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

  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

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

赵 永 磊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1-0162-13

摘   要  北齐庙制在实现由诸侯四庙到天子七庙的升格后，太祖二祧庙成为影响北齐宗庙格局的关

键性因素。太祖二祧庙最初由高洋基于郑玄学说而设定，在北齐皇位继承制由盛行的兄终弟及制向

父死子继制转变过程中，太祖二祧庙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变更为齐后主所立

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齐后主所立三祖庙，不过承用武成高湛天统改制之意。在政治博弈过

程中，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具体原因，目前有限的史料表明或在于彰显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

功业，而高湛更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自高欢上推二世，并未降低高欢在郊庙中的地位，凸显出

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同时也拉近了宗室血缘关系，显示出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关键词  北齐 不祧庙 太祖 天统改制 宗庙制度

作者赵永磊，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福建厦门 361005）。

一、问题缘起

北齐祭祀制度略见于《隋书·礼仪志》之中，而北齐祭祀制度创立时代问题，也不乏相关线索。北齐礼

仪制度初由崔昂、邢卲议定，《北齐书·崔昂传》载文宣天保元年（550），散骑常侍崔昂“与太子少师邢卲

议定国初礼”a，而文宣时期所定祭祀制度，《北齐书》略记之。

《北齐书·文宣纪》载文宣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祀，皆仰（案：《北史》无仰

字）市取少牢，不得剖（案：《北史》作刲）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

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b。所谓“丘、郊、禘、祫、时祀”，即南北郊、圜丘、方

泽及宗庙时享、禘祫；“农、社、先蚕”，即先农、社稷、先蚕；“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

祀”，即雩祭、高禖以及风师、雨师、司民、司禄、灵星等祠。故《隋书·礼仪志》（下文省称《隋志》）所

记北齐郊庙、社稷、先农、先蚕、雩祭、高禖等制度，可谓在文宣时期已确立基本规制。

北齐祭祀制度始创于文宣时期，而郊祀制度在文宣以后又有更定。《隋志》所载北齐祭地配后制度，乃

沿承北魏旧制，已引起学者关注，c《隋志》载北齐圆丘、南郊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方泽、北郊均“以武

a		《北齐书》卷 30《崔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11 页。

b		《北齐书》卷 4《文宣纪》，第 64 页；《北史》卷 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54 页。

c		小島毅：《書評·金子修一著〈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國學院雑誌》2007 年第 108 卷 7 号；小島毅：《郊祀制度の変遷》，《東洋文

化研究所紀要》1989 年第 108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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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后配”a。而从时间序列言之，《隋志》所见北齐配享制度，并非全属文宣高洋所定。《北齐书·文宣纪》

载文宣天保二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圆丘，以神武（案：当作献武）皇帝配”b，文宣追尊高欢庙号太祖，

而《隋志》载高洋庙号高祖，且献明皇后娄氏崩于武成帝河清元年（562），次年正月始配祭北郊，c 至齐后主

天统元年（565）十一月又更谥号作武明皇后。d 故《隋志》所见北齐方泽、北郊配祀制度，应属齐后主时期

建置。

在文宣高洋与齐后主高纬之间，北齐宗庙格局的演变最为值得注意。目前学者在北齐庙制变迁问题上

已有重要研究成果，e 而北齐庙制变迁的基本轮廓，并未得以厘清。据周一良先生考察，北齐宗庙神主庙号

屡经改易，f 而北齐庙号更定问题，透过北齐庙制形成的时间序列，北齐庙制由四庙至“天子七庙”的变迁过

程历历可见。宗庙神主作为皇位传承合法性的象征，昭穆制度显示出皇位传承的先后次第，而北齐皇位继

承制由于兄终弟及的盛行，昭穆序列较为紊乱。高洋开国之后，确立太祖二祧庙的宗庙格局，太祖二祧庙

在宗庙神主中作为特殊的神主序列，百世不祧，围绕究竟何者为太祖二祧庙，文宣高洋、孝昭高演、武成

高湛均有所更定，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太祖二祧庙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本文拟透过北齐太祖二祧庙的

构建过程，阐明太祖二祧庙建置与北齐皇位继承制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武成高湛改定庙号的政治意义。

二、高洋与北齐太祖二祧庙的设定

太祖二祧庙为郑玄庙制说的核心观点，所涉对象即“天子七庙”。而魏齐革命，高洋禅代孝静帝，出居

大统，北齐庙制也实现由诸侯庙制向“天子七庙”转变。

（一）北齐诸侯四庙的创立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九月，高欢以洛阳逼近西魏，“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定迁都于

邺，g 至同年十一月，东魏都城由洛阳迁至邺。h 高欢霸府设在晋阳，东魏、北齐都城由此形成“邺—晋阳”

的两都制，北齐皇帝多频繁往返于邺与晋阳之间。i 北齐《王秀墓志》称：“邺城为宗庙之国，晋阳为兵马之

都”j，以此形容北齐两都制最为贴切。

东魏孝静帝迁都于邺，邺城皇城南宫始营建于孝静帝天平二年七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k，而太

庙建成，则迟至天平四年四月，故“迁七帝神主入新庙”l，即在此时。邺城太社竣工时日约与宗庙同时，如

《唐会要》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礼官太常少卿韦叔夏等引《后魏书》“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迁

于社宫”m，今本魏收《魏书·孝静帝纪》及李百药《北史·魏本纪·东魏孝静帝》均无此语，颇疑《唐会要》

所引《后魏书》即隋人魏澹《魏书》。更据（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可知“东魏太庙在朱明门内，

南街之东”n。（图 1）故东魏邺城左祖右社格局，至此确立，而北齐所承用者，即东魏旧制。

高欢在霸府晋阳是否设立宗庙，史无明文，而《魏书》载北齐建立宗庙，始于献武王高欢崩之后。东魏

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崩，《魏书·礼志一》载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

制，兼度支尚书崔昂等议云：“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

a		《隋书》卷 6《礼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14—115 页。

b		《北齐书》卷 4《文宣纪》，第 54 页。

cd		《北史》卷 8《齐本纪下·世祖武成帝》，第 283、287 页。

e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46—349 页。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述论》，《中国史研究》

2008 年第 2 期；姜望来：《祖宗与正统：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

f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11—412 页。

g		《北史》卷 6《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第 224 页。

hk		《魏书》卷 12《孝静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98、299 页。

i		谷川道雄：《西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300—304 页。

j		叶炜、刘秀峰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释文见第 146 页，图版见第 147 页。

l		《魏书》卷 12《孝静帝纪》，第 301 页。参见《魏书》卷 108 之二《礼志二》，第 2772 页。

m		《唐会要》卷 22《社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90 页。

n		崔铣辑：（嘉靖）《彰德府志》卷 8《邺都宫室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64 年影印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叶 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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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各一颊室，夏头徘徊鵄尾”a。

北魏孝文帝遵用郑玄学说，宗庙确立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b 东魏宗庙神主亦为七帝，c 或承继北魏旧制，

故有“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之说。所谓“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即据《礼记·王制》“诸侯

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为说。d 然《礼记·王制》既以诸侯宗庙为五，崔昂等何故议定诸侯为

四庙？

崔昂等以为“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推究其意，高欢卒后，以渤海

王封赠齐王，谥献武王，e 胡三省以为“高氏本勃海人，渤海故齐地也，国遂号曰齐”，f 或即高欢封赠齐王之

意，高洋既为始封之君，庙号宜为太祖，而太祖未出居正位，尚在亲庙之中，故仅立四庙。高澄进爵齐王，

《隋志》载高澄所立宗庙神主，“后齐文襄嗣位，犹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

太师文穆公、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g 而高洋仅称谥号，尚未追上太祖庙号。兹据《隋志》，并依《魏

书·高湖传》《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所录高欢先世世系，h 列宗庙神主见表 1。

表 1

秦州使君（高湖） 武贞公（高谧） 文穆公（高树生） 献武王（高欢）

（二）高洋设定太祖二祧庙

东魏太庙制度沿承北魏七庙格局，至高洋称帝，取东魏而代之，东魏七庙神主迁出宗庙。《资治通鉴》

载“齐主（案：文宣高洋）初受禅，魏神主悉寄于七帝寺”i，所谓七帝寺应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

至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间僧晕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所立七帝寺，j 各建三丈八弥勒像，胡三省注谓

ab		《魏书》卷 108 之二《礼志二》，第 2772、2747—2748 页。

c		《魏书》卷 12《孝静帝纪》，第 301 页。

d		《礼记正义》卷 12《王制》，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第 241 页。

e		《北史》卷 6《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第 231 页。

f		《资治通鉴》卷 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5141 页。

g		《隋书》卷 7《礼仪志二》，第 135 页。

h		《魏书》卷 32《高湖传》，第 751—752 页；《北史》卷 6《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第 209 页。

i		《资治通鉴》卷 164“梁简文帝大宝二年”条，第 5172 页。

j		有关七帝寺相关情形，参见史睿：《金石学与粟特研究》，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第 37—38 页；冯贺军：《从七帝寺看定州佛教》，《曲阳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第

118—128 页。

图 1  东魏北齐邺都示意图

资料来源：牛润珍：《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205 页。

北                  部

南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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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寄魏七庙神主，故谓之七帝寺”，并非允当。北齐高洋既受东魏禅，诸侯宗庙升格为天子宗庙，故宗庙

神主由四庙增为七庙。

1. 天子七庙的确立

《隋书·礼仪志》云：

文宣帝受禅，置六庙：曰皇祖司空公庙、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皇帝庙、太祖

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为六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庙而别室。既而迁神主于太庙。

文襄、文宣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庙。a

《隋志》所记高洋践祚后所定庙制，《通典》《册府元龟》所载略同，b 仅六庙神主，而《隋书·音乐志》

载武成帝时所定庙乐又有“曾祖太尉武贞公”，或据此以为《隋志》所谓六庙应作七庙。c 而《隋书·礼仪

志》此处有脱文，自然无疑，以文襄时所立四庙有太尉武贞公神主，即足以明之，而若以文宣在天保元年

己立七庙神主，又未必精确。

依《隋志》所载，高洋先立六庙，而后“迁神主于太庙”，文襄高澄神主则“至二年（案：天保二年）

秋，始祔太庙”，故高洋践祚之初，先升祔六庙神主入宗庙，文襄神主至天保二年始祔入宗庙。《隋志》所

记正与《北齐书》相印证，《北齐书·文宣纪》载天保元年（550）五月己未，“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

帝，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祖宗之称，付外速议以闻……甲

戌，迁神主于太庙”d，又载天保二年十月“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e，据此，可知《隋志》所谓文襄神

主祔太庙时日在“二年秋，始祔太庙”，应为“二年冬”之误。

今综合《隋志》《北齐书》更进而推知，天保元年五月己未，高洋追尊其兄文襄王高澄为文襄皇帝，至

同年五月甲戌，高洋“迁神主于太庙”，即《隋志》所谓“文宣帝受禅，置六庙”，但文襄神主并不在六庙之

中，故六庙神主依次为司空公、吏部尚书、秦州使君、太尉武贞公、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至天

保二年十月，文襄神主祔入太庙，北齐宗庙始为七庙。

《隋志》载高树生爵号在文襄时期尚为文穆公，至高洋天保元年五月己未，“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

皇帝”，若《隋志》所载不误，则在武定五年至天保元年之间，高树生爵号曾由公升格为王。姑列文宣高洋

时期（天保二年以后）宗庙神主见表 2 ：

表 2

司空公
（高庆）

吏部尚书
（高泰）

秦州使君
（高湖）

武贞公
（高谧）

文穆帝
（高树生）

太祖献武帝
（高欢）

世宗文襄帝
（高澄）

2. 太祖二祧庙与郑玄学说

北齐庙制之变更，在于由诸侯四庙升格为天子七庙。高洋既受魏禅，又在四庙神主之前，增以先祖司

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神主祔于宗庙，以合乎“天子七庙”格局，北齐宗庙格局至此实现由诸侯

四庙至天子七庙的转变。

在宗庙神主上，太祖位居显要地位，故择定太祖尤为关键。高欢有开国之功，文襄时立四庙神主，崔

昂等人即有“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之说，f 即以高欢为太祖，而文襄居相位时未上高欢太祖庙号。

高欢庙号太祖为天保元年高洋称帝后所追尊。g 北齐宗庙由此形成太祖六亲庙格局。

北齐七庙神主迁祔原东魏宗庙，宗庙格局仍为同殿异室，而北齐邢卲撰《献武皇帝寺铭》，学者疑“献

武皇帝寺”即献武皇帝庙，h 但名为“献武皇帝寺”，并非高洋之庙，应为供奉高洋石像之佛寺，以上文所举

a		《隋书》卷 7《礼仪志二》，第 135 页。

b		《通典》卷 47《天子宗庙》，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310 页；《册府元龟》卷 189《闰位部·奉先》，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

明崇祯十五年刊本，第 2289—2290 页。宋本《册府元龟》卷 189《闰位部·奉先》，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南宋蜀刊本，第 511 页。

c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 346 页。

de		《北齐书》卷 4《文宣纪》，第 51、55 页；参见《北史》卷 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第 245、249 页。

f		《魏书》卷 108 之二《礼志二》，第 2772 页。

g		《北史》卷 6《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第 231 页。

h		牛润珍：《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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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所立七帝寺以及唐代寺院往往供奉皇帝素像，a 均足以明之。而邢卲《献武皇帝寺铭》云：“惟睿作圣，

有纵自天。匡国庇民，再造区夏。功高伊、吕，道迈桓、文……永寄将来，传之不朽。”b 邢卲此铭，未详

撰年。所谓“永寄将来，传之不朽”云云，即以高欢为太祖，万世不祧。

高欢神主既立为太祖，而太祖以下，又有不祧庙。《隋志》云“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推究其

意，太祖献武皇帝以上神主亲尽迁毁，太祖以下又有不毁庙，《隋志》未载献武以下不祧庙作何？高明士先

生以为高洋所立宗庙神主，以太祖献武、世宗文襄为不毁庙，c 并无确据。而高洋所设立宗庙格局源出魏收

等人议定，不妨据魏收所定庙制以推论之。

《北齐书·儒林传·李铉传》载李铉初为太学博士，“天保初，诏铉与殿中尚书邢卲、中书令魏收等参

议礼律，仍兼国子博士”d，而颜之推《颜氏家训》略载魏收议定宗庙建置之事。

《颜氏家训·勉学》云：“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

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批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

谓玄成如此学也’。”e《颜氏家训》所载此事，缪钺先生《魏收年谱》次其年在齐后主天统五年，f 然是时北齐

宗庙已确立基本规制，已无必要重新议定宗庙建置。颜之推自西魏奔北齐，时在文宣天保七年，g 而颜之推

《颜氏家训》追记此事，颇疑当与天保元年魏收与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等议定北齐宗庙建置相关。

《汉书·韦玄成传》载西汉韦玄成等议定天子七庙，“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

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h 据此奏议，可

知韦玄成等所议宗庙格局为太祖二祧四亲庙，而高洋所置宗庙格局，当与韦玄成说相类。北齐博士未知《汉

书·韦玄成传》“得证经术”，足见北学之荒疏。若据韦玄成之说，北齐庙制应为太祖二祧四亲庙，此即高

洋所设定庙制格局，即至太祖献武神主出居首位之时，北齐庙制形成太祖二祧四亲庙序列。而郑玄庙制说，

又与韦玄成说相契。i 故文宣帝高洋在践祚之后，所行庙制，可以说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依据郑玄学说。而高

洋设定宗庙为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此与北魏孝文帝所定庙制格局以及东魏宗庙建置极为相类，又可谓近

承北魏、东魏旧制。

三、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更定与确立

文宣高洋择从郑玄学说，承用北魏、东魏旧制，确立宗庙建置为太祖（高欢）二祧四亲庙。宗庙神主

序列与皇位传承次第相一致，而北齐兄终弟及制的盛行，也使得北齐宗庙所立二祧不得不突破兄弟异昭穆

原则，顺次以高澄、高洋神主为二祧，而武成高湛为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重新更定太祖二祧庙，

北齐宗庙格局因之一变。

（一）孝昭帝时期所立三祖庙

乾明元年（560）二月，高洋崩，而史籍所见高洋谥号、庙号因经武成帝、齐后主改易（详见下文），

颇为淆乱。齐废帝高殷即位以后，高洋谥号、庙号作何，今本《北齐书》《北史》语焉未详，而《册府元

龟》载“废帝乾明元年二月上文宣皇帝尊谥，庙号高祖”j，颇为关键，正补《北齐书》《北史》所未备。更

据《北史·魏收传》载“文宣谥及庙号、陵名，皆收议也”k，缪钺先生《魏收年谱》次此事于文宣天保十年

a		唐代供奉皇帝石像现象，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15—129 页。

b		《艺文类聚》卷 77《内典下·寺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320—1321 页。

c		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3 年第 40 期。

d		《北齐书》卷 44《儒林传·李铉传》，第 585 页。

e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22 页。

f		缪钺：《魏收年谱》，《读史存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第 200 页。

g		缪钺：《颜之推年谱》，《读史存稿》，第 214—215 页。

h		《汉书》卷 73《韦玄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118 页。

i		《礼记正义》卷 12《王制》，第 241 页。

j		《册府元龟》卷 189《闰位部·奉先》，第 2290 页。宋本《册府元龟》卷 189《闰位部·奉先》，第 511 页。

k		《北史》卷 56《魏收传》，第 2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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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十月，a 据上引《册府元龟》之文，不妨更为齐废帝乾明元年春 , 即高洋谥号、庙号、陵号皆从魏收奏

议。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为“乾明初，上谥号曰高祖文宣皇帝”b，今人周一良先生据北齐《赵道德

墓志》推断乾明初所上高洋庙号高祖，c 虽均未引据《册府元龟》，所论堪称卓识。依文宣高洋所设定宗庙迁

毁原则，文宣神主迁祔宗庙，司空公高庆亲尽迁毁。兹列齐废帝时期宗庙神主见表 3 ：

表 3

吏部尚书
（高泰）

秦州使君
（高湖）

武贞公
（高谧）

文穆帝
（高树生）

太祖献武帝
（高欢）

世宗文襄帝
（高澄）

高祖文宣帝
（高洋）

齐废帝乾明元年八月，孝昭帝高演以夺嫡而入居大统，改元皇建。依据文宣所定宗庙格局，太祖神主

以下有两庙为不祧庙，齐废帝居皇位时日短促，未详是否以文襄、文宣为不祧庙。而孝昭帝时期宗庙建置

有三祖庙，值得注意。

《北史》载孝昭帝皇建元年（560）“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同年十一月，“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

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无；显祖（案：当

作高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广大》之舞”，孝昭帝准其奏，而后为太祖、世宗、高祖三庙，

确立功臣配享名录。d

表 4  孝昭帝时期三祖功臣表

三祖 配享功臣
太祖献武帝 尉景、窦泰、娄昭、厍狄干、段荣、万俟普、蔡儁、高乾、莫多娄贷文、刘贵、封祖裔、王怀、孙腾

世宗文襄帝 高岳、韩轨、可朱浑元、高昂、刘丰、万俟受洛干、慕容绍宗

高祖文宣帝 潘相乐、薛修义、破六韩常

孝昭帝时宗庙神主凡七，而孝昭帝独为太祖献武、世宗文襄、高祖文宣设立庙乐，太祖献武以上先

祖神主则无之。若遵循孝昭为三祖制定庙乐及确立功臣配享名录之意，或当以太祖、世宗、高祖为三不祧

庙。e 文襄、文宣既为兄弟，若以文襄、文宣为二祧庙，则北齐昭穆制度不免淆乱。孝昭帝欲废止兄终弟及

制，以嫡子高百年为太子，f 而所立二祧庙仍遵从兄终弟及制的现状，并未有意予以更定。

（二）武成、齐后主改定庙制与重定三祖庙

1. 武成帝时期的宗庙格局

皇建二年九月，齐废帝遇弒，同年十一月，孝昭帝崩，遗诏其弟高湛继位，终未能废止兄终弟及制。

武成帝高湛入统大位，改元大宁，《北史》载大宁元年（561）闰十二月癸卯，武成上孝昭谥号，g 据此可

知，孝昭神主在武成践祚之初升祔宗庙，而《北史》《北齐书》孝昭本纪未载孝昭庙号。周一良先生据《北

齐书》相关列传（如尉瑾、冯子琮、唐邕、白建、皮景和、鲜于世荣、綦连猛等传）称孝昭为“肃宗”h，故

推断孝昭庙号肃宗。《隋书·音乐志》载武成之时，所定庙乐有“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

《休德》之舞”i，据此，孝昭帝庙号肃宗，应为武成帝大宁元年所上。而《北史》又载武成帝大宁二年葬齐

废帝于“武宁之西北，谥闵悼王”j，不以天子礼，故齐废帝神主在武成帝时当未升祔宗庙。然武成帝践祚之

初宗庙神主作何，仍有疑义。

武成时期宗庙建置，《隋书·音乐志中》云：

a		缪钺：《魏收年谱》，《读史存稿》，第 195 页。

b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512 页。

c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 411 页。

d			《北史》卷 7《齐本纪中·孝昭帝》，第 270 页，表 4 参见姜望来：《北齐功臣配饗小考》，《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e		姜望来：《祖宗与正统：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亦持此说。

f		《北史》卷 6《齐本纪中·孝昭帝》，第 270 页。

g		《北史》卷 8《齐本纪下·世祖武成帝》，第 284 页。

h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 412 页。另《北齐书》卷 41《元景安传》（第 543 页），《北齐书》卷 42《卢潜传》（第 555 页）、《卢叔武传》

（第 559 页）亦载之。

i		《隋书》卷 14《音乐志中》，第 314 页。

j		《北史》卷 7《齐本纪中·废帝》，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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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其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高祖秦

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贞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

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神室，

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a

《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庙号不免紊乱，文中所载既为高湛时期庙制，而高欢庙号高祖，谥号神武皇

帝，此在齐后主天统元年改制之后，高洋庙号显祖，谥号文宣，又为齐后主武平元年十月所上。

《隋书·音乐志》所记武成时期宗庙雅乐有司空公、吏部尚书、秦州刺史、太尉武贞公、文穆皇帝、高

祖神武皇帝、文襄皇帝、显祖文宣皇帝、肃宗孝昭皇帝，凡九庙神主。《隋书·音乐志》所载北齐宗庙雅乐

自司空公高庆始，此与文宣高洋所立宗庙神主相同。而若仅据《隋书·音乐志》，未综合分析相关文献，则

极易作出相关推论，即武成时期凡九庙神主，北齐宗庙神主并无迁毁制度。b 但文宣践祚之后，已拟立宗庙

迁祔之制，且在齐废帝时司空公高庆神主已迁毁，如循此意，武成时期若仍有毁庙制度，孝昭帝神主升入

宗庙，则吏部尚书高泰亲近迁毁，兹暂据此说，列武成初期宗庙神主见表 5 ：

表 5

秦州使君
（高湖）

武贞公
（高谧）

文穆帝
（高树生）

太祖献武帝
（高欢）

世宗文襄帝
（高澄）

高祖文宣帝
（高洋）

肃宗孝昭帝
（高演）

据表 5，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神主既已迁毁，则武成时期似不当仍有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

宗庙雅乐，而《隋书·音乐志》仍存之，此或为北齐宗庙在武成时期无毁庙制度之证。但此说乃以时享宗庙

为推论依据，时享宗庙时所祀均为未毁主，而《隋书·音乐志》所载庙乐为“四时祭庙及禘祫”，“禘祫”二

字不宜忽视。

若谓武成时期北齐宗庙无迁毁制度，则武成时期宗庙神主凡九，而此说与北齐宗庙神主进献次第不

合。《隋书·音乐志》载北齐进献宗庙神主次第，“皇帝初献皇祖司空公神室”“皇帝初献皇祖吏部尚书神

室”“皇祖初献皇祖秦州使君神室”“皇帝献太祖太尉武贞公神室”“皇帝献皇祖文穆皇帝神室”“皇帝献

高祖神武皇帝神室”“皇帝献文襄皇帝神室”“皇帝献显祖文宣皇帝”c，据此文，可知司空公高庆、吏部尚

书高泰、秦州使君高湖均为“初献”，高谧以下为“献”，进献次第判然有别。

宗庙时享进献制度，《大唐开元礼》依先祖神主先后次第依次进献。d 若据此理，北齐进献九庙神主次

第，当与此不异，何故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秦州使君高湖先献，高谧以下始依次进献？或可谓此

为武成帝所定新制，不免含混了事。而若以禘祫制度解之，北齐宗庙进献次第有别现象即与毁主及未毁主

有关。

北齐具体所行禘祫制度，限于史籍阙如，究从郑玄学说，抑或王肃学说，尚不尽明晰，但无论郑玄禘

祫说，抑或王肃禘祫说，均涉及进献毁主。e《宋书·礼志》载刘宋殷祭（即禘祫）仪节，“凡禘祫大祭，则

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f，所谓“神主悉出庙堂”，即毁主、未毁主均在其列。而北齐

禘祭或祫祭毁主时，自然仍有宗庙雅乐。故若依据宗庙迁毁原则，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神主在武成

帝时虽已迁毁，而禘祫时仍祭其神主，故武成时期仍进献两庙神主，此与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两神

主为毁主，并不相悖。故《隋书·礼仪志》载北齐皇太子冠礼，“皇太子冠，则太尉以制币告七庙”g，而不

言九庙，此即北齐庙制为七庙之力证。至于《隋书·音乐志》所载进献次第问题，今更疑《隋书·音乐志》

所载“初献”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秦州使君高湖神主，当属高湖神主迁毁之后，禘祫时先进献毁主

ac		《隋书》卷 14《音乐志中》，第 314、322—324 页。

b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 347 页。

d		《大唐开元礼》卷 37《皇帝时享于太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光绪十二年公善堂刊本，第 208—209 页；《大唐开元礼》卷 38

《时享于太庙有司摄事》，第 216—218 页。

e		郑玄、王肃禘祫说，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 33《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339—1343 页。

f		《宋书》卷 14《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49 页。

g		《隋书》卷 9《礼仪志四》，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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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节，即《隋书·音乐志》所载“初献”云云，乃齐后主时期（武平元年之后）之制。

2. 天统改制与太祖二祧庙的更定

河清四年四月武成壮年禅位皇太子高纬，退居太上皇帝。高湛虽居太上皇之位，仍操控军政大权，在

高湛主导下，北齐宗庙格局又有所更定。

《北史》载齐后主天统元年十一月，“己丑，太上皇帝（案：武成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

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a，又载同年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

帝为威宗景烈皇帝”b。

据《北史》所载，天统元年改定庙号及谥号凡有两阶段，分别在天统元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其要有三：

（1）高欢谥号由献武皇帝更为神武皇帝，庙号由太祖降格为高祖；（2）神武明皇后娄氏谥号由献明皇后更为

武明皇后；（3）高洋谥号由文宣皇帝改为景烈皇帝，庙号由高祖降格为威宗。

然则，《北史》所载，犹有未备。高祖初为高洋庙号，而武成高湛更以高欢为高祖，此后又以高洋降格

为高祖。若据此说，则太祖庙号阙焉。学者更谓武成高湛意在确立“高祖、世宗、世祖三庙”为不祧庙，c 实

则忽略高湛更定太祖问题。

《隋书·音乐志》载武成帝所定宗庙歌辞，有“皇帝献太祖太尉武贞公神室，奏《始基乐》《恢祚舞》

辞”“皇帝献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乐》《昭烈舞》辞”之文 d，《隋书·音乐志》所记此两条，弥足珍

贵，据此可知天统元年改高欢庙号高祖之后，又以武贞公高谧升格为太祖。兹列天统元年改制之后，北齐

宗庙神主见表 6 ：

表 6

秦州使君
（高湖）

太祖
（高谧）

文穆帝
（高树生）

高祖神武帝
（高欢）

世宗文襄帝
（高澄）

威宗景烈帝
（高洋）

肃宗孝昭帝
（高演）

武成帝改易其先妣谥号，未知源出何人所议，而高欢、高洋庙号及谥号之降格，均出自祖珽议定。《北

齐书·祖珽传》载“武成于天保世频被责，心常衔之。珽至是希旨，上书请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高

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以悦武成，从之。”e《北史》以武成改易高欢、高洋庙号，凡两阶段，《北齐

书·祖珽传》概言此事，时间不免淆乱，而武成改易先考、先兄庙号、谥号，源出祖珽所议，应无疑义。

高洋所设立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以太祖献武为不祧庙，太祖以下有两不祧庙，但太祖以下宗庙神主

何者立为不祧庙，或当与开国创业之功相关。帝王庙号，或称祖，或称宗。高洋议定庙号时，“祖宗之称，

付外速议以闻”f，而后又上文襄庙号为世宗，以宗而不以祖。而祖珽奏议更易高洋庙号由高祖降格为威宗，

即与祖、宗称号相关。

帝王庙号祖、宗之称，初均为不祧庙之名。萧梁崔灵恩《三礼义宗》以为“祖者，始也；宗者，尊

也”g，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

宗”h。而在祖宗之称泛化之后，无论庙号称祖或称宗，均有可能亲尽迁毁。《旧唐书·礼仪志》载唐宪宗元

和元年（806）太常博士王泾议云：“礼经‘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汉、魏已降，

虽曰祖宗，亲尽则毁，无功亦毁，不得行古之道也”i。汉魏以下祖、宗之称既非祧庙、不祧庙之别，而高湛

改定庙号，其意则在于以祖、宗之称判别不祧庙。

《北史·齐本纪》载“及武成时，（祖）珽被任遇，乃说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称文？既非创业，何

ab		《北史》卷 8《齐本纪下·后主》，第 287 页。

c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姜望来：《祖宗与正统：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d		《隋书》卷 14《音乐志中》，第 323 页。

e		《北齐书》卷 39《祖珽传》，第 516 页。

f		《北齐书》卷 4《文宣纪》，第 51 页。

g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3“宋英宗治平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914 页。

h		《礼记正义》卷 46《祭法》，第 796 页

i		《旧唐书》卷 25《礼仪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956 页。



Academic  Monthly 第 50 卷 01 Jan  2018

170

得称祖？若宣帝为祖，陛下万岁后将何以称？’武成溺于珽说，天统初，有诏改谥景烈，庙号威宗。”a 若据

祖珽“既非创业，何得称祖”之说，唯创业之祖，庙号始可称祖，而高谧为高欢之祖，未建功立业，庙号太

祖，两者自相左。推究祖珽“若宣帝为祖，陛下万岁后将何以称”之意，可知高湛以宗庙庙号称祖即为不祧

庙，称宗则为迁庙。高洋庙号既降格为宗，故天统二年改制之后，不祧庙有二：太祖高谧、高祖高欢。至

武成百年后，上庙号称祖，合高谧、高欢神主，即为三不祧之祖。

高湛以庙号称祖始为不祧庙，并非无由。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采用郑玄学说，立太祖魏武帝、高

祖魏文帝，并自立庙号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

制”b，此即顾炎武所谓“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c。曹魏所确立三祖庙为三不祧庙，又为北魏孝文帝改

定庙制所继承，孝文帝宗庙改制，先以太武帝、献文帝庙号分别由世宗、显宗加隆为世祖、显祖，d 而后以

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显祖献文帝为三不祧庙。e 高湛议立三祖为不祧庙，或即沿承北魏旧制。

高湛自以不迁主自居，则高湛崩后庙号自当称祖。高湛崩于齐后主天统四年十二月，齐后主上其谥号

武成皇帝，庙号世祖，f 可谓遵循高湛立庙本意，故北齐三不祧庙至此形成。

3. 改定庙号之余波

《北史·魏收传》载齐后主武平元年（570），“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收奏请赵彦深、

和士开、徐之才共监”g，而据《旧唐书·经籍志》《册府元龟》《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赵彦深撰《北齐吉

礼》七十二卷，h 可知北齐吉礼由赵彦深分任监修，故《北齐吉礼》题赵彦深之名。

魏收既任尚书右仆射，又奏请赵彦深等监修，或与赵彦深曾出任尚书令相关。赵彦深自杨愔卒后，即

以中书令代理机务，《北史》杨愔本传谓：“遵彦死（案：遵彦为杨愔字，卒年在乾明元年），仍以中书令赵

彦深代总机务”i，至天统三年六月，太上皇高湛诏令赵彦深为尚书令，j 而《北齐书·祖珽传》所称“赵令”，

即代指尚书令赵彦深。k

赵彦深既主修吉礼，并非徒具空名，高洋庙号又经回改。《北史·齐本纪》：“武平初，赵彦深执政，又

奏复帝本谥，庙号显祖云”l，所谓“赵彦深执政”，意即赵彦深出任尚书令，又据《北史·齐后主纪》载武

平元年十月，“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m，综合此两者，可知武平元年恢复高洋谥号及改定

庙号，均出尚书令赵彦深奏议。

高洋既为北齐开国之君，而其神主非不祧庙，庙号亦为武成降格，故赵彦深恢复高洋本谥奏议，无疑

具有正名的初衷。围绕高洋庙号改定问题，《北齐书》《北史》皆称高洋庙号显祖，或高洋庙号至武平元年

赵彦深奏议即告终结，而史籍中又有异说。

宋刊本《册府元龟》载：“武平元年十月己丑，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显祖文宣皇帝”n，与《北史》所载

略同。而明刊本《册府元龟》作“武平元年十月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显宗宣皇帝”o，较之宋刊本，“宣”字前

脱“文”字，但齐后主所定高洋庙号“显宗”，而非“显祖”。

al		《北史》卷 7《齐本纪中·显祖文帝纪》，第 263 页。

b		《三国志》卷 3《魏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09 页；《宋书》卷 16《礼志三》，第 444 页。

c		顾炎武撰，裴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 14《除去祖宗庙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828 页。

d		王铭：《北魏太武帝庙号升格问题考议》，《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e		《魏书》卷 108 之一《礼志一》，第 2747—2748 页。

f		《北史》卷 8《齐本纪下·世祖武成帝》，第 286 页。

g		《北史》卷 57《魏收传》，第 2038 页。

h		《旧唐书》卷 46《经籍志上》，第 2009 页；《册府元龟》卷 564《掌礼部·仪注》，第 6779 页；《新唐书》卷 58《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1489 页。

i		《北史》卷 41《杨愔传》，第 1507 页。

jm		《北史》卷 8《齐本纪下·后主》，第 289、292 页。

k		《资治通鉴》卷 171 陈宣帝太建四年胡三省注，第 5409 页。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第 243 页。

n		宋本《册府元龟》卷 189《闰位部·奉先》，第 511 页。

o		《册府元龟》卷 189《闰位部·奉先》，第 2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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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刊本《册府元龟》高洋谥号“显祖”作“显宗”，或属明刊本之失误，而高洋庙号“显宗”，并非仅明

刊本《册府元龟》如此，《隋书·礼仪志》亦有此类现象。《隋志》云：“后齐以孟夏龙见而雩，祭太微五精

帝于夏郊之东……于其上祈谷实，以显宗文宣帝配”，a 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引《五代志》（此处代指

《隋书·礼仪志》）作“显祖文宣帝”b。史籍中偶见高洋庙号显宗问题，具体缘由不易确知。若非史籍所记

文字讹误，或即齐后主武平二年（571）之后祖珽执政追改所致 c。兹列齐后主武平元年之后，北齐宗庙神主

见表 7。

表 7

太祖
（高谧）

文穆帝
（高树生）

高祖神武帝
（高欢）

世宗文襄帝
（高澄）

显祖（或显宗）
文宣帝（高洋）

肃宗孝昭帝
（高演）

世祖武成帝
（高湛）

高洋虽经恢复本谥，庙号显祖（或显宗），且其神主又配祀雩祭，但北齐不祧庙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即

太祖高谧、高祖高欢、世祖高湛仍位居不祧庙之列，高洋神主仍为毁主。

四、延伸讨论：北齐改定太祖的政治意义

在皇权主导下，北齐太祖二祧庙多所更定，至齐后主武平初年最终确立。而在北齐太祖二祧庙确立过

程中，太祖亦有改易，由始封之君高欢更作高谧，而高谧即为史家讨论高齐伪造世系关键性人物。

史籍中所见高齐世系，以《魏书·高湖传》《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今本《北齐书·神武纪》

原阙，后人以《北史》补之）所记最详，缪钺先生据《魏书·高湖传》所载高谧卒于孝文帝延兴二年（472）

九月，而高谧长子高树生生年即在高谧卒年，若据此推论，高树生应为高谧遗腹子，而《魏书》又载“树生

弟翻”，两者适相抵牾，缪先生又推论云：“盖高湖、高谧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谧或本无子嗣，高欢乃

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冒认高谧为祖，谓其父树生为谧长子，以附

于渤海高氏之名族。魏收于齐文宣帝天保中修《魏书》，即据此伪托之世系写入。”d

依缪先生所论，高欢伪造世系，托名高树生为高谧之子。以行辈而论，高谧为高洋之祖，陈寅恪先生

则不以缪说为然，“远祖可冒认，三代以内要冒认是不可能的”e。以近年出土孝武帝永熙二年（533）《高树

生墓志》所记世系及学者对高欢家世族属的讨论，f 再次证实陈说的准确性。而《魏书》成于魏齐革命之时，

《魏书》高谧本传仅概言其生平，并无神格化倾向。若据《魏书》所载高谧事迹记年未安，进而推论北齐世

系源出高欢所伪造，或不尽合乎情理。

史籍所载年月多误，陈垣先生曾议清人汪中《述学》所记生平月日多误，g《魏书》亦不免此失。如《魏

书·崔玄伯传附崔宽传》载“祖彤，随晋南阳王避地陇右，遂仕于沮渠、李暠”，而据《晋书·怀帝纪》，知

南阳王模遇害时在永嘉五年（311）八月，此与北凉沮渠政权（401—439）、西凉李暠政权（400—417）在

时间上有较大偏差。h《魏书·高湖传》所载相关事迹年月不合，或与史家所撰传记年月失考相关。

太祖或为受命之主，或为始封之君，齐后主天统元年武成高湛追尊高谧为太祖，而以《魏书》所记高谧

生平，仅略言其履历：

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

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显祖之御宁光宫也，谧恒侍讲读，拜兰台御史。寻

a		《隋书》卷 7《礼仪志二》，第 127 页。

b		《资治通鉴》卷 171“陈宣帝太建五年”条，第 5421 页。

c		传世文献所见此类现象，目前出土墓志暂无例证。齐后主武平七年《齐故太姬崔夫人墓志》仍称高洋为“显祖文宣皇帝”。参见赵超编：《汉

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76 页。

d		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读史存稿》，第 81 页。

e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 年，第 293 页。

f		高树生墓志图版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 胡海帆、汤燕编：《1996-2012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0 页。张金龙：《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文史哲》2011 年第 1 期。

g		陈垣：《汪容甫〈述学〉年月多误》，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98—100 页。

h		张金龙：《北魏河西士人家族三题》，《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39—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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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治书，掌摄内外，弹纠非法，当官而行，无所畏避，甚见称赏。a

《魏书》经始于文宣天保元年，至孝昭帝皇建元年始公开，b 齐后主天统二年又敕魏收改《魏书》，c 故《魏

书·高湖传》也应经过屡次修改。而今本《魏书》高谧本传虽讳言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d，但竟无任何文

字反映天统元年追尊高谧为太祖之事。

今本《魏书》高谧本传所载高谧生平无神格化倾向，而高谧并非受命帝，更非始封之主。而高湛何故追

尊高谧为太祖？限于史料较为缺乏，具体成因不易究诘。《资治通鉴》谓高谧徙居怀朔镇之后，“世居北边，

遂习鲜卑之俗”e，可谓促成高氏鲜卑化之先祖。而《隋书·音乐志》载太祖高谧雅乐歌辞云：

兆灵有业，潜德无声。韬光戢耀，贯幽洞冥。

道弘舒卷，施博藏行。缅追岁事，夜遽不宁。f

据其辞义，高湛追尊高谧为太祖，并非在于高谧为受命帝或始封之主，而在于彼北徙怀朔镇，韬光养

晦，开启北齐之基业。在北齐、北周争正统之下，高湛追尊孝文帝时期高谧为太祖，其意也在于明确北齐

继北魏而起，其政权正统性直接源出北魏。

高湛既已追尊高谧为太祖，而高欢在宗庙中地位未减。高欢庙号虽由太祖易为高祖，而其谥号则由

“献武”更为“神武”。“献武”有拱卫东魏皇室之意，而“神武”语出《周易·系辞上》“古之聪明叡知，神

武而不杀者夫”g，以凸显高欢之神威。高欢神主在宗庙中的地位，虽名义上亚于太祖高谧，而其地位并未降

低。原文襄、文宣的配享功臣（如高岳、潘相乐等十人），在齐后主天统四年正月诏令统归高欢神主之下。h

此外，高欢在郊祀中地位亦未经改定。天统改制既追遵高谧为太祖，而高谧神主并非郊天配享帝，北

齐祀南郊或圜丘，仍以高欢配享。i《隋书·音乐志》载武成帝所定郊祀圜丘及祀明堂雅乐，均言及“太祖配

饗”之事，j 而所谓太祖仍即高欢。如北齐祀明堂歌辞言：“我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归仁，时屯启圣。运

钟千祀，授手万姓。夷凶掩虐，匡颓翼正。”k 所述应即高欢之匡辅东魏孝静帝之功业，由于北齐已更定太

祖，而武成制定郊庙雅乐，或在天统改制之前，故仍称高欢庙号作太祖。由此可知，高欢庙号虽为高祖，

而在郊庙中仍居重要地位。

太祖在郊庙中位居显要，即在宗庙中位居独尊地位，又在郊天中为配享帝。而北齐太祖在郊庙中的显

要地位为天统改制所突破。天统改制之后，北齐宗庙中太祖高谧与高祖高欢的地位关系较为微妙，在宗庙

制度史上实属罕见之例，而其背后则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学者谓武成、齐后主以原文襄高澄、文宣高洋

配饗功臣统属高欢神主，其意在否定前此北齐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模式的合法性，确立神武 - 武成 - 后主

的父死子继制度。l 此说固然可从。而武成高湛更进而以高谧为太祖，并以其父高欢及己身神主为不祧庙，

其意在建立高谧 - 高树生 - 高欢 - 高湛 - 高纬的皇统传承谱系，以此彰显皇位传承的合法性。

在太祖庙号升降过程中，天统改制直接关涉宗室内部政治利益。北齐高氏原为汉人而鲜卑化，较为注

重宗族血缘关系。高欢建义信都，亦赖其宗族内部如异母弟高琛、从叔高盛、从叔弟高岳等的襄助。至魏

齐革命之后，文宣高洋封皇弟（如高演、高湛等十三弟）、皇侄（高孝瑜、高孝琬）以及宗室高岳、高归

彦、高思宗、高良弼、高普、高子瑗、高显国、高叡、高孝绪等（高湖之子孙），且无论有军功与否，均封

a		《魏书》卷 32《高湖传》，第 752 页。

b		佐川英治：《東魏と北斉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2005 年第 64 卷 1 号。

c		缪钺：《魏收年谱》，《读史存稿》，第 199 页。

d		《北史》卷 6《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第 209 页。

e		《资治通鉴》卷 149“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条，第 4729 页。

fjk		《隋书》卷 14《音乐志中》，第 323 页，第 316、319 页，第 319 页。

g		《周易正义》卷 7《系辞上》，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第 156 页。

h		《北史》卷 8《齐本纪下·后主》，第 289 页。参见姜望来：《北齐功臣配饗小考》，《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i		《隋书》卷 6《礼仪志一》，第 114—115 页。

l		姜望来：《北齐功臣配饗小考》，《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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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郡王，a（北齐宗室世系见图 2）由此形成北齐政治统治集团。

图 2  北齐宗室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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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图 2 据《魏书·高湖传》及《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而制作。2. 自高洋起，北齐皇位继承次第以数字标之。3. 高欢、高湛、

高纬之子嗣，暂不具列。

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北齐皇帝与宗室关系相对微妙：北齐皇位继承制度由于兄终弟及制的盛行，高氏

皇族内兄弟叔侄之间多猜忌与残杀，成为突出的政治现象。b 但北齐宗室文治武功兼备，在政治和权力上

享受待遇，声望甚高的尚书省长官，往往由宗室出任，c 而高岳、高盛、高劢、高归彦、高长恭等典兵领军，

驰骋疆场。故北齐在处理宗室问题上，处于一种相对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防范宗室势力过于膨胀，以免威

胁皇权；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笼络宗室，以拱卫皇室。在天统改制之前，武成高湛先后屠戮皇侄高绍德、

高孝瑜、高百年，d 削弱宗室势力。而武成高湛重定太祖庙号，又未降低高欢在郊庙中的地位，也有笼络宗

室之意。高洋作为开国之君，其神主由不祧庙降为毁庙，在宗庙中的地位大为削弱，较有可能引起高洋子

嗣的非议。而高洋五男（废帝高殷、高绍德、高绍义、高绍仁、高绍廉）在天统改制之时仅范阳郡王高绍

义尚在，e 势力已属微弱，不足以形成宗室分裂之势。在武成高湛改易庙号之前，北齐宗庙神主以太祖高欢

为最尊，宗室亲疏远近也以太祖为界限，而武成高湛改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由高欢上推二世，高树生、

高翻之子嗣高琛、高叡、高岳、高劢等均化身太祖之苗裔，高真、高各拔、高稚之子孙也由疏转为亲，血

缘关系得以拉近，从一侧面显示出武成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五、结 语

在北齐庙制问题上，学者以为“北魏和北齐（案：指庙制）用王肃学说”f，而北魏庙制并未尽遵王肃学

a		《北齐书》卷 4《文宣纪》，第 52 页；《北史》卷 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第 246 页；《北史》卷 51《齐宗室诸王传上》，第 1860—1868 页；

《北史》卷 52《齐宗室诸王传下》，第 1875、1878 页。

b		姜望来：《高洋所谓“殷家弟及”试释》，《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64 页。

c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 241、246 页。

d		《北史》卷 8《齐本纪下·世祖武成帝》，第 283—284 页。

e		《北史》卷 52《齐宗室诸王传下》，第 1884—1886 页。

f		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说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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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a 北齐宗庙格局也与王肃学说无涉。文宣高洋践祚之后，北齐庙制实现由诸侯四庙到“天子七庙”的转

变，并依郑玄庙制说，确立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而在北齐皇位继承制度由兄终弟及制向父死子继制的转

变过程中，作为重要神主序列的太祖二祧庙，呈现出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更为齐后

主武平元年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三祖庙的最终确立也成为北齐皇位继承制度基本建立的显著标志。

齐后主武平初年所立三祖庙，不过承用武成高湛天统改制之意，并使之在制度上得以确立。高洋确立

始封之君高欢为太祖，太祖在郊庙中居于显要地位，而武成高湛以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功业，故追

尊高谧为太祖，但武成高湛庙号改制突破太祖在郊庙中独尊性原则，高欢庙号虽降格为高祖，而高欢神主

在郊庙中地位并未降低。北齐庙制不拘于传统旧制，具有自身特殊性，无疑为武成高湛为在制度上确立太

祖高谧 - 高树生 - 高祖高欢 - 高湛 - 高纬的皇位传承谱系的反映。武成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具体原因，限

于史料有限，其意或又在于以北齐正统性直接源出北魏，而武成高湛更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由高欢上

推二世，拉近宗室血缘关系，显示出武成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最终确立，拉动了前此相对紊乱的昭穆制度形成新的序列。《隋志》载“文襄、文宣

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即文宣高洋初未迁祔文襄高澄神主入宗庙，高

澄、高洋俱为高欢之子，而高洋以兄弟同昭穆为原则，欲别为文襄高澄立庙，但此后文襄高澄神主仍迁入

宗庙。而孝昭帝遵行既成事实，以太祖高欢、世宗高澄、高祖高洋为不祧庙，无疑使兄弟异昭穆原则在制

度上得以确立。而高湛改定太祖，不免出于私意，但追尊高谧为太祖，以高祖高欢及己身为不祧庙，改定

孝昭帝所定三祖庙，在制度上明确兄弟昭穆相同，并以此凸显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客观上也有助于解决

北齐昭穆制度的紊乱问题。

（责任编辑：周 奇）

a		赵永磊：《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历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

The Spirit Tablets Order and the System of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On the Three Ancestral Temples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Zhao Yonglei
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royal ancestral temple system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Three Ancestral Temples ( 三祖庙 ) were the key factors. From Emperor Xiao-zhao( 孝昭帝 ) 
to Emperor Houzhu ( 齐后主 ), the Three Ancestral Temples changed from Gao Huan-Gao Cheng-Gao 
Yang to Gao Mi-Gao Huan-Gao Zhan, especially, as the Great Ancestor( 太祖 ), Gao Huan was replaced 
by Gao Mi. In fact, the special temples of Emperor Houzhu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reformation of 
Tiantong ( 天 统 改 制 ), which was promoted by Emperor Wucheng ( 武 成 帝 ). I argue that the political 
purposes of Emperor Wucheng were to abol ish elder-younger brother her i tance,  establ ish male 
primogeniture, and close the kinship with the imperial clan.

Key word: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special temple, Great Ancestor, the reformation of Tiantong, 
the royal ancestral templ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