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5 復刊 第十五輯 :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
言

Article 4

12-2021

《史記》八主祭祀的鉤沉與推演 : 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對勘研究
舉例
Rui WANG
北京故宫博物院考古部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王睿 (2021)。《史記》八主祭祀的鉤沉與推演 : 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對勘研究舉例。《嶺南學報》，復
刊 第十五輯，頁51-75。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5/iss1/4

This 經典新證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史記 》 八主祭祀的鉤沉與推演

———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對勘研究舉例
王 睿
【摘 要】八主祭祀是指對天、地、兵、陰、陽、月、日、四時八
種對象的祭祀。它們的祠祀地點分佈在今山東半島即齊之分野
上，三個在中部，餘在東部沿海。八主祭祀僅見於《史記》《漢書》，
曾經得到秦始皇、秦二世、漢武帝和漢宣帝的祭祀，公元前 ３１ 年
郊祀制確立後，在國家祀典上被廢止。通過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
比對揭示，八主應爲東方思想家以宇宙觀爲基礎所創設的祭祀體
系，利用了戰國時期的地方祠址，重新排布了八主的祭祀地點，利
用秦皇漢武對東方實施經略的機會，成功兜售了他們的宗教思
想。八主祭祀所體現的宇宙論式的祭祀觀、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
陰陽對等的宗教理念，對中國國家宗教郊祀制影響深遠。
【關鍵詞】八主 祭祀 宇宙觀 戰國晚期 思想家

“八主”是指天、地、兵、陰、陽、月、日、四時八種祭祀對象，八主祭祀最
早記録於《史記·封禪書》：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
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
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
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 四曰陰主，祠三山。 五曰陽主，祠
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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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 八曰四時主，祠琅邪。 琅
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 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
異焉。
①

八主祭祀只有在《史記》《漢書》中被載録，秦始皇、秦二世、漢武帝、漢
宣帝均親臨其中的某幾個祭祀地點進行祭祀 ，祭祀時間是皇帝駕臨時則
祭祀，常時不祭，“上過則祠，去則已” 。八主祭祀位列於國家祀典的時間
不過二百年，漢成帝建始二年（前 ３１），於長安南郊祭天、北郊祀地的郊祀制
確立後被廢止 。
八主祭祀鮮有學者研究，八主祭祀出現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等基本問題
尚不清楚。本文擬從八主祠的地理位置和所處的歷史文化環境入手，分析
八主祭祀出現的時間和社會背景，從而揭示八主祭祀在中國宗教思想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中國國家宗教的某些特質。
②

③

④

一、八主祠的地理位置和保存情況
八主祠均分佈在山東半島，在漢代的星野制度中屬齊地 。天主、地
⑤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３６８ 頁。
秦始皇事見《
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６７、１３７０ 頁；《史記·秦始皇本紀》，第 ２４４、２４９、２５０、２６３ 頁；
②
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郊祀制》，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２０５ 頁。秦二世事見《史記·
封禪書》，第 １３７０ 頁；《史記·秦始皇本紀》，第 ２６０、２６７ 頁。漢武帝事見《史記·孝武本紀》，第
４７４、
４７５、
４８０、
４８５ 頁；
《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９７、１３９８、１４０１、１４０３ 頁；《漢書·郊祀制》，第 １２３４、
１２３５、
１２４３、
１２４７、
１２４８ 頁；
《漢書·武帝紀》，第 １９６、２０６、２０７ 頁。漢宣帝事見《漢書·郊祀制》，
第 １２５０ 頁。
“諸此祠（指雍地諸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
③ 八主在秦代國家祭祀體系中的地位，
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載於《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７７ 頁；《漢書·郊
祀志》，第 １２０９ 頁。八主在漢代國家祭祀體系中的地位，“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
過則祠，行去則已”。載於《史記·封禪書》，第 １４０３ 頁；《史記·孝武本紀》，第 ４８５ 頁；《漢書·
郊祀志》，第 １２４８ 頁。
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乃者徙泰畤、后土
④ “（建始）二年（前 ３１）春正月，
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載於《漢書·成帝紀》，第 ３０５ 頁。“四百七十五所不應
禮，或複重，請皆罷。”載於《漢書·郊祀志》，第 １２５７ 頁。
虚危之分壄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
⑤ “齊地，
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載於《漢書·地理志》，第 １６５９ 頁。
①

１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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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兵主三祠在半島腹地，餘在東部沿海（圖一）。
通過多年的考古工作與文獻研究發現，天主祠位於今臨淄市齊都鎮
齊國臨淄故城南的牛山腳下，此處原有泉水湧出名 “天齊淵 ”，如天之腹
臍，喻爲天下的中心。原來的 “天齊 ”祭祀借用爲天主，祠祀遺址已遭破
壞，但在臨淄故城等地曾發現帶有“天齊”字樣瓦當（圖二 ）。地主祠的地
點没有發現，研究證明梁父山應不是今人所指的映佛山，新泰市樓德鎮的
羊祜城即爲梁父城 ，地主祠應在其附近。兵主所在的 “東平陸監鄉 ”位
於魯西南，屬於黄泛區，古今地貌差異非常大，已經没有蹤跡可尋，當地的
陽穀、巨野、壽張三縣政府根據歷史傳説修建了與蚩尤相關的地標建築。
陰主祠位於今招遠市三山鎮海邊的三座小山上 （圖三 ），已遭破壞，東南
有曲城城址。陽主祠位於煙臺市的芝罘島上，西南爲三十里堡古城址。
現尚存元代陽主廟碑和清代陽主祠的部分建築，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
陽主祠爲軍事單位佔用，１９６７ 年改建清代大殿時曾出土兩組漢代祭祀玉
器（圖四），未能展開工作，具體情況不明。在月主、日主祠祀遺址進行的
調查和發掘工作，揭示了秦漢時期祠祀遺址相對完整的佈局和組合形式。
漢代在秦代建築基礎上，擴大了規模。在月主祠所在的歸城，秦漢時期爲
皇帝的親臨，在歸城内修建了離宫别館。廟周家夯土臺雖被破壞得支離
破碎，從出土的大量瓦當分析，秦代在高聳的夯土臺上建有亭閣，漢代又
增鋪了逶迤上行的踏步磚 （圖五 ）。窯址中的出土器物説明建築所需磚
瓦爲當地燒制。日主祠位於威海市成山頭，西南有不夜城。秦漢時期建
築規模急劇擴大，當時各類建築應是高下錯落、鱗次櫛比，包括亭 （觀 ）、
立石、祠廟、施祭地點等，從殘跡中仍可約略看出爲不同功能的組合 （圖
六）。從現有遺跡遺物的分佈情況觀察，秦代在最高點成山中峰修建了
亭閣，在南峰立石，在南馬臺修建了帶排水設施的祠廟或行宫；漢代在通
往中峰亭閣的山路上加鋪了踏步磚，在燈塔地和廟西等處增修了建築，充
分利用了南馬臺上的秦代設施 ，在排水管道上有清晰的更换和加固陶
管道的遺跡現象 ，並在酒棚遺址上填土造臺 ，並瘞埋玉器爲祭 。四時主
祠所在的琅琊臺屬於青島市黄島區 ，文獻材料中多見越王句踐在此建
都的記載 ，但考古工作未能發現任何實物資料 ，句踐建都的琅琊應另有
①

①

參見王睿、林仙庭、聶政編著《八主祭祀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７、１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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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 。秦漢時期大興土木，秦修建了琅琊臺和小臺（圖七 ），漢代只利用
了的大臺。
①

二、八主祭祀形成的時間
《封禪書》對八主祭祀出現的時間推斷是模糊的，“自古而有之”、“太
公以來作之”或“其祀絶莫知起時”，所論諸説最晚的是 “太公以來作之”，
即西周初年齊國始封之時，但綜合分析八主祠的分佈地點和周代諸侯國疆
域的劃分和管控情況，此説難以成立。
西周以來，齊、魯兩個封國是山東半島最主要的政治勢力 ，分踞半島
中部的南北，齊長城横亘半島東西，“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 。
它們西有曹，齊東有萊，魯東有莒、杞等地方勢力 （見圖一）。戰國時期，隨
著周王室式微，諸侯間相互侵伐，齊地又有越、楚、秦等勢力的侵入。戰國
最晚期，各諸侯國相繼殄滅，秦齊對峙，曾被各方勢力把持的今山東地區纔
歸於齊。
八主祠中，天主祠因居齊都臨淄南郊，一直爲齊所有。其他祠祀之地，
自西周至戰國時期，曾分屬不同的國家。地主祠梁父，梁父山爲泰山下的
衆小山之一，位於魯國腹地。濟水源出河南省濟源市王屋山，春秋時濟水
流經魏、曹、齊、魯之境，濟水爲曹、魯分界 ，濟東爲魯地，即當今巨野、壽
張、東平縣一帶。兵主祠地當屬魯。
山東北部本爲萊人之地，齊始封之時，“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商
末周初時期，東部沿海區域在外來勢力侵入之前，陰主祠、月主祠周圍區域
都分佈有珍珠門文化或岳石文化等土著萊人的物質文化遺存，龍口市的歸
城應是萊國都城，附近萊陰出土了西周初期的萊伯鼎，乃是明證 。萊國於
②

③

④

⑤

⑥

《八主祭祀研究》，第 ３３８—３３９ 頁。
《史記·魯周公世家》，第 １５１５ 頁；《史記·齊太公世家》，第 １４８０ 頁。
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５００ 頁。
③ 黎翔鳳撰、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④ 參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 年修訂本，第 ４８５—４８６ 頁。
第 １４８０ 頁。
⑤ 《史記·齊太公世家》，
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８—１１９ 頁。
⑥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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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被齊所滅 ，陰主、月主、日主等祠祀地歸齊所有。
根據文獻和出土青銅器銘文，陽主所在的煙臺市區屬紀國 。魯莊公
四年（前 ６９０），齊襄公伐紀，紀國滅亡 。
四時主祠所在的今青島市黄島區琅琊鎮，西周以來分屬不同的政治勢
力，原屬莒國。莒國乃土著方國，包括今山東東南部和江蘇北部 。楚滅莒
後 ，從齊長城的修築情況看，齊與楚可能在此對立 。琅琊與楚相隔甚遠，
戰國晚期在秦的逼迫之下，楚不能實有其地，亦成齊之屬域。
周代分封的諸侯國，疆域分明，“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
卿非君命不越竟” 。以下兩條記載非常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齊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
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
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魯莊公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曹劌諫曰：“不
⑧

《左傳》襄公六年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
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宫。晏
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 ９４７—９４８ 頁。齊侯鎛鐘是事
於齊的宋穆公後代所作，作於齊莊公（前 ５５３—前 ５４８ ）時，從銘文“餘命女（汝）司予釐，造國徒
四千”看，齊靈公滅萊當春秋晚期。參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二），《郭沫若全集·考古
編》第 ８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３１ 頁。
第 １１２ 頁。
② 《八主祠》，
③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 １６５ 頁。
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韋
④ “平丘之會，
昭於此注曰：“蠻夷，莒人。兄弟，魯也。”見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
華書局 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８９ 頁。“考莒原有國土，其都居莒，即今山東莒縣，其屬域有介根，在今高密
縣境；有密，在今昌邑縣境；有渠邱，有防，有壽餘，在今安丘縣境；有且於，在今莒縣境；有壽舒，
蒲侯氏，大龐，常儀糜，亦在今莒縣境，有兹，在今沂水縣境。是莒之領域，當春秋之際，其地略有
今莒縣、安丘、昌邑、諸城、高密、沂水、贛榆等縣之全境或其一部。”張維華《齊長城考》，《禹貢半
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１９３７），第 １４５ 頁。
“簡王元年（前 ４３１），北伐滅莒。”（第 １７１９ 頁）。
⑤ 《史記·楚世家》：
“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
⑥ 《竹書紀年》載：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２５８ 頁。張維華《齊長城考》：“至於其東南境長城之建築，
似在楚人滅莒之後。”（第 １４６ 頁）
第 ２３５—２３６ 頁。
⑦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⑧ 《史記·齊太公世家》，第 １４８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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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

①

各諸侯王所獲分封，包括疆域中神靈的祭祀權，如祭祀疆域中的山川
神以及疆域所對應天上的二十八宿、十二次 。諸侯對神靈祭祀的越位標
誌著對疆域的侵犯，只有周王纔享有各國山川神靈的護佑。楚昭王和周夷
王有疾時，祭禱對象不同，形象地説明了祭祀所有權的不同：
②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而周夷王病，“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
戰國晚期之前，八主祠所在的各個地點異國而處，直到齊國在地域上
“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 時，八主的八個祠祀地點纔盡
歸於齊域，原分屬不同諸侯國的不同神祇，只有在專屬齊國時纔有可能被
整合爲八主祭祀，司馬遷歷數八神時也是以齊爲中心來叙述其方位，所謂
“齊地八神”應該是戰國晚期的概念。
③

④

三、八主祭祀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其本質
八主的祭祀對象天、地、日、月是人自身所處環境的客觀存在，對天、
地、日、月的祭祀，歷史久遠 。探究八主吸收陰、陽、四時這類抽象概念和
作爲兵神的蚩尤來組成祭祀系統，需要到戰國晚期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來
考察。
八主中的陰、陽、四時作爲神祇而被祭祀是首次出現，陰陽是古人對事
⑤

杨伯峻《春秋左傳注》，第 ２２６ 頁。
參見劉瑛《〈左傳〉、〈國語〉方術研究》的“星氣之占”部分，《中國典籍與文化研究叢書》第二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５—４２ 頁。
第 １６３６ 頁、１４７５—１４７６ 頁。
③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第 ２２５６ 頁。
④ 《史記·蘇秦列傳》，
北京：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０—３９ 頁。
⑤ 王睿《“八主”祭祀研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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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對立轉化的本質、發展變化内在原因的認識。事物的對立性很容易從客
觀世界感知，如以山川爲基準所分陰陽之位。陳夢家先生指出卜辭中商人
早已具備的上下、天土對立之觀念是陰陽二極之張本 。山東黄縣出土的
“% 伯左$ 盨”的銘文中，“其陰其陽”是對於蓋、器而言，蓋下覆爲陰，器上
仰爲陽 。《老子》公元前四世紀就被廣泛接受並形成穩定的文本 ，其最
珍貴的哲學遺産就是揭示了陰陽的對立轉化，“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
和” 。對立轉化的原則被推廣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所謂“凡論
必以陰陽（明）大義” 。四時是地球公轉引發的北温帶季節變化，通過氣
温降雨的律動可以體察四時的交替，感知萬物的生長枯榮。
胡適認爲齊地宗教經過整理，把各地的拜物拜自然的迷信，加上一點
系統，便成了天、地、日、月、陰、陽、兵與四時的系統宗教了。在初期只有拜
天臍，拜某山而已 。這“一點系統”應該與戰國以來思想家們熱衷於討論
的宇宙生成模式有關。
從傳世的戰國和漢代早期文獻中，可以窺知戰國中晚期以來關於宇宙
生成的多種模式，出土的文獻材料使已經逸失或後代有意滌濾的思潮重現
天日，這類材料不但加深了對傳世文獻的理解，還鉤沉出隱没的思想脈絡。
在世界本原問題的認識上，既有神明類造物主“太一”“太極”，如出土
於湖北省荊門市戰國中晚期墓葬中的《太一生水》 ，也有世界由無而生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載於《燕京學報》第十九期（１９３６），第 １３１—１３３ 頁。
載於《山東古國考》，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１ 頁。
② 王獻唐《黄縣% 器》，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４ 日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李零《
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
③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９ 頁。
④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
載於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８７ 頁。
⑤ 《稱》，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４７ 頁。
⑥ 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複相輔）也，是
⑦ 《太一生水》：
以成神明。神明複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複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複（相）輔也，是以
成寒熱。寒熱複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複相輔也，成歲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
者，寒熱之所生也。寒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
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時，周而又（始，以己
爲）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爲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埋，陰陽之所不能成。”荊
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５ 頁。對於“太一”“太極”的性
質是“無”還是神明的認識有不同意見，高亨傾向於爲“無”：“太極者，宇宙之本體也。宇宙之本
體，《老子》名之曰‘一’，《吕氏春秋·大樂》篇名之曰‘太一’，《繫辭》名之曰‘太極’。”載於高
亨《周易大傳今注·繫辭上》，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９８ 年，第 ５３８ 頁。從《包山楚簡》的相關内容和
西漢武帝時期的“太一”崇拜情況看，應爲神明。參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
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圖版九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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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類世界觀如《恒先》 《道原》 《鶡冠子·度萬》 《淮南子·天文》
等。關於宇宙構成要素和運行模式，五行論認爲木、火、土、金、水是萬物構
成的基本要素，它與陰陽學説相結合，用相生相剋的關係來解釋政治、社
會、人生、自然各方面的變化原因，是一種循環論模式；“太一生水”是線性
發展模式，構成要素則是太一、水、天、地、陰、陽、四時等。鄒衍的九州觀帶
有濃厚的地理景觀概念：
①

②

③

④

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⑤

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爲曆忌之書，帛書上的中宫雖然没有畫太一和
北斗，但有互相顛倒的兩篇文字，以類比天左旋和地右轉。它以春夏秋冬
分居四正，青赤白黑四木分居四隅，構成四方八位。邊文左旋排列，代表斗
建和小時；四木右旋，代表歲徙和大時 ，反映了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廣泛
認同的一種宇宙論模式 。
《太一生水》爲理解八主祭祀提供了啓示。太一生水是一種宇宙生成
模式，太一是萬物之源，萬物的生成方式是借用水來運行。八主祭祀系統
中未存在世界本源，但具備了太一生水中宇宙構成要素———天地陰陽四
時，而天、地、日、月、陰、陽、四時，是戰國時期多種宇宙生成論的構成要素，
並亦多見於承繼融合了戰國時期思想的漢代早期思想著作中。《吕氏春
秋·仲夏紀·大樂》：
⑥

⑦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 生於度量，本於太一。 太一出兩儀，兩儀
出陰陽。陰陽變化……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８７—２９９ 頁。
《道原》，載於《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 １８９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６２—１６３ 頁。
③ 黄懷信撰《鶡冠子彙校集注》，
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第 ７９—８０ 頁。
④ 劉文典撰，
第 ２３４４ 頁。
⑤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載於《中國文化》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０ 頁。
⑥ 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４ 頁。
⑦ 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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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①

《十六經·觀》中亦有相關論述，借黄帝而言：
始判爲兩，分爲陰陽，離爲四時。

②

《禮記·禮運》：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
而爲鬼神。
③

《漢書·禮樂志》的《鄒子樂》假託鄒衍所作，内容上反映了宇宙生成模式：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
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
④

《淮南子·天文》：
道始於虚廓 ，虚廓生宇宙 ，宇宙生氣 。 氣有涯垠 ，清陽者薄靡
而爲天 ，重濁者凝滯而爲地 。 清妙之合專易 ，重濁之凝竭難 ，故天
先成而地後定 。 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
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
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
塵埃。
⑤

戰國晚期和漢初的文獻也反映了天、地、日、月、陰、陽、四時不只是宇
宙論中的構成要素，對它們的順應和掌控可以用來制定人間社會秩序的依
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５８—２５９ 頁。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 １５２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第 ６１６ 頁。
③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
第 １０５７ 頁。
④ 《漢書·禮樂志》，
第 ７９—８０ 頁。
⑤ 《淮南鴻烈集解》，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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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易·繫辭上》：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
莫大乎日月。
①

《文子·道原》：
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
陰陽爲禦，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 《文子·精誠》：（黄帝）
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
②

③

《管子·四時》：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
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
④

《管子·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
《淮南子·原道》：
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禦，乘雲淩霄，與造化者俱。
八主祭祀中，兵主蚩尤的存在顯得突兀難解。蚩尤作爲叛亂者而載於
⑤

⑥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清《十三經注疏》本，第 ８２ 頁。
彭裕商《文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５ 頁。
成都：巴蜀書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５、３３—３４ 頁。
③ 彭裕商《文子校注》，
第 ８３８ 頁。
④ 《管子校注》，
第 １１９６ 頁。
⑤ 《管子校注》，
第 ８ 頁。
⑥ 《淮南鴻烈集解》，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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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史籍 ，比較詳細的記述見於《逸周書·嘗麥》，蚩尤臣屬赤帝，在赤帝
與黄帝爭戰中赤帝失敗，殺之以取悅黄帝 。戰國時期黄老道盛行，黄帝地
位的日益突出，蚩尤作爲黄帝的對立面也名聲大噪。《十六經》中的《五正》
《正亂》，對黄帝大戰蚩尤和對蚩尤的懲罰有著戲劇化的記述 。蚩尤敢於
挑戰黄帝，在兵器製造中求之有效 ：“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
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黄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
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雙方開戰，用兵前祭神，古稱“禡祭” ，兵主蚩尤
進而成爲戰爭時的祭祀對象，當年漢高祖劉邦起事前即在沛廷祭蚩尤 ，奪
得天下後在長安立蚩尤祠 。
李零解讀了兵主納入八主祭祀系統的原因，指出天地人三者並稱和相
互關聯在戰國時期很流行，稱爲 “三才”（也叫 “三儀”“三極”“三元”），就
是用天地所代表的自然法則作爲人間秩序的終極依據，把天、地、人貫穿起
來 。三者的關係當是比照 “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
人” ，三者之中，人最重，“天地之性 （生）人爲貴” 。軍事是立國治民之
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人道依存於兵道 ，“兵主”祭戰神蚩尤，就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
瑏


瑡
瑏


瑢
瑏


瑣
瑏


瑤
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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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祭祀“人主” ，是當時政治思想觀念的反映。
戰國時期，在諸侯兼併的態勢下，求自保和發展的各國諸侯渴求人才，
諸子學説的指向無一不是治國方略，融合他説，以秉持的學術政治思想爲
基礎來構擬新型社會制度，正所謂 “百家殊業，皆務於治 ” 。《禮記 · 王
制》與《管子》《吕氏春秋》中的某些篇章，都有將學術思想轉化爲意識形態
的内容。《禮記·王制》以鄒衍的九州地理景觀爲基礎，來劃定各種社會秩
序 。《管子》《吕氏春秋》的理論基礎是五行論，五行與四時强行配比，力
圖規劃社會活動。《周禮》依據天地和春、夏、秋、冬四時的節律來制訂標
準，安排社會活動、規定行事内容，後成爲王莽改制的藍圖。《周易》是猜測
宇宙運行與人事間的互動規律。八主則是在宇宙論、人與自然關係的思想
基礎上一種新型祭祀體系的創設。
八主祭祀系統不同於中國傳統上至爲重要的祖先崇拜，祭祀對象不屬
於人神系統，亦非對某個自然神的單獨崇拜。它應是東方思想家經歷了血
緣分封制毁壞崩塌後的離變之痛，對於人與人所依賴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
係有了深刻認識，在此思想基礎上創造出的神明體系。
商周兩代是以血緣制爲基礎的族群政治發展而來，國家宗教以祭祀祖
先爲主，祭祀形式在祖先神排序、祭祀時間、地點和祭品等方面，形成了嚴
密完整的制度。周代對血緣制的重視，不僅表現在自己族群的内部，還表
現在對外族血緣的追溯和延續上。周代實行以血緣爲基礎的分封制，周初
封國七十一，同姓五十五 ，除姬姓外，還有姜齊等異姓親族所建之國和宋、
陳、杞等少數非周人之封國 ，目的是“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
在血緣關係爲主導的宗法制社會中，確定血緣的來龍去脈就等於確認
身份、地位、權力的正當與否，祖先祭祀成爲權力合法性的最好證明 。分
封制公元前 １１ 世紀開始，到戰國時期已經存在了九百年，血緣紐帶關係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零《花間一壺酒》，北京：同心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３ 頁。
《淮南鴻烈集解》，第 ４２７ 頁。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
③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
百一十國。……”見《禮記集解》，第 ３１５ 頁。
《史記》，第 ８０１ 頁。
④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記·五帝本紀》，第 ４４ 頁。“周武王克殷紂，求
⑤ “堯子丹朱，
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爲重封，故亦稱夏。”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 ３３ 頁。
⑥ 《春秋左傳注》，第 ４２０ 頁。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４ 頁。
⑦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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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薄弱，諸侯國間攻伐不止，滅國滅宗事件屢有發生，周天子只能維持表面
的“天下共主”的象徵意義。面對靠血緣關係維持的和諧與秩序坍塌的社
會現實，思想界在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祖先祭祀之外尋求新的宗教支持。
在盛行探討宇宙論的思想背景下，屬於時空系統的天地日月四時和物
質的陰陽本質屬性等哲學概念，不僅成爲宇宙構成要素，需要順應協調，還
升格爲神明，成爲祭祀對象，並强調了以“兵主”所代表的人的地位，生成了
强調人與自然關係的新型祭祀體系。
八主祭祀的思想理念與齊國稷下學宫黄老學派最爲接近，屬於自然類
的宇宙觀，不認同神創宇宙，有很深的陰陽思想等。雖然不能指認八主祭
祀具體的創立者，但可以尋其思想蹤跡。馬王堆帛書 《十六經》中的 《觀》
《道原》與《鶡冠子》中的 《度萬》所論宇宙生成模式 ，《經法》中的 《六分》
與《鶡冠子》中的《近迭》《泰鴻》中所論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内容 ，基本思想
與八主類同，並且《十六經》中的《五正》《正亂》和《鶡冠子》中的《世兵》都
有與蚩尤相關的内容 ，馬王堆帛書中的 “黄老言”和 《鶡冠子》，是目前發
現的與八主思想理念最爲接近的著作。
八主的祠祀之地，只有兵主所在區域的歷史文化環境不詳，文獻和考
古材料説明餘者在秦漢時期之前即爲祭祀之地。
八主的每個祭祀地點都臨近城址或居邑，如天主與臨淄城、地主與梁
父城、陰主與曲城、陽主與三十里堡城、月主與歸城、日主與不夜城，考古工
作揭示出這些祭祀地點在成爲八主祭祀之前就是當地居邑的祭祀地。天
主借用了齊國都城臨淄城南“天齊”祭祀，梁父爲封禪中禪地的地點之一 ，
延用爲地主。陰主祠、陽主祠均位於臨近陸地的海島之上，陰主祠臨近曲
城，曲城應爲當地土著居邑，年代久遠 ，祠祀地三山荒僻孤絶，但採集的遺
物中有屬於東周時期的。陽主祠祀遺址的具體情況尚不明確，其西南的三
①

②

③

④

⑤

相關内容參見《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 １５２、１８９ 頁；《鶡冠子彙校集注》，第 １６２—
６３ 頁。
第 １３４ 頁；《鶡冠子彙校集注》，第 １１４—１１７、
② 相關内容參見《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
１３８—１３９、
２２７ 頁。
第 １５５、１５９ 頁；《鶡冠子彙校集注》，第 ２７２ 頁。
③ 相關内容參見《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６７ 頁）
④ 管仲曰：
“周成王十四年，秦師（清孫淵如校正本作“齊師”）圍曲城，克之。”（四
⑤ 沈約《竹書紀年注》卷下：
部叢刊景明天一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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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堡古城從戰國時即爲大型都邑，是秦漢時期的腄城、漢晉時的牟平 ，
陽主祠所在的芝罘島上從兩周時期就有居邑。月主、日主的祠祀地爲沿用
早期祭祀地點的特徵最爲明顯。月主祠位於萊國都城歸城的外城圈内，從
萊山山腰位置的月主祠舉目東望，中秋之夜的月亮從萊山中部一個陡直的
窄縫中冉冉升起，精妙的月相引發了對月亮的崇拜。從採集的遺物分析，
戰國時期就存在建築，一直到唐代不斷修復重建，秦漢時期作爲八主中月
主的祭祀地。榮成市成山頭地處山東半島的最東端，海陸相接，岩壁峭立，
浪花拍岸，旭日東昇之際海鳥祥集。從遺物年代和地理環境分析，雖不能
確知是否爲祭日場所，但在這個人跡罕至的海岬上採集和發掘到商末周初
時期的鬲足和戰國時期的陶鼎，推測很早即爲祭祀之地，後作爲日主祠被
納入八主祠中。八主祭祀的創設者把齊地早已存在的祭祀地點重新排佈
爲八主的祭祀地點。
秦漢時期，國家政治體制否定了血緣制爲基礎的分封制，實行皇權下
郡縣二級行政制度。政治體制的變化必然導致國家宗教等意識形態的變
化，分封制的瓦解降低了以血緣爲紐帶的祖先祭祀體系的重要性，以地緣
政治爲基礎的集權政治需要新的宗教體系與之相匹配。在國家宗教的
轉型期 ，秦皇漢武實施寬容的宗教政策 ：“其特點是銜接古今 ，協同上
下 ，調和東西 ，折衷南北 。如他們對各地原有的宗教和民間的宗教都是
採取兼收並蓄 ，宗教政策上的多元化和相容性 。” 秦皇漢武利用巡守和
封禪來實施對東方的經略，加上對長生不老之術的癡迷，精研天地奥秘和
人事廢興、練就了一套政治生存術的東方思想家，成功兜售了他們的宗教
思想。
秦漢時期之前，八主祭祀可能只是存留於思想層面。
①

②

四、八主祭祀的歷史影響
八主祭祀雖然在國家祀典中只存續了秦漢兩代，但它的宗教理念對中
國國家宗教的發展影響深遠。從秦皇漢武的國家宗教轉型期到漢成帝時
①
②

《八主祭祀研究》，第 ８５ 頁。
李零《秦漢禮儀中的宗教》，載於《中國方術續考》，第 １８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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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郊祀制的確立，都能看到八主祭祀所代表的東方祭祀傳統的影響。
秦漢時期，爲尋得與國家政治體制相匹配的宗教政策，前進的道路也
是兜兜轉轉，摸索前行。秦的宗教政策，是在保有和突出秦原有的宗教祭
祀外，全面接納原各諸侯國的山川祭祀，通過對神祇祭祀的專擅來標誌對
領土的佔有。秦以首都咸陽爲中心，重新排序山川祠祀，以適應秦統一後
的遼闊地域 。西漢初期對秦代的宗教政策全面接受，漢朝皇帝只是隨個
人經歷和興趣的不同對神祠祭祀偶有調整 。漢武帝時期開始了以太一崇
拜爲中心的宗教等級化改革，薄忌太一壇、三一壇、甘泉太一壇乃至明堂的
設立，均以太一統領五帝，其下爲衆神 。除明堂制度經王莽改造後保留下
來外，漢武帝的等級化神譜只是歷史的一瞬，在漢成帝時期的宗教改革中
被廢止。
東方祭祀傳統中，陰陽對等的理念根深蒂固，古老的封禪禮中用禪地
來對應封天，這在八主祭祀中得到充分體現，天與地、陰與陽、日與月，陰陽
對等的祭祀模式對國家宗教的形式有根本性的影響。武帝從寬舒議正式
立汾陰后土祠，寬舒所立太一壇及後來的泰畤，后土的地位提高至與太一
或五帝相對應 。八主中强調的以兵主所代表的人主，在皇權集權統治的
政治體制中，皇帝的祖先神與諸神並祀，漢武帝按公玊帶所獻明堂圖令奉
高縣作明堂於汶上。“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
土于下房。” 寬舒和公玊帶都是東方術士，前者是黄錘（腄）史，今龍口、煙
臺一帶的齊人，後者則是濟南人。
漢成帝宗教改革廢止了各個帝王設立的祭祀對象，對五帝和后土的祭
祀不到原地祭祀而是遷至長安，成立以國都爲中心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
郊祀制 。陰陽觀念體現在對天地祭祀的對應和方位的安排上，四時的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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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之令、設立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８０、１３８２ 頁）。
三一壇，見《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８６ 頁，亦見於《漢書·郊祀志》，第 １２１８ 頁。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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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明堂，見《史記·封禪書》，第 １４０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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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元鼎）四年冬十月，
陰脽上。”（《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８９ 頁）太一壇見《史記·封禪書》第 １３９４ 頁和《漢書·郊祀
志》第 １２３０ 頁。
第 １４０１ 頁。
⑤ 《史記·封禪書》，
第 ３０５ 頁；《漢書·郊祀志》，第 １２５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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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由祭祀時間來表現，構築了以君王爲中心的微型宇宙論式祭祀體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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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八主祠地點分佈

圖二 齊國故城臨淄等地出土的“天齊”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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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陰主祠所在的三山

圖四 陽主祠出土兩組祭祀玉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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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歸城内的庙周家夯土臺等遺跡位置

圖六 成山頭秦漢時期遺跡分佈和出土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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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琅琊台與小台的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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