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奉祀生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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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奉祀生之设，始于明代以前，多为祭祀地方名臣而设。明弘

治年间，始为孔庙圣贤祭祀设立。名臣与圣贤均设有奉祀生祭祀。清代承

袭明制，奉祀生以为名臣和圣贤祭祀为主要职责，兼及祠庙的管理等工

作。奉祀生设立之后，可以代代相承，清政府为规范管理，先后推出奉祀

生管理措施，不断完善奉祀生设立和承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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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有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自古以来就受到王

朝国家的重视。自周以降，国家祭祀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祭祀

制度。清代祭祀活动可以分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个体系。

本文讨论的奉祀生，是为国家贤哲后裔，亦是国家祭祀体系中的一

环，既涉及中央祭祀层面，如先师孔子、关帝、昭忠祠、贤良祠、双忠祠

等，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祭祀活动，如祭祀地方名臣、忠节专祠等。奉祀

生与对贤哲本人的褒扬有所不同，惠及贤哲后裔，是褒扬的延续。

一 清朝奉祀生的设立及其职责

奉祀生设立的确切时间不可考，最晚至宋代，已出现奉祀生。北宋后

期，山东长山范文正公祠曾设有奉祀生四名，直至清朝仍然延续设立。①

南宋时，张叔夜勤王而死，理宗念其忠，“特著地方官修祠立坊，以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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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子孙世补太学生一员，奉祀生一人”①。明正统七年 ( 1442 ) ，苏州知

府况锺“卒于任”，英宗准其 “祀名宦祠，许建专祠，春秋官为致祭，靖

邑祀乡贤祠、专祠，亦官致祭，子孙世续奉祀生”②。是为地方名臣祭祀而

设。明弘治十二年 ( 1499) ，“六十一代袭衍圣公宏泰，始拣选圣贤后裔俊

秀者充补奉祀生，给以衣顶，移提学注册”③。这是孔庙圣贤设立奉祀生的

开始。由此可知，奉祀生因奉祀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

( 一) 奉祀对象的身份类型

如前所述，奉祀生最初设立，“始不过由衍圣公及地方大吏拣选充补，

给冠服奉祠墓而已”④。故奉祀生的拣选主要由衍圣公及地方大吏负责。据

此，又可按照奉祀对象分为地方名臣后裔奉祀生与孔庙圣贤后裔奉祀生。⑤

孔庙圣贤包括孔子及孔庙从祀人员，其奉祀生设立通常由衍圣公及有圣贤

后裔的各省督抚、学政联合审核，地方名臣是为对国家及地方社会有建树

之人，其奉祀生设立需由地方督抚、学政审核。兹以 《大清会典事例》所

载 767 名奉祀生为例进行分析。⑥

孔庙从祀人员数量是不断变化的，截至光绪二十五 ( 1899) 年，孔庙

从祀人员包括四配、十二哲、七十七位先贤、七十一位先儒。其中孔子及

四配后裔共计设有奉祀生 318 人，十二哲均有奉祀生，计 79 名，七十七位

先贤中有三十二位有奉祀生，计 63 名，七十一位先儒有三十一人有奉祀

生，计 57 名，也即孔庙圣贤后裔奉祀生共计 517 人，约占总人数 67. 4%。

由此说明，孔庙圣贤虽明代始设奉祀生，但至清末，其数量超过了地方名

臣，成为主要的奉祀对象。

地方名臣也是重要的奉祀对象。地方名臣不同于孔庙圣贤，圣贤后裔

主要集中在山东行省，而地方名臣分布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涉及全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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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省，上至先秦下至清代均有涉及。光绪二十五年 191 名地方名臣有

241 名奉祀生，约占奉祀生总数的 31. 4%。

图 1 地方名臣之奉祀生数量统计

由图 1 可知，清代奉祀的地方名臣以宋、明两朝为主，宋朝 57 名名臣

计有 70 名奉祀生、明朝 89 名名臣计有 90 名奉祀生。两朝名臣除名宦外，

又有所不同，宋代名臣主要是理学名儒，明代名臣则多为忠节之士。清廷

自恃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故对理学名儒颇多优待，而对忠节之士更抱有

极大的好感。乾隆曾对明末诸臣尽节而死表示极高的赞扬，即使对偏安的

南明，诸臣“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① 的事迹也赐谥褒奖。

因此，清廷有借此宣示文治教化之心，同时也有借历代忠臣节义之士警示

当代之意。

除上述两类外，还有少数特殊的奉祀对象，共有 9 名奉祀生，占奉祀

生总数的 1. 2%。如山东苏禄国东王，雍正年间诏令德州地方官于其后裔

中， “遴选稍通文墨者各一人为东王奉祀，照山东省奉祀生例，给予顶

戴”②。河南灵佑襄济大王后，乾隆年间从大臣阿桂所请，“灵佑襄济大王

交该抚荣柱于其子孙内择一人作为奉祀生，世传勿替”③。

不过奉祀生设立之后并不是不变的，清代对奉祀对象有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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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省建立先贤专祠，许其裔孙承袭奉祀，所以发潜德之幽光，示人伦

之模范。自非德行纯粹，即亦忠节昭彰。名实相符，始馨俎豆”①。如若圣

贤或者名臣被朝廷黜革或否定，那么奉祀生也将会被撤销。如宋代名臣孙

觌，道光年间，“浙江学政陈用光奏宋臣孙觌品行有亏，出处至不足道，

请将奉祀生裁汰。从之”②。

( 二) 奉祀生职责与待遇

无论圣贤后裔奉祀生还是名臣后裔奉祀生，都要承担相应祭祀的职

责。如孔府“每逢大祭，需用奉祀生赞襄祀典，以供执事”③。皇帝谒孔林

时，“以五经博士充通赞，引赞以奉祀生充，先一日遣官及执事官”④。又

如洪洞韩氏族谱中记载有 《韩氏源流家范数则》，其中有对韩氏奉祀生参

与祭祀活动的规定:

敕建太傅忠定公专祠，奉旨谕祭，春秋二八月上戊日洪洞县县官

主祭，儒学派生员相礼，奉祀生族人陪祭，三献礼毕，退班享胙，永为

定制。

国子祭酒始祖茔七户祭扫，各备祭品，本支香烛酒醴祭物，俱由祠

堂备办。敕建先茔，清明节祭扫，族人先集宗祠神位前拜跪如礼。午

间迎祭墓前，奉祀生唱礼读祭文，祭毕，至享堂，分别东西，向上三揖，

答三揖，挨次而行，以别尊卑，各领与祭帖，退而分胙。⑤

每年春秋祭时由县官主祭，而奉祀生负责陪祭，并在清明节举行墓祭时奉

祀生“唱礼读祭文”。

祭祀元圣周公时，“前期姬氏子孙率奉祀生洁扫庙宇，内外守土官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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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牲牢器物，备执事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通赞、引赞均以本族

奉祀生及弟子员充”①。广宗县崔庄敏祠有 “奉祀生一人，时洒扫襄祀

事”②。

除祭祀以外，同时还需要负责祠宇维护、祭田看守等工作。方志中不

乏事例，如南平县罗豫章祠，“乾隆十三年，知县苏渭生捐银十两，付奉

祀生罗万选修葺”③。曲沃县郭子仪后裔奉祀生曾请求修葺郭汾阳王祠，

“王之十六世孙名忠者，于前明自华阴来沃家焉，历九世孙奉祀生时明，

于雍正初往华阴展墓、修家谱，又请于学使，修家祠祀之”④。

作为祭祀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清政府会给予奉祀生 ( 尤其是圣贤

后裔奉祀生) 一定荣誉，如官职、功名等。康熙帝东巡至阙里时， “赐

十哲、两庑先贤先儒嫡子孙各世袭奉祀生员一名，食九品俸”⑤。对于陪

祀奉祀生，则与恩贡等同， “陪祀恩贡生始于明熹宗时，以后凡幸学召

取陪祀者，生监奉祀生皆以恩例准贡，今类而志之”⑥。乾隆年间，礼部

重新酌定陪祀生员条例， “奉祀生，向准作恩贡，究与考取者不同，应

改作监生”⑦。

而名臣后裔奉祀生虽无法直接获得功名，但也颇为荣耀。特别是对于

本已式微的名臣后裔来说，除精神鼓舞外，还有相应物质支持。如汉大儒

郑玄“散据高密、安邱、昌邑三县地，郑氏苗裔百数十人居之，务农少

文”，“择其裔孙宪书，请于礼部，札为奉祀生，给田庐使耕且读”⑧。宋名

臣赵抃后裔，至清康熙年间，其嫡裔 “只一农家子，目不知书”。总督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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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芳“呼见之，为补奉祀生员，居公祠侧，以奉蒸尝”①。更甚者可以脱去

隶籍、免除差徭。如光泽县李方子后裔李贤，因县令王吉 “闵其为贤者之

后，即脱去其籍，荐为奉祀生，且岁免其差徭”②。

二 清代奉祀生设立政策的先后推出

奉祀生的设立，有其制度渊源。清代沿袭前代制度，设立奉祀生，从

顺治朝至嘉庆朝，都有奉祀生的相关记载，而对奉祀生发展有建设性举措

的是雍正、乾隆两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不同时代的不同诏令和政

策，清晰还原了清代奉祀生设立的基本情况，也构成了清代奉祀生承充制

度的基本内容。兹就此线索展开论述。

( 一) 雍正年间对奉祀生设立的严格管理

清顺治年间有设奉祀生③，但目前所见清代奉祀生设立的政策，最早

当在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 ，是年准 “圣贤嫡裔，有充奉祀生者，仍给衣

顶，确开名数报部”④。此诏令表明清代仍然沿袭明代制度，圣贤后裔得以

充补奉祀生，而至于具体程序，令文中并未交代。

至雍正朝，开始加强对奉祀生的管理。雍正二年 ( 1724) 规定: “先

贤有祠宇处，查明嫡裔，给与印照为奉祀生。但事久弊生，无论有无祠

宇、是否贤裔、称系同姓，即给印照。各省督抚及衍圣公，并不将奉祠生

名数报部，致有假造印照，冒滥充补。行令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学政核

实察明。其各省奉祀生，令督抚、学政通行严察，果系先贤嫡裔，建有祠

宇，将本生履历造册咨部，销毁原给印照，换给礼部印照，其冒滥者革

除。嗣后设立奉祀生，关涉衍圣公者，衍圣公会同巡抚、学政照例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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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部换照，其各省由督抚、学政者，亦确察咨部。”① 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

出，清廷在地方名臣后裔奉祀生与孔庙圣贤后裔奉祀生管理上有所不同。

但同时，奉祀生制度的运行在雍正朝已经出现问题。首先，奉祀生开始出

现冒滥现象。再者，奉祀生没有名数限制。最后，奉祀生承充制度并不完

善。针对这些问题，清廷明晰了主要责任人，圣贤后裔奉祀生由衍圣公与

相应省督抚、学政审核，名臣后裔奉祀生由各省督抚学政审核。同时，强

调奉祀生设立的条件，“系先贤嫡裔，建有祠宇”，即建有专祠且为嫡裔才

能充补奉祀生。同时，也能看到奉祀生呈请已经需要一定的程序，如需要

将本身履历造册送礼部，由礼部发给印照。

( 二) 乾隆年间奉祀生承充制度的规范化

乾隆年间，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奉祀生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最终形成

了完整的奉祀生承充制度。

乾隆初年，仍然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奉祀生冒滥。乾隆四年 ( 1739 ) ，

核实奉祀生具体名数，令衍圣公“将各省给照之奉祀生彻底清查，将旧存

新添数目详细开明，如有病故顶补，将从前原额部照送部缴销，以杜冒

滥”②。乾隆五年，又强调奉祀生因故出缺需要顶补时，应将原有印照上缴

销毁，“奉祀生事故出缺，将从前原颁部照缴销，以杜假冒”③。

乾隆年间，奉祀生承充制度在雍正朝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乾隆五年，首先行令衍圣公对前来呈请为奉祀生的圣贤后裔先行审

核，通过后回原籍“取具印甘各结”，之后再由原籍所在省督抚、学政报

礼部给照。④ 这一诏令，赋予衍圣公独立审核奉祀生身份的权力。二十一

年，进一步明确全国其他地区奉祀生的设立、充补， “至各省题报乡贤、

名宦、节妇、孝子及顶补祀生等项，有请毋庸会衔，有请督抚会核，未经

议及会同学政者。应如礼部所议: 嗣后督抚兼辖省份，由抚臣主稿，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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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大清会典则例》卷 70，《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2 册，

第 343 页。另，此段史料中“奉祠生”即“奉祀生”。
童璜等撰《学政全书续》卷 11《承袭奉祀》，《故宫珍本丛刊》第 334 册，海南出版社，

2000，第 284 页。
童璜等撰《学政全书续》卷 11《承袭奉祀》，《故宫珍本丛刊》第 334 册，第 284 页。
童璜等撰《学政全书续》卷 11《承袭奉祀》，《故宫珍本丛刊》第 334 册，第 284 页。



督、学二臣题咨。其非督抚兼辖省份，由督抚主稿，会同学臣题咨。”① 将

奉祀生纳入各省学政管理体系之中。二十七年，明确奉祀生申请程序，

“直省先贤嫡裔，有请充奉祀生者，由教官核实加结，申送府州县详司，

先送学臣覆勘属实，仍咨督抚会衔报部，严加察核，照例给照，封发该学

政给领。其 上 下 衙 门 书 吏，责 成 该 管 官 严 行 查 禁，如 有 需 索，参 处 治

罪”②。这三条诏令，不断明确呈请设立奉祀生的责任人，而且详明奉祀生

具体呈请流程，奉祀生的承充制度基本完善。三十二年，衍圣公府孔继兖

携带空白奉祀生印札案发。乾隆帝震怒，下令严查，并诏令: “山东省孔

氏、东野氏、颜、曾、孟、仲及各氏祀生，关涉衍圣公者，衍圣公会同巡

抚、学政咨部，其在江南、浙江、河南、直隶、湖南、四川等省祀生，由

该督抚会同学政详查。孔氏及各氏嫡派子孙，咨部顶补，衍圣公均不得私

行给照。其余各省名臣大儒各祀生，由督抚学政详选顶补。均造具籍贯、

三代履历清册，送部覆夺，给与印照。”③ 剥夺了衍圣公私行给照的权利，

将设立奉祀生的权限回归中央。

至嘉庆以后，继续对雍正、乾隆朝制度进行继承与完善。如嘉庆十八

年 ( 1813) 议定: “嗣后充补祀生，有事因他出者，呈明衍圣公定予限期，

不准将执照携出，仍饬委同充祀生者代为奉祀。如逾限不归，即将原照送

部缴毁，另选合例之人，咨部充补。”④ 对奉祀生因故出缺而无法及时充补

做了规定，虽然此令主要是针对圣贤后裔奉祀生，但对奉祀生的充补都有

借鉴意义。

清朝灭亡后，奉祀生曾短暂延续。民国 3 年 ( 1914 ) ，北洋政府颁布

《崇圣典例》: “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

祀; 其旧设奉祀生裁撤之。”

综上可知，清朝不断调整、完善奉祀生承充制度。雍正、乾隆时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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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 510，清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庚戌，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7 册，第 448 页。
童璜等撰《学政全书续》卷 11《承袭奉祀》，《故宫珍本丛刊》第 334 册，第 284 页。
乾隆《礼部则例》卷 47《奉祀生》，《故宫珍本丛刊》第 288 册，海南出版社，2000，第

226 页。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392《礼部·学校·承充祀生》，中华书局，2013 年影印本，第

5 册，第 377 页。



奉祀生制度建设的重要时期，不但加强了对奉祀生的管理，也在这一过程

中逐步确立和完善奉祀生承充制度; 乾隆以后，则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进

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补充。

三 奉祀生事例所见制度运行实态

清政府为防止冒滥，严格规定了奉祀生的呈请设立流程。笔者以安徽

桐城张泽奉祀生的呈请设立为例①，并与明代湖北黄冈方勇奉祀生呈请过

程相对比，借以说明明清奉祀生呈请设立程序的不同以及清代奉祀生呈请

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差异。

( 一) 明代方勇奉祀生呈请过程

方氏于明初由江右著籍黄冈，为黄冈望族。始迁祖添瑞，传至四世方

华以博士选举弟子员。华子勇，即方勇，字松轩。正德间流寇犯境， “贼

围城急，守城军民具惫，郡守无策，勇自备口粮，督乡勇千人随官军合

剿，贼大败，围解，黄州平……卒祀乡贤”②。其长子方任中嘉靖十一年

( 1532) 壬辰科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方氏家谱中有奉祀生申请记载，据文推测，申请时间当在明万历年

间③。全文如下:

黄冈县知县某为恳恩比例俯赐祠生永奉祀典以光先德以协舆情

事，据本县乡官易仿之、举人曾日省、贡生陈国治、生员严恭等连名

呈称，窃照修祠宇以妥先灵，固为后人报本，锡衣冠以奉宗祀，尤赖

公府褒崇。明例可援，特典宜重。盖为黄冈县已故乡官、原任应天巡

抚方任之父、敕封兵部主事方勇，行逮古人，谊推长者; 孝亲庐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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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呈请流程上，圣贤后裔奉祀生与名臣后裔奉祀生呈请流程差异并不大，圣贤后裔呈请

设立奉祀生需要先由衍圣公呈请是否为圣贤后裔，后来虽然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诸多变

化，如孔、颜、孟、曾等部分圣贤后裔奉祀生均由衍圣公最终呈请礼部，但其主要流程

与名臣后裔相同，故此仅以名臣后裔为例。
光绪《黄冈县志》卷 11《人物志·忠义》，《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17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 377 页。
依据其中“乡官易仿之、举人曾 日 省 等”可 推 测 大 概 时 间，易 仿 之 为 明 隆 庆 戊 辰 科

( 1568) 进士、曾日省为明万历庚子科 ( 1600) 举人，可知该呈请当在明万历年间。



隆水木之思，睦族周贫素笃联枝之好; 解忿而邻讼自销，粥饥而乡人

沾德。维风表俗，固修士之常; 御辱折冲，实儒将之略。正德年间，

流贼蹂躏。本官以诸生制梃，倡一城效死之风，逆贼因以解围，贻四

境更生之庆。功虽未闻于朝，而前院吴则忠孝旌表; 名纵未成于己，

而伯子任以学行光先。曾举壬辰进士，历阶九转，随时澍玉露之恩;

官至巡抚应天，一岁三迁，频年著藩宣之绩。因母病而乞终养，孝行

可质神明; 倡士类而重笃修，道德卒归贤圣。作述重光，乔梓传千年

衣钵; 昭穆并列，曾元奉百代蒸尝。之等缅思前院以版匾额，今建祠

于黉序旁，庙貌得幸新启。若非当道俯赐祠生，则无人为香火之奉，

祀典安望久传? 查得江西御史曾公轧享、福建按察使苏公浚等俱由该

省绅耆申请，大宪各准给祠生二名在案，之等备悉源流，钦正学之名

族，居联桑梓，仰尚义为端人。现在俎豆维新，宜辉祠祀; 行见簪缨

叠盛，永沐皇仁。理合呈明，伏乞比例。详请学宪俯赐祠生，以慰幽

灵等因，茈缘乡官易仿之等具禀前来，卑职覆查无异，合亟申请宪台

俯赐查核准以祠生奉祀，实为恩便!

本省提督学院批 该县详称故乡官、原任应天巡抚方任之父、封兵

部主事方勇，竭忠尽孝，睦族恤邻，洵可风世。除汇题外，准给祠生

二名。该族品学兼优者永远奉祀，仰该县即行注册此缴! ①

这则材料主要包含两点信息，一是奉祀对象，一是奉祀生呈请流程。

这里奉祀对象为方勇，方志载入 《忠义传》，但未有具体官职，其传记也

仅以“时勇在事”来模糊其官职，在呈请设立奉祀生过程中，反而更突出

其子方任为官之政绩，并且强调“作述重光”“昭穆并列”这种父子荣耀。

其奉祀生呈请设立流程，基本程序是绅耆推举→县令审核→提督学院

批准。整个流程相对简单，这也与明代奉祀生 “给衣巾移提学注册”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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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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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方氏宗谱》卷中《申请祠生公文批详》，民国 19 年 ( 1930) 崇孝堂铅印本，山西省

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编《名人家谱丛刊》第27 册，北京燕山出版社，第217 ～ 218
页。申请文中称“祠生”而非“奉祀生”，考相关史料，“祠生”即“奉祀生”，如家谱

中也记载“方勇……崇祀郡县二学乡贤祠，每世给奉祀生二名” ( 黄冈《方氏宗谱》卷

中《备录邑乘》，第 124 页) 。
孔继汾: 《阙里文献考》卷 18，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 年影印本，第 418 页。



规定相符，即由学政负责掌管，此后 “该县即行注册此缴”，即完成了整

个申请的程序。

( 二) 清代张泽奉祀生呈请过程

而安徽桐城张泽奉祀生设立则复杂很多。张氏为桐城大姓，清代尤以

宰相张氏为著，有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张泽家族称云天坂张氏，始迁

祖贵四公，有三子。三子世豪，为二世祖。至九世本，仅一子即张泽，至

二世祖始，均为长房。

明清时期，云天坂张氏在名人辈出的桐城并不显赫，其最著者即为张

泽。张泽，明嘉靖二十六年 ( 1547) 选贡，初授沅江令，再补巫山令。捐

俸赈灾，擢衢州通判。以廉洁著称，为督抚胡宗宪所敬重，又擢广安知

州。治理有功，特擢佥云南。时凤继祖反，张泽拟用计擒拿。但抚按则主

张征讨，令泽监军五百先行。张泽遂不得已而率军出征，“我欲万全而当

道疑我怯耶! 遂往一战，而胜追之，战复胜，贼走渡河”①。张泽率军追

击，遇伏被执，不屈而死。明朝赠光禄寺少卿，赐庙额忠节，并入祀乡贤

祠。其次子斯盛，以父荫为贡生。

家谱中保存了大量与张泽相关文本，如皇帝册封诏令、历代地方官员

的祭祀文章，其中即有历代奉祀生呈请相关文稿。张泽设立奉祀生在雍正

年间，其奉祀生承袭了六代之久。“国朝录先代忠臣后裔立奉祀生，雍正

九年题准泽裔孙昌蔚奉祀。昌蔚卒，子裕贤袭。裕贤卒，子达 ( 谱名诒

峥) 以附生袭。达卒，子谋昭袭。谋昭卒，子型放 ( 谱名型倣) 道光四年

袭”②。其后，型倣子宗培 ( 谱名仁生) 又于同治年间承袭。

首先由张昌蔚上书桐城县儒学教谕申请为奉祀生:

遵例详请呈为生太祖泽公，明佥臬云南，当嘉靖丙寅，土酋犯

顺，慷慨临戎，八月十四日孤军不敌，视死如归。忠贞上闻，赠光禄

寺少卿。事迹载在府志，忠节位列县祠。荷丹诏之宠恤，沐奉祀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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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 10《人物志·忠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12 册，凤凰出版社等，2012，第 409 页。
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 10《人物志·忠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12 册，第 409 页。



恩。生系嫡裔，理合呈报。伏乞赐文申详，以彰皇恩，以昭忠节! 上

呈儒学赵批准详。①

在这份送呈申请中，有张泽事迹和先朝恩封，有自身的实际情况，当

然不乏对朝廷的恭维。在申请中，还附带“族邻甘结”: “结得日乡四图一

甲张昌蔚，实系云南按察使佥事诰赠光禄寺少卿张泽公五世元孙，并无假

冒等弊，所结事实。”② 这份甘结由族长张怡鸣和邻右徐正宏共结。张怡鸣

为六世张杰三子张轲裔孙，时任族长，雍正甲寅年主持创修宗祠，慷慨孝

义，为族人所敬，且其所在支系一直为云天坂张氏主要支系，数次主持家

族修谱及修祠活动。

之后便是县儒学相关批复:

桐城县儒学看结，看得先贤张泽公，以明经出仕县令，惠政多

端; 由县令位至监司，治功枚举。滇南仗节，知有国而忘身; 崇祀乡

贤，荷表忠而扬节。已叨盛典，重焕祠宇，以阐述幽光; 更荷新恩，

采择嫡裔而奉祀。今张昌蔚实系五世元孙，立品好学，允堪奉祀，并

无假冒滥举情弊。合具印结事实。署教谕举人赵墀、训导胡天根。③

照例，桐城县儒学教谕和儒学训导肯定了张泽事迹，并证实张昌蔚的

身份。县儒学官员审核之后，还要由县令复审:

桐城县看结，看得先贤忠节张泽公，以明经起家，由县令历任监

司，仁声惠政遗爱多端。当嘉靖丙寅，苗酋犯顺，奋身讨贼，视死如

归，刚毅不磨，卒致被害。旋沐褒赠之荣，继邀乡贤之祀。此诚闾阎

之仪，范盛世之典型。荷蒙圣主加恩忠节，采择承祀嫡嗣。今儒童张

昌蔚，实系嫡裔，并无假冒情弊。印结事实。知县翁甫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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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详请》，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看结》，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看结》，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看结》，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县令复核之后，将直接上呈知府审核:

安庆府看结，看得先贤张泽公义勇克全，忠诚尤笃。平居筮仕，

民多来暮之歌; 仓促临戎，贼有望风之畏。无如孤军不敌，战死于马

革之中; 劲节无污，标姓于麟图之上。皇恩浩荡，特阐幽光; 圣主殊

恩，用嘉亮节。已沐崇祀之典，先烈既彰; 更颁奉祀之纶，后嗣并

恤。合具印结是实。知府章曾彬。①

嗣后再直接上呈布政司:

藩司看详，看得先贤张泽居官立政，惠爱咸存; 奉命征蛮，忠义

独矢。寡援被执，惟怀有死无二之心; 贼刃频临，难夺百折不回之

志。遵奉恩诏，节义维旌，采取嫡孙，以供祠祀。今据安庆府由县学

取具事实册结并裔孙历履前来，复核无异，理合照详施行，应否允

咨，洪恩出自宪裁，非本司所得而擅便也。备具书册转申。承宣布使

司觉罗石麟。②

布政司复核无异后，将转往安徽省学政处进行地方上的最终审核。审

核内容较长，概括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法律依据，如康熙二

十五年七月和雍正二年六月所颁布的条令; 二是查张泽事迹属实; 三是确

认张昌蔚与张泽关系，并为张昌蔚申请奉祀生。之后，将张昌蔚的履历清

册转呈礼部，由礼部进行最终审核，是时为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礼部负责此事的机构为仪制清吏司，审核通过后，颁发部照于张昌

蔚，其形式如下:

礼部仪制清吏司为敬陈管见等事。先经本部会同九卿议覆，东省

现在之先圣先贤祠宇之奉祀生，令衍圣公会同该抚学臣核实查明，各

省现在之奉祀生，令督抚学臣通行严查。并嗣后遇有设立奉祀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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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看结》，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咨题》，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涉衍圣公者，令衍圣公会同该抚学臣查核，关涉各省督抚学臣者，令

各省严行查核。果系先圣先贤嫡裔，地方实有祠宇，将本生姓名履历

造册咨报礼部，礼部核明给与印照，方准为奉祀生等因具题，奉旨依

议，钦遵通行在案。今具安徽学政咨送明故云南按察司佥事赠光禄寺

少卿张泽嫡裔奉祀生张昌蔚赴部领照前来，本部查与该抚册送相符，

相应给与执照，准其奉祀，以杜假冒顶替，须至照者。雍正九年八月

十八日。部行。①

整个呈请流程是一个层层往上的过程: 由名臣后裔呈请→族邻甘结→
县儒学教谕、训导审批→县令复核→上呈知府审核→继续上呈布政司审

核→转呈学政审核→礼部仪制清吏司最终审核→发给执照。整个过程历时

较长②，程序较为复杂。

( 三) 奉祀生呈请制度运行实态

明清政府设立奉祀生主要目的都是奉祀贤哲祀典，但从上述明清两个

不同案例来看，与明代相比，清代奉祀生呈请制度更为完善。表现在申请

程序上，清代程序更为复杂，但也更为完备。且清代在呈请过程中，除了

说明奉祀对象的功绩之外，还强调朝廷的恩荣，张昌蔚在记载奉祀生呈请

过程时，专门作《国朝恩荣序》，以示 “重王章、彰先德”之意，强调朝

廷的恩宠。而明代更多强调行政长官 ( 学宪等) 的作用。再者，明代奉祀

生似乎并不具备连续性，前述方任奉祀生，于族谱中未见具体由谁承充，

提督批复时虽强调 “该族品学兼优者永远奉祀”，但并未见相应承充人。

相反，清代奉祀生承充常持续数代不断，除张泽奉祀生外，如汉州张栻奉

祀生，亦传五代四任，首位奉祀生张代学， “南轩二十世嫡裔，康熙五十

八年前知州陆景龙、学正江自毅、萧□正查明详报，乾隆七年故; 张兴

道，代学子，乾隆七年前知州张珽详报，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故; 张盛瑚，

兴道子，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前知州徐谂详报，嘉庆五年故; 张一元，盛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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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桐城《张氏宗谱》卷 2《恩荫录·执照》，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家谱中没有言明具体申请时间，但安徽学政转呈礼部的时间是在雍正四年 ( 1726 ) ，距离

最终发照时间雍正九年也有五年之久。



孙，嘉庆十五年知州刘长庚奉文详报，系南轩二十四世嫡裔”①。

清代奉祀生呈请除程序上规范化以外，设立奉祀生必须达到一定条

件。雍正二年，诏令 “果系先贤嫡裔，建有祠宇，将本生履历造册咨部，

销毁原给印照，换给礼部印照，其冒滥者革除”②。嗣后，成为奉祀生必须

是建有专祠或从祀孔庙的贤哲嫡裔。明代奉祀生未定额数。入清以后，奉

祀生冒滥情况日益严重。为便于管理，雍正四年， “礼部侍郎巴泰条奏，

始有定额”③。

再以清嘉庆年间所修 《学政全书》中记载的奉祀生为例，其收录了从

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十七年的 67 例奉祀生呈请相关案例，其中 66 例呈请

设立或顶补奉祀生。66 个案例中，呈请未成功者 21 例 ( 见表 2) ，不成功

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 奉祀生额数限制、申请者非为贤哲嫡裔、未

建专祠或非为祠宇，也可以说，清朝衡量是否准设奉祀生的标准主要是:

贤哲是否建有专祠或从祀孔庙、申请者是否是贤哲嫡裔、名额是否充足。

表 1 呈请设立奉祀生未准原因之统计

缘由 事例

非嫡裔
山东蔡姓呈请为元圣庙东庑奉祀生; 山东祁成德呈称系尧帝嫡裔请准充奉祀;

山东诸葛亮后裔呈请充补奉祀生

仅入祀乡贤、孝

义等，非有专祠

山东阳谷县刘炎，入祀乡贤; 山东汶上县郭士祯，入祀乡贤; 济宁直隶州段

瑀，崇祀孝义; 山东巨野县宋沧，入祀乡贤; 山东汶上县郭朝宾、郭澹，入

祀乡贤

非祠宇
山东先贤宗圣庙内省性所、祭器祠并莱芜侯咏归亭、宗圣在城书院忠恕楼、
曾子琴堂; 江苏金山县学宫

原未设
河南洛阳县元圣周公专祠; 顺天府陈所闻; 山东泰安县宋焘; 山东曹县仲虺;

安徽陈植; 山西榆次县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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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嘉庆《汉州志》卷 23《封荫志》，《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 11 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影印本，第 342 ～ 343 页。
《大清会典则例》卷 70《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三》，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2 册，

第 343 页。
雍正四年核查全国奉祀生人数，有 319 名，但并不能确定是否为圣贤后裔奉祀生和名臣

后裔奉祀生的总数量。至乾隆二十五年，奉祀生人数达到了 437 名，新增的 118 名奉祀生

全部为圣贤后裔奉祀生。嘉庆十七年，全国奉祀生总数增至 734 人，是为圣贤后裔奉祀

生和名臣后裔奉祀生的总数。至光绪二十五年，全国共有奉祀生 767 名，亦为二者之和。



续表

缘由 事例

名额过多
山东肥城县有庄有氏; 山东嘉祥县五贤祠、莒州二贤祠、泗水县仲子庙; 山

东先贤有子; 山东任子不齐

资料来源: 《学政全书续》卷 11，《儒藏》，史部。

不过，制度的实际运行并不一定会按照既定的规则，是故，成为奉祀

生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在实际过程中也并不是被严格遵循的。以张泽后裔奉

祀生的承充为例，清廷多次强调，奉祀生承袭应从嫡派子孙中选择，但张

泽首个后裔奉祀生为张昌蔚，据家谱记载，张泽支系人丁不兴，至其四世

孙祚雯无子，“立祚深次子昌蔚为嗣”①，祚深为张本 ( 泽祖) 弟张臬五世

孙，与祚雯所能追溯到的共同祖先唯有八世祖张銮，其不仅不是嫡裔，甚

至不是其后裔，此外，最后一任奉祀生宗培，为型倣嗣子，实系其弟型仪

( 出继) 之子，亦不是嫡裔。故如以此来论，张泽难以设立奉祀生，但其

最终得以呈请成功，应有官方默认嗣子等同嫡子的原因。此外，清廷也意

识到继承上的问题，道光四年 ( 1824 ) ，清廷明确了奉祀生充补者的继承

顺序: “嗣后奉祀生出缺，令现充祀生之嫡长子孙承充。有故，始以嫡次

子孙充补，再有故，准以近支同曾祖以下之人充补。绘其 宗 图 送 部 核

定。”② 确定了先嫡长子再嫡次子再同曾祖以下近支的顺序。

明清奉祀生呈请设立虽然有一定延续性，但已经有很大不同，清代奉

祀生呈请制度更为完备。但因为清代奉祀生呈请需要复杂的程序，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在制度之内又逐渐衍生出新的因素，清廷也逐渐调整政策，

使其更符合地方社会。

结 论

奉祀生作为国家祭祀的组成部分，在明清两朝有所不同。本文追溯其

含义及其制度运行意义，也试图以此来佐证清代对国家祭祀的重视。

清朝设立奉祀生，虽出于祭祀的需要，但又希望达到教化的目的。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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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桐城《张氏宗谱》卷 3《世系·銮系》，民国二十年 ( 1931) 刊本。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392《礼部·学校·承充祀生》，中华书局，2013 年影印本，第

5 册，第 377 页。



哲祠墓的修建，多由地方官负责。鹿邑县轩公祠即 “鹿邑令袁卓如构地为

祠，正堂三楹后楼三楹”①，每年春秋两次的祭祀活动亦有地方官主持，并

由官府拨付资金。如武进县亚圣孟子祠，“乾隆间，督学准给学租银供春

秋祭”②。但“歆登荐豆，尚乏专人”，以致贤哲祠墓出现 “旧宇荒陇、芜

废不治”的局面，所以才会“立奉祀生永其守也”，以奉祀生奉祠墓之事，

保证香火不断，从而也昭示朝廷崇德报功之意。

但同时，又寄希望以贤哲事迹来教化民众。麟游县虎公祠，明代曾请

立奉祀生未果，故清代地方官发出 “直臣之后不沾优恤之典，而欲人劝忠

可得乎”③ 的感慨。可见从清代官僚视角出发，设立奉祀生是一种树立典

范的作用，这也就不难理解地方官为当地名臣请设奉祀生亦是政绩之一，

南和县朱锐“修学宫，兴水利，建宋文有公祠，取浙江奉化县后裔为奉祀

生”，并因为这些政绩“改五台县，升代州知州”④。而成为奉祀生能够获

得相应的福利，如获得田地、优免差徭，且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荣耀。奉祀

生因祖先之德、会朝廷之恩，所以也会对祖先事迹进行大肆宣扬，甚至身

体力行。如舒城奉祀生孔贞尧， “乐善好施，明末兵乱，施粥施衣，埋胔

掩骼，梓善书，劝世行之不倦”⑤。

奉祀生是为贤哲后裔而设，不仅使贤哲享有 “身后名”，而且还惠及

后代子孙，又符合清廷 “以孝治天下”的政纲。⑥ 清廷从贤哲嫡派子孙中

选取合适人员充补奉祀生，并奉行 “父死子继”的继承原则，而作为奉祀

生又必须承担祭祀等职责，这与清廷倡导的孝悌观念极为符合。

所以，奉祀生之设立，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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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吕坤: 《轩公祠堂记》，康熙《鹿邑县志》卷 9《艺文》， 《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

辑》第二编第 84 册，凤凰出版社，2014，第 161 页。
乾隆《武进县志》卷 5《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辑》第一编第 45 册，凤凰

出版社，2014，第 743 页。
康熙《麟游县志》卷 2《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34 册，凤凰出版

社，2007，第 158 册。
光绪《南和县志》卷 9《职官·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73 册，上

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 433 页。
嘉庆《舒城县志》卷 23《卓行》，《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22 册，凤凰出

版社，2010，第 197 页; 孔贞尧孙衍庆、曾孙兴诏亦承袭奉祀生。
常建华曾将清朝政纲概括为“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和“以孝治天下”，参见常建华

《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于地方而言，是地方光辉历史的象征; 对民间私人来说，不仅是个人的荣

耀，还能光宗耀祖、福泽子孙。所以清代不断加强对奉祀生的管理，建立

由贤哲后裔申请，县 ( 州) 、府、省逐级复核，最后由礼部审核，然后颁

发奉祀生执照的完善制度。

(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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