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6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 6 号天顺鸿彩印院内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953695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朝市监广登字 20170139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２０22.4.5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明清时期乡村祠堂的社会治理功能
祠堂文化的外化与内化

祠堂文化体现了乡村祠堂
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宗族管理与
社会管理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依赖伦理
道德教化百姓， 注重乡村祠堂
文化的外化教育与自省内化的
结合， 通过以乡村祠堂祭祀祖
先的具体活动形式呈现， 具有
鲜明的宗族行为文化特征。

乡村祠堂文化的外化形态
主要包括制度规范下的祠堂建
筑及其装饰， 以各种族规家训
为教义的宗族族谱与家书，以
祭祀活动为载体所构建的各种
乡村社会规范等。 明清时期国
家对于祠堂规制有明确规定。
如嘉靖十五年正式颁布的臣庶
祠堂之制， 规定有品级的官员
才可立家庙，并对祠堂形制、面
阔进深、台阶踏道、色彩装饰、
祭祀对象等进行严格的规范。
清朝时期的祠堂规制在前朝的
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同时
对于不同等级臣民的祭祀规定
有所放宽。 严格的等级制度约
束了家庙的建筑规制， 以区别
君臣尊卑， 普通百姓家的祠堂
更多的是在建筑布局上体现长
幼尊卑， 不同祭祀对象的祭祀
物品规定也不相同， 明清时期
关于祠堂建筑以及祭祀物品等
的相关规定， 一定程度上强调
了社会各阶层之间人际关系的
尊卑与亲疏， 使得人们能够别
同异、重尊卑、知礼孝。

礼教社会规定了祠堂文化
存在的形态， 亦赋予了其在人

们意识形态上的教育意义，并
通过自省内化的方式发生作
用。 自省内化表现于由内而外
的文化自觉与自我约束， 主要
表现在对欲望与礼仪的节制，
通过家规族训的教育以实现自
我教化， 祠堂颁布的族规中包
含一些崇德行、务勤俭、戒博饮
等行为规范，如不能以强欺弱、
偷盗、不敬父母等。 同时对违犯
族规与影响宗族集体声誉的各
种行为， 通过在祠堂举行公开
警示教育与惩罚等， 使犯规者
改过自新， 也使其他族民对宗
族行为规范有了认知， 起到了
惩恶扬善的效果。 宗族成员的
个人德行与行为规范受到家规
族训的约束，使之能够在社会中
规矩做人，规范行事，做到有善
则守、有恶则改，同时宗族成员
之间也常常以此相劝相规。这是
传统乡村社会通过祠堂实现对
个体教化的具体方式。

祠堂的祭祀功能

祭祀活动在古代社会中因
性质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社会
作用，古时有天子之祭，通过天
坛祭祀，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明
安，体现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穆。
祭祀礼制等级森严，一方面，天
子之祭只能由“上天之子”的统
治者进行，是天子的特有权利，
以区别君君臣臣；另一方面，通
过严格规定具体的祭祀形式体
现等级差异与阶级关系， 达到
统治的目的。 明清时期祭祀祖
先活动的快速发展， 使得这种
等级观念在乡村社会中得到普

及， 实现了乡村社会自治的目
的。 例如一年之中的清明、重
阳、元宵、春节等重大节日里可
以举行祭祖活动，婚礼、迁居、
中举、 生子等重大事件也会祭
祀先祖。 乡村社会依托祠堂定
期开展程序化、 礼仪化的祭祀
祖先活动来增强个体对宗族群
体的认同感， 加强宗族内部交
流与沟通， 凝聚宗族群体精神
力量， 族民的各司其职与各尽
其能得以巩固宗族势力， 维系
宗族内部关系网络， 构筑牢固
的社会秩序。 宗族社会的稳定
是整个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
祠堂祭祀活动在乡村社会中的
定期举行， 能够反映乡村社会
治理的有序与规范。 祠堂所代
表的宗法礼制及其尊崇的儒家
伦理道德被记载入族谱与家规
族训之中， 深刻地影响着乡村
文明和乡村形态。

祠堂的伦理教化功能

祭祀提倡的是“孝”与“礼”
的文化观念， 通过这种观念来
维系宗族成员的关系， 同时规
范人的行为。 乡村社会推崇孝
道，以孝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
它包含的是约定俗成的个体行
为规范与惩治措施， 通过这种
道德观念来规范个体行为，使
得个体行事合于规制。 在注重
礼治的社会， 克己修身成为个
体的价值追求。 一方面，乡村社
会中的伦理道德范畴离不开家
规族训观念， 家规族训是宗族
成员道德伦理观念的来源；另
一方面， 通过祭祀礼仪等乡村

祠堂文化的转换形成了支持社
会行为规范的力量， 以达到对
乡村社会的教化作用。

祠堂所进行的孝道教育使
得每个个体能接受孝道的教
化。 孟子称孝，强调尊亲侍亲、
顺亲谏亲， 生前能时时尊敬侍
奉，纳言规劝，去世后定期祭祀
供奉，举办祭祀活动。 一些宗族
会在族谱中记载家礼、家戒、祠
规等，规定凡不孝不梯、忤逆不
尊者，不仅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严重者甚至会在祠堂中除名或
死后不得入家祠。 传统社会强
调耕读， 看重农业与读书两件
事。 如安徽省黟县西递的胡氏
家训记载 ：“读书， 起家之本
……”，范氏家训记载：“田必力
耕，书必勤读，不耕不读，不如
犬畜”，其中记录了宗族先辈对
后辈读书知礼的重视。 勤学苦
读做到学而优则仕， 一朝科举
入仕是平民兴旺宗族的唯一途
径。 明清时期，虽然工耕商学都
可以成为宗族世代的事业，但
底层社会对读书仍然极其重
视， 读书的目的其一是参加科
举，而后进入官场，封赠父祖，
光耀门楣，兴盛宗族，即以勤学
入仕为目标， 以光耀宗族为奉
孝。 其二是读书明礼，懂礼而守
法。 有条件的宗族可以在家乡
举办义学， 捐赠学堂与书院等，
一方面昭示宗族功德，另一方面
帮助乡贤志士求学，支持家乡教
育和公共事业。宗族对于乡村公
共事业的贡献举足轻重， 明清
时期的大宗族均依托祠堂除了
兴办义学，还会通过族产、族田
等财产救济贫困乡民， 或修建

桥梁道路， 或帮助乡民解旱时
之困、洪涝之灾等，这些都会被
载入宗祠族谱中， 用以教化后
辈。 村内亦会为这样的宗族设
立功德牌坊或立碑昭示， 除了
宗族祠堂本体， 乡村还会结合
祠堂专为昭示高尚美德和丰功
伟绩的乡贤志士而建造专祠或
牌坊， 这种形式的公共建筑的
存在， 亦是对宗法教化作用的
承认和尊崇。

明清时期乡村祠堂对社会
治理的作用体现了传统祠堂文
化的伦理道德教化价值，伦理道
德教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甚大，
从宗族到社会，无论个体是什么
身份，仁义礼智信是个体的立身
之本。 乡村社会治理注重“敬”

“畏”。 敬，品正德高令人敬；畏，
严刑峻法令人畏。 敬畏，是兴败
的因果， 乡村祠堂正是通过明
令禁止、奖惩结合的方式，规范
乡村社会宗族成员的行为，使
之合乎父辈的期望和社会的规
定，使人心中有了敬畏，因而达
到宗族管理与社会治理的作
用。 整体上来看祠堂对乡村社
会的有效治理， 实际是一种文
化效应，乡村祠堂文化在社会中
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乡村社会
重大活动的举行来实现社会教
化的目的。通过辨析明清时期我
国广大乡村祠堂的社会治理功
能，对于探索宗族与社会治理的
互动以及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对当代乡村振兴中如
何开展乡村治理文化建设也具
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据《中外建筑》）

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城乡一体化
的重要阶段， 乡村社会特征发

生着巨大转变，传统乡村社会经历着宗族
自治向基层（社区）自治的人文过程。祭祀
祖先是传统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事项，祠堂作为乡村聚落的物质空间重心
与精神家园场所，影响着明清以来传统乡
村社会的稳定与治理。曾经极为盛行的祠
堂文化不仅促进了乡村宗族组织的扩大，
也巩固了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现代化的建设下这种文化传统被逐渐
瓦解，并迅速被城市社区文化所取代。 乡
村祠堂文化本质是基于地域的宗族认同
与一种文化上的认可 ， 讨论乡村祠堂文
化的形成与运行机制 ， 以及乡村祠堂在
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 对研究乡村祠堂所
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继承与弘扬，深刻认
识现代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的伦理价值具
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讲究礼治
与德治，发挥伦理教化的积极作用 ，其主
要是通过乡村祠堂文化的作用机制与伦
理教化的转换来实现祠堂的乡村治理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