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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民社的祭祀与祝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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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祀是早期中国民间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天子诸侯立太社、国社以祀土地之主，民间立社祭祀所

居土地之神。秦灭六国毁弃社稷，唯有民社留存。两汉民社继承传统民社的祈雨、祈福、赛祷功能，形成了古代

中国最为普遍的民间祭祀活动。民社的祭祀与祝祷，既是沟通神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也是满足现实期待的口传

系统，可以作为观察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学样式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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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王立太社、王社；诸侯立国社、侯社，以

祭祀所管辖的土地。大夫以下无封地，则置里社

以祭祀其所居土地之主［1］。《礼记·祭法》：“大夫

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玄注：“大夫不得特立

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

是也。”孔颖达疏：“大夫以下，谓包士、庶。成群

聚而居，其群众满百家以上，得立社。为众特置，

故曰置社。”［2］1304相对于王、诸侯所立之社祭祀土

地之主，里社更多用于祓禳灾祸、祈求福报，社主

也由此成为百姓的保护神。平王东迁后，令不出

王畿，太社、王社祭祀衰微，诸侯以下的社祀日渐

重要。秦灭六国，毁诸侯之国社、侯社；其又不立

诸侯，则国社、侯社不存。民社便成为早期中国

社祀制度的遗留。秦汉时期百姓春、秋祀于里

社。《史记·封禅书》载汉之初立，“有司请令县常

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

祠”。社祀遂成为两汉民间祭祀风俗。从《四民

月令》以及考古新见史料来看，民社祭祀更多承

担了祈祷水旱之灾、祷疾于社主、祈福于社神等

功能，形成了诸多祝祷之辞。我们可以由此观察

民社的祭祀形态，理解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方

式，并观察社祀的祝祷之辞在小传统中的流传，

由此来理解早期中国民间生活的诸种形态①。

一、祈雨于社的祝祷

里是周秦居民的基本单位，置社祭祀所在

土地之主，是为里社［3］。在商周之际，便有书社

之法，将同一社中所居之人登录簿册，作为社会

基层治理的模式。《管子·版法解》曾言：“武王伐

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吕氏春秋·慎大览》

追述武王攻入朝歌：“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

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社为土

地祭祀之所，在商周时已经被作为管理百姓的

单元。具有行政单位性质的书社制度，与后世

的里社制度一脉相承。东汉蔡邕《独断》卷上

言：“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姓已上则共

一社，今之里社是也。”里社为同族聚居所立之

社。杜佑也认为：“大夫不得特立社，与人族合

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4］1264一般认为一社

为百家②，实际是聚居而形成的村社。

从早期文献所载来看，齐国保留有书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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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桓公命管仲为相时，“立以为仲父，而贵戚

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

敢 恶 也 ；与 之 书 社 三 百 ，而 富 人 莫 之 敢 距

也”［5］107，管仲获得了书社三百的封户。《管子·
侈靡》又言：“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

而取。”聚居之所不立社，就不能有效治理，是因

为社具有的祭祀功能，可以形成精神认同，凝聚

社会认同，建构一个居住单元的公共秩序。齐

借助完善的书社制度，建立了基本的居民单位：

“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6］90春

秋后期，社被广泛作为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左

传·哀公十五年》载景伯之言：“昔晋人伐卫，齐

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

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卫国失去的土地

与户籍人口，以社为单位。《说苑》又载：“楚昭王

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7］419楚王

曾有封户七百以召孔子的打算，却被子西阻

止。《史记·孔子世家》亦载：“昭王将以书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言书社七百为七百里，每社居一

里之地。《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载公上过语

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

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

子。”可见，春秋战国之际，书社所形成的登记造

册制度，使社成为了基本的居住单元，成为社会

基层管理的主要模式。

《大戴礼记·千乘篇》记载鲁公问孔子如何

治国，孔子列举的立宗子之法为：“立子设如宗

社，宗社先示威，威明显见。”言要为宗子设立宗

庙、建立社祀，此乃就诸侯继承制度而言。于大

夫以下，则通过编户立社，共同聚居祀其土地之

主，形成祭祀与行政合一的管理体制。《礼·外

篇》载《立社祝》，是立社时的祷辞：

今某月日，君为某立社。社，祭土而主

阴气也。五谷用成，万民以生。敢用肥豚

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以来，福请雨

止，惟灵是听。子孙眉寿，万神含灵。［8］3263

此当为国君为大夫立社时的祷辞。从中可以看

出早期中国设置里社的用意：一是社神可以保

佑土地五谷丰登，使百姓衣食无忧；二是作为该

地域内最高的神灵，社神能够保证风雨以时，实

现风调雨顺；三是称社主为大神，其能保佑区域

内的百姓长寿无恙，少病多福。傅咸曾解释晋

朝为百姓立社的用意：“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

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9］591让百姓通过

春祈秋报，以求五谷丰登，感谢土地之主的保佑。

之所以称社主为“大神”，在于商周天子祭

天地而诸侯祀社。《周礼·肆师》注：“大神，社及

方岳也。”诸侯祀境内山川土地，以国社、侯社及

境内山川为土地神［10］。诸侯不能祭天，因此“国

中神莫大于社”［11］487，以社祀所祭祀土地山川之

神为最高神，百姓则以所祭祀的社神为区域内

的大神。《大戴礼记·公符篇》载诸侯祀社之辞：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

百谷，莫不茂者，既安且宁。维予一人某，

敬拜下土之灵。［12］250

其中诸侯自称“维予一人”，为邦国最高统治者；

其祭拜的对象为“下土之灵”，邦国土地之主。由

于周的社、稷既有分祀又有合祀［13］。社主风雨，稷

主丰收。诸侯祭祀社稷，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故此当为祀社稷的祷辞。里社之主是大夫以

下所能祭祀的最高神，立社时所言的“福请雨

止”，便是祈雨于社。

祈雨于社是民社之祀的主要内容，《春秋繁

露·求雨》记载了西汉时春旱、夏旱祈雨于社的

祭祀之法：

春旱求雨。今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

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

聚尫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

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

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

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

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

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

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

祷。”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

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

乡，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

而立之。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

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

焉。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

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

燔之于四通神宇。令民阖邑里南门，开邑

里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之于里北门之外。

市中亦置豭猪一，闻鼓声，皆烧豭猪尾。取

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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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幸而得雨，报以豚

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

夏求雨。令悬邑以水日，家人祀灶。

无举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坛，臼杵于

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七

尺，植赤缯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

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赤

衣，拜跪陈祝如春辞。以丙丁日为大赤龙

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

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

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

啬夫亦齐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凿社而通之

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

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斋，衣赤衣，拜跪

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豭猪，燔之四通神

宇。开阴闭阳如春也。

要而言之，祈雨之法，按照季节的不同，春以八、

夏以七为制，春以青、夏以赤为色，于水日在县

邑之社中举行祈雨仪式，男子斋戒舞蹈，其祝祷

之辞如上。汉武帝时，春祈雨祷于共工，夏祈雨

祷于蚩尤，祷辞充满了人对神灵的敬畏之意。

其所言祈雨成功之后的献祭，便是祈社的后报。

《博物志》亦载有《请雨祝》，相对于汉代民

间祈雨之辞的粗鄙真率，要优雅得多：“皇皇上

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神降甘雨。庶物群

生，咸得其所。”［14］94语辞庄重，期待天降甘霖以

泽被万物。可见，祈雨于社的祭祀逻辑，便是着

四时服色，依据四时之数进行舞蹈，以相应的巫

术，如蛤蟆、虾为阴物，感应阴雨之气的到来，祈

祷甘雨降临。与之相反的操作，则是止雨于社：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

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

止雨。止雨之礼，废阴起阳，书十七县、八

十乡，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

妇归，女子不得至市，市无诣井，盖之，勿令

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谷

不和，敬进肥牲，以请社灵，社灵幸为止雨，

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

天意常在于利民，民愿止雨，敢告。”鼓用牲

于社，皆一以辛亥之日，书到，即起县社令、

长若丞、尉官长，各城邑社啬夫、里吏正、里

人皆出，至于社下， 而罢，三日而止，未至

三日，天暒亦止。

此事亦录于《春秋繁露》之中。一用于表明董仲

舒祈雨之灵验；二用于证明其所言阴阳之道的

合理；三可以看出董仲舒试图通过阴阳五行学

说来解决先秦儒家所不屑于关注的天道之说，

为汉帝国寻求到一个合理解读天人秩序的理论

体系。祈雨、止雨的思想，是按照阴阳关系调适

天地之气，实现人对阴、阳的调节。淫雨太过是

为阴气太重，欲止雨则需要天地间阴性事物皆

消散，如妇女归于家、井覆其口等。由于鼓为

阳，通过击鼓可助阳气蒸腾。

在这其中，“鼓用牲于社”是助阳厌阴的传

统做法。《春秋》曾载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669
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年（公元前 664年）九月庚

午朔、文公十五年（公元前 612年）六月辛丑朔发

生日食，以及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时，皆采用

“鼓用牲于社”的方式救日止水。《公羊传》的解

释是：“求乎阴之道也。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

或曰为暗。恐人犯之，故营之。”《礼·外篇》亦载

《止雨祝》：

天生五谷，以养生民。今天雨不止，伤五

谷，如何！神灵而行而止，杀牲以赛神灵。

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缘绳索而齐之。［8］3263

《白虎通·灾变》对止雨的方式进行了阐释：“日

食者必杀之何？阴侵阳也。鼓用牲于社。社者

众阴之主，以朱丝萦之，鸣鼓攻之，以阳责阴

也。……月食救之者，谓夫人击镜，傅人击杖，

庶人之妻楔搔。”可以看出，汉儒以人事干预天

地运行的逻辑是：大水、日食、大雨是阴气太盛，

需要助阳以平衡之。用鼓及象征阳火的朱丝萦

绕于社，可以提振阳气；而大旱、月食是因为阴

气不足，则助阴气来补充之，就动用镜、杖、楔等

柱状物体助阴气。以此为原理，形成了古代祈

雨于社的诸多习俗，沿用日久。在此过程中所

形成的祝祷之辞，既能看出早期中国对社神的

崇敬之情，又能看出早期民俗的观念来源。

二、祈福于社的赛祷

社作为邦国神之最贵者，被视作民间大神，

成为百姓的保护神。前文所引《立社祝》言“子

孙眉寿，万神含灵”之祝辞，正是说社神可以护

佑百姓。《管子·小问》载桓公即位之初，曾令祝

官衅社、赛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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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祝凫巳疪献

胙，祝曰：“除君苛疾，与若之多虚而少实。”

桓公不说，瞑目而视祝凫巳疪。祝凫巳疪

授酒而祭之曰：“又与君之若贤。”桓公怒，

将诛之，而未也。以复管仲，管仲于是知桓

公之可以霸也。

衅社，即杀牲以血祀社③。尹知章注：“杀生以血

浇落于社，曰衅社。”［6］967塞祷，司马贞言：“塞，

与‘赛’同。赛，今报神福也。”［15］1650主持社祀活

动的祝官，向社神祈祷，为桓公去除重病。此外

又提了两个要求：一是除去国君看似有才实却

无才的毛病，二是去除国君看似贤明实则不贤

的毛病。桓公先是不悦，继而大怒，却没有惩罚

祝官。管仲由此了解到桓公能听进去逆耳之

言，便辅佐其成就霸业。由此可见，祝官作为神

职人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依附于神职，不必

完全屈从于王权。《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国子鱼

之言：“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

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

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

旅从，臣无事焉。”认为祝之职务在于守社稷，军

事行动时社主出国，祝官从之；社主不迁，祝不

出境，从而拒绝了卫灵公之命［16］。

衅社赛祷，是在春祈秋报的常祀之外举行

的祀社活动，常用于祷疾。《韩非子·说二》载：

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

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曰：“非社腊

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怪而问之。百

姓曰：“人主病，为之祷；今病愈，杀牛塞

祷。”阎遏、公孙衍说。

言秦襄王病，百姓祷疾于社，病愈后，杀牛衅社

以塞祷，报答社主的护佑。在这类衅社赛祷活

动中，社主作为护佑百姓平安幸福的最高神，给

百姓以福报，成为周秦时期的祈祷对象。

百姓共用里社，社便成为士庶禳除疾病、遍

祀群神的场所，社主便成为百姓的护佑神。楚

简多载楚人祷于里社，如新蔡简乙四 88、零 88、
零 116、零 168、零 511 等，皆有“里人祷于其社”

的相关记载，从其内容来看，多为家族或家人举

行的非常祀活动。葛陵简乙二 7、乙三 53、乙三

65、乙四 76、乙四 81、零 48、512、618 言“祷于其

社一豢”，包山简 210、248：“举祷蚀太一全豢，举

祷社一全昔（从豕），举祷宫、行一白犬。”新蔡简

乙一 15：“公北、地主各一青牺，司命、司祸各一

鹿，举祷，荐之。”以一牲为祭品，是举祷的祈福

活动。此外，包山简 219、江陵秦家嘴M99简 11、
M99简 14、天星观M1简：“司命、司祸、地主各一

吉环。”地主、社主、后土以环为祭器，为楚人祀

社之常制。包山简 213、237、243：“赛祷太佩玉

一环，侯土、司命、司祸各一小环。”望山简 54、
55、56：“举祷太佩玉一环，侯土、司命各一小

环。”其中的地主为土地之主，以地名之，与侯

（后）土、社主的功能相似，以保佑一方平安。

楚人如此广泛地祭祀社主、地主、后土，一

是祈祷土地之主保佑其风调雨顺，二是期望土

地之主能够禳除疾病。《日书·诘咎篇》载厌胜巫

术：“取里社囗土以为禺人，男女各一，（置）之户

下。”（简 35）认为从社中取土作泥人，放在室中，

可以禳除灾祸［17］。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简 231正面，载皇男、皇妇为序宁祷于田社：“七

月十二日乙丑，序宁头望目颠，两手以抱，下入

黄泉。”简 237：“七月廿日癸酉，令巫下脯酒，皇

母序宁下祷，皇男、皇妇共为祷大父母丈人、田

社、男殇、女殇、司命。”［18］108皆为家庭向社主祈

福以禳疾的记载。

《周礼·春官宗伯》载大祝及其属官，负责祓

禳、祈福之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祝在祭

祀活动中以六辞作为沟通神人的媒介：

大祝掌六祸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

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

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

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 ，四曰禜，五

曰攻，六曰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

六曰诔。辨六号，一曰神号，二曰鬼号，三

曰示号，四曰牲号，五曰齍号，六曰币号。

郑玄注：“顺祝，顺丰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

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

宁风旱也。筴祝，远罪疾。”概括了祝官的工作

职责：祈祷丰年、祝愿安好、祈福降临、消弭兵

祸、祈雨禳灾、祛除疾病。其工作方式为祈号、

造祭、告诉、禳除、消除、辞责，以告神求福。太

祝与神灵沟通的祠、命、诰、会、祷、诔六辞为实

用性的祭祀文本。其中的祠，为辞令，即太祝向

神灵祈祷的要求，如祝凫巳疪向社神的祷辞“除

君苛疾”等。命，为祈祷后所获得的神谕，诰为

早期中国民社的祭祀与祝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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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内容告诉于众人，会为会同盟誓之词，祷为

贺庆言福祚之辞，诔为锡命之辞。

祈福于社的形式，在岁末蜡祭时得以延

续。要想获得五谷丰登，一在于风调雨顺，二在

于减少虫害。与之相关的蜡祭，乃通过祭先穑，

以祈求驱除虫害，保佑农业丰收。《礼记·郊特

牲》言大蜡以祛除害虫，以感谢益兽：

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

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

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

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

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

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

周、秦时人认为田鼠、田豕以及昆虫等，皆为农

作物生长的祸患，祈祷迎猫、虎来捕食之，并举

行祭祀水坊、水沟之礼，以祈祷水土平安，虫害

消息。蜡祀时的祷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

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用于祈祷土不流失，水不

为害，昆虫不为害，草木不荒作，可以视为周、汉

时期蜡祭的祭义。《龙鱼河图》中，也是类似的祷

辞，用于息虫兽以害农：“冬以腊月，鼠断尾。正

月旦日，未出时，家长斩鼠，著屋中祝：‘付敕屋

吏，制断鼠虫。三时言功，鼠不敢行。’”［19］412祈

祷家中社主能够约束老鼠，让其不要为害。

周家台秦简 347—353 载秦以腊日祀先农，

可以看作秦汉时期蜡祭的演变：

以腊日，令女子之市买牛胙、牛酒。过

街，即行拜，言曰：“人皆祠泰父，我独祠先

农。”到囷下，为一席，东向，三腏，以酒沃，

祝曰：“某以壶露、牛胙，为先农除舍。先农

苟令某禾多一邑，先农恒先泰父食。”到明

出种，即□邑最富者，与皆出种。即已，禹

步三，出种所，曰：“臣非异也，农夫事也。”

即名富者名，曰：“某不能伤其富，农夫使其

徒来代之。”即取腏以归，到囷下，先持豚，

即囷下言曰：“某为农夫畜，农夫苟如□□，

岁归其祷。”既斩豚耳，与腏以并涂 下。

恒以腊日塞祷如故。［20］

秦于腊日以酒肉祀先农，汉则以正月立春之日

祠先农。《后汉书·礼乐志》言：“正月始耕。昼漏

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正月举行祀先

农活动，意在祈谷，先农为包括后稷在内的古代

司农之官，祭之为神。社主风雨，先农主作物，

两者为汉代春祠秋报的赛祷对象④。

需要补充的是，早期中国的土地之祀，还包

括山川之祀，与社祀之祀类似，是向山川祈雨、

祈福，可以视为社祀的延伸。鲁僖公曾作《祷请

山川辞》：

方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

何依？不敢烦民请命。愿抚万民，以身塞

无状。［21］222

先言大旱，又言罪在己身，进而祈祷天降灾祸于

己，不要伤害百姓，其所言“以身塞无状”，是为

赛祷之本义，即进献牲品来报所祈之事，以酬谢

神灵保佑。

秦始皇巡行天下，也祷祠名山，其曾在《赐

长子扶苏书》中言：“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

延寿命。”［15］2551祈求获得神灵的保佑。汉立国之

后，祝祷名山大川，形成了稳定的祭祀制度。据

《史记·封禅书》载，对五岳二水的祭祀，“春以脯

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

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对华山以西的山川

河流，“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

犊牢具珪币各异”；对其余小山川，“亦皆岁祷塞

泮涸祠，礼不必同”，以山川形制而设计相应的

礼制，形成了祷祠山川以祈福的常制。在这其

中，周代所形成的祈雨于山川的祭礼［22］，得到了

全面的延续。如建初五年（80年）春，汉章帝下

令“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

崇朝遍雨天下之报”［23］139。阳嘉元年（132年），

汉顺帝“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

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23］259。熹平五年

（176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24］8254。

此类祷祠于山川的祭祀活动，与民间社祀赛祷相

呼应，使得社与山川便成为祓禳灾祸、祈求福报

之所，“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11］672，遇

水旱、日食、月食之灾，则赛祷于社。祓禳灾祸

求得福报之后，百姓则“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

以为乐矣”［25］541，成为秦汉社祀的赛祷之风，成为

古代中国流传广远的民俗活动。

三、秦汉民社之祀的形态变化

祭祀土地之主，并作为封土的象征，三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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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封社立社，以祭祀权标识统治权。夏商拥

有天下土地时，所立太社便可以祀天下土地。

殆其亡天下后，不能祀天下土地，便封其社而为

戒社。故商有天下而屋夏社，周之有天下而柴

殷社，不毁亡国之社，在于国亡而土地仍在，封

之而祀，使其不能再通天而有天下。故春秋间

诸侯灭国，亦存其社为戒社。

春秋战国时推行郡县，邦国土地皆归于国

君，无侯卫之封，便少了诸侯之社的设置。六国

相伐，攻城略地以增其领土，灭国而毁社稷，以

象征占领其国土，设郡县而管理之。《商君书·定

分》言：“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以灭

社稷以示国亡。社稷与诸侯同在，在于社稷以

天子封土而立，意味着诸侯为一方土地的拥有

者。灭诸侯而毁社稷，行郡县而无封土，故春秋

战国间常通过毁社稷来象征削除诸侯的封土统

治权。《越绝书》载吴王梦见“越人入吴邦，伐宗

庙，掘社稷也”，可见诸侯相伐，不再是征服对方

为附庸，而是灭其国占领其土地，置以为郡县，

以毁社稷为亡国的象征。

秦灭东方诸侯，也是以毁社稷的方式，宣示

诸侯失去封土之权，将其领土设为郡县。秦文

公二年（公元前 336 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

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

《索隐》言：“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

邑曰荡社。”这样来看，亡其国，毁其宗庙社稷，

为秦一统六国的常规动作。《战国策·秦一》载张

仪言：

今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

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

王之道一矣。……令魏氏收亡国，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矣。

周之旧制，亡国而不毁社，将之作为遗民祀地之

所。周设亳社，为殷民祭祀其所居土地之所。

秦一统六国，毁其国社，使得六国贵族不能聚

集；毁六国王社，消除六国国君的土地所有权。

张仪言秦占领楚、魏之地，楚、魏的社稷已毁，其

国已亡；言楚人、魏人重立社主，以之聚拢百姓，

试图反秦，提醒秦王注意这一动向。由此，最能

看出社稷在周秦时期的意义，即其作为统治权

的象征，秦灭六国，毁其社稷，六国之主不再拥

有土地。六国反秦，则复立其社以号召百姓，将

社作为神地之所，以此象征其重新拥有土地。

在这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秦毁周之太社，

以周断祀天地，象征其亡天下。《左传·宣公三

年》曾载楚子曾问周鼎之大小轻重，从王孙满的

回答来看，周之九鼎陈列于太社：“昔夏之方有

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

之备。……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

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九鼎为王祭祀天地

所用礼器，象征周有天下。秦灭周后，迁其鼎，灭

其社稷。《史记·秦本纪》载：“周民东亡，其器九鼎

入秦。周初亡。”九鼎入秦，意味着毁灭周太社，

标志着周亡天下。周鼎迁出后，周不能祭祀天

地，社既不存，土地之祀断绝，周天子失去了所依

仗的祭祀权，标志着周彻底失去天下的统治权。

秦不立诸侯，便无邦国社稷之祀，所存留者，

只有民社之祀。刘邦即位后，遂鼓励民间社祀。

当时民间祭祀风俗不同，如晋巫祠巫社、巫祠、族

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等。

各地社祀不同，表明秦毁诸侯社稷后，周所建的

社祀体系毁亡，只残存里社之祀。高祖二年（公

元前 205年）“令县为公社”，在县里立公社之祀，

又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

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26］1210恢

复了秦已式微的民社之祀。高祖四年（公元前

203年）后，刘邦“诏御史令于丰治枌榆社，常以

时，春以羊彘祠之”，用常祀祷于枌榆社，以感念

其在刘邦起兵时祈祷而护佑之功。高祖十年（公

元前197年）春，全国推行社祀：“令县常以春三月

及时腊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15］1659

从此形成了春社秋报的里社祭祀制度。

西汉一度实行分封制，从武帝分封诸皇子

为诸侯王的诏书来看，仍举行授土于太社的仪

式，以便诸侯王立社：“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

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15］2115

武帝分封齐王、燕王、广陵王的诏书中，分

别言之为“受兹青社”“受兹玄社”“受兹赤

社”［ 15］2111-2113，青社、玄社、赤社，是以土色言其

立国社。汉昭帝时，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

叶，眭孟便以之为吉兆进行预测，可见武帝所立

诸侯王立有国社。蔡邕《独断》言其制：“天子太

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受天子太社

之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

其方色，苴以白茅，归国以立社，故谓之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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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立社是对周制的恢复。《汉杂事》所载类似：

“汉兴，唯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户赋

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27］914只有皇子封

王时，才举行封土仪式。

元始年间礼仪改革，王莽奏言：“圣汉兴，礼

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

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谷

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仿周制以建社

稷，作为国家礼制建筑。王莽代汉之后，于天凤

四年（17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

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

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今定矣。予

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色之土，钦告于岱

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

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26］4149

仿效周制建立分封授土制度。东汉重新恢复诸

侯分封制度，使得社稷之祀得以制度化。

东汉光武建武二年（26年）立太社稷，郡县

亦置社稷，由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州所

立社不立稷，仅立民社，按时祭祀。一是常祀，

“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

祠”［23］3200。《四民月令》亦言：“二月祠大社之日，

荐韭卵于祖祢”，“以祠泰社，祠日，荐黍、豚于祖

祢。厥明祀冢，如荐麦、鱼。”［28］60二是在合朔前

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为新岁祀

社。三是出现灾异时在社中禳灾，如：“日有变，

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郡国上雨泽。若少。

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

求雨。……祷赛以少牢如礼。”［23］3117此为汉魏继

承，是为民社之祀。

民社祭祀，多用公祭。《汉书·食货志》载李

悝变法时计算百姓收入时言：“社闾尝新、春秋

之祠，用钱三百。”每户农家一年用于尝新、春

社、秋社的公共祭祀，每次约需一百钱。居延汉

简言：“买芯册束，束四钱给社。”（32·16）又言：

“冈诣官封符，为社内买马团。”（63·34）“入秋社

钱千二百，元凤三年九月乙卯口。”（280·25）“对

祠具，鸡一，酒二斗，黍米一斗，被米一斗，盐少

半升。”（10·39）两汉民社祭祀，由社民供奉祭

品，形成了公祀制度。

两汉以里社为祈农、禳灾和福佑之所。蔡

邕的《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列举社中所出现的

池子华、陈平、虞延、虞放四位宰相，皆在于社主

的扶植：“于是司监，爰暨邦人，佥以为宰相继

踵，咸出斯里，秦一汉三，而虞氏世焉。虽有积

德馀庆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与树碑

作颂，以示后昆。”其辞言：

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顾斯社，于我

兆民。明德惟馨，其庆聿彰。自嬴及汉，四

辅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勋既立，

锡慈士疆，乃公乃侯，帝载用康，神人叶祚，

且巨且长。凡我里人，尽受嘉祥。刊铭金

石，永思不忘。［29］1758

此碑详细叙述了社祀的由来及性质，强调了里

社的军征与祈农两大用途：“戎丑攸行，于是受

脤；土膏恒动，于是祈农。”认为陈留郡东昏库

上里之所以人才辈出，有秦丞相池子华、汉丞

相陈平、东汉太尉虞延和尚书令虞放，正是社

主神灵护佑的结果，因此立社碑以颂其神灵，

祈祷里社之民能够受其泽被，神人相协而成就

功业。

社祀作为早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土地祭祀之

礼，是夏商神地之礼的延续，在周代发展成为天

子、诸侯、大夫以下的国家祭祀体系，作为与土

地分封制度配套的祭祀之礼。随着秦汉分封制

度的削弱，社稷之祀也逐渐式微，只在民间以民

社祭祀的方式延续。至建安中，仲长统曾与荀

彧、邓义讨论过社祀：“荀彧问仲长统以社所祭

者何神也？统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邓义以为

不然而难之，彧令统答焉。”仲长统认为：“社礼

今亡，并特之义未可得明也。”［23］3202说东汉后期

社祀之礼已经失传，不太明晰。这一回答无法

让邓义满意。以学问自重的仲长统专门查阅经

传，并作文回答邓义三难，阐释了祀土的意义以

及社主阴而行戮的学理：“土者，人所依以固而

最近者也。故立以为守祀。居则事之时，军则

告之以行戮，自顺义也。”并以“《周礼》为礼之

经，而《礼记》为礼之传，案经传求索见文，在于

此矣”之说［23］3202，试图协调经传的不同阐释。汉

末学者对社祀制度的争论和莫衷一是，正在于

夏商周普遍存在的社稷之祀、山川之祀和方祀，

已经不是两汉制度的重心。仲长统、荀彧、邓义

讨论的显然是作为国家制度的社祀，不详其制，

只能依照前代文献的残存记载讨论之，可见汉

儒在对《诗经》《楚辞》以及其他文献的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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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稷之祀多有不详，便有诸多乐歌的礼义被

遮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本文所采用广义的“早期中国”概念，用来指代史前时

期到东汉末年的历史时期。参见李峰著、刘晓霞译《早期

中国：社会与文化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

版，第 1-12页。②陈祥道《礼书》：“大夫以下，其社之大

者，则二千五百家为之，《周礼》所谓州社是也；其小则二

十五家亦为之，《左传》所谓书社、千社是也。《左传》昭二

十五年，齐侯置千社于鲁；哀十五年，齐人与卫地，自济以

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杜氏柱：‘二十五家为一

社。’郑氏谓：‘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时里社。’此以汉

制明古也。”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二《郊社考》，中

华书局 2011年版，第 2496页。③《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

天，及殷民。”见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中

华书局 1959年版，第 1833页。④《汉旧仪》：“尝祠，正月

尝薤，又尝羔。六月尝黍。七月岁事。八月尝酎、特牛，

九月尝雁，十月尝稻，十一月岁事，又赛祷。凡正祠一岁

二十二。”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七《宗庙考》，中华

书局2011年版，第2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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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民社的祭祀与祝祷

Sacrifice to Folk Shrine for Earth God and Pray Mode in Early China

Cao Shenggao

Abstract：Sacrifice to shrines for Earth Go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olk sacrificial activity in early China. The
emperors established highest shrine, the governors established ducal states shrine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Lord of land,
and people established folk shrine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God of land where they lived. The Qin Dynasty destroyed
the highest shrine of Zhou Dynasty and abandoned the ducal states shrines, only folk shrines remained. The folk
shrines of the H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functions of praying for rain, blessing and prayer, which formed the most
common folk sacrificial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 The prayer in the sacrifice of the folk shrines is not only an oral
system to communicate the spiritual life style of gods and human, but also an oral system to meet the realistic
expectation,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ntrance to observe the social life and literary style of early China.

Key words：Early China; pray for rain; blessing for happiness; shrine adjustment; prayers and congratulatory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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