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德癸酉平阳尧庙改制考 

——《三圣庙碑》解读 ∗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刘永华 

2004年夏，笔者因参加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活动，有幸参观了山西临汾

市的尧庙。庙中现存碑刻多通，其中一通明代正德碑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就

是本文讨论的立于正德十六年（1521）的《三圣庙碑》。碑文记载了正德癸酉

（八年，1513）山西省级官员主持改建尧庙一事的来龙去脉，其主题触及清理

尧庙祭祀空间的具体经过。从山西返回后，笔者查找了方志、文集、碑刻集等

文献资料，大致弄清了平阳尧庙的由来，尤其是宋元之际尧庙的修建情形，并

基本理清了正德癸酉改制倡导者的具体背景和改制背后的缘由，重建了历代修

建平阳尧庙的历史事实，尤其是重建了从道教进入尧庙，至道教被清除出尧庙

的大致过程。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一  《三圣庙碑》释文 

为了便于下文的讨论，兹先将《三圣庙碑》的释文抄录如次： 

进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东吴顾

鼎臣撰/ 

上古大君，惟尧、舜、禹三圣继作，承历御天，粤稽诸典谟，凡治天下

之大经大法，盖已备举而无遗矣。至如精一执中之道，所以位天地，育万

物，蕴/之为圣学，措之为帝治者，实自尧始发之，以授舜，舜授禹，而后

统纪接续，以垂于无穷，于乎大哉！三圣人之功烈，真与天地并，非古祭法

所可该/备。三代秩祀，国都礼简而义隆。迨于秦汉，丰昵淫祠，典章废

阙，若汾阴祀尧，九疑祀舜，会稽祀禹，虽根于一时尚德之心，然非礼

矣。魏晋始即故/都庙祀，后世因之，盖治化所从遗泽未泯，守土之吏岁时

对越，以及匹夫匹妇，辨香掬醑之荐，固人情所宗，抑明神陟降之所顾歆

也。 

平阳尧庙，/历唐、宋、元，迁革凡几。/昭代正统中，右布政使石璞奉

/命修建，乃增拓规制，群观为耸，既往之迹，咸载旧文。数十年来，又多

倾坏，且异教日崇，神宇参错，而舜、禹合祠一室于尧殿之后，舛陋莫有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课题名：“亦礼亦俗：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礼仪”，批准号：

08JC770022）和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 年）的资助。中山大学主办的“历史人类学高级

研修班”为笔者接触本文讨论的主题提供了直接的契机，在此谨表谢忱。此文曾在台湾《民俗曲艺》第

167 期（2010 年 3 月）刊出，笔者想借此机会感谢 Kenneth Dean 和三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收

入本专辑时，笔者对论文内容进行了调整。 



甚焉。巡按/监察御史周君伦瞻拜兴嗟，毅然以修饬厘正为己任，心虑人

谋，彼此惠协，乃择有司之良者，曰府同知李沧、推官东郊，筹划指授，

委任而责成/焉。募财征工聚徒，不伺戒董，人翕然劝。搜罗群材，代腐以

坚，易缺以完，革其僭渎，斥其淫邪，合于典法，乃于尧庙之右，改老君

祠为舜庙，左改伯/王祠为禹庙，别创门堂以表之。增建廊庑，修盖神厨、

神库、斋居、守庐凡若干楹。上下相承，质文交称，神人之事，细大咸咸

备。工始于正德癸酉之冬，/讫于甲戌之春。周君邮书，征文于左春坊左谕

德顾鼎臣，以纪其事。自顾浅劣，谢不敢当，于今五年，而知府闵槐奉巡

抚都御史张桧、巡按御史/周宣、张鹏之教，累申前请，诸君皆克绍往休，

有相于庙，重久违之，乃述其梗概如此。 

夫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击壤之民，亲蒙帝力，犹曰何有于/我，矧

数千载而下，去圣逾远，苟非上者作而起之，他日遂移于异教，而忘圣人

之功，未可谓无也。周君是举，合道揆，适时宜，不费公，不厉民，故告

成之日，四方来者，莫不迁志改视，君子谓得其礼，小人谓得其情，赞颂

归向，罔间遐迩，世言斯民不可与兴时雍泰和之治，吾不信也。虽然，物

成/而毁随，事利而弊生，时省而葺治之，申戒之，俾庙事常完而日益者，

重有赖夫后之人。 

系以诗曰：/于皇三圣，代天聿兴。建极作则，辅相裁成。攘除灾害，

立我烝民。敦典庸礼，敷教明刑。天位与贤，一中心传。大弥天地，/细察

鱼鸢。蕴抉太古，斯文肇宣。君师民物，万世赖焉。实沉之墟，放勋遗

都。祠庙有严，先民是图。岁久敝倾，异教蕃芜。/过而弗顾，非圣者

徒。学道稽古，维周柱史。是黜是崇，乃经乃理。庶官祇徳，百工喜起。

三圣妥灵，明禋自始。吏民骏奔，/永介禧祉。 

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己夏四月吉旦 佥事□□  张□  参议□□  周□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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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现存于今山西省临汾市城南尧庙内，碑文共 25行。这篇碑文亦收入顾

鼎臣《顾文康公三集》，1 碑文中漫漶的部分，就是根据这部文集补齐的。在

正面解读这通碑文之前，我们需要先行介绍尧庙早期的历史，以期为理解正德

癸酉的改制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二  元代以前的帝尧祭祀 

帝尧和舜、禹号称“三圣”，历来被视为后世帝王之表率，大约从汉代开

始，就已得到官方的祭祀，以后历有变更。据乾隆元年（1736）《山东通志》

载： 

《会典》：帝尧陵，在东平州祭。史称：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

葬在谷林，在今濮州西南。平阳有尧庙，谷林有尧陵。自汉至宋，或祀于

平阳，或祀于谷林。至元始祀于东平州，以其地属东平路，而祭于路所治

之地也。明洪武初，仍元之旧而祭之。2 

可知祭祀帝尧的地点，历来就有争议：一是山东东平州，这里据说是帝尧的

出生地，也是尧陵所在；一是山西平阳府，这里据说是帝尧都城所在。 

《山东通志》收录了《尧陵考》一文，作者不详，对历代朝廷对帝尧的祭

祀地点进行了考辨和梳理。作者认为，朝廷对帝尧的祭祀，至迟可上溯至汉

代，一开始就是在尧陵所在的山东东平境内（成阳；濮州）举行的： 

至于历朝祀典，按《熹平碑》云：圣汉龙兴，缵尧之绩，祀以上牺，曁

于亡新，礼祠遂绝。是西汉初已有成阳之祀矣。后汉元和二年（85），章帝东

巡狩，遣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延光三年（124），安帝遣使者祠唐尧

于成阳。灵帝（168-189 在位）时，从廷尉仲定之请，修祠复旧，岁以春秋

奉太牢祀，见《灵台碑》。又《寰宇记》：尧陵在雷泽。唐贞观十年（636），

诏禁刍牧及春秋祭酬。又《文献通考》：宋乾德四年（966），诏先代帝王陵寝，

各给守陵五户，长吏春秋奉祀。其尧陵下注：在成阳谷林。熙宁元年（1068），

知濮州韩铎言：尧陵在本州岛雷泽县东谷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请敕

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户，免其租税，俾奉洒扫。诏给守陵五户。政和三年

（1113），定《五礼新仪》，乃享陶唐氏于濮州，以司徒契配。合而观之，前

代之祀尧陵者，未有不于谷林者也。 

从作者所举证据看，历代对尧陵的祭祀，都是在东平境内举行的，但是中间

时断时续。不过，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历代朝廷是否祭祀尧陵，或东

平境内的尧陵是否为祀典规定的祭祀地点的问题（因为尧陵常常并非朝廷祭祀

                                                            
1 顾鼎臣，《顾文康公三集》卷之 3《碑记》，页 5a－7b，《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中国科学院藏明万历至

清顺治顾氏家藏刻本。 
2 乾隆《山东通志》卷 21，“帝尧陵”，页 15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文中措辞看，此碑撰者可能是清

初人。 



帝尧的唯一地点），而是朝廷祭祀帝尧比较重视的究竟是尧陵还是尧都的问

题。对此，《尧陵考》也进行了讨论： 

然有以帝都为重者。后魏太和十六年（492），诏曰：“帝尧树则天之功，

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此后则唐显庆三年（658）、天宝六载（747）、宋

乾德元年，皆祀尧于平阳。至四年（966），诏给守陵，则于濮州之谷林也。

是以徽宗径祭濮州，陵庙合享。宋既南迁，金、元举祀，仍属平阳，而濮州

之祀遂废，惟存元徐世雄书帝尧墓一碑而已。明洪武四年（1372），太祖诏祀

先代陵庙，乃祀尧于东平州。祭文曰：“考君陵墓在此，特遣官奠祀修陵。”

是年，遣编修葛守诚赴东平葺陵建祠，著为祀典。1 

可见北魏、唐、北宋均以平阳尧庙之祭祀为重，至于金、元两代，朝廷对东

平尧陵的祭祀一度中断，而平阳尧庙成为朝廷祭祀帝尧的法定的唯一地点。2 

这种局面至洪武初年才彻底改观，改在东平尧陵举行。3下节讨论的姜善信重建

平阳尧庙一事，正是在元初此庙被列入祀典的背景后进行的。 

关于平阳尧庙的早期沿革，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四“尧庙”条综

合了历代的重要记载。这条记载首先综述了北魏至唐代祭祀平阳尧庙的相关记

载： 

《北魏纪》：太和十六年，诏曰：“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

于平阳，令牧守摄行祀事。”《魏土地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尧

神屋石碑》，庙在城南八里，旧址在汾西。晋元康中建汾东。唐显庆三年，移

建于此。齐天保元年（550）六月辛巳，诏：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

于祀典者，咸秩无遗。《水经注》：汾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隋制，祀帝尧

于平阳，以契配。《唐开元礼》祝版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开元神武皇

帝讳谨遣具官姓名，敢告于帝陶唐氏，惟帝则天而行，光被四表，式遵祀典，

敬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祇荐于帝陶唐氏配坐，敢昭告于唐司徒，惟

公敬敷五教，弘赞彛伦，率由旧章，配享于帝陶唐氏，敬以制币”云云。天

宝六载，以羲仲、和叔配。《元和志》有尧帝庙，在临汾东八里及南六里。 

与前引《山东通志》的记载相比，这部分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更为详细。更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记述的北宋、金、元三代对尧庙的祭祀情形： 

                                                            
1 乾隆《山东通志》卷 21，“帝尧陵”，页 15a－17a。 
2 从笔者收集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断定，历史上官府、士大夫和道士都曾在尧庙举行祭祀仪式。遗憾的是，

这些仪式的组织和内容，因数据阙如，已无从考证。 
3 乾隆《山东通志》称“至元始祀于东平州”，不知何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东平县志》卷 15《古迹志》，

页 10b，“唐帝尧陵”：“《明集礼》：洪武四年，礼部定议：帝王陵寝在山东省者凡二，曲阜祀少皞，东平

祀唐尧。……谨案：尧陵在濮州，明初礼官定议，以为在东平州东北二十五里芦泉山之阳修陵建祠，春

秋致祭，沿误者已四百年。清乾隆纪元，始改祀濮州，此地仍敕有司一时祭享。”可知帝尧祭祀改东平在

洪武四年（1371），至乾隆元年（1736）再改濮州。关于这次变更的原因，东平和平阳两地志书均未提及。

可以想见，经过这次变更，平阳尧庙在祀典中的地位大为降低。 



宋乾德元年，诏以稷契配，每三年仲春月行享，牲用太牢。开宝九年（976）

七月丁亥，命修前代帝王祠庙。咸平元年（998）十一月，诏葺历代帝王陵庙。

淳熙四年（1177），静江守臣张栻言：“臣所领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

其山曰尧山，高广为一境之望，祠虽不详所自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弥明诗刻，

即知其来旧矣。臣已肇修祠宇，请着之祀典，俾长吏检校葺治。”从之。金皇

统三年（1143）重修，高平郡范櫜撰记。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

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尧庙。又至元间，道士姜善信募修，诏赐额曰“光泽之

宫”，殿曰“文思”，门曰“宾穆”，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

费。翰林直讲学士王盘奉敕撰记。1 

从上述记载可知，北宋时期，虽然徽宗曾祭祀帝尧于濮州，而历朝还是以平

阳尧庙为重，其间涉及平阳尧庙之祭祀与修建者凡四事。元世祖至元年间，朝

廷还赐庙额、赐白银、良田，进一步肯定平阳尧庙作为祀典庙宇的地位。这里

很清楚地指明，至元尧庙重修一事，实与一位名叫姜善信的道士有莫大的关

系，这位姜善信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主持修建尧庙？让我们在此稍作停留，来

探究这位道士重修尧庙的原委。 

三  至元姜善信重修尧庙事 

现存姜善信重修尧庙的最完整的记载，是上引《山西通志》提到的元翰林

学士王磐所撰的《修尧庙记》。此文收入民国《临汾县志》，兹引述如下： 

平阳府治之南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岁远，渐就倾圮。有靖应真

人姜善信欲更择爽垲，重建庙貌，请于朝。上嘉其意，赐银二百锭，仍敕

有司下太原木场，给官材二千根，皆辞不受。勤力节用，以身道[导]俗，

凡阅岁而庙成。为地七百亩，为屋四百间。躭躭翼翼，俨然帝王之居。殆

与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观矣。经始于至元二年（1265）之春，落成于

至元五年（1268）之八月。诏赐其额曰“光泽之宫”，殿曰“文思之

殿”，门曰“宾穆之门”，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

仍诏词臣制碑文以纪其成。翰林直讲学士臣磐当属词。 

谨按祀典，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时以春之仲月，其地以当时所居

国邑。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

德府，唐尧于平阳府。盖圣人之心，其于天地万物，虽一视同仁，不以远

近为亲疎，至于父母亲戚所居，松楸坟垄所在，则亦不能漠然无情，与陌

路同也。是以周公封于鲁，而四世反葬于周。孔子去齐，接淅而行，去鲁

                                                            
1 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 164《祠庙一》，页 35a－37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则曰迟迟吾行也。其不以乡党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观之，因其功德之

懋而有祭，而必于其乡者，圣人制礼缘人情也。 

因其岁年之远，而有敝敝而改图其新者，知者创物从时宜也。善信读老

庄之书，从方外之教，以虚无淡泊为宗，以因循自然为用，然而嘉闻仁义

之言，乐道尧舜之事。前修禹庙，数载功成。今建尧祠，三年有效。可谓

知虑明敏，操守坚固，通方不滞，好谋能成者也。尧大圣人也，德被羣

生，泽流万世，即欲称道其美，是犹褒天地之大，誉日月之明，无所容其

辞矣。乃述立庙之本末如此。1 

这篇记文主要谈到了三层意思：一是尧庙的重修过程；二是祭祀帝尧的地

点；三是姜善信其人修建尧庙的主观动机。 

这篇文章首先回顾了唐代创建尧庙一事，然后提到姜善信欲重修尧庙，请

于忽必烈，再主持重修工程的过程。此庙之重修，从至元二年到至元五年，历

时四载，其间朝廷曾有意拨款支持，被善信谢绝。重修竣工后，特赐庙额，并

赐白银、良田若干为香火费。因此，这个重修工程不仅得到朝廷的首肯，而且

朝廷在财力、物力上也给予了一定支持。文中对第二件事的讨论颇出人意外。

第二段文字的意图，虽则谓祭祀前代帝王，祀典以为应以所据国邑，而王盘试

图辨明的，则是“因其功德之懋而有祭，而必于其乡”，亦即前代帝王的家

乡，也可以作为祭祀他们的所在，这似乎是在为东平州祭祀帝尧辩护。这点让

人觉得费解，俟来日再考。 

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次尧庙修建的主持人姜善信。王

磐称善信“读老庄之书，从方外之教，以虚无淡泊为宗，以因循自然为用，然

而嘉闻仁义之言，乐道尧舜之事”，又称赞他“知虑明敏，操守坚固，通方不

滞，好谋能成者也”，说他还曾“前修禹庙，数载功成”，言辞之中，似乎说

他是个相当入世的出家之人。这一点还需要详加说明。对于姜氏的身分，碑文

中仅提到他是一位被敕封为靖应真人的道士。所幸陈垣的《道家金石略》一书

中，收录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翰林直学士李槃撰《敕赐靖应真人道行

碑》一通，对姜氏的生平介绍较详，兹引述全文如下： 

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 

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臣李槃奉敕撰 

三洞讲经师渊静大师李永和书丹 

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十有八日，靖应真人姜公卒。是年冬，其门

人提点尧禹庙事董若冲而以讣闻，且征词以表其行。上追念久之，□□御

                                                            
1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上》，页 53a－53b，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都予（下阙）诏臣槃述其事。臣学术空疏，承命战栗，然叨预禁林，以

文字为职，诚不敢以鄙陋辞。 

谨按公讳善信，字彦诚，□□□□人，□太公望之后，世以□为业。父

某向（下阙）轻财重义，好周人之急，乡党以是称之。母李氏。公资禀沉

默，状貌奇古，自童丱间已有超俗之志。及长，白诸父母，求为（下阙）

之年□□南□□□山，求其所（下阙）师者寻又走商颜，为季父所追，迫

令还家。未几复辞去，亲知其不可留，听其所如。闻莲峰真人靳道元住玉

□洞，志操（下阙）其□□纳之，授以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戒云：道家

者流，以清净虚无为体，谦恭慈□为用，不为嗜欲所汨，不为尘俗所染，

□□□□□学□矣（下阙）峰殁，即以法席付之。自是而后，洞居者十余

岁，块坐一龛，心如止水，境与神会，万象了然，皆在吾目中矣。醴（下

阙）结庵于泉北，故以碧云额之。 

时汤火之余，饥馑荐臻，暴骨蔽野，公恻然悯之，为作黄箓醮。凡张

超、黄神等（下阙）闻公名，欲一识其面，未暇给也。迨己未（1259）奉

命南伐，驻师曹濮间，召公驰驿，谒于帐殿（下阙）行蔑不济矣，但克敌

之后，秋毫无犯，使江汉之民，按堵如敌，此仁义之举也。上曰：吾将拉

公以行，（下阙）人事多中，凡有益于公家者，示款密而陈之。上嘉纳其

说。已而乞还故山，以金鞍白马宠其行（下阙）其圣眷之隆盖如此。癸

酉，上遣使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王待以殊礼，造膝（下阙）归，一

夕召若冲等属以后事，言讫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是夕二鼓，有青虹

贯斗之祥，既欲□色（下阙）旧隐也，道俗送之者以千数。自非福德兼

具，其孰能动人如此其盛者也。 

公专静（下阙）见禹庙倾圯，慨然以修复为事。初庙地狭隘，又面势背

河而东，甚不称邦人瞻仰，（下阙）几二百楹，焕然为之一新。庙成，上

褒其功，因问禹以所行之道，公引《尚书》太（下阙）世犹古之世也，陛

下诚能思政求贤，即今之尧舜也。上悦而从之，官（下阙）方辐辏共相兹

役，曾不逾时，而能事斯毕，告成于上。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下阙）

起之，其经营规度，勤亦至哉。…… 

宣授光宅宫真人董若冲 

□□至德大师提点孚惠宫事（下阙） 

知孚（下阙） 

大元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清明日记 

安□府路等（下阙）1 

                                                            
1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 1120－1121页。按陈循《尧庙重新记》云：“……又惧无以居守者，乃营屋于

故光宅宫之东，备诸器用。”见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上》，页 57b，可知文中



此碑有阙文多处，多少影响了对姜善信其人的了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姜善信，字彦诚，卒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十八岁，可推知他大约是在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出生的。对于善信的籍贯，碑文漫漶不清，不过，据

雍正《山西通志》记载，他应该是山西赵城人。1 从碑文看，姜氏的父母应该

是没有功名的富户。善信出家后，拜莲峰真人靳道元为师，学习“相术诸阴阳

韬略之学”，得其衣钵。靳道元修道之处，碑文录作“玉□洞”者，实际上应

该是王刁洞，2 而《山西通志》姜氏本传作“碧云洞”。碑文提到，己未年忽

必烈召见善信，之所以说“奉命”，是因为此时忽必烈尚未继位。《山西通

志》本传系其事于“中统间”，当误。姜氏劝导忽必烈之事，与早期全真道士

的行事如出一辙。3 从碑文看，善信曾追随忽必烈一段时间，后又屡次为其出

谋划策，这就是《山西通志》本传所云“后屡聘言事多中”事。可以说，姜氏

与当时统治者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主持重修尧庙、禹庙，与这重背景实不无关

系。又，自陈垣先生研究全真教的论著刊行后，学界对全真与元代朝廷之间的

密切关系已耳熟能详。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善信虽然与元廷关系密切，但似

乎与全真并无关系。 

这通碑文还提到姜氏奏修龙门禹庙，此庙即韩城龙门山之神禹庙，禹庙修

成后，朝廷命学士王鹗作《龙门建极宫记》，记其始末。此文收于《韩城县

志》，文曰： 

臣闻诸先儒，法始乎伏羲，而传乎尧，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

三圣相承而守一道。……祀典曰：能御大菑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禹

之平水土也，挈天下垫溺之民，而寘诸安平之地，又奚翅（啻？）御菑捍

患而已哉。历代绵远，祀礼没疎，积习成风，漫不加省，有人于此慨然于

废弛之余，广其庙貌，以极崇奉，得不谓之贤乎？今道者姜公其人也。公

名善信，河东赵城人，年十有九，挺身道流，师莲峰靳贞常，结居王刁

[涸]（洞），籍有道价。属陕右兵乱，士大夫避地者，往往衣之。一日，

语及禹门神祀因兵而毁，惜无为经画者。时公侍侧，乃潜有兴复之志。师

亡，公即抵其所，陋其旧制，而将益之，鸠众议工，其鸿基鉅址，当叠以

大石，而无隙可攻，俄沙其际，沙尽石乃可出，人咸以为异。公精诚感

发，助役者多自负所食，不远千里，欣欣跃跃，若神使然。肇基丙午，而

落成于壬戌，为殿五楹，其门称是。两庑间架，各十有八，寝殿营于其

后，别为道院。殿则有四，方丈云斋，无一不具。又广构神祠，凡可以为

                                                            
的“光宅宫”应是尧庙的一个部分。 

1 雍正十二年刊《山西通志》卷 159《仙释一》，“姜善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元王鹗《龙门建极宫记》云：“公名善信，河东赵城人，年十有九，挺身道流，师莲峰靳贞常，结居王刁。”

此文见于乾隆四十九年刊《韩城县志》卷 10《艺文》，页 14a－15a。 
3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 11－15页。 



国祈禳者，悉有香火之奉。……上在藩邸，熟闻公名，召而询之，言多应

验。即位之初，三见征聘。公奏对平实，中多禆益。陛辞，敕赐宫曰“建

极”，殿曰“明德”，阁曰“临思”。仍命大司农姚枢大书其额，以示归

荣。1 

根据碑文的说法，修建禹庙的工作，前后历时十七年，开始于丙午年

（1246），竣工于壬戌年（1262），此即《元史·世祖本纪》所载中统三年四

月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一事。2《世祖本纪》又载，至元元年

（1264）七月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哈脱因代祀”。3盖禹庙重修工程

完成后，至此方遣侍臣前往祭祀。 

《道家金石略》还收录了至元十二、三年（1275－1276）白话圣旨碑二

通，都与姜善信有关，现分别转录如下。 

其一：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光宅宫真人董若冲继靖应真人姜善信在平阳路荣河、临汾县起盖后土、

尧庙，及于河、解、洪洞、赵城修理伏羲、娲皇、舜、禹、汤、河渎等庙

宇。仰董若冲凡事照依累降圣旨，依旧管领行者。仍仰本路官司常加护

持，禁约诸人，毋得沮坏，及使臣军马人等，不得安下骚扰。准此。 

至元十二年二月日 

提点成若安立石 

其二：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里皇子安西王令旨：道与管军官人每并军人每、州

城县镇达鲁花赤官人每、来往行踏的使臣每，遍行省令旨： 

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克温、先生、达失蛮，地税、

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告天祈福者那般道来。如今照依着在先前圣旨

体例，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告天祈福者那般。这平阳府有的

尧庙、后土庙、禹王庙里住持的姜真人替头里董真人，交先生每根底为头儿

祈福者那般收执行踏的令旨与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

马祗应休要者，田产物业休夺要者。这先生每休倚做没体例勾当者。没体例

行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令旨俺的。 

鼠儿年（至元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时分写来。
4 

                                                            
1 乾隆四十九年刊《韩城县志》卷 10《艺文》，页 14a－15a。 
2 宋濂等：《元史》卷 5《世祖本纪》，第 84 页。 
3 宋濂等：《元史》卷 5《世祖本纪》，第 98 页。 
4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 1104页。据此书交代，前碑来自柳风堂石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碑为励

耘书屋抄件。两碑亦见于冯承钧编：《元代白话碑》，页 33－36。据冯承钧交代，1907 年 9 月 22 日，沙



根据冯承钧编《元代白话碑》记载，上述两通碑文实勒于一碑之两面，碑立

于上文论及之韩城神禹庙，两碑均勒汉文与八思巴（Phags-pa）字母译汉文

音，是为今日可见八思巴字母蒙古语碑文之最古者。1从碑中圣旨可知，除重修

禹庙和尧庙外，姜善信和他的弟子董若冲等还重修了山西南部的一系列重要庙

宇，包括荣河县的后土庙和河津、洪洞、赵城、解州等地的伏羲、娲皇、舜、

汤、河渎等庙。2这些庙宇供奉的基本上是传说中上古时代的文化英雄，没有一

个神明完全属于道教系统。那么，为什么姜善信如此热衷于修复这些庙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现存的史料不是对此语焉不详，就是给善

信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修尧庙记》称其“嘉闻仁义之言，乐道尧舜之

事”，《龙门建极宫记》称其“追崇往圣”。在这些作者的笔下，善信几乎成

了以保存中华文化托命的士大夫。在宋元鼎革之际的华北地区，这当然并非完

全不可能，3只是重修庙宇的背后，恐怕还有更为具体的考虑。让我们回过头细

读上引记文。善信重修禹庙，除修复原殿、寝、门外，还在殿后别建道院，作

为道士住宿、修炼之处。尧庙重修工程竣工后，朝廷“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

五顷，为赡宫香火费”。从圣旨碑还可了解到，善信重修的后土庙等，都有房

舍和田产物业。从这些线索，我们是否可以说，善信通过主持重修的工程，将

自身的势力渗透到本来他并没有支配权的庙宇呢？要知道，在善信的背后，当

有一群数量可观的门人，《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称善信飞升后，“道俗送之

者以千数”，其中应有不少善信的门人。而且，从这通碑记还可看到，善信弟

子董若冲的称号是“提点尧禹庙事”。这个称号自然意味着对尧庙和禹庙的控

制权，而控制这些庙宇的契机，很可能就在于善信重修这些庙宇本身。换言

之，通过重修尧、禹等庙，善信实际上将自身的势力渗透到这些庙宇，实现了

对它们的控制，这无疑为他的衣钵传承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基础。从明代的碑记

看，直至明代中叶，尧庙还控制在道士的手中，这些道士是否姜善信的嫡派门

人，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德辛酉改制面对的尧庙的祭祀格

局，应该就是由姜善信发其端的。 

 

 

                                                            
畹（Edouard Chavannes）路经神禹庙，曾拓碑文，拓文影载 1908年《通报》（T’oung Pao）。以冯承钧

抄本细校《道家金石略》，“这平阳府有的尧庙、后土庙、禹王庙里住持的姜真人替头里董真人”一句，

冯承钧所录第二碑比后者少一“持”字。 
1 冯承钧编：《元代白话碑》，第 33页。 
2 第一通碑文中之“河、解”，冯承钧作一按语云：“元时龙门隶河津，八思巴音译亦作河津，此河解应是撰

文者或书石者之误”。见冯承钧编：《元代白话碑》，第 34 页。按，姜善信修庙的区域，遍及山西西南部，

旁及陕西东部，解州适在此活动区域内，碑文中“解”字，或应为解州之简称。 
3 参考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 15－23页的讨论。 



四  从正统至正德 

大德六年（1302），亦即至元尧庙重修三十多年后，山西发生地震，尧庙

的主体建筑被毁，仅存垂拱、寝殿、皇英、丹朱二祠及宾穆门。至明代正统十

一年（1446），尧庙才得到大规模的重修。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在明代）在于

朝廷祭祀帝尧的地点，已经转移到山东东平府的尧陵。根据上文的讨论，此事

发生于明洪武四年。由于平阳尧庙不再被列入朝廷的祀典，自然也就无法得到

朝廷拨付的专款，来启动修复的工程。另一个原因是，明太祖加强了对道教的

控制，对道教采取抑制的政策，这种局面到明中叶才有所改观，在这种政策

下，由道士倡导重修应该会遇到不小的阻力。不过，从下文引述的资料看，平

阳府的地方官还是定期举行祭祀帝尧的仪式。 

正统十一年重修尧庙之举，并不是由朝廷下令进行的，其主要动力来自于

山西省级的官员，主其事者是山西左布政使石璞，而经费主要来自省财政拨

款。陈循撰写的《尧庙重新记》记录了此次重修的经过，兹引述如下： 

按尧都平阳，至唐显庆三年庙始建，元至元间，道士姜善信乃大而新

之，扩地至七百亩，为屋至四百间，命其殿曰文思，门曰宾穆，宫曰光

宅。大德六年秋，庙圮于地震，仅存垂拱、寝殿、皇英、丹朱二祠及宾穆

门。自是春秋常祀，皆于遗址所立之屋，苟且行礼而已。 

今山西左布政使临漳石公璞，深惧无以称祀神意，适明诏屡下，举祀

典，遂发公帑余资银二百两、麦千二百石，俾照磨所检校盐山刘因、平阳

府通判历城李茂董其役。工兴之日，会大风拔襄陵县树，得合抱木百余

株，人咸以谓神助。遂治地于故垂拱殿之前，为正殿九间，其高六丈有

奇，殿四旁环以庑，为屋凡四百间，前则故宾穆门，又前为亭，亭之前为

仪门，而外为棂星门。严严翼翼，壮伟宏耀，俨然帝者之居。经始于正统

丙寅七月，落成于丁卯九月。又惧无以居守者，乃营屋于故光宅宫之东，

备诸器用。而复壤地之见侵于民者，得若干亩，并置农具，择道士之素谨

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为永久计。1 

自大德六年地震后，尧庙被毁，以至“春秋常祀，皆于遗址所立之屋，苟且

行礼而已”，终元一代，平阳尧庙仍是祀典庙，因此，估计每年官方还在这里

定期举行祭祀。文中“明诏屡下”云云，应该不是说朝廷重新将平阳尧庙祭祀

列入祀典，而是朝廷要求各地官府恢复对祀典庙的祭祀。以此为契机，身为山

西左布政使的石璞乃拨专款，命下属重修尧庙。这是此次重修的政策契机。石

璞，字仲玉，临漳人，永乐九年（1411）举于乡，入国学，选授御史，历任江

                                                            
1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上》，页 57a－58a。 



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左都御史等职，入《明

史·列传》。1这次重修历时一年有余，开始于正统十一年七月，次年九月竣

工。 

此次重修的规模比较大，修建的房屋达四百间。不过，从正德辛酉改制的

过程看，此次重修并未在根本上触及尧庙的祭祀体系——这个应该是由姜善信

开创的体系，至正德辛酉重修时才被完全改变，庙中的道教祭祀单元被保留下

来（详后）。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文中所说的“又惧无以居守者，乃营屋于故

光宅宫之东，备诸器用。而复壤地之见侵于民者，得若干亩，并置农具，择道

士之素谨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为永久计”云云，也就是说，在这次

重修中，特地为道士营建房屋，提供耕地和农具，让他们可以在庙内生活，帮

助照看庙中的香火。因此，正统年间主持重修尧庙的地方高级官员，对道教因

素（道士；道教神明）在尧庙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对道教因素的态度，到正德辛酉重修时，才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七八十年中间

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由于资料的局限，已经很难弄清这些道士本来就住

在尧庙，还是临时从其他道观招来，更无法弄清他们是否姜善信的传人。不

过，在姜善信飞升八十多年后，至元十七年（1357）河东乡贡进士张昌所撰

《田宅之记》中，提到姜善信重修尧庙，世祖特赐田宅事，又说在此后几十年

中，田宅日益增广，尧庙的道士乃集议立碑为记，其中就提到了尧庙提点张志

德、提举樊德安等人，2 说明迟至元代末年，尧庙仍旧控制在道士的手中，结

合下文尧陵道士的资料，大致可以认为，明代尧庙虽然不一定控制于道士之

手，但道教在临汾的传承可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延续性。 

正德八年，在周伦的主持下，对尧庙进行了重修。顾鼎臣的《三圣庙碑》

和韩文的《增修尧舜禹庙碑记》都记录了此次重修的过程。3根据两碑的记载，

自正统重修后，“数十年来，又多倾坏”，“其殿宇、门庑等处，率多倾

漏”。同时，两碑的作者都注意到，道教因素在尧庙中的地位，让前来祭祀帝

尧的地方官员深感不安。顾鼎臣指出：“……且异教日崇，神宇参错，而舜、

禹合祠一室于尧殿之后，舛陋莫有甚焉”；而韩文则称：周伦在祭祀帝尧时，

见到尧庙不仅年久失修，“且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

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于是，与同僚商议曰： 

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况舜都

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彼

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

                                                            
1 张廷玉等：《明史》卷 160《列传第四十八》，第 4360－4361页。 
2 高树德编：《尧庙》，第 137 页。 
3 韩文《增修尧舜禹庙碑记》见于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上》，页 58a－59a。 



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后，渎莫甚焉。 

于是“悉命撤而正之”，对尧庙的祭祀体系进行了整理。根据韩文的记载，

他的具体整理方案是：“更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阁则三圣并祀其

上。仍榜尧殿曰放勋，舜曰重华，禹曰文命，阁曰执中。”尧庙主体建筑修复

后，“复于三殿之前，各树门匾，尧曰俊德，曰协和，舜曰元德，禹曰祗德。

殿之周围，鼎建新屋五十二间，廊房六十八间，翻瓦通计四百五十间，增盖斋

宿并盛奠房各一所，共十八间”。 

很清楚，周伦利用这次重修的契机，对尧庙的祭祀体系进行了清理，剔除

了他认为与礼制不合的神明，并对祭祀舜、禹的地点进行了调整。在改制之

前，舜、禹合祀于尧殿之后，而尧殿左右分别为老君祠和伯王祠，祠后则为玉

皇阁，老君应即太上老君，显然是道教系统的神明，伯王的来历不明，但周伦

认为均属于“异教”，“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而玉皇即上帝也，惟

天子得以祀之”。改制之后，老君、伯王和玉皇被清除出尧庙，原来的老君

祠，成为舜庙；伯王祠成为禹庙；而玉皇阁则成为合祀尧、舜、禹三圣的所

在。通过改制，不仅不合祀典的神明被清除，而且根据士大夫文化的标准，对

祀典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 

对于周伦对尧庙祭祀体系的清理，韩文和顾鼎臣都给予肯定。韩文认为，

经过周伦的清理，“名分秩然，礼法详备，使吾人于千百载之下，讴歌击壤，

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气象，如亲见之者，岂不休哉！”顾鼎臣也指出是举“合

道揆，适时宜”，具有防止民众“移于异教”之功，认为尧庙改制，事关名教

兴衰，于移风易俗实大有裨益，因而对周伦的事迹击节赞叹。 

弄清了正德尧庙改制的具体情形后，现在我们转入讨论主持改制的周伦

（1463－1542）其人。按，周伦《明史》不立传，不过，焦竑的《献征录》收

录了无名氏所撰周伦小传，云： 

南京刑部尚书周伦，直隶昆山人，弘治己未（十二年，1499）进士。初

授新安知县，选为监察御史，以建言忤逆瑾，罚米二百石输边。瑾诛，复

原职。历升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召入为刑部尚

书，寻复改南京刑部致仕。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卒于家，赐祭葬

如例，赠太子□保，谥康僖。1 

小传对周伦的记载非常简略，除了其籍贯、出身、任职、谥号外，我们只是

了解到他不愿依附刘瑾，因此受到后者的报复。所幸周伦的诗集《贞翁净稿》

传世，中间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 

                                                            
1 焦竑：《献征录》卷之 48，页 75，《南京刑部尚书周伦传》，上海书店 1987年影印万历末年刻本。 



《贞翁净稿》十二卷，拾遗一卷，现存嘉靖三十七年（1558）周凤起刻本

（凤起为周伦三子，时任太仆寺丞），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诗

集前有序言数篇，其中赵士英的《贞翁净稿叙》对周伦的生平进行了概要的评

述： 

先生之才之趣，大抵出于天成，而尤根于理学。观其在新安建静修书

院，以教学者；在平阳创尧舜禹三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因河清而论

《春秋》不书祥瑞，恐开侈心，疏止乌思藏番供与宫中佛事，以辟异端，

廓如也。此其理学何如哉！其人品何如哉！是故当逆瑾宠赂熏灼之世，而

不容于瑾，罢其官归；处张、桂炳用之日，而不有所附丽，徊翔南署，听

其请老，讫不得大行其志，以终太平之功。1 

周伦疏止乌思藏（《明史》作乌斯藏）番供与宫中佛事，见于《明史·西域

三》。正德十年，乌斯藏来贡。“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

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考永、宣间陈诚、侯显入番故事，命中官刘允

乘传往迎”。阁臣梁储等以“西番之教，邪妄不经”、“骚扰邮传，为官民

患”等由，上疏劝止，“帝不听”，周伦当时任十三道御史，和礼部尚书毛

纪、六科给事中叶相等上疏，正德皇帝还是拒不采纳。2 

周伦与张璁、桂萼结怨一事，《明史》也稍有提及。此事发生于嘉靖初

年，起因于杨一清与张、桂等因议“大礼”而互相倾轧。张璁因议礼入阁后，

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张璁等颇不平，于是上疏阴诋一清，而一清屡

求去。当时给事中王准、陆粲“发璁、萼招权纳贿状，帝立罢璁、萼，且暴其

罪”。张、桂的同党霍韬以为“张、桂行，势必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

言其受张永、萧敬贿。一清再疏辨，乞罢。帝虽慰留之，而璁复召还，韬攻益

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风指，构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会廷臣杂议。出刑部尚

书周伦于南京，以侍郎许讃代。”结果，一清落职闲住，“疽发背死”，在愤

怒中离开了人世。
3考《明史·七卿年表》，周伦于嘉靖八年（1529）五月任刑

部尚书，九月改南京刑部尚书，4可推知此事发生于嘉靖八年。不久，周伦请求

致仕，回家乡居至去世。从上述记载中，周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楚，他

可能受到了杨一清的支使，但更可能是两党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过，可以肯

定的是，当时他并未依附于张璁、桂萼一党。 

周伦在山西的经历，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在《贞翁净稿》中，收录了

《谒明道先生祠》一首，颇值注意： 

                                                            
1 周伦：《贞翁净稿》卷首，页 3b－4b，《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三十七年周凤起刻本。 
2 张廷玉等：《明史》卷 331《西域三》，第 8573－8574页。 
3 张廷玉等：《明史》卷 198，“杨一清”，第 5230－5231页。 
4 张廷玉等：《明史》卷 112《七卿年表》，第 3453页。 



河南程夫子，西附泽学宫。岂尝宰属邑？去后遗芳踪。学续孟氏绝，派

接周孔宗。斯文寄天地，所在皆周充。道在神亦在，随寓当致隆。人文开

圣化，剖析伊谁功？庙貌复小创，百代人心同。椒浆酹霜露，恍若承春

风。薙艹凛懿范，断碣莓苔封。名宦杂木主，翼翼西与东。伐石新旧剥，

汰亵专尊崇。郡吏应曰可，士庶忻相从。翌日告事集，昭阳作噩冬。1 

河南程夫子指的是程颢（1032－1085），他曾在北宋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

（1067－1070）间出任平阳东面的泽州属县晋城的县令。金末元初，在当地士

大夫建构地方学术传统的过程中，程颢令晋的事迹开始被不断言说，程颢设立

“乡校”的事迹也开始被不断提起，当地对他的祭祀也次第举行，在泽州学宫

侧设立了明道先生祠。不过，在元代，不少乡校不久就沦为所谓的“淫祠”。

至明代弘治八年（1495），在一些泽州地方官的推动下，进行大规模捣毁淫

祠、恢复社学的活动。2这首诗讲述的是重修明道先生祠一事，诗中称道了程颢

“学续孟氏绝，派接周孔宗”的重要思想史地位，歌颂了他“人文开圣化”的

功绩。“汰亵专尊崇”一句，指的应是清理祠中不合礼制的做法之意。 

结合上文对周伦生平行事的讨论，大致可以认为，尽管周伦未必是礼教的

卫道士，对推行教化进行过深入的讨论，3但是，他在京城和外地任职期间，对

维护仪式的正统性，实际上有相当高的自觉性。周伦清理尧庙的祭祀体系，并

非出自他一时心血来潮，而与他平日的行事作风大体是一致的。 

最后，还需要对《三圣庙碑》作者顾鼎臣的情况稍作评论。据《明史》本

传记载，顾鼎臣（1473－1540），字九和，昆山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第一。授

修撰。正德初，再迁左谕德。嘉靖间，历詹事、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

部尚书，嘉靖十七年（1538）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少

保、太子太傅、进武英殿。十九年（1540）卒官，年六十八。赠太保，谥文

康。有《顾文康集》等传世。从《明史》本传看，鼎臣对礼仪的态度，与周伦

判然有别。担任礼部右侍郎期间，“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

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

鼎臣倡也”。因此，鼎臣以所谓的“异端”或“左道”媚君，开了嘉靖朝士大

夫撰写青词的先河（这些青词未入文集，应为鼎臣子孙所削），这是第一点。

嘉靖十三年（1534）孟冬，享于太庙，命当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顾鼎臣及侍郎霍

韬捧主，“二人有期功服，当辞，乃上言：‘古礼，诸侯绝期。今公卿即古诸
                                                            

1 周伦：《贞翁净稿》卷 1，页 14a－b。 
2 杜正贞：《地方传统的建构与文化转向——以宋金元时期的山西泽州为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4卷

第 1期，第 29－59页，对程子乡校的讨论见第 43－50、52－53、56－57页。 
3 假如我们可以找到周伦讨论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许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他主持改革尧庙背后的缘由，遗憾

的是，他最重要的传世论著《贞翁净稿》只收入他的诗作。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他虽然与王守仁大体

生活在同一时代（周伦年长十岁），但他与王氏的心学似乎没有关系（黄宗羲《明儒学案》未提及周伦）。

赵士英上引文字称周伦“尤根于理学”，可推知他遵循的似乎仍是程朱理学。 



侯，请得勿避。’礼部尚书极诋其非，乃已”。这件事也说明，顾鼎臣为了一

己的荣辱，可以毫不顾忌时人看重的丧服礼仪，这是第二点。另外，顾鼎臣担

任阁臣之时，李时、夏言先后担任首辅，“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

已”。可见鼎臣政治上没有多少建树，在儒、道之分的立场上也暧昧不清。不

过，鼎臣官侍从时，曾上疏厘定东南赋役失均问题，并首倡建筑昆山城，使昆

山免于倭乱，乡人曾立祠祀之。应该说，江南老家对顾鼎臣的风评还是不错

的。1 

归有光在为《贞翁净稿》所作序言中曾提到，自嘉靖继位以来，昆山人担

任尚书者凡四人，“毛文简（毛澄——引者）为礼部尚书，朱恭靖（朱希周—

—引者）为吏部尚书，顾文康公以礼部尚书入殿阁，三公皆大魁，由禁林迁，

独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周康僖公自御史优游寺院而至”。周伦和顾鼎臣都是江

苏昆山人，但前者长后者十岁，比后者早六年成进士，而后两年去世。归有光

又说周伦“为人清癯，萧然如野鹤，居官不事名迹”，2其性格与顾鼎臣应该是

颇为不同的。因此，两人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好。不过，在周伦修复尧庙之时，

顾鼎臣正在京城做官，他身为进士第一，在当时大约颇有文名，因此，周伦写

信给他，请他撰写重修碑记，也并不是出人意料之事。不过，出人意外的是，

他的请求幷没有得到顾鼎臣的同意。顾氏撰写碑文时，尧庙已落成五年。所幸

在这个时期，鼎臣尚未牵涉到违反礼制的事情，因此，他还可以抓住周伦改建

尧庙一事，大谈特谈礼仪教化的大道理。 

五  明末以降平阳的帝尧祭祀 

作为故事的尾声，我们还要交代一下明末以后平阳帝尧崇拜的一些变化。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自正德辛酉重修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尧庙再次毁

于地震，朝廷“奉旨发帑建修，颁发御书匾额”，增修万寿宫。3道光十三年

（1833）重修。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光绪间（1875－1908）年由镇

守刘广才重修。41938年，万寿宫毁于日军之手。日本投降后，晋军拆毁了舜祠

和禹祠。5 

                                                            
1 张廷玉等：《明史》卷 193，“顾鼎臣”，第 5115－5116页。万历重修《昆山县志》卷之 6《人物二》，“顾

鼎臣”条载：“（鼎臣）自幼即有大志，每以东南财赋重地，积蠹甚多，究穷利弊，条陈四事，三举奏焉。

若牵耗、丁田、筑城等事，皆出赞襄。居家笃于孝友，念父年老，恐不待养，每夜焚香祝天，愿减己岁

以益之，父果登耄耋。□宗族皆有恩义，赡其贫者。”《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影印本，页 593。可见鼎臣在

地方志中的形象与正史中的形象判然有别。 
2 归有光：《贞翁诗集序》，见周伦：《贞翁净稿》卷首。 
3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2《礼俗略》，页 1b。嘉靖十八年（1539），御史王汝楫曾倡导重修

尧庙，但此事是否落实，史料语焉不详（详下）。 
4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4《古迹记》，页 85b。 
5 高树德编：《尧庙》，第 194 页。 



从《临汾县志》看，与前述正德辛酉的格局相比，民国时期所见尧庙的格

局发生了变化：中间是广运正殿，祀帝尧；右边是重华殿，祀舜；左边是文命

殿，祀禹；后为光天阁，右丹朱祠，祠左娥皇女英祠，东为三圣考庙。舜和禹

的位置被调换，这不知是由于编者视角的变化，还是因为两者的位置已被置

换。原先三圣祠后为奉祀尧、舜、禹的三圣阁，如今改为光天阁，在附近添建

了安置帝尧妻室塑像的娥皇女英祠和奉祀尧、舜、禹三人父亲的塑像的三圣考

庙。这些变化很可能发生于康熙或光绪重修期间，而且在供奉重要神明的庙宇

内，划出专门的单元奉祀其妻室和祖考，乃是清代相当通行的一种做法。每年

季春，地方官绅诣祭尧庙。1 

另外，围绕尧庙的祭祀，在当地兴起了尧庙庙会，日期是每年四月二十八

日，这个庙会开始的年代不详，但据说至康熙朝，日期改为三月十八日，会期

一月，号称皇会。2这个庙会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从民国杨昌鑫所作《尧庙会

大风歌》看，尧庙庙会的规模很大，远道而来的客商不少，所谓“四外里来骡

马成千成万，也有那南五县黄河两岸，山东贩河南客直隶燕山”，3当年庙会的

盛况可以想见。 

正德重修尧庙后更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尧陵作为地方祭祀中心的兴起。

这个帝尧陵，位于今临汾市东三十五公里的郭行乡北效村。笔者目前找到的关

于平阳尧陵的最早的记载，是明人赵统所撰《帝尧墓修祀典直守墓人户记》。

此碑撰于嘉靖十八年（1539），详细介绍了此年御史王汝楫倡修尧墓始末。
4 

根据此碑记载，嘉靖十八年，王汝楫以巡山西行至平阳，谒尧庙，见庙貌倾

圯，倡导重修。遂问及尧墓。时任临汾知县的赵统回答说：“墓在城东南陬山

涧中，前太守贾公尝为宫、为殿庑，令民间岁时自祭，日久且废。”王汝楫遂

命赵统主持修庙。据冯俊杰考证，赵统提及的“贾公”，乃成化十年（1474）

担任平阳府知府的贾奭，贾奭之后，成化十五年（1479）、弘治四年（1491）

担任知府的毛松龄和杜忠均先后重修尧陵。5不过，从赵统的答词看，此前官方

并未介入对尧陵的祭祀。 

嘉靖十八年的重修，历时三月。三月开工，五月即告竣。此次重修，有两

点值得注意。在重修期间，赵统与平阳府同知刘崇儒、通判于慧、推官冯时雨

等议定春秋二祭的仪注、祭器、祭品等，并将之刻于碑阴（即《祭祀仪

注》）。仪注后列“献官并执事人”中提到：“献官并县知县东，分献官、本
                                                            

1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2《礼俗略》，页 1b。 
2 因资料所限，我们已无从知晓清代以前尧庙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不过，这一缺陷对我们的基本结论影响不

大，因为本文考察的核心问题是道士、士大夫和尧庙祭祀的关系。 
3 高树德编：《尧庙》，第 94、165页。 
4 此碑碑文及下文提及的“祭祀仪注”均收于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第 234－237页。 
5 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第 239页。冯俊杰引述的弘治四年李瓒所撰《重修帝尧陵寝碑记》，交代

了三次重修尧陵的情况，惜笔者未克获见。 



县县丞西，分献官、县学□□，如遇□□挨次选用。礼生十□名，俱县学生

员。”可见，借此次重修，官府开始正式介入尧陵的祭祀。此其一。此次重修

虽源于王汝楫的倡导，但赵统在中间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据《临汾县志》

记载，此人是陕西临潼人，进士，嘉靖十五年（1536）担任临汾知县，在任期

间，曾“豁里书飞诡之积弊，免阖邑荒地之征输；严惰农之禁，立社仓之

法”，又“作社学，修文庙”，因政绩斐然，入县志《名宦录》。1时人亢思谦

所撰的《邑侯赵公遗爱碑记》，更提到“嘉靖丙申（1536），我邑侯讳统以制

科来令于兹，……邑多淫祠，侯存其有功德于民者，其不合祀典者撤之，乃新

帝尧之陵焉”，2可知赵统还曾在临汾毁淫祠，足见其行事于上文讨论的周伦实

有相似之处，此其二。不过，据嘉靖十八年碑文记载，在重修陵寝庙的过程

中，在都宫外东建斎室，西建神庖，南建神厨等，“又辟一门于西中，为守冢

道士院一区，凡屋二十间，置守冢道士五”。3此处又可见赵统虽曾毁淫祠，对

道士看守陵寝则不以为忤，这一态度似有别于周伦。可知正德、嘉靖时期，在

以恢复礼制为己任的士大夫当中，对道士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到清代后，我们对尧陵的详情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乾隆年间临汾一位地方

官李早荣撰写的《尧陵殿宇碑记》，讲述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李氏主

持重修尧陵殿宇的经过。早荣开篇即指出，“尚论古帝者，多称尧舜，而平阳

乃陶唐故都，临汾为伊祁旧里。其时巡之举，二典弗传，是帝陵之在此冀方也

明矣。”然后他提到平阳尧陵的建筑和当地人对尧陵的祭祀活动： 

谨稽县志，城东七十里郭行、北乔二里间，俗谓之神林，又谓之神临。

陵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余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余，已言之

凿凿矣，乌得以其祀在东平也而疑之。故清明佳节，二里联香火盛会，以伸

拜埽之情。九月上旬，主斯地者骏奔而对越之。春秋二祭，沿而不废，不知

几百年于兹矣。 

早荣提到的尧陵，在临汾县东七十里，位于郭行、北乔二里交界之处。他

说，每年清明，二里百姓在此“联香火盛会”，又提到在此举行“春秋二

祭”，从上下文看，这些应当不是全县联合举行的，由地方官府主持的祭祀仪

式，而是由上述二里组织的跨村落的仪式表演，因此，明嘉靖年间官府介入尧

陵祭祀的做法，可能并未延续至清代。接着早荣提到，乾隆五十年三月，他因

公务途经尧陵，见到拜殿破败的情形，于是与当地士绅商议重修，得到地方人

士的响应，重修的经费，按地丁钱粮均摊，作为回报，早荣许诺，日后若有可

能，将免除当地的部分差役。至同年十月，早荣重访此地时，重修工程业已开

                                                            
1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3《名宦录》，页 52b。 
2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页 68b－69a。 
3 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第 234页。 



始，但当地人告诉他说，工程需三载方可竣工。因此，在写《尧陵殿宇碑记》

时，尧陵的重修工作才刚开始不久。1 

乾隆五十年以后，在知县王简的倡导下，对尧陵殿宇进行了重修。这次重

修的主要经费仍然由郭行、北乔二里筹集，但也得到了临汾其他里的捐助，王

简提到： 

（尧）陵隶郭行、北乔二里之墟，二里黎庶，累代尸俎祝之，封壤护

之，近复缭以垣壁，创建享殿、坊楔、舞亭、斋舍、庖湢，交辉于柏青云

白之间。……二里之唯为陵事单出里，如《郊特牲》所云“唯社邱乘供粢

盛”者，所以美报也。六十四里两坊之不供粢盛而出邱乘，亦如不出邱乘

而供粢盛以美报矣。推之一人之心而合，推之万人之心而合，推之一世之

心而合，推之亿万世之心而合，故曰天也。2 

不妨推测，清中叶以后，尧陵祭祀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之中，参与尧陵祭祀

的村落增加了，因此捐修尧陵的也乡村范围扩大了。 

目前，笔者尚无机会考察临汾尧陵，不过，根据当地文史工作者的调查，

陵园内保存了十余通碑刻，中间提到的两个史事值得注意。其一，每逢清明时

节，附近八村居民，鸣锣击鼓，云集陵园，供献祭祀，举行香火盛会。同时由

县府官员主持，举行集体祭祀的仪式。届时还聘名班优伶演戏助兴。参加祭拜

的游人，来自临汾本县与附近的浮山、翼城、洪洞、赵城、襄陵、汾城等县，

甚至包括邻省的香客，可见尧陵已成为区域性的帝尧崇拜中心。其二，尧陵建

筑包括了正殿、献殿、配殿、厢房、耳房、斋室、神庖、神厨等，其中献殿之

西为守冢道士院一区，共有房屋二十间，
3因此，即使相信正德尧庙改制后，道

教被从尧庙清除，我们看到，在尧陵，道士还是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作为仪式

专家，直至民国时期可能还继续影响着临汾的帝尧崇拜。 

结语 

本文考察的是金元至明代道教与尧庙的一段因缘。道教以姜善信重修为契

机，在金元之际进入尧庙，至明代正德年间，才被周伦为首的省级高级官员清

算。在这段因缘中，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金元时期，道士主导了尧庙、禹庙等大型祀典庙的重修。金元时

期，华北创建、重修了不少伏羲、女娲、尧、舜、禹、汤等上古文化英雄的庙

宇，这本身就是个有待解释的文化史现象。4本文对姜善信生平的考察，表明一

些与朝廷关系密切的道士，与这一现象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们通过创建和重

修活动，控制了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庙宇，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客观上改变

了华北某些地区的人文景观。 

                                                            
1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页 89b-90b。 
2 刘玉玑修、张其昌纂：《临汾县志》卷 5《艺文志》，页 91a-91b。 
3 高树德编：《尧庙》，第 77－79页。 
4 只要稍稍考察金元时期河南、山西等地寺庙的重修情形，就不难看出这一现象。 



其二，明代士大夫对道教的态度，从明代中叶起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正统朝重修尧庙的石璋等人，对尧庙中的道教因素还熟视无睹；到了正德朝，

周伦等人却不再能够无视道教在尧庙中的存在。这中间的变化值得思考。因篇

幅所限，这里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过，这种变化与礼教实践在明

中叶的兴起应该说大有关系。明代中叶，一批士大夫倡导礼教实践，广东的黄

佐（1490－1566）纂《泰泉乡礼》，重整乡村礼教秩序；陕西的吕楠（1479－

1542）、马理（1474－1555）等上追北宋《吕氏乡约》，以习礼相标榜；同

时，福建的张岳（1492－1552）、林希元（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等倡导礼

教的复兴，一时礼教秩序的确立成为士大夫共通的课题。1 这种思潮的兴起，

很自然影响到士大夫对道教的态度。事实上，正德癸酉尧庙改制只不过是明中

叶礼教重整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笔者在考察明代神乐观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过

程。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建神乐观，确立了指派道士在郊祀中赞礼、奏乐、

舞蹈的制度。正统朝以前，对这一做法持攻击态度的士大夫并不多。正统、景

泰朝以后，对他们的批评开始越来越多。2 这种变化固然与道教势力的扩张有

关，归根结底，却应该是士大夫强调礼教实践的结果。当然，从对赵统的讨论

还可看到，在明中叶致力于重修礼仪秩序的士大夫当中，对道教的看法并不完

全一致，像赵统那样的士大夫，尽管可能对淫祠深恶痛绝，但对祀典庙宇的道

教因素似乎就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其三，时下对明史的讨论中，多强调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对朝野的影

响。诚然，以“大礼议”之争为契机，朝廷的礼制和政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

化，不同的区域社会也加快了转型的步伐。不过，从本文对尧庙的讨论看，士

大夫对礼制变革的酝酿，并不开始于嘉靖朝，而是在正统朝至正德朝之间展开

的。这样看来，嘉靖朝的礼制变革，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开端，另

一方面也应视为明代中叶士大夫对礼制进行讨论和实践的一个合理结果。换言

之，围绕礼制的话语和实践，在“大礼议”之争之前，是如何在士大夫中间，

在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层面展开的，应该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明史的

基本问题。 

（收入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

456—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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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p. 168-76. 这些著述比吕楠等人倡导礼的实践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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