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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祠堂有建筑学意义、
历史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大体而
言，建筑学者研究祠堂，只有建筑审
美；历史学者研究祠堂，只有功能探
求。虽然两者都混合了不同的文化研
究，但从法学的视野来分析祠堂的治
理文化，能够更为充分地把握祠堂的
功能演化脉络。

祠堂的演变形态及性质

祠堂，又名食堂、庙祠，为祭祀
场所。“家，私也；堂，公也”。这表
明祠堂兼有私人性和公共性，其前身
是宗庙。宗庙早在先秦之际已有，

《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宫室，
宗庙为先。”立庙祭祀是贵族身份的
象征，“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
三庙，庶人祭于寝”，最初宗庙多在
宫室内，后来迁至室外。迁至室外实
际上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展示，目的
在于规训平民，建立贵贱有别之礼
制。秦代建立皇帝制度后，将皇家祭
祖之地专称为“庙”，乃皇权象征。
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厚葬成为
孝最重要的形式。墓上建造祠堂，则
更显孝心，于是“汉世公卿贵人多建
祠堂于墓所”，东汉日盛。由此可
见，西周至东汉，祠堂乃达官显贵专
属，且从室内向室外营建，将祭祀这
一体现虔诚孝心且专属私人活动的内
在举动 （自律行为），转变为彰显权
力身份乃至伦理功德的外在象征（他
律行为），祠堂开始从私人性走向公
共性，其教化功能则从内在的自省变
为外在的规训。唐代亦如此，当时多
流行家庙，祭祖活动多在家庙进行。

“祠堂”已经从俗语上升为特定的法
律术语“家庙”，专门称呼官人建立
的宗庙，足见唐律“一准乎礼”的精

神。据《开元礼》规定，五品以上官人
才可以立庙。唐末五代，社会动乱，礼
崩乐坏，庙制遂绝。

北宋初期施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国策，因谱牒散亡，士大夫开始提倡恢
复宗法，以强调家国一体。北宋中期打
破“礼不下庶人”的原则，放宽宗族祭祖
礼制，允许民间创设祭祀场所，因一般建
在故乡居室内或侧旁，故名曰“家祠
堂”。与汉唐墓祠家庙不同，家祠乃西周
宗庙的回归，或受北宋复兴先秦儒学之
影响。南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民间财
富增长，家族财产被朝廷和北来之敌掠
夺，士大夫出于自我防御的考虑，开始强
化宗族势力，以联合抵御外侵之敌。综
合而言，宋代祠堂成为宗族凝聚力的象
征，逐渐走向平民化，从形式（居室内或
外）和规模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不过，因元明之际皇权专制强化，在
利用和打击宗族之间不断调整。当皇权
足够强大不需要依赖地方宗族时，祠堂
便消失殆尽。明中叶以前就只允许贵族
品官设立祠堂，民间建祠并不合法。明
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皇权不
得不依赖于宗族进行地方控制，于是才
正式允许庶民建祠以祭先祖。同时，因
明代宦官权倾一时，生祠作为祠堂的一
个“另类”开始大行于世，成为谄媚权力
的象征，更是祠堂世俗化的进一步体现。

至清乾嘉之际，伴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祠堂数量
激增，经由地区性的宗族联合而诞生的
富贾巨商们，努力通过建造祠堂来彰显
财力和身份，光宗耀祖。一时间不但巨
族多立祠堂，连王邑僻壤、数家村落亦有
祖厅祀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称
此乃宗族制的普及化过程。粤人俗称始
祖为“太公”，在客家之地，因世系多不可
考，同姓（或不同姓）不同宗者利用祠堂
来组织虚拟的血缘关系，合族祠得以大

行其道，称“众人太公”。而在广府属下
的城镇和乡村，个人因经济上取得成功，
自我意识抬头，则多选择了“私火太
公”。祠堂越分越细，越来越自我化。因
此，祠堂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乃传统家
内独祭和家外共祭之发展。

祠堂的布局构造与装点

祠堂一般采用沿主轴纵深展开的对
称空间序列，沿轴各空间有序排列，以体
现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南北向中轴线，
确立的是中心，是首位，是伦理关系的最
高级别；而东西向左右对称是对中心的
朝拱，是协调，是因“中”而得到的“和”。
主体建筑为大门、中堂、寝堂。中堂举行
日常的拜祭活动，寝堂摆放神龛，以供奉
祭祀祖先神牌。堂内按朱熹《家礼》的要
求布设，正寝之东设置四龛以奉高、曾、
祖、考四世神主，宋元及明初的祠堂均属
此类。龛室中间通常要设龛座三间，中

龛供奉始祖神主，既有男性神主也有女
性，左右两龛则根据昭穆齿德等标准排
列先祖。与高大巍峨的男祠有别，女祠
建制较低，布设简单，给人以清静落寞之
感。

祠堂一般有堂号、堂联和祠规。堂
号即名号，目的是让子孙知晓本族来源，
追忆祖先功德，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堂
联，也称祠联，主要训勉后人珍惜家族声
望，向上进取，内容多为儒家伦理，间或
有颂扬朝政与家业，如《钟祠牌谱·祠
联》：“不公不正不法纵富贵何颜入庙；能
孝能悌能慈虽贫贱有志成人。”《田下郭
氏重修族谱·祠联》：“皇上致太平当兹风
调雨顺河清海晏敢忘令公报国；圣人垂
至教近在父慈子孝兄友悌恭无愧有道传
家。”如《邓氏重修族诺·祠联》：“不愧祖
先惟孝弟；克光门第在诗书。”这与族规
家法要求的“敦伦纪”“正名分”“勤职业，
精本业”等条目保持一致，皆要求后代忠
厚老实、正直善良、刻苦读书、勤俭持家

等。祠联上亦可见家与国的关联，主
要劝导族众完成国家赋役租粮。如

《钟祠牌谱·祠联》：“劝各房早完国税；
教尔曹深听家规”“多多积谷少少使钱
养得一家生活；漫漫开口早早完粮免
教半世奔波。”明清的祠堂堪比公堂，
这在祠联上多有体现，如《辛幼房祭先
事件册》所载：“祠门内视听环集解难
排纷务期公直公矢；神寝前灵爽昭布
较长论短当思鉴察莫逃。”祠规，亦称
祠约，内容广泛。一方面是祠堂的祭
祀规则和礼拜仪节，另一方面是家法，
效仿王法，具有劝谕和强制性，是祠联
的具体化。

作为静态的记忆载体，祠堂多通
过叙传、碑记、族谱等记叙祖先的事
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
妇等，激励后人奋发努力，它发挥了
重要的族内控制功能，主要体现为德
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一功能日益强化，明
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尤甚。族人的生活
多与祠堂相联，包括伦常教化、普法
宣传，甚至司法裁决与执行等都在祠
堂进行。祠堂不再只是一个公共空
间，彻底演变为官方认可的族内控制
机构。事实上，祠堂所发挥的族内控
制功能已远超过公堂。如清雍正年间
休宁茗洲吴氏“立祠堂一所，以奉先
世神主，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必参
俗节，必荐时物。四时祭祀，其仪式
并遵文公《家礼》”。祠堂是一切行
为中心，并非仅限于族内解纷，乃世
俗和宗教的结合体。

祠堂的私密与公共属性

祠堂从私密性的贵族特权，逐步
进入平民世界，成为公共空间。作为
祠堂原生性功能的“祭祀先祖”，开始

转化成“教化和治理地方”的次生
性功能。正是通过集体行动不断
强化对国家权力的效仿，祠堂日渐
成为官方认可的“公堂”来解决基
层纠纷，可谓“化私为公”。正如唐
代一般大的寺院都是由王府或公
主宅邸改建而成，皇戚官邸便从私
密空间变成了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寺院，明清之际亦如此。明清时期
发达的商品经济，让祠堂成为提升
宗族影响力的最好载体，华南地区
的祠堂尤为如此。此时，祠堂体现
的不仅是族权意识，而且是利用其
公共性来展示私人性的经济实力
和社会地位，可谓“化公为私”。

祠堂的公共性在维护其私人
性的过程中也会得到增强，公私互
补，自由切换，国与家利益均沾，乃
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特征所致。当
皇权不得不依赖宗族治理基层时，
便大力发展祠堂，如明代中叶以
后，一方面为了控制地方势力，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推行里甲制
度。当皇权不再依赖祠堂管控基
层后，便开始打压祠堂。祠堂只能
利用家国一体之便，于明清之际多
转化为书院，成为既能光宗耀宗又
能为国培育栋梁的基地。然而，祠
堂很容易“背公徇私”，成为培植地
方势力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人
民当家作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开始取代祠堂成为基层治理机
构，祠堂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事物而
遭到瓦解，但其所具有的集体行动
控制功能和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的
解纷优势，依然是一个话题。如何
将祠堂这一功能整合到国家治理
体系中，国法为“表”，家法为“里”，
既维护法治，又尊重地方性知识，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
院)

巡按之设始于明洪武年间，终明不
改，清初沿袭。但在清顺治年间，有关这
一制度存废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其间，
巡按罢而复行、行而复罢共四次，直到顺
治帝驾崩，该制度彻底告终。是什么原
因阻碍了巡按制度在清初的运行？

自杀式京控——顾仁案
之揭告与审理

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京城宫
门前发生了一起刎颈事件——吏部书吏
（承办文书的吏员）章冕以如此极端之举
控告顺天府巡按御史顾仁“悖上婪赃，陷
害无辜”。敏感地点，惊人之为，该事件
立刻引来朝野极大的关注。顺治帝旋命
内大臣、内院大学士将案件所涉及的相
关当事人找来，并亲自研审。

很快，案件水落石出。
被控告者顾仁，顺治四年（1647年）

进士，于顺治十二年被委派巡按顺天
府。其间，以提携升职为诱饵向章冕索
贿白银二百两，被拒后，竟反诬章冕行
贿，欲治以罪。因恐事情败露，将章冕由
顺天府押往正定府审讯。在押解途中，
章冕想方设法逃脱拘禁直奔京城宫门，
叩阍以申冤。

经审讯查实，顾仁在巡按期间所犯
罪行尚不止于此，除章冕一事外，还有如
下三罪：其一，违旨收用旧役六人——清
初以来，衙门胥役害民蠹政严重，为此，
顺治亲政后，曾专敕禁止各巡按御史沿
用旧时书吏和差役；其二，收受王士琦、
章奏二人求充巡按书办银二百两；其三，
将官府承差役员遣作私用。顺治帝对顾
仁所为异常气愤，谕旨刑部，按律重惩。
在章冕自杀后的第六天，顾仁被判死刑，
其妻子儿女及家产籍没入官。其同谋、
刑部司官贺绳烈，因居间帮助顾仁索贿
行贿，被判死缓。

接下来是顾仁案的深查。判决之
日，顺治谕令对顾仁的举荐者一并处理：

“如此匪类（指顾仁），由何衙门何官开
送？何衙门何官准考？何衙门何官取
中？”命内大臣及大学士会同六科都给事
中严行确察。按清律，现任官可向朝廷
推荐保举他人为官，而被荐举者任职后
的违法犯罪行为，保举人需承担连带责

任，此为“保举连坐”制度。很快，举荐人
名单查明：开送顾仁者，系刑部尚书刘昌
等；举出者，系刑部侍郎王尔禄；准顾仁
考选者，系吏部尚书王永吉。原任都察
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原任左副都御史曹
溶荐卷，王尔禄准取，龚鼎孳奏入。既经
查明后，顺治命将王尔禄、王永吉、龚鼎
孳、曹溶等人著九卿科道等官会同从重
议处。

事后，顺治帝虑及如此贪婪不法之
人在巡按期间定难秉公执法，于是谕令
直隶督抚将顾仁于任期内的纠劾原疏详
加察检，如有冤抑者，即行纠正。又谕天
下：以后各巡方御史及巡盐、巡漕、巡仓、
巡视茶马各御史，倘有似此违法受贿犯
赃者，即行正法，定不宽宥。

顾仁一案令顺治皇帝十分痛心，案
件查明之日，他在满汉文武官员面前历
数顾仁背负君恩之过：其接受巡按任命
之后，朕曾两次召见，一再告诫，巡按之
差，关系甚重，吏治贪廉、民生利病，皆由
之上达，朕即倚为耳目手足……稍有仁
心者，自当仰体朕意，遵奉唯谨，洁己率
属，奠安民生。奈何顾仁如此胡作非为，
就任伊始，即大开贪婪之口，敛财弄权，
实负朕之“爱养之意”……此后，顺治帝
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到顾仁案，籍以申饬
督促内外各官，尤其是以察吏为任的监
察御史，戒枉戒贪，敬慎秉公。

御史不法——清初巡按
制度停罢的诱因

顾仁案，是清初巡按御史罪案中的
典型案例。在顺治朝巡按制度实行的十
三年时间里，巡按不法事件屡屡发生。
据学者统计，顺治朝共派出巡按御史
163人，其中有明确考满结果者 100人，
而百人中因违法犯罪遭处死、流放及革
职、降用者竟达 43人，直接因贪赃受贿
被处死者5人。其中有广东道试监察御
史周世科巡按福建期间，贪婪无忌，屡用
非刑杀人，处斩；通政使司副理事官王秉
松巡按苏松期间，索诈扰民，处斩；广东
道监察御史牟云龙巡按浙江期间，徇庇
贪黩，革职拟斩；浙江道监察御史仵昭昕
巡按湖南期间，贪贿诬告，处斩。

从当时顺治帝发布的谕旨以及有关

巡按制度存废的争论中，也可看出巡按
不法现象多发的情况。顺治八年（1651
年），在巡按御史出巡前，顺治训谕：向来
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已贪污，何
能察吏？不能察吏，何以安民？……自
今以后，各宜洗心涤虑、振作精神。顺治
十年（1653年）五月，顺治帝在停止巡按
制度的谕令中说：“巡按为察吏安民之
官，近者多受属员献媚，参劾无闻，将巡
按概行停止。”这是顺治朝四次停罢巡按
制度中的一次。

如前所述，清初有关巡按存废的争
议一直在持续，而御史不法，无疑使这一
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受到更多质疑，也给
了制度反对者以有力的证据。顺治十七
年（1660年）六月，都察院条奏：“直隶各
省，自差巡方以来未能致地方宁谧，民生
安遂。每年一遣，诚觉徒劳，请停止巡方
之差。”在这一次条奏之后，顺治帝再次
启动廷议程序并最终接纳了反对者的意
见，宣布停罢巡按——当一个制度只带
来劳民伤财的结果时，废止是顺理成章
的事情。

由此可见，巡按队伍的不良表现，是
导致清初巡按制度废止的一个重要原
因。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当把巡按
制度还原到清初政治的大环境下，会发
现其存废争论还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
有学者指出，巡按不法只是该制度被叫
停的借口，其真正原因尚另有所在。这
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来看，顺治朝巡按停废
之争主要发生在满汉官员之间，满官主
停，汉官主行，基于这一史实，似乎可以
判定，巡按制度的停止与满汉利益之争
有关。的确如此。但细究下去，在满汉
之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主题，即清
初皇权与满洲贵族权力的较量，这一点，
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巡按制度的存亡。

清代从立国之初，皇权与八旗权贵
的矛盾便一直存在。顺治亲政后，继承
了多尔衮摄政期间强化皇权的战果，进
一步采取措施培植自己的势力，巡按制
度的重启即与这一动机有关。顺治一
朝，如明中后期一样，巡按被赋予了重要
权责：纠贪举贤，抚民安政，甚至调兵遣
将，“政之小大，无不综焉”。如此位高权

重的巡按御史，其任命和升转都由皇帝
掌握，且“临差之时，必令陛见”，其向皇
权的靠拢是理所当然的。顺治朝四次派
出的巡按御史，有资料可查者中，八旗满
洲、八旗蒙古与蒙古人竟无一人，这一事
实本身令满洲权贵不安，而巡按所劾，亦
时有满洲及汉军旗人，愈添满洲权贵不
满。因而，在顺治朝巡按制度实行期间，
满人或力主反对，或屡欲增加满人巡按
员额，争吵之声从未停止。

所以，借巡按之手以抵制八旗权贵，
这在清初政治关系的权衡中确是一个重
要考虑，当康熙年间皇权最终稳固地控
制朝政之后，源于氏族制历史的贵族力
量渐次衰弱，巡按制度的这一历史使命
便最终宣告完成。

谁来监督监督者

无论巡按停罢是由一个或是由多重
因素所导致，巡按御史的贪腐在明清时
期都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点，于制度的
最终退出实有内在的关联。那么，究竟
是什么原因导致巡按权力的异化？顾仁
案的发生是偶然的吗？

在清代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链条
中，巡按御史领受帝命，代天子巡狩四
方，几乎居于链条最顶端。在制度安排
上，清代对巡按有来自皇帝和都察院的
监督，前者主要通过钦点、陛辞、觐见等
方式完成，而后者的监督则有“回道考
核”制度，即御史出巡后回京接受所在都
察院的考察。清代的法律、法规也对巡
按御史的公、私行为有相应约束：一经点
差，即不得见客，不收书，不用投送书吏
员役，不交接宴会饯送；出都门毋稽时
日；沿途及境内，私书私馈，概不得滥行
收受；轮用府州县书吏快手，事竣即行遣
回；凡巡按旧书吏承差名缺，一概不留；
不许设中军听用等官；不许用主文代笔；
不许府州县运司等官铺设迎送；不许假
借公事滥差员役下府州县；不许拏访；不
许拔用富豪官吏。《大清律例》《大清会
典》等律典中对宪官行为的严格规范，也
都同样适用于巡按御史。

然而，以上监督方式常成虚文。一
方面，回京陛见或回道考核，只是对巡
按事先或事后的监督，其监察权的行使

过程实际上难以被直接掌控，顾仁在
顺天府作恶多端，而最终却是以受害
人自刎的特别方式案发，即是证明；
另一方面，由于被赋予重权，甚至直
接参与地方军政，原只是巡行地方的
监察官员成为地方权力系统中的强势
力量，任性不可避免。于是，失之于
监督的巡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腐败。

对监督者失之监督，如此监察机
制的运行注定是失败的，巡按制度如
此，巡按停罢后清代实行的地方督抚
监察制度也是如此。

巡按停罢后，地方最高监察官由
各省督抚来担任，而谁来监督督抚，同
样是一个难题。综合来看，康熙朝以
后中央对地方督抚的监察主要有以下
安排：皇帝亲察、密折奏事、不定期派
员巡察、部院监督、科道监察、督抚互
察、抚司互察等，途径和方式不可谓不
多。其中，皇帝亲察，主要通过督抚赴
任前的陛辞及觐见、皇帝出巡来实现；
密折奏事，始于康熙时期，一省之内，
督抚与三司、道台都有上折密奏权；
选派大臣巡察地方，实行于康雍年
间，但在乾隆之后停止；总督与巡
抚、督抚与省级三司长官之间互察、
互参，是地方官员内部、上下级之间
的监督。以上监督方式虽也可发挥相
当成效，但问题在于：皇帝失去了对
督抚的直接察核与管制；部院与科道
官常年驻京，难以实现对地方的随时
监督；督抚大员作为地方最高长官，
拥有对各级属员的考核、监督及人事
任免权，来自属员的反向监督恐难以
真实形成；总督与巡抚之间虽有相互
揭发之案例，但“宁负朝廷，不负朋
党”者也大有人在。事实上，康熙以
后的清代地方监察并没有一个有效的
制度来替代旧时的巡按制度，从监察
体制的总体框架来看，此后的地方督
抚军政、监察大权在握，且处于一种虚
监、漏监的“自由状态”，天高皇帝远，
其胡作妄为的空间非常之大。这为清
代地方吏治埋下了隐患。

事实正是如此。清代自乾隆以
后，地方吏治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混
乱。乾隆及其父雍正帝都曾大力反
腐，但正是在这些严厉治贪措施推行

的同时，地方吏治却在不断恶化中。
乾隆一朝，督抚贪腐大案频发，被参
劾者前赴后继，乾隆帝为此痛心疾首
而又无能为力。这样的局面与其时督
抚大员处于事实上的“漏监”状态是
否有关？康熙时储方庆在“裁官论”
一疏中，讲得非常清楚：“罢巡方，
是削宪臣之柄也。宪臣之柄削，督抚
之令尊矣。”宪臣，即监察官员，他
认为，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离不开
作为皇帝耳目之司的监察系统，以宪
臣督权臣，行政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
效保证，停罢巡按，将地方行政、监
察“并为一途”，督抚一身二任，一
权独大，又无所节制，“恐非天下之
福”。这一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停罢
巡按之后，作为地方最大监察官的督
抚实际上处于“漏监”状态，监督者
无人监督，地方吏治的混乱已经注
定。巡按制度、督抚制度的弊病都在
于此。

尽管顺治年间巡按制度的最终废
罢有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但其机
制自身的缺陷所带来的权力异化是不
可忽视的原因。顾仁一案的发生并非
偶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巡按建制
的严重不足。从该制度的历史渊源及
其曾经发挥的功效来看，克服其中不
足而非彻底废止，应是实现巡按监察
本来目的的最好思路。

图为广州陈家祠（后改名为陈氏书院）外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