皇甫揭&大一统所以正

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之后$标&居正'&一统'二义%统之意义$由此由时间转为空间"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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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成为清王朝祭祀的重要对象$是王朝统治者出于合法性的需要$在华夷一家思想的指导下$

在继承和糅合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华文化尤其是礼仪制度的结果%

入关之后$&华夷之辨'成为事关王朝合法性的现实问题$为此$清朝统治者$尤其是顺治!

康熙!雍正!乾隆四帝$提出了华夷一家的思想理念$以此作为构建民族关系和重塑中华文化的

逻辑起点%定都北京第二年$顺治帝就提出满汉一家的思想(&我国家荷天休命$底定中原%满

汉官民$俱为一家%'

!面对清王朝广袤疆域内的不同民族$康熙帝声称&朕统御寰区$一切生

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

" 雍正帝明确反对华夷!中外之分$特别是针对因曾静案而再

次暴露的&华夷之辨'$雍正帝斥其为逆天悖理之论$认为一统诸国!君临天下的清王朝$&所承

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

外一家之政也'%

# 以,孟子-所载帝舜东夷!文王西夷为例$雍正帝指出所谓&华夷'之别不过

是地域概念%

$ 乾隆帝继承了雍正帝的这一思想$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

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

%乾隆帝还发挥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华夷互变'之说$主张&夷狄而

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

&

既然无&华夷'之分$则天下有德者皆可居之%按照儒家的文化传统$对于帝王来说$是否

有德表现为能否继道统而新治统%道统!治统指向不同%&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圣人之教

相续而传$后圣继前圣之教并发展之$即为圣圣传心$故曰&继道统'%&天子之位也$是谓治

统'%天子之位可以在不同王朝!不同帝王之间更续而传$故曰&新治统'%

' 在儒家的制度想

象中$治道合一!政教同一!君师一体是理想的社会运行状态$治统与道统!政治与教化!圣君与

圣师曾合为一体而维持社会运行$其代表就是三代之前的圣王之世%而作为上古君师的伏羲$

不仅开创了呈现帝王世系的治统$而且开创了彰显圣圣传心的道统$是&治道合一'的圣君

圣师%

(

就道统!治统的关系而言$儒家在理论架构上有&道统高于治统'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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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成为治统!道统的开创者$是后人的发明%如,易传-构建了一个以伏羲为首的帝王世系$,系辞下-(&古者庖魽

氏之王天下也%66庖魽氏没$神农氏作%66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3参见,周易正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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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4,世经-在五德终始说的框架下$视伏羲为五运之首!百王之先$&,易-曰(9炮牺氏

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参见,汉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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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汉魏以降历代文人奉伏羲为治统开创者为其著史作传$唐宋以来历代王朝尊伏羲为帝王世系之首而纳入

国家祀典%换言之$清王朝之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伏羲作为治统开创者的身份已经确立%在伏羲道统开创者身份确立

的过程中$宋儒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复!石介!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都把道统之源追溯到伏羲%特别是作为道统思想

集大成者的朱熹$其对伏羲道统开创者身份的认知$具有&治道合一'的意味$,中庸章句序-云(&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

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在为沧洲精舍撰写的祭告先圣的祝文中$朱熹再次确认了伏羲的道统开创者身份$称(&恭惟道统$远自

羲!轩%'3参见"宋#朱熹著!戴扬本等点校(,朱子全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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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4朱熹与朋友的往来书信表明$在沧洲精舍祭祀伏羲之前$朱熹还曾塑伏羲像$并打算供奉于武夷精舍$以示道统之所源%

随着朱子学说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其成为官学之后$&伏羲为道统之宗'的观念渐为世人所认同$伏羲的道统开创者身份亦随

之确立%对于封建王朝而言$具备治统和道统是其合法性的最好证明$也正基于此$清朝统治者把祭祀伏羲作为维持王朝统

治的一种手段%



以期通过自身的文化权力来牵制和平衡帝王的政治权力$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道统总是服

从和服务于治统的%如石介曾以&为文之道'为例$把是否遵循伏羲开创的道统作为标准$来区

分政治上的华夷之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为文之道也%由

是道$则中国之人矣)离是道$不夷则狄矣'%

! 由此可知$理学家们实际上是在王朝合法性的

框架内探讨道统和治统的关系的%余英时在论及杨维桢,正统辨-&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一语

时$认为这句话&可以说是理学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之$即9治

统+的合法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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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作9正当性+解#依附于9道统+'%

" 他认为明!清以下儒者论

述道统与治统的关系$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大体上都未超出这句论断的范围%实际上不仅儒

者如此$王朝统治者同样这样认为$如康熙帝就曾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

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

作为治统和道统开创者的伏羲$既是君的代表$也是师的代表$更是&治道合一'的圣君圣

师$实为居天下的历代帝王中最有&德'者$其&德'可为后世帝王之典范$其&人'可为后世帝王

之楷模%对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治道合一'不仅事关帝王的君师形象$更是王朝合法性的

最佳证明%事实上$清代帝王特别是入关后的前四帝$一直努力塑造&治道合一'的君师形象%

黄进兴!杨念群等人认为$由于各种思想和历史条件的凑合$清代帝王利用&皇权'将道统的决

策权从士人手中收回$三代以下原本分离的治统!道统在清代合二为一$本来各自独立的政治

权威和文化权威$集中于统治者身上$&君师'与&治道'角色最终合一%

$

既然伏羲是&治道合一'的圣君圣师$只要拥有了伏羲开创的道统和治统$王朝也就有了不

证自明的合法性%既然道统是为治统服务的$只要&继道统'就能&新治统'$或者说只要继承了

道统$新王朝的建立!新皇帝的即位就具备了合法性%这对于满族建立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

阐扬其正统性的终南捷径%按照同样的逻辑$既然可以通过祭祀伏羲$以表明对伏羲道统之

&继'和治统之&新'$那么统摄&华夷'的清朝统治者$自然也可以在伏羲祭祀上&因袭旧制'$而

且唯有&因袭旧制'$方能彰显&华夷一家'%为证明王朝对伏羲道统的&继'和治统的&新'$清代

制定了完善的伏羲祭祀制度$以期宣示王朝的合法性$进而维持统治%

清王朝祭祀伏羲的礼仪制度较为多样$在京师有历代帝王庙祀!传心殿祀!先医庙祀等$地

方上有历代帝王陵祀!直省祭祀等%学界素有&清承明制'之说$在伏羲祭祀方面$清代同样承

袭了明代的很多制度%根据享祀的地点$清代的伏羲祭祀大致可以分为庙祀!陵祀和殿祀三种

类型$分别以历代帝王庙祀!历代帝王陵祀和传心殿祀为主%鉴于现有研究对历代帝王庙祀和

传心殿祀已有比较充分的探讨$

%本文对清代伏羲祭祀的考察$主要围绕陵祀展开%

历代帝王陵祀是当今帝王于前代帝王陵寝所在地举行的祭祀$一般都是遣官致祭%至迟

于宋初$陵祀伏羲已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建隆二年"

K!&

#$宋太祖诏令各地守视!修葺帝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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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五年后$宋太祖再次诏令地方保护帝王陵寝并举行祭祀活动$每年春秋两祀%

! 不过宋代

陵祀伏羲地点并不唯一$河南!山东!山西等凡有伏羲陵寝之地都曾诏令祭祀%金代仍于陵寝

之地祭祀伏羲$祭祀周期改为三年一祭%

" 元代除诏令全国郡县通祀三皇外$也在伏羲发迹之

地加以祭祀%

# 洪武三年"

&%"#

#五月$明太祖仿宋太祖遣使寻访帝王陵寝$最终决定对以伏羲

为首的
%!

位帝王加以祭祀%

$ 明太祖在废除元代郡县通祀三皇的同时$诏令地方祭祀三皇$

仅限于陵寝之地$并亲制祝文遣官致祭%自洪武四年起$河南陈州"今淮阳#太昊陵就成了官方

唯一的陵祀伏羲之地%

清代仍于淮阳太昊陵祭祀伏羲$不过清王朝对陵祀伏羲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明王朝%历

时长达
U"!

年的明王朝的
&!

位皇帝$只有
!

位皇帝共遣官致祭
K

次$分别是洪武帝
U

次!永乐

帝
&

次!弘治帝
U

次!嘉靖帝
U

次!隆庆帝
&

次!万历帝
&

次%而定都北京后历时
U!N

年的清王

朝的
&#

位皇帝$每位皇帝都曾遣官致祭$共达
LL

次$其中顺治帝
&

次!康熙帝
&#

次!雍正帝
U

次!乾隆帝
&&

次!嘉庆帝
L

次!道光帝
$

次!咸丰帝
U

次!同治帝
U

次!光绪帝
!

次!宣统帝
&

次%虽然明制规定$新帝即位要陵祀伏羲$但真正即位之初遣官致祭太昊陵的只有
%

位皇帝$

一个是从侄子手里夺取皇位的永乐帝$一个是于王朝合法性出现危机之时即位的弘治帝$一个

是不受父皇待见的隆庆帝%清王朝对陵祀伏羲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据,大清会典事例-$凡登

基!授受大典!上尊号徽号!加上徽号!皇太后圣寿大庆!万寿圣节大庆!册立皇太子!升纎太庙!

配飨郊坛!大军凯旋!平定边徼等$都要遣官致祭太昊陵%

% 就制度的落实而言$清王朝要远强

于明王朝$凡遇到上述事例$清廷都要陵祀伏羲$这也反映了陵祀伏羲对于清王朝合法性的独

特意义%

清代有着完善的遣官致祭太昊陵的礼仪制度%遣官致祭之前$由礼部开列承祭官职名$由

皇帝钦命$兵部给予勘合%嘉庆二十五年"

&NU#

#之前$承祭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中央机构要

员$如内阁学士!内阁侍读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礼部侍郎!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理藩院侍

郎!通政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等)一类是修史撰文!侍讲侍班的士林精英$如翰林

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詹事府少詹事等%嘉庆二十五年之后$一律由镇守河南

的绿营军总兵官致祭%清王朝钦定的承祭官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非汉族官员$如雍正帝共遣官

致祭两次$承祭官分别是满族出身的大理寺卿觉罗常泰和蒙古族出身的内阁侍读学士班第%

此当是朝廷有意为之$用以彰显&华夷一家'%

祭告祝文由翰林院根据具体的陵祀事由随时撰拟$香!帛等祭品则由太常寺承办%承祭官

出发之前$太常寺官在中和殿设案$摆放香!帛!祝文等$恭请皇帝亲阅%阅毕由礼部祠祭司官

奉祝文!香!帛至礼部$礼部尚书转授承祭官%如皇帝不亲阅$则由礼部代为谨阅后祗授承祭

官%承祭官至太昊陵后择日致祭$整个仪式大致分为迎神!上香!初献!读祝!亚献!终献!送神!

送燎等环节%

在伏羲祭祀流程上$清王朝基本上因袭了明制)在伏羲祭祀事由上$清王朝结合自身传统

有所拓展%这是一种双向度的&华夷一家'$由此带来了伏羲相关礼仪制度乃至中华文化的重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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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就现实性而言$伏羲能够成为清王朝重构民族关系和礼仪文化的要素$无非是因为祭祀伏

羲具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社会功能%

二!维持统治(清王朝祭祀伏羲的现实诉求

王尔敏认为$清朝政治上认同以伏羲为首的历代帝王$&表明其接承明朝帝统$延续列圣列

王$为伏羲以来政统宗子'%文教上宗奉儒学道统$通过&传心殿经筵致祭典与经筵日讲!祀孔

与临雍释奠'$表明其为道统继承者)风俗上通过参与!提倡官方许可的民间群祀$推广庶民教

化$最终驯服民众%

! 作为清王朝国家祭祀的重要对象$伏羲在政治!文教!风俗上都对维持王

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庙祀伏羲以发挥其政治功能$殿祀伏羲以发挥其文教功能$陵祀伏羲

则发挥其风俗功能%而在上为政教!在下为风俗$伏羲政治和文教功能的发挥$离不开风俗的

形成$故陵祀既要体现祭祀伏羲的政治功能即所谓&新治统'$又要体现祭祀伏羲的文教功能即

所谓&继道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庙祀!陵祀!殿祀对于王朝的重要性而言$陵祀才是清王朝

得以维持统治的关键和基础%通过对陵祀祭文和陵祀事由的分析$不难发现清代帝王如何遵

循&继道统而新治统'的合法性逻辑$采取道统服从和服务于治统的操作策略$借助陵祀伏羲$

向神!人宣示王朝治统之顺天应民$在政教与风俗的互动中$获得民众对王朝权威的认可与服

从$进而维持王朝统治%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陵祀祭文更为系统化$对王朝合法性的诉求也更为直接和强烈%明代

的祭文基本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盛赞伏羲功绩$后半部分则是祈求神佑%清代尤其是王朝

前期的祭文$大致由五部分组成%首先开篇点明伏羲开创了治统$其次从&治道合一'讲述伏羲

开创了道统$接着强调清帝继承大统在于顺天应民$然后表明陵祀伏羲的事由$最后则是祈求

伏羲福佑%

根据清代礼制规定$结合陵祀祭文内容$清王朝陵祀伏羲的事由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因产

生掌握王朝政权的新皇帝$包括登基!亲政!授受大典等)二是因产生王朝政权的未来掌握者$

主要是册立皇太子)三是因凯旋奏功$包括大军凯旋!平定边徼等)四是因孝致祭$包括上尊号

徽号!庆万寿节!升纎太庙!配享圜邱等%

!一"登基#亲政#授受大典

就新治统而言$既有整体意义上的新治统$即王朝更迭)也有个体意义上的新治统$即皇帝

轮换%登基!亲政!授受大典$都属于个体意义上的新治统%皇帝登基是治统更新的重要象征$

意味着帝王之位从老皇帝传续到新皇帝%新皇帝即位也就加入了伏羲为首的帝王世系$成为

治统谱系中的一员%新皇帝的合法身份$既要得到伏羲的认可$也要得到皇室的认可$更要得

到民众的认可%为宣示新皇帝之顺天应民$即位之初就要陵祀伏羲以昭告神!人$祭文中常用

&朕以藐躬缵膺大宝'!&继登大宝'!&初承大统'之类的表述%入关后的清王朝$除顺治朝!康熙

朝尚未形成定制$新帝即位之初未遣官致祭太昊陵$此后从雍正帝到宣统帝$新帝登基即陵祀

伏羲%

虽说皇子登上皇位即为新治统$但对于王朝来说$皇子往往很多$皇位却只有一个$能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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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皇子必须有充分的合法性证明%一旦新皇帝的即位合法性遭到质疑$遣官致祭太昊陵就

被用作消除合法性危机的手段$雍正帝登基陵祀伏羲就是典型的例子%雍正帝是在一片质疑

甚至反对声中登上皇帝之位的$为表明其继承大统的合法性$雍正帝于即位之初就遣官致祭太

昊陵$利用王朝祭祀以示其上应天!下顺民%为表明遵祖制$与顺治帝!康熙帝一样$雍正帝以

&自古帝王'四个字作为祭文开头$既从治统的源头上建立了和伏羲之间的联系$又从皇位的延

续上表明其传自顺治帝!康熙帝%但雍正帝能够继承大统$毕竟是康熙帝的遗命$故祭文极为

推崇康熙帝$称(&我皇考峻德鸿勋$媲美前古$显谟承烈$垂裕后昆%朕以藐躬$缵膺大宝$当兹

祀位之始$宜修享祀之仪$特遣专官$虔申昭告%'

!雍正帝在祭文中极力夸赞前任皇帝的做法$

在清王朝
N

位皇帝的即位陵祀伏羲祭文中极为罕见$即使是接受乾隆帝禅位的嘉庆帝$在即位

之初的陵祀伏羲祭文中$也没有刻意强调其与前任皇帝的父子关系$尤其是前任皇帝的丰功伟

绩$只称&兹以乾隆周甲$嘉庆纪元$懋举崇仪$特申昭告'%

"究其原因$无非是雍正帝&新治统'

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故此希望通过陵祀伏羲以借助康熙帝为其即位合法性提供支持%

虽说皇子登基即为帝王$但成为帝王并不必然就是事实上的掌权者$一个不能真正掌权的

帝王是无法加入帝王世系的$只有亲政方能柄国$才能谈得上&新治统'%顺治八年"

&!$&

#!康

熙七年"

&!!N

#$顺治帝和康熙帝都因亲政遣官致祭太昊陵%自雍正朝以降$新上位的清帝如还

有亲政环节$则登基和亲政时都要遣官致祭太昊陵$如咸丰十一年"

&N!&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

因登基!亲政陵祀伏羲)光绪元年"

&N"$

#!十三年$光绪帝亦因登基!亲政陵祀伏羲%

授受大典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登基!亲政方式$通过老皇帝的授和新皇帝的受$完成帝

王之位的传接而&新治统'%新皇帝加入帝王世系$照例要陵祀伏羲%嘉庆元年"

&"K!

#$乾隆

帝!嘉庆帝举行授受大典后$嘉庆帝即遣官致祭太昊陵%

!二"册立皇太子

&太子者$国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

# 对于王朝来说$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是即将加入

帝王世系的储君%与帝王之位一样$太子之位也只有一个$哪个皇子能够成为太子同样需要合

法性证明$需要告知神!人%不过清王朝入关后公开册立的皇太子仅胤秖一人$所以只有康熙

朝才因册立皇太子陵祀伏羲%但仅此一人的胤秖因两次被立为皇太子$康熙帝亦两次遣官致

祭太昊陵%

康熙十四年$不满两岁却&日表英奇!天资粹美'的胤秖被册立为皇太子$并于当年十二月

十四日昭告天下%第二年$康熙帝遣礼部右侍郎杨正中致祭太昊陵$祭文表达了祈求伏羲福佑

太子的愿望$云(&自古历代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宇宙%朕受天眷命$抚

御鸿图%懋建元储$前徽是景%明?大典$亟宜举行%敬遣癩官$代将牲帛%爰昭荐之忱$聿备

钦崇之礼$伏惟格歆$尚其鉴享:'

$祭文描绘了一个上自远古帝王伏羲!中接当今帝王玄烨!下

至未来帝王胤秖的治统谱系$以此表明$太子胤秖就是未来继伏羲之统而治者%

但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以胤秖&秉性乖戾!罔体朕心!违背朕训'

%为由$下诏废除立

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又下诏复立胤秖为皇太子$于当年五月遣官致祭太

昊陵$并为太昊陵留下了一篇最长的陵祀祭文%在祭文中$康熙帝向伏羲详细讲述了立!废!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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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太子的经过和缘由%在讲述废除太子的缘由时$已经不是,废斥东宫诏-所说的太子性格和

不听皇帝话的问题$而是把皇帝和太子之间的个人冲突上升为治统层面$成了一个事关王朝统

治的问题$&维祖宗洪业及万邦民生所系至重$不得已而有退废之举'%

! 废而复立$就要给出

理由%在康熙帝看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奸恶之徒故意制造事端$并非太子之错%因废太子

一事耗损心神而致剧疾的康熙帝$通过观察胤秖在服侍期间的各种表现$认定胤秖并非失德之

人$仍是传续治统的合格接班人$于是复立储位$以固国本!以孚民望%

立而又废!废而又立$就太子是否符合治统要求而言$立是肯定$废是否定$复立则是否定

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层次的肯定$证明太子是经得起考验的帝位继承人%但三年后$康

熙帝再次昭告天下$废除太子%立太子昭告天下并陵祀伏羲$说明储君要想成为皇帝进而成为

帝王世系中的一员$需要治统开创者伏羲的认可%废太子昭告天下而不陵祀伏羲$说明储君已

无机会成为帝王世系的一员$自然不必祗告伏羲%第二次废除太子后$清王朝再未公开册立皇

太子$也就不再因此遣官致祭太昊陵%祗告伏羲帝王世系增加新成员的事由$也就由册立皇太

子变成了新帝登基或亲政%

!三"大军凯旋#平定边徼

康乾时期是清王朝军事力量的强盛之时$故因大军凯旋!平定边徼而陵祀伏羲主要在康乾

之时$康熙二十一年因平定吴三桂!三十六年因平定噶尔丹$乾隆二十年因平定准噶尔部!二十

五年因平定新疆&回部'!四十一年因平定大小金川$先后五次遣官致祭太昊陵%

中国自古讲究只有王者之师方能所向披靡$军事的胜利就是天道的反映%清王朝前期$毕

竟王朝初建$合法性有待证明$军事行为更要和天道联系起来$故康熙年间的军功祭文$首先要

强调的就是顺天承命$然后才有军事的胜利$如康熙二十一年祭文(&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

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朕诞膺眷$临制万方%扫灭残凶$

廓清区宇%告功古后$殷礼肇称%敬遣癩官$代将牲帛$爰修?祀之诚$用展景行之志$仰企明

灵$尚其鉴享:'

"在康熙帝看来$帝王需有无量功德$才能证明其像伏羲一样受天显命$而武功

即是无量功德之一%一旦天命不为某些世人所遵从$受天命者就要发兵讨伐$方显功成德盛%

既然康熙帝顺天承命$吴三桂就是逆天违命$清王朝必须替天行道!予以讨伐$,剿灭吴逆诏-

称(&三桂僭称伪号$逆焰弥滋$负罪尤甚%朕躬行天讨$分命六师$缴抚并施$德威互济%'

#

到了乾隆之时$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进入鼎盛时期的清王朝的合法性似乎已经不容质

疑$所以乾隆年间的三次凯旋奏功的陵祀祭文$都不再刻意强调天道$而是以王者之师的身份

&昭命讨伐'$以彰显清王朝得天下之正%既得天下之正$为何还有征伐之事. 无非是因为天下

之正既要能得到$还要能守住$而守的手段除了文治还有武功%德教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用

戎兵来解决$德威互济方能守护天下之正$如乾隆二十五年祭文所言(&朕维帝王$建极绥猷$经

文纬武%诞敷德教$仁义备其渐摩)克诘戎兵$声灵彰其赫濯%惟恩威之兼济$先后道本同符%

斯命讨之$昭垂今古$功归一轨%兹以西师克捷$回部荡平%缅骏烈于前型$敷奏其勇)远徂征

于绝域$通观厥成%中外腾欢$神人协庆%专官肃祀$昭鉴惟歆:'

$在乾隆帝看来$自伏羲而

始$历代帝王除了经文还要纬武%文治武功方能得天下之正$也方能守天下之正$此为治统

之要%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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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尊号徽号#庆万寿节#升纎太庙#配享圜邱

上尊号徽号!庆万寿节!升纎太庙!配享圜邱都属于孝道的范畴$上尊号徽号!庆万寿节属

于生前之孝$升纎太庙!配享圜邱则属于死后之孝%对于王朝统治者来说$孝的目的是为了治$

常建华认为$以孝治天下是清王朝的基本政策$而&掩盖民族矛盾$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是清王

朝推行孝治的重要原因%

!

从祭文来看$因上尊号徽号而遣官致祭太昊陵主要针对皇太后而言$且往往与皇太后万寿

节一起庆祝%如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帝为其上徽号!庆万寿的第二年遣官致祭

太昊陵$祭文曰(&帝王宪天作极$受承庥$教孝莫先于事亲$敛福用光乎继治%是彝是训$缅

维至德%要道之归$寿国寿人%允怀锡类推恩之盛$兹以慈宁万寿$懋举鸿仪$敬晋徽称$神人

庆洽%爰申殷荐$特遣专官$冀鉴兹忱$永绥多福:'

"清代帝王都比较重视孝道$乾隆帝尤甚$

其即位之初就说(&致治之本$孝道为先%'

#在陵祀祭文中$乾隆帝把事亲和继治视为一体$看

作帝王行为准则$欲治必孝!能孝必治%而孝以尊亲为大$对于帝王来说$生前尊亲又与王朝统

治相关的就是上徽号!庆万寿了$如此便能寿国寿人%故乾隆十七年!二十七年!三十七年$乾

隆帝三次因给皇太后上尊号徽号!庆祝万寿节而遣官致祭太昊陵$以示孝道%尤其是乾隆三十

七年$六十二岁的乾隆帝为八十岁的皇太后陵祀伏羲以祈福$身体力行以孝治国$其政教意义

可想而知%

除了皇太后的万寿节$皇帝本人的万寿节也要遣官致祭太昊陵%按照封建王朝的伦理纲

常$皇帝为君父$所以皇帝本人的万寿节$臣子就要对其尽孝$此也为孝治的重要内容%在清帝

看来$臣子之所以要对君父尽孝$是因为君父的&慈爱'%在家天下的制度体系内$这种&慈爱'

表现为因君父之功而让臣子过上好日子%如康熙帝五十大寿时陵祀伏羲$祭文中就曾说道(

&朕钦承丕绪$抚驭兆民$思致时雍$常殷惕励$历兹四十余载%今岁适届五旬$宵旰兢兢$无敢

暇逸$渐致民生康阜$世运升平%'

$臣子之所得原来是君父之所赐$按照&父慈子孝'的逻辑$君

父既已予臣子以&慈爱'$臣子应当报君父以&孝顺'$这对于王朝秩序的维护当然是极为重

要的%

升纎太庙!配享圜邱虽然同为死后之孝$但二者的适用对象有所区别$升纎太庙主要是针

对太皇太后!皇太后而言$配享圜邱则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作为宗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太

庙是&敬天法祖'思想的产物$是后世子孙孝敬前世祖先的物质载体$是皇家孝文化的集中体

现%太皇太后!皇太后在世之时$帝王要为她们加上各种尊号徽号$以示其盛德懿行$离世则要

将其神主升纎太庙$以便死后尽孝%如康熙二十八年因皇祖妣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

皇后神主升纎太庙$康熙五十八年因皇妣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神主升纎太庙$康

熙帝分别遣官致祭太昊陵$以示孝行%不过作为皇家的宗庙$太庙并非仅仅是单纯的祭祀场

所$它还是王朝权力的象征$升纎太庙本身也就是一种以孝促治的政治行为%

郊祀配享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尊荣$也是康熙朝确立的一项政策%康熙六年$山东道监察御

史周季婉上疏请崇配享之礼$在奏疏中$周季婉援引,孝经-&严父配天'之义$建言奉离世帝王

神主配享郊祀以彰显孝治(&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之君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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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天者$亦未有称祖而不配天者%'

!经过礼部详议$帝王神主配享圜邱最终定为清王朝的礼

制$凡是帝王神主配享圜邱礼成之后$就要陵祀伏羲%如雍正二年"

&U"L

#$因圣祖合天弘运文

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主配享圜邱$礼成之后$雍正帝遣官致祭太昊陵%

三!结 语

清王朝由关外入主中原$建立稳定统治长达二百多年的大一统政权$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

来看$都有其成功之因$而清王朝关于伏羲的祭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理论方面$在宋之前$伏羲已被尊为上古圣王$位居帝王世系之首位%入宋以后$士林关于

正统的讨论$为清王朝摆脱&华夷之别'的民族身份障碍提供了思想武器$清王朝据以提出了满

汉一家!华夷一家!中外一体!天下一统等新的民族文化观念%而理学家们关于治统!道统!&治

道合一'的讨论$不仅奠定了伏羲的治统!道统开创者地位$而且塑造了伏羲&治道合一'的圣君

圣师形象$成为清王朝&继道统而新治统'思想的理论来源%

实践方面$&元鉴不远'$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代的一些民族文化

政策激起了士林的反感和不满$造成了对王朝统治的危害$如把伏羲由上古圣王降格为医药之

祖%

" 元朝施行的民族文化歧视!压迫政策而导致的亡国之训$为清王朝提供了反面借鉴%而

明代通过纠正元代的民族文化政策$如对伏羲祭祀活动的重视和制度化$成功实现了长期统

治$又为清王朝提供了正面借鉴%在吸取元代教训和总结明代经验的基础上$清代通过实践探

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利于王朝统治的民族文化施政之路%

在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启发下$围绕着维护统治的现实诉求$清王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

祭祀伏羲的礼仪制度%在祭祀时间!祭品!承祭官!祭祀仪式尤其是祭祀事由和祭文方面$清王

朝继承和完善了明朝的相关制度$形成了集庙祀!陵祀!殿祀等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祭祀格局%遵循&继道统而新治统'的基本逻辑$以道统服从和服务于治统为操作策略$清

朝统治者完成了对王朝合法性的论证$实现了王朝的长久统治%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清王朝的长久统治$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清朝统治者提出的满汉一家!华夷一家!中外一体!天下一统等民族文化观$不仅仅只

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想认知$更是贯彻到实践层面的政策执行%从清王朝祭祀伏羲尤其是

陵祀伏羲的活动中不难看出$&大一统'的民族文化观是贯彻始终的%首先$伏羲被尊为治统!

道统的开创者$陵祀伏羲隐寓着清王朝的治统!道统一脉相承于伏羲$这是历时的一统%同时$

无论是新皇帝的上位还是皇太子的册立$表明治统!道统已经或即将统一于&一个人'身上$这

是共时的一统%其次$作为陵祀伏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孝致祭不论是为尽生前之孝的上尊号

徽号!庆万寿节$还是为尽死后之孝的升纎太庙!配享圜邱$都是孝道的体现%在孝道层面$帝

王和臣民有着高度的认可与共识$而帝王的孝道言行$无疑会强化孝道成为一种愈加为各民族

所认同的价值观$从而成为构建大一统民族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一旦&大一统'民族

文化观的现实基础面临挑战如各种叛乱$清王朝就要出兵征讨$并因凯旋奏功而陵祀伏羲$以

王朝疆域的一统来维持民族文化的一统%正是在&大一统'民族文化观的指引下$清王朝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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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通过对陵祀伏羲的考察不难发现$在政教与风俗的互动中$清王朝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社会治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有力解决了王朝的合法性问题$而且发展出丰富多样的陵祀制

度$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清王朝整合了政治!文化!社

会以及宗教信仰等资源$形成了王朝主导!上下协同!官民参与!礼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代

表国家意志的遣官致祭活动$向基层社会发出了伏羲祭祀为正祀的信息$而正祀是允许并支持

普通百姓参与其中的$只要也只有他们参与到伏羲祭祀活动中来$王朝就能也才能把政教思想

渗透到基层社会$而伏羲祭祀相关风俗的形成$正是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反映$正如太昊陵的

一些碑文所言(&稽历代圣帝明王获邀后世之祀典$则有之矣%从未有远近士民钦仰欢趋$焚香

祭祷$如斯庙之盛者%66而氓庶报本反始$不期其然而然者哉:'

!反而言之$一旦基层社会

的祭祀活动偏离了国家意志$王朝就要出面整顿$如&山西赵城县女娲氏陵寝$殿中妄塑女像$

听任乡愚求嗣酬愿$诚属黩慢不经%令该抚饬地方官将旧像撤去$改立神牌$安设寝殿$春秋以

时展祀$禁绝私祈'%

" 女娲氏也是清王朝陵祀的对象$陵祀祭文中也有&继道统而新治统'之

说$而清王朝之所以干预民众的求嗣酬愿$无非是民众私祈破坏了基层社会治理中最核心的王

朝主导原则$危害到社会治理制度的良性运行%但问题在于(无论是象征治统的庙祀$还是象

征道统的殿祀$都没有女娲氏的位置%故此$清王朝在政教与风俗的互动中$如何界定治统!道

统的边界$并在相关祭祀活动中灵活执行民族文化政策$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将是一

个有待深化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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