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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时期的秦国宗教文化表现出原始低级的发展特征，经三百余年的不懈探索，至战国前期基本确

立了以五帝祭祀为主体框架的国家宗教神学系统。秦始皇成就一统霸业，国家宗教神学系统的传承深受其个

人的神学偏好的影响，直接导致秦汉之际宗教与神学系统的紊乱繁芜。汉初承秦之敝，国家宗教与神学系统

的发展建设同样具有任性随意的倾向，表现为汉初公共信仰的整体缺失与迷茫。这一情况直至汉武帝时期始

得到根本性解决，董仲舒运用公羊学理论阐释天地运行之理，成为这一时期重建神学系统的先声。此后，汉武

帝借助儒学理论完成了国家宗教与神学系统从多神并行向一元至上神的过渡与嬗变，并最终实现了神权统

一。汉代国家宗教祭祀与神学体系的建构几与儒学独尊同步完成，成为西汉中期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

标志着汉文化对汉承秦制这一历史窠臼的突破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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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制度

的调整，礼崩乐坏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显性文化。
此前累世传承的国家宗教祭祀系统以及神学体系

随着人文精神的兴起而被逐渐破坏，这一情况至

战国时期尤为严峻。秦国以商鞅变法而得实现富

国强兵的梦想，卒能兼并六国，成就一统之局。然

受此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的影响，战国中晚期的

秦国诸君多表现出尚法重刑的执政趋向，宗教意

识则相对淡漠，国家宗教系统与神学体系的发展

亦显缓慢而迟滞。秦始皇承数世余烈，开创旷古

之业，更把此种风气推于极致。在秦帝国神权系

统的建构过程中，秦始皇孜孜不倦地追求长生之

术，其实是欲以个人神权取代此前的公众神学系

统，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宗教系统与神学体系

的紊乱与崩溃。秦帝国二世旋亡，帝制时代国家

宗教与神学的建构之路就此中绝，直到西汉初期

才重新回归正轨。在汉承秦制的时代视野下，汉

代政治文化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在很大程度上继承

了秦人既有的文化遗产，以此为基础，进行充分的

吸纳与重新整合，形成独特的汉代风格。不过，汉

初的宗教与神学建构受限于指导思想、支撑理论

与现实条件，虽然初具规模，实则浅尝辄止，未臻

圆满。直至汉武帝时，始承汉初以来丰硕的文化

遗产，革易旧制，锐意创新，国家宗教与神学体系

的建构遂得达于大成，与儒术独尊共同成为辉耀

千古、遗泽后世的重要文化事件。

一、秦国国家宗教与神学的早期发展

秦人僻处西戎，在文化发展上长期落后于东

方六国。早期秦国，在文化建设上亦有向东方六

国倾向的趋势，不过秦对于中原文化的此种向往

带有明显的现实性与功利性，色彩而非真正的向

风慕义、心驰神往，诚如钱穆先生所说: “亦仅以

为致国富强之捷径。于东土文化本身之佳美，及

其意味之深邃处，则并未能认识接受而消融以为

我有也。”［1］但不容忽视的是，勃发于周人故地的

秦文化不可避免受到了殷周等华夏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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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自身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理念、文化内

涵与文化特征，宗教神学方面尤其如此。
殷周时期，中原区域已经完成了从原始多元

神向一元神宗教理念的过渡与嬗变，形成了相对

固定的国家宗教形式与神学观念。与东方六国相

比，早期秦国宗教文化中保留了原始社会多神崇

拜的宗教习俗，至后期始接受中原文明中“帝神”
的概念，并创立了以白帝、青帝、黄帝、炎帝为最高

神帝的多神祭祀制度，这种多神制宗教形式有别

于当时的东方各国，成为秦国宗教文化不合时宜、
陈腐落后的重要表征。由《日书》可知，秦人的宗

教体系较不成熟，保留了诸多原始宗教的基本特

征，相比之下，文明时代应有的宗教元素相对不

足。甚至可以说直至战国时期，秦人的宗教体系

与宗教水准仍未显示出与原始宗教的明显区别，

依然停留在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2］。与原始社

会多神论宗教的高度类似表明战国秦人在国家宗

教建设层面的迟滞与落后，同时也是秦国宗教早

期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过，因秦国在政治上混一

天下，秦文化在整齐制度的推广中成为华夏文化

的最高准则，秦国宗教文化亦因此成为帝制时代

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并于汉初为刘邦君臣所继

承，决定了西汉前期宗教神学的发展走向。
详考其源，目前可知的秦国国家宗教起点当

在秦襄公时代。时值周平王东迁之际，秦襄公以

护送有功，周平王封之为诸侯: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

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

白帝，其牲用駠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

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

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

问史敦，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

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3］1358

周襄公时代对于秦文化发展的意义远不限于

秦之“始国”，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开启了秦国国

家宗教文化的建构之路。秦国自此成为春秋乱世

中的强大国家，由此前向不与诸侯之列转而在文

化层面表现出借鉴和吸纳东方经验的主观意向。
在此过程中，源自周王室的身份认同无疑为秦人

的探索与思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国家宗教

制度的探索由此发端，至秦文公时代，已然卓有成

效: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

雍，后子孙饮马於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

兴。用三百牢於鄜畤。［3］1360

此云两度鄜畤相隔近八十年，而牺牲愈重，可

见其时白帝之祭已经成为秦人宗教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祭祀礼仪。牺牲级别与数量的大幅提

升，则反映出随着秦国政治文明的快速发展，其对

国家宗教文化的凝聚力有所依赖的同时，也促进

了宗教文化的发展，二者表现出明显的良性互促

关系。
秦宣公时，又见密畤祭青帝的记载: “德公立

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

帝。”［3］1360又据《秦本纪》: “四年，作密畤。与晋

战河阳，胜之。”［3］184－185 可知此次密畤之后，秦晋

之间暴发了河阳之战，其时晋为大国，秦能一战而

胜之，堪称勋伟。这样一场至为重要的战争适逢

密畤祭青帝之后，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

果性联系的思索颇为耐人寻味。一个符合常理的

猜测是，秦人于大战之前通过对青帝的祭祀来问

卜胜负吉凶或乞获神灵庇佑，这亦可表明当时国

家宗教在秦国政治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秦德公与秦宣公时代确立的国家宗教祭祀体

系持续百余年后，再度迎来重大变革。据《史记

·封禅书》:“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

黄帝; 作下畤，祭炎帝。”［3］1364 至此，秦人把黄、炎

二帝纳入祭祀范围，从而完成了白、青、赤、黄四帝

体系的建构。从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看，秦人把黄、
炎二帝纳入秦人的国家宗教祭祀体系，也在表明

其对融入华夏文明的主观意愿与理论自觉。四帝

体系此后成为秦人国家宗教祭祀的最终形态，直

至秦亡似无根本性革易。《史记·封禅书》称: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 “故秦时

上帝祠何帝也? “对曰:”四帝，有白、青、黄、
赤帝之祠。”高祖曰: “吾闻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

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畤。［3］1378

据此可知，秦人唯祭四帝的传统于秦德公时

代开启，延续两百年之久直至秦亡之时犹存。四

帝宗教体系旺盛持久的生命力自然源自秦人的高

度心理认同，成为秦人群体共同的精神归依。
不过，汉高祖刘邦惊讶于秦人之不祠黑帝，同

样也令秦汉以后的历代史家大惑不解: 秦始皇统

一之后崇水德、服色尚黑，表明黑色于秦文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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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超乎寻常的重要地位，而黑帝颛顼却始终未得

列入四帝体系之内，此事殊为诡异。此中原因或

在于颛顼为秦人先祖，且主司“水德”，秦人理当

于太庙中祭以祖宗之礼，因此未立黑畤［4］。也就

是说，黑帝既入太庙，那么便无必要纳入五帝体系

重复祭祀了。刘邦出身市井，家族谱系并无与嬴

秦相类悠远神秘的历史传承，黑帝也便因此重新

回归到诸帝体系之内。
无论如何，经秦襄公首发其端，历时三百余年

的不懈探索，至秦灵公之世秦国以祭祀五帝为主

体框架的国家宗教终于完成最终建构，成为秦人

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文化探索的重要成果。从宏

观意义上来说，秦国的国家宗教属五帝五方体系，

五帝统治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空间，这与秦国领

土扩张后的思维空间扩大有直接关系，秦国的宗

教信仰体系不同于六国以人王为主的政治历史体

系，而是一种神化信仰体系，这是中国传统宗教上

的一次重大改革［5］。除此之外，鬼神世俗化是秦

国宗教的另外一个特点，这也与秦国早期的社会

形态以及宗教神学信仰有关。
据整理者认为，天水秦简《日书》典型地反映

了秦文化的质朴风格以及重人事轻鬼神的特征，

而鬼神观念世俗化的宗教思维模式长期存在于秦

代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其影响可谓深矣［6］。与

多神崇拜相比，鬼神世俗化无疑更有利于宗教的

制度化发展。以上两个特征，在秦代宗教文化中

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至秦统一天下后，遂成为影

响整个天下的思想理念。不过，秦国以崇法而致

富强，法家思想也由此成为秦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且为历代秦君所传承，宗教文化的重要性往往让

位于现实政治，甚至成为后者的附庸。秦王嬴政

尤为信赖法家之术，这也直接影响并决定了其宗

教思想中鲜明的个人风格，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秦汉之际的宗教文化与神学系统发展走向。

二、秦汉之际的宗教文化与神学走向

秦始皇兼并六国，首开帝制时代之先河，率先

把五行思想引入到帝国文化的宗教系统之内，并

统一规划天下一应祭祀之处的管理办法，创建了

制度化的宗教文化与祭祀规制: “三年一郊。秦

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

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
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3］1377 秦帝国宗教文

化中地位至为重要的雍畤郊祀制度就此确立，这

一制度亦于汉初被刘氏继承，成为汉代国家宗教

的基础框架。不过如前所述，秦始皇尚法治而轻

鬼神，对传统宗教文化所代表的神秘力量并无十

分的敬畏之情。而且秦始皇毕生追求长生不死之

术，试图以个人神化来代替统一帝国所必需的政

治神学，表现出否定传统的价值取向与鲜明的个

人风格。秦始皇超迈前人之举，使得秦代整体信

仰趋于空洞混乱，原本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制

度化宗教体系与神学观念亦因此支离破碎，损毁

无遗。此后，复经焚书坑儒的沉重打击以及秦汉

之际的积年战火，包括宗教与神学在内的文化传

承受到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秦始皇去世后，秦代的宗教神学系统

已经表现出混乱芜杂的特征。陈胜、吴广起事之

时，先问计于卜者: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
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

“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

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

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

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

夜惊 恐。旦 日，卒 中 往 往 语，皆 指 目 陈

胜。［3］1950

狐鸣之声使得戍卒皆目指陈胜，卒能使诸人

归心，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引领了声势浩大的亡

秦烽火。这也再度反映出秦帝国晚期神学信仰体

系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很可能与帝制

时代旧的神学体系被破坏，新的体系尚未建立有

关。
又，汉高祖刘邦以斩白蛇起事，天下之人闻其

事，多有英雄倾心以从，生死相随，遂能亡秦灭楚，

铸造汉基: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

“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

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

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

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3］1378

陈胜与刘邦起事，均借助鬼神的力量来神化

自身，而其所援借的鬼神之名却均属虚构臆造，并

非源自既有的传统宗教神学体系。这一方面表明

秦汉之际宗教形式依然具有强烈的煽动性与号召

力，容易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有效路径; 另一方

面，其时民众轻易受到臆造鬼神的蛊惑，也在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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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尚未建立起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宗教神学体

系。
汉基初建，一承秦制。前述秦人的雍畤郊祀

制度等宗教神学传统，基本为汉室全面承袭。但

实际上前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每因人主

喜恶而不时增益删减［7］。汉初国家宗教系统之

混乱于此可见一般。这种混乱，首先体现在以雍

郊为主的国家祭祀制度上。如前引《史记·封禅

书》高祖立黑帝祠事，祭祀大事于谈笑之际倾刻

而定，殊非应有之义。刘邦此举显然并未意识到

天帝统一的权威需要随着国家的统一而恢复，其

本意不过是想补齐五帝崇拜，使其完备而已［8］。
与秦时相比，汉代再次完成天下一统的雄伟功业，

出身市井的刘邦更需要一套神化自身的宗教神学

体系使自己的皇权具备理论依据，但这种失之任

意随性的决策机制，使得汉初国家宗教缺乏庄严

肃穆的普遍影响力。
与秦代世系传承相比，汉初以布衣卿相开国，

宰制天下的权力来源缺乏理论支撑，更无为君为

臣的历史经验，如何尽快完成包括宗教神学系统

在内的西汉帝国政治文化体系顶层建筑的设计与

构想，成为汉初以来统治集团的巨大困惑。叔孙

通制礼，暂时解决了朝廷盛典与君臣议事的礼仪

问题，但其影响力仅限于文化表层，未能深入肌

理。诸如重建宗教神学系统，为刘汉执掌天下寻

找理论依据的问题迄未解决。只不过其时方经战

乱之后，经济凋敝，百姓困乏，西汉社会自上而下

均以休养生息为第一要务。尽管在宗教祭祀方面

粗线条地沿袭秦代多神崇拜的旧制，与帝制时代

的执政需求存在诸多冲突抵牾，然因现实经济与

政治的特殊性，故无人以此为非。
这一阶段，“黄老无为”思想成为统治集团极

力奉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想

法成为普遍而广泛的思维范式，原始落后的国家

宗教体制与破碎零乱的神学体系就这样于西汉前

期的帝制文化生态之中，长期存续，并行不悖。值

得注意的是，“黄老”之学盛行，其实是道家哲学

自春秋以来与现实政治的首度互动，汉初社会经

济借“黄老”学说得到极大恢复，道家学派亦因此

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色彩，进入新的发展周期。
如前所述，汉高祖刘邦虽然确立“雍郊五畤”

之制，但似乎未成定制。文景之世，史籍所见仅有

两次祭祀。前十五年( 公元前 165 年) ，汉文帝首

度祭祀五帝: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

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

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

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

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

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

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

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

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

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

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

四 月，文 帝 始 郊 见 雍 五 畤 祠，衣 皆 上

赤。［3］1381－1382

这也似为汉文帝唯一一次祭祀五帝。此时适

值德运之争与改制之议甚嚣尘上之际，汉文帝于

此时始祭五帝，或别具深意亦未可知。相比之下，

汉景帝亦仅有一次祭祀五帝的纪录。西汉前期国

家宗教神学体系之混乱，且不为人君之所重一至

若是。
而因宗教系统的纷繁芜杂以及神学体系的混

乱失序，导致了一系列神学问题的衍生。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汉初诸帝多对异相天灾有着莫

明的恐惧，如汉文帝二年 ( 公元前 178 年) 十一

月，文帝因日食下诏: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

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菑孰

大焉! 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

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

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

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

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3］422

景帝亦于前元元年( 公元前 156 年) 十月诏称:

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

由。……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

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

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

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

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

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

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

41



朕甚惧焉。［3］436

类似措辞亦曾见诸武帝之诏。可以说，正是

由于国家宗教系统与神学体系迟迟未能完成建

构，汉初诸君皆于天象异常前备感茫然，甚至莫名

恐惧。而这一现实又为阴阳学等神学理论的滋长

生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氛围，亦为董仲舒灾异理

论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董氏为促成儒

术独尊的重要人物，汉武帝最终以此为契机，以儒

学精神为引领，对既有的宗教神学遗产进行大刀

阔斧的资源整合与加工改造，完成了重建汉代国

家宗教体系与统一神学的文化功业。

三、独尊儒术视野下的宗教与神学体系整合

作为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深谙阴阳学与灾异

理论，他尝试基于天地运行与历史循环的宏大视

野来认知和描述灾异，极大地丰富了时人认知灾

异与理解神学的视角和维度。董氏称: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

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

也; 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

威。《诗》云: “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

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

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 谴告之而不知变，

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

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

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
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 外

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9］159－260

董仲舒试图通过“天人感应”理论把天地间

的万事万物皆归结为天意，从而完成公羊学政治

思想体系的最终建构，使其成为解读与阐释宇宙

的至明大道。董氏此思此举成为汉代神秘主义复

苏的重要标志，亦成为汉代神学复振和统一的历

史性契机。事实上，自殷周以来，天便长期以宇宙

主宰的形象存在于时人的精神意识中，宗教制度

与神学体系的演进几乎皆以天为无可置疑的核心

概念。殷周之际，周人一方面以天为至上神，一方

面又赋予天以人格化特征，从天命理论的角度来

理解世界万物，成为礼乐制度的价值引领与理念

支撑。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人文精神兴起，天命

理论日益瓦解。秦人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以凸

显现实性、功利性的法家思想为基础构筑帝国文

明，使得神秘主义的影响日渐沉沦。直到董仲舒

完成对新儒学的改造，彰显公羊学意旨，运用阴阳

学理论诠释天地之理、灾异之义，上天的神威始被

重塑，借助缥缈天命进行政治实践的范式也重新

为时人所注重。
董仲舒认为，天为万物之祖，世上万事皆决于

天:“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

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10］

因此人皆当尽力敬天，取悦于天。“天者，百神之

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9］398 董仲

舒强调“君权神授”说，提高君权地位，并接受了

战国末期的道家思想及法家思想，将人君加以神

秘化［11］。正是以此理论为基础，汉武帝时期帝国

政治文化中对于天地山川乃至祖宗先烈的祭祀精

神始得初步奠定。
可以说，董仲舒承先秦学术余绪，试图在以天

为至上神的基础上重建信仰体系，重新阐释宇宙

论图景，这一创新性阐释突破了传统儒家的思维

定式，汉代儒学亦因此呈现出宗教化转向［12］。汉

武帝即位之时，“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

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3］452 这表明，

随着汉代社会在累年战火后的逐渐复兴，其于精

神与文化层面的迫切需求开始显现。汉武帝之独

尊儒术，除战略层面的诸多因素，董氏对于天人关

系的阐释以及以此为基础创制的宏大宗教神学系

统亦可以解决汉初以来神权缺失的窘迫现实，成

为儒学卒能凌驾于其余诸学之上的重要砝码。此

后汉代宗教文化，亦在儒学精神的引领下完成最

终构建。
前述汉高祖确立的“雍郊五畴”制度，其提出

与形成皆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在后世亦未得到

继任者的严肃对待，直至文景之世迄未成为君主

定制。到汉武帝时代，雍郊五畴的制度化始得最

终确立，成为汉代国家宗教神学建设的重要成果。
汉武帝在位期间，行幸雍以及祠五畴的次数远胜

过高惠文景诸帝。据《史记·封禅书》: “今上初

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3］1384 则可知，

三岁一郊的制度化亦确定于武帝一朝，正是通过

这种制度化原则的引入与确立，使得汉代国家宗

教建设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表现出与此前历朝截

然不同的发展态势。
此外，汉武帝朝确立“太一”神为至上神，成

为推进神权统一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太一”神

之设仍然是以汉武帝世大规模改制为现实前提，

雍五畤郊祀制度本质上是对秦代郊祀制度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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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无法满足汉武帝改造神权、超迈往圣的政治需

求。此外，从贯彻大一统思想的现实需要来看，确

立天地间的至上神可以有效地把汉代以“孝”治

天下的理论范畴延伸到天人之间，使天与天子建

立如同父子般的亲密联系，进一步使皇权神秘化

与神圣化，这是此前既有的五帝主神郊祀制度所

极度缺乏的。正因前述诸端，对于至上神的寻求

与确立，成为汉武帝孜孜以求之事。
在汉武帝神权整合的过程中，多有海上燕齐

怪迂方士闻其风声来言其事，这固有诸方士以此

为求取功名富贵之阶的客观原因，同时也表明时

人对于确立至上神的向往之情，且为汉武帝促进

神权统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中，亳人廖

忌首请祠太一方，称: “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

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3］1386 汉武帝纳其言，令

太祝立祠于长安东南郊以奉祠。廖忌指明“太

一”居于五帝之上，此议又为汉武帝采纳，为此后

以“太一”神为汉代宗教神学系统的至上神奠定

基础。自此以后，在汉武帝的推动下，“太一”神

的地位不断攀升，并于元鼎四年( 公元前 113 年)

出现超越五帝的理论可能。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

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
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

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

鼎宛朐，问於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

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

复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

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

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

其妄书，谢曰: “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於

是天子曰:“嗟乎! 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

子如脱躧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於太

室。［3］1393－1394

此处明言五帝为“太一”之佐，首次从主辅的

角度来定义“太一”神与五帝的关系。然纵以汉

武帝之睿智神武、矢志革新，亦惮于对传承数百年

的多元神祭祀体系的断然否定，颇有彷徨游移之

意。公孙卿投其所好，遂以黄帝登仙事劝之，与神

灵交接，为汉武帝毕生的梦想，公孙卿此议果然激

励汉武帝下定决心革易旧有的神学体系，成为促

使“太一”神升格为至上神的决定性因素。

( 元鼎五年)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

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

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

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

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貍牛以

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

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

朝日，夕夕月，则揖; 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

赞飨曰: “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

朔，终而 复 始，皇 帝 敬 拜 见 焉。”而 衣 上 黄。
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

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

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

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 “神灵之

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

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

见。”［3］1394－1395

此处可见，“太一”已经明显凌驾于五帝之

上，成为汉代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至上神。自此以

后，对“太一”神的祭祀成为定制。也可以说，正

是甘泉泰畤的设立，将“太一”神推上西汉至上神

的位置。这意味着东方传统被纳入王朝祭礼，国

家祭祀建立了新的传统，与封禅、改制等动作共同

构成汉武帝创建“汉家法式”的重要一步［13］。汉

武帝至此完成了秦汉以来的神学整合，实现了东

西方神权的统一。
这一神权统一的历程至为漫长，秦始皇首发

其端，复经西汉前期高祖以降诸帝的不懈努力，至

汉武帝时方能总其大成。汉武帝的神权改造与统

一表现出鲜明的“去秦朝”化特征，去除战国秦代

的区域性倾向，完成了对全国山川神祇的整合，堪

称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大变革［14］。除此之外，不

能忽视的是“太一”神为道家之神，通过“太一”神

来实现神权上的统一，一方面符合公羊学的大一

统主张，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汉初“黄老”哲学的

继承与发展，蕴含着汉武帝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

传统的求新意旨。此亦可见西汉中期道、儒两家

在思想与政治层面的互动与响应，成为西汉中期

以后宗教文化发展的新趋向。
西汉国家宗教神学系统至此完成了初步建

设，而国家宗教通过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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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成为巩固君权的象征

性举措，同时，它又起到了节制并规范社会行为的

作用，如发扬孝道、鼓励忠孝等等，具有极为重要

的世俗性功能。至西汉晚期，时君又把汉武帝时

期带有深厚方术仙道色彩的几项国家祭典改造成

为巩固君权、维护伦常的宗教工具［15］。追溯其源

头，正在于汉武帝时代规模宏大的神学整合。
汉代国家宗教与神学系统的整合与统一，对

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通过对这一重要文化资源的整理改造，进

一步提升了西汉帝国的凝聚力，对于汉民族的形

成、帝制时代政治文明的演变发展，皆产生了不容

忽视的重要意义。易言之，汉武帝的磅礴伟业不

仅在于内强君权、外事四夷的政治、军事成就，更

在于规范了国家宗教制度，统一了东西方神权的

文化收获。这是西汉帝国源自文化统一的内在需

求，同时又在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层面切实地强

化和凸显了大一统的意旨理念。国家宗教祭祀制

度的确立，使得以汉武帝为代表的西汉诸帝建立

了与上天之间的亲密道德伦理关系，实现了“君

权神授”理论范式下的逻辑自洽，为儒家精神的

振兴、传播乃至深入人心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东西

方神权的统一，则把广阔的汉家天下全部纳入到

汉武帝整合后的理论框架内，消弭地域之别，祛除

文化差异，在群体信仰层面实现了帝国内部成员

无差别的理念一统、原则一统与思维一统。汉武

帝之世，汉代大一统精神表现出超乎秦代法家思

想的聚合力与感召力，引领举国民众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以坚定的信念、高昂的斗志书写和缔造了

气势恢宏、奋发有为的帝国盛世。

参考文献:

［1］钱穆．秦汉史［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5: 9．
［2］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

征［J］．历史研究，1987( 4) : 56－6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4］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 第

3 辑［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254．
［5］王兴尚．论秦国五帝志业宗教［J］．人文杂志，2013

( 9) : 8－13．
［6］吴小强．论秦人宗教思维特征———云梦秦简《日书》

的宗教学研究［J］．江汉考古，1992( 1) : 92－97．
［7］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 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5．
［8］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0: 222．
［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 中华书局，1992．
［10］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2515．
［1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第 2 卷［M］．上海: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1: 255．
［12］肖雁．西汉天命神学和儒学的选择及融合［J］．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 6) : 27－
134．

［13］田天． 西汉太一祭祀研究［J］． 史学月刊，2014( 4) :

39－51．
［14］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

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J］．历史研究，2011( 5) :

4－26，189．
［15］王青． 西汉国家宗教功能的演变［J］． 世界宗教研

究，1996( 3) : 48－56．

［责任编辑: 黄康斌］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