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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

朱海滨

　　 ［摘　要 ］ 周宣灵王是宋元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江南地区的地方神。本文主要根据碑刻资料�考察了该神的人物原型
及其信仰形成的历史�并揭示了明代中期以来孝子传说及钱塘江江神传说的产生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背景�从中
抽象出地方神信仰迎合王朝祭祀政策的规律及不同地域间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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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有关江南地区 （包括苏南、皖南、浙江、上海 ）“土神 ”① （地方神 ）的历史学研究的事例虽然还必
较少�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② 其中�业师滨岛敦俊通过对江南三角洲民间信仰
现象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江南三角洲的土神�几无例外地被比定为曾在俗世生活过的
人�即他们都是人格神。2∙由人成神需要有生前义行、死后灵异、王朝敕封等三方面的传说。3∙这
些土神的子孙都是凭依型的巫师�他们为了提高自己所凭依的神的权威�伪造了该神的灵异传说。
4∙灵异传说的核心是护佑漕粮运送�由此而满足了当地支配阶层 （粮长阶层 ）的心理愿望。5∙明代
后期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土神的灵异传说题材也由护佑漕粮运送转变成给小农施米。

受滨岛先生系列研究的启发�笔者将考察南宋以来分布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周雄神信仰现
象。③ 据方志统计�明清时期祭祀周雄的庙宇主要分布于浙江全省及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地区 （其
庙宇分布状况可参照附表 ）。④ 文献资料中�周雄神最普遍的称呼是 “周宣灵王 ”�⑤因此本文把该信

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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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土神是指形成于某一地区�有着该地区特有的灵异传说并受该地区人们信仰的神灵。参照濱島敦俊 《近世江南海
神李王考》�梅原郁編《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511页；及濱島敦俊：《総管信
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以下省略为 “滨岛前揭书 ”）�研文出版2001年版�第9页。

如滨岛前掲书、Ｈａｎｓｅｎ�Ｖａｌｅｒｉ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Ｇｏｄｓ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Ｃｈｉｎａ1127—1276�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0（以下
略为 “Ｈａｎｓｅｎ前揭书 ”、ＶｏｎＧｌａｈ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ｈ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ＧｏｄＷｕｔ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51∙2（1991）（以下简称ＶｏｎＧｌａｈｎ前掲论文 ）、須江隆《徐偃王廟考———宋代の祠廟に関する
一考察———》�《集刊東洋学》69�1993年、Ｋａｔｚ�ＰａｕｌＲ∙ＤｅｍｏｎＨｏｒｄｅｓａｎｄＢｕｒｎｉｎｇＢｏａｔ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ＭａｒｓｈａｌＷｅｎ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
ｒｉａｌ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1995。

本文是复旦大学985创新基地二期项目 “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课题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宗教政策与
民间信仰变迁 ”课题前期成果的一部分。

除上述地区外�入清后苏北等河运比较发达的地区也都出现了周宣灵王庙宇�这可能是明末清初周雄神演变成水
神后出现的新现象�这一问题有待今后的继续探讨。

《咸淳临安志》卷74《诸县神祠·新城县》：“周侯庙：在太平乡一十三里�地名渌渚�淳佑间赐勅辅德为额�封翊应
侯。后加宣灵 ”。据此�“宣灵 ”二字南宋末已被赐予。弘治《衢州府志》卷6“周翊应侯庙 ”条说 “□□宣灵王无从考据 ”�可
知最晚至明中期�衢州民间已有周宣灵王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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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称为 “周宣灵王信仰 ”。同时在浙江衢州、严州、金华等府�“周孝子 ”的说法也渐渐流行开来①。
笔者曾在《近世周雄信仰の発生と変容》一文中详细考察过该信仰②�本文将在前文基础上加以修订
和补充�考察该信仰的诞生及其变迁过程�并进一步分析江南三角洲与钱塘江中上游地区的文化交
流、国家祭祀政策与传说变化之关系等。

一　周雄的出身和事迹

就我所见�与周雄相关的宋元碑文中�最早的是南宋嘉熙四年 （1240）临安府新城县知县汪绩所
撰的《翊应将军庙记》（以下简称为汪记�收在万历 《新城县志》卷四 ）；次早的是临安府昌化县桂锡
孙于开庆元年 （1259）为周雄之子周宗胜所撰的墓志铭 （以下简称为桂铭�收在民国 《新登县志》卷
九 ）；第三是南宋末及元初曾任严州知事、建德路总管的方回于元至元二十年 （1283）所作的 《辅德
庙记》（以下简称为方记 ）③。

我们首先根据汪记及桂铭的记载来探讨一下周雄的出身及事迹。
（翊应 ）将军周姓雄名�字仲伟�杭之新城渌渚人。生于淳熙戊申�其母感蛇浴金盆之祥④�

殁于嘉定辛未。在三衢援笔作颂示异�按公称状貌魁梧�居乡日人已敬惮�及显而为神�在在有
祠。 （中略 ）以绩来官于神毓庆之地�先访问其事�亦欲纪之�尸祝并请�锓诸坚珉�用隆庙貌。
（汪记 ）
君讳宗胜�字子高�居杭之新城。父雄�能御大灾�捍大患�列在祀典�皇朝累封翊应侯。

（中略 ）翊应生辰�四方稚耆办赉香而祝者�杂还骈阗�神鞠躬以相劳苦�远近大悦�祈福庇者�踵
至里中。 （中略 ）呼子弟前曰：“家本寒素�赖我父之威灵�起人情之孚信�多所佽益�尚图报
称。”（中略 ）言讫而逝�自是祈祷必应�答响如生。里中刻香而像�分香告虔者纷纷矣。 （桂铭 ）
汪记的作成年代与周雄之死相距仅29年�而且又是汪绩本人在任新城知县期间通过调查后写

成�其所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信度极高。汪绩提到周雄是临安府新城县渌渚人�生于淳熙十五年�
死于嘉定四年�享年24虚岁。他还提到因尸祝 （巫师 ）的请求而刻录记文于碑。据此碑记�周雄身
材槐悟�强壮�受同里乡亲的尊敬。生前他曾在衢州 “援笔作颂示异 ”�即操着笔杆写卦词�显示出了
奇异的才能。据此可知�生前的周雄极有可能是一个从事托宣活动的巫师。由桂铭可知�周雄成神
后被列于祀典�在其诞辰日�远近各地的参拜客源源不断�其子周宗胜由于殷情接待�受到了诸多香
客的欢迎。周宗胜临死前曾对 “子弟 ”说周家靠着其父周雄的灵迹�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希望以后还
要好好供奉周雄之神。宗胜去世后�也被香客们当作神灵供拜�有求必应。方记中则提到周宗胜去
世后�周雄 “犹子 ”宗智要求朝廷允许周氏子孙世代主持周雄庙宇�并得到了批准�此后还竭资修建
该庙⑤。结合前述滨岛先生研究成果�基本可以推定周氏一族是从事民间信仰活动的巫师。

那么�周雄死后何以成神并广受崇拜？

《史林》　2／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衢县志》卷18中所收的碑文《始建樟树潭周宣灵王庙碑记》中说：“至我朝又叠加封赠�未封之前皆称周孝子
祠�至于今祠遍于婺、睦二州�而惟衢为盛。”

参见拙稿《近世浙東周雄信仰の発生と変容》�《東方学》106輯�2003年。
收在万历《新城县志》卷4“太平庙 ”条中。另外�方回《桐江续集》卷6收载了大德四年 （1300）重订的 《辅德庙碑》。

两者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叙述上略有差异。而民国《新登县志》卷18的金石志中说：“辅德庙碑：元至元二十年 （1283）通宪
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方回撰记�翰林院侍讲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张白淳书�朝列大夫江南道行御史台治书侍
御史廉希巩篆额 ”�据此可知新城县存在该碑文。至于《桐江续集》所收记文中提到的 “ （大德四年 ）再改斯文碑之 ”一事�则
无法得以确认。以此可判定万历县志所收的记文是至元二十年的碑文�故此引用万历县志所载记文。

“蛇浴金盆之祥 ”一语�据滨岛先生教示�这是百越系较为流行的神话传说。
方记中说：“先是�侯之犹子宗智者�于开庆元年己未陈乞周氏子孙主庙事�僧指南蠲洁葺修如婺源灵顺庙式�尚书

符报可。宗智竭赀再造斯庙�穹殿杰阁�亢爽高闳�疲二十年之力�独门庑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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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宋后期信仰的产生———五显神的从神
在周雄被神格化之前�五显神就已是南宋时期江南最有名、最有影响的地方神之一①。南宋嘉

定二年 （1209）�五显神的封号已上升为王�浙江各地也已陆续兴建了许多五显神庙宇。汪记中提
到：“徽之婺源五王载祀�多历年所。为之扈而赫声濯灵者�有翊应将军焉 ”�也就是说徽州婺源县的
“五王 ”神 （即五显神、五通神 ）列入祀典已有多年�其从神之中�“翊应将军 ”即周雄神特别有名②。
南宋时期周雄信仰的展开其实与其成为五显神的从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从其封号的

演变过程来看�在周雄去世之前�婺源县五显神祖庙中祭祀着另两位从神�即史侯德和卞侯胜。嘉
定二年 （1209）�即周雄去世前二年�朝廷把五显神的爵位由侯晋升为王�其两位从神也分别被赐予
助灵将军和助顺将军封号。作为此后才加入从神行列的周雄神�端平二年 （1235）也在德兴知县的
上奏之下�被朝廷授予了 “翊应将军 ”的封号�获得了与另外两位从神相称的爵位。淳佑四年
（1244）�五显神被进一步升格�其封号变成了 “应、烈、顺、佑、利 ”五圣字�与此同时�史侯德、卞侯胜
分别被赐为辅灵侯、辅顺侯�即从神的爵位也随之提高。也就是在这一年�因徽州有关官员的申请�
周雄的爵位也上升为翊应侯。宝佑五年 （1257）�在五显神封号向前迈进一步的同时�五显神祖父、
父亲赐封为八字侯�祖母、妻、妹也随之提升为八字夫人。三位从神的封号字数里也分别加上了二
字�其中周雄在 “翊应 ”的基础上�再增加了 “助顺 ”二字。由此可知�早期周雄神的数次爵号的加
封�与五显神信仰有着连动的关系。

其次�关于早期周雄神的灵异事迹�汪记及方记中均有记载。
新安祁门水旱疠疫�祷则随应。三衢常山强寇披猖�独不犯境。新山之祠有井曰安乐泉�

民病求饮�活者万计。……士之穷达�人之险难�精诚叩之�如响斯答。杨君茂子之魁兰宫也�
言神之梦也。团练张公胜之使西域也�谓神之庇也。茅山反卒�剿以阴兵。江东部使者奏其功
于朝�被旨特封今号。 （汪记 ）

端平二年 （1235）乙未�饶州言侯于徳兴、祁门阴捍常山草寇�旗甲金鼓恍惚云际�乃后所在
疫而祷�虎害而祷�火灾而祷。祷辄应�始封翊应将军。 （方记 ）
即周雄神除了使徽州、饶州等地免受水灾、旱灾、兵灾、虎害、瘟疫之外�还能为当地读书人预知

功名�佑护当地人在外出使。以上这些灵异事迹�其地理背景都被设定为江南东路的徽州及其周边
地区�如德兴、祁门、常山等地�而宋代五显神的发展基地正是在这一地区�藉此也可佐证周雄神与
五显神信仰的依存关系。

最后�浙江地区早期的周雄祠庙记录也都显示了周雄神与五显神的从属关系。浙江最先出现
周雄祠庙的是衢州�弘治《衢州府志》卷6《祠庙》的 “周翊应侯庙 ”条记载说 “即保安兴福五显王之
从神�自宋迄今。”即便是周雄出生地的新城�其地祠庙也是在周雄神成了五显神从神之后兴起的。
汪记提到在江南东路的周雄神被赐予了 “翊应将军 ”之后�其故乡临安府新城县父老才 “议欲新之
（周雄庙 ）”。方记中也说嘉熙二年 （1238）“许新城县照德兴已封新旧庙 ”�即允许新城县的周雄庙
按照江南东路德兴县事例修建。另一方面�关于周雄之死�方记提到 “以嘉定四年辛未四月朝徽州
婺源县五显王卒�年二十四 ”�即周雄是在朝拜五显王祖庙途中死去。有关这一点�更早的汪记和桂
铭都没有提到。方记是在周雄死后72年�其孙周逢吉向方回请求而做成的�③因而这一说法极有可
能是后来编造出来的。该说法的出现�示意着南宋末年元代初年�周雄神作为五显神从神这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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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考ＶｏｎＧｌａｈｎ前揭论文及Ｈａｎｓｅｎ前掲书ｃｈａｐ∙4。
宋代周雄神是五显神从神一事�从明代方志中可得到确认�如弘治《徽州府志》卷5“灵顺庙 ”条及弘治 《衢州府志》

卷6“周翊应侯庙 ”条。
方记中说：“大元混一�靡神不依。中书杨公镇感寐捐金。至元十六年巳卯抵癸未告成。侯之孙逢吉请回实录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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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其家乡生根发芽。

三　明代中期孝子传说的出现

1∙孝子传说的出现
明代中期以后�周雄神作为五显神从神的性格在逐渐弱化�与此同时其信仰却出现了新的转

机。这一时期�朝廷虽然没有赐予其封号�也没有列之于祀典�但其信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
强�生前周雄是孝子的传说出现在了许多方志中�并很快传播开来。

笔者管见所及�现存明中期之前的文献中�没有任何周雄生前是孝子的有关记载。最早提及其
孝行事迹的是明嘉靖十七年 （1538）衢州知府李遂所作的 《周孝子祠记》（以下简称李记 ）。该祠记
谈到：

岁戊戌�余既获守是邦�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遍□诸宇尽撤之�期弗贷。方议及孝子所�
群庶民充庭�□□□□□□□□□也。……既而于故郡□得孝子之概�再覆逸典�知其详。①
李遂在就任衢州府知府后�响应嘉靖朝的取缔淫祠号召�在衢州进行了撤毁淫祠的行动。当他

准备把周雄庙作为淫祠来拆除的时候�衢州的民众涌进府衙�抗议把周雄庙作淫祠处理。此后�可
能是从以前的府志中找到了有关周雄的记载�并有 “逸典 ”为证�这样有关周雄的详细事迹就清楚
了。此后�李遂不但放弃了把周雄庙作为淫祠来认定的想法�反而亲自为其撰写庙记�并把庙额也
改成了周孝子祠。② 于是�周雄生前是孝子的传说便渐渐流传开来。此后该传说被收入到天启 《衢
州府志》中的寺观志�庙的称呼也弘治《衢州府志》的 “周翊应侯庙 ”变成了 “周孝子庙 ”。

上文所说的 “逸典 ”�如果确实可靠的话�李遂应该明记书名才是�而不是用 “逸典 ”两字草草敷
衍了事。其中所述的孝行完全不见于宋元时代的史料�即便在弘治《衢州府志》中�也一点也看不到
有关的记录。况且李遂之后谈及孝子事迹的史料均不提及 “逸典 ”的具体情况�因此可以断定�“逸
典 ”所述的内容绝不可靠�“逸典 ”本身就是当时或之前伪造的东西。

上述李记所载的传说此后虽然传承了下来�但在细节上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李记中说周雄死后尸体被装入灵柩�而天启《衢州府志》卷十五 “寺观 ”中所载的传说却称 “奉
王肉身�装以布�添建庙祀焉。”即衢州人直接把周雄肉身供奉于祠庙中。由李遂以后的各种史料所
载内容与李记相异来看�李记所载内容不过是那一时点 （嘉靖年间 ）的传说而已。既然是传说�随着
时间的推移�其具体内容有所改变也在情理之中。
2∙元代新城县孝子周德骥与周雄孝子传说
如前所述�周雄信仰中的孝子传说是在嘉靖年间才出现的。但现存衢州府志和西安县志的孝

子传资料中�均没有类似的记述。而在周雄故乡新城县的方志中�却存在着一位同样是周姓孝子周
德骥的事迹。元末明初著名文人、政治家宋濂所撰周德骥墓志铭称：

周君讳德骥�字仲良。 （中略 ）母汪氏。君少丧父�能自力学事母�贫无以养�去就吏得禄以
奉母。及母患危疾�遂弃归�躬自调药物�问所好恶而顺适之。晨夕既泣�叩颡愿天�梦神语以
祈祷之法�急如其言�疾果愈。念母已耄�绝意不复仕。有荐之者�不应。惟日以求母豫悦为
事。 （中略 ）君有兄亦老病�足不能行�嫂丧明无子�事之如父母。 （中略 ）其子昉等来请�曰先
子之卒以元至正癸卯三月四日。③
如把元人周德骥的事迹与前述汪记、方记中的南宋周雄事迹相比较的话�可以找到如下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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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民国《衢县志》卷18《碑碣志三》所收。
康熙《衢州府志》卷31《循吏·李遂传》提到：“又周王庙多灵应�郡民率走祈福�遂访问知神为孝子�易庙额曰周孝

子祠 ”。
民国《新登县志》卷4引明宋濂《周孝子墓志铭》。



·75　　　 ·

点：①两人都是新城县的周姓�而且德骥的字是仲良�雄的字是仲伟�仅一字之差�仿佛两人是同族。
②两人母亲都姓汪。③周雄的生日是三月四日①�德骥的忌日也是三月四日。由于这些共性�随着
时间的推移�后世人们完全有可能把两者混融起来。如是这样的话�周德骥的事迹被混进周雄的传
记中就不是没有可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清顺治年间严州知府钱广居及康熙年间贡生、新城县人徐士晋所分别叙
述的周雄孝子传说。

生宋淳熙戊申岁三月四日�母汪氏。 （中略 ）父名荣。母三岁失乳�父亦随逝。神天性孝
友�事继母�抚二弟�备极孝爱。初名雄�以雄音邻荣�恐干父讳�改名缪宣。年二十三�见家道
不支�母弟无以养�弃学就贾�携赀客于姑苏之六沙村�投金六、金七舍人家三载。忽梦母病�即
治装归。 （中略 ）及抵家�母气将绝�对天泣�神愿以身代�许肉身灯�愿母得复痊。 （中略 ）遂身
点肉灯�以酬前愿。事毕�辞母往衢。 （中略 ）寓武源村贩木。 （中略 ）为两弟治田庄数处�自此
家道充盈。②

宋淳熙间�我邑有孝子周姓讳雄�字仲伟者�事后母素谨�贾于吴�忽有梦兆�疑母病�遂不
顾重货以驰。及归�而母已将绝矣。公号泣拜天�愿减己年以延母寿�而母得醒。未几�又贾于
衢�闻母病�急破浪以出�为水所没。③
如把上述周雄生前传说与周德骥的事迹相比较的话�可以找到存在着如下相同或接近的情节：

④父亲死别。钱记中提及周雄年少的时候�父亲已过世�这与周德骥情形相同。⑤钱记、徐记说周
雄从小就承担起父亲未竟的责任�经商赡养母亲�与德骥从吏养母相类似。⑥治愈母亲的病。钱
记、徐记说周雄在梦中得知母亲生病�立即放弃商事回家探望母亲。在母亲临危之际�他以自身性
命为担保恳求上天治愈母亲重病�并许下以 “肉身灯 ”④酬愿。而周德骥在得知母亲病危后�随即辞
去吏的工作�回家专心侍奉母亲。每天向上天祈祷母亲早日康复�结果上天被其感动�教授其祈祷
之法�他按其法行之�其母果愈。⑦抚养兄弟。钱记说周雄以长兄的身份�抚养二位年幼的弟弟�并
为其置办家业。周德骥除了孝养母亲之外�还兼而照顾年老、行动不太方便的哥嫂。

由以上④、⑤、⑥、⑦四个要素可知�周雄孝子传说的内容与元代新城孝子周德骥的事迹有着极
为类似的关系�而汪记、方记中的周雄却完全没有这些要素的存在。至此�可以推定�明清时期周雄
孝子传说题材的渊源�极有可能来自于元代周德骥的事迹。
3∙周雄信仰与周容信仰的关连
滨岛敦俊曾经考察过苏州府常熟县孝子周容的信仰。据当地方志记载�周容是南宋中期常熟

县人�有着孝养其母的传说。⑤ 明初�因常熟知县的申请�王朝中央授予周容以 “常熟周孝子之神 ”封
号�并列入常熟县祀典。明清时代常熟县的民间信仰中�周容神是最为显赫的一位。⑥ 光绪《常昭合
志稿》卷45《金石志》列举了县城周容庙的13件碑文�其中最早的是明正统七年 （1442）。这些碑文
当中�有8件碑文产生于正统至正德年间 （1436—1521）�可知此时期是常熟周容信仰的最盛期。据
滨岛的研究可知�由于受常熟周孝子容信仰的影响�常熟周边各府县也产生了许多孝子传说。⑦ 苏
州府内如此有名的一个周姓地方神�对浙江各地的周雄信仰产生影响也实属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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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方记中说 “生于宋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四日 ”。
康熙《建德县志》卷8引钱广居《周宣灵王庙碑》�以下简称为钱记。
民国《新登县志》卷7“周王庙 ”�徐士晋《周孝子碑记》。
在人体上挂许多小钩�再在小钩上系上点燃了的小灯。
参见弘治：《常熟县志》卷4《孝义·宋·周容》。
参见前揭滨岛1993年论文�第516页�及滨岛前掲书�第一章第3节《周神》。
前揭滨岛1993年论文�第517页。另外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5《坛庙》的 “唐墅镇周孝子庙 ”中有 “吴地处处建庙�

常熟在祀典�而唐墅事孝子尤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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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来�江南三角洲有着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① 其中的苏州成了全国最重要的商业、经
济及交通中心。与此同时�苏州流行的各种娱乐文化及信仰民俗开始对周边地区发出了强烈的辐
射。周雄信仰本来便流行在江南三角洲的杭州府、嘉兴府等地�而在吴语中�周容和周雄二字的发
音极为相似。② 考虑到这些因素�生活在浙江省的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来自常熟周孝子容信仰
的影响�编造出浙江版的周雄孝子新传说。钱记中的周雄有三年在苏州经商的经历�这也间接证明
了周雄孝子传说是受苏州府周容孝子信仰影响而产生出来的推论。

如前所述�苏州府常熟县周容信仰在正统至正德年间迎来了其信仰的鼎盛期�而浙江周雄信仰
中孝子传说最早可追溯到明代中期�两者在时间上正好基本吻合�据此完全可以想象�受苏州府周
孝子容信仰的影响�浙江地区也形成了周雄的孝子传说。
4∙明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与孝子传说的伪造
为了补充说明上述推论的可行性�下面将从制度的层面来说明产生这一现象的必然性。明初

朱元璋政权所制定的民间信仰政策带有浓厚的儒家原理主义的色彩�③在认定所有人格神时�除了
该神的灵异事迹之外�更看重其生前的行为、事迹是否附合儒家祭祀观念。

明中期孝子传说产生之前�浙江周雄信仰中的主人公周雄生前并无值得后人尊敬、崇拜的义
行。宋元时代碑刻史料一般只讲其灵异事迹�并无其具体的义行记载。这类祠庙显然不符合明中
央王朝的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完全存在着被作为淫祠而遭弹压的可能性。事实上�弘治元年 （1488）
衢州府西安县知县便把衢州府城内的周雄庙当作淫祠而加以捣毁。④

在没有国家权力保障�并被当作淫祠加以打击的情形下�如果把其信仰对象重新加以塑造�使
其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忠臣、烈士形象的话�该信仰自然能够得到发扬光大。如前所述�明初苏州府
常熟县地方官把周容的孝行事迹上报�结果该祠庙被列入王朝祀典。而新城县原本就存在着元代
孝子周德骥�而且周容和周雄发音极为相似�两者都是南宋中期人�如把孝子说法附会到周雄身上
去的话�周雄祠庙受到朝廷打击的概率自然能大大减低。

嘉靖初年�皇帝主张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担当礼仪的官员却主张以先帝弘治帝为皇考�
以此为导火线发生了影响深远的 “大礼仪之争 ”。这场论争最后以嘉靖帝的胜利而告终。⑤ “大礼
仪之争 ”的结果�大大地助长了社会上孝道思想的流行。而嘉靖十七年 （1538）衢州知府李遂准备
要毁坏周雄庙的时候�当地民众以周雄的孝子传说为武器�展开了抗议行动�在此情形下�李遂不得
不接受了群众们的意见�不仅放弃了当初要撤毁周雄庙的想法�而且还亲自执笔庙记�并把庙额改
为 “周孝子祠 ”。

就这样�增加了孝子传说的周雄庙不但在严厉的打击淫祠运动中幸免于难�而且还从官宪一方
获得了支持和鼓励。明初至嘉靖之前�衢州城周雄庙曾有过几次兴修活动�但没有留下官府曾经支
持、支助的任何记录�⑥但就在李遂撰写孝子庙记之后�官方开始参与其庙的修理、扩建事务。⑦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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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照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83页。

在义乌和海宁方言中�雄 （ｘｉｏｎｇ）和容 （ｒｏｎｇ）的发音完全相同�都接近于ｙｏｎ。
参照滨岛前掲书�第一章第1节《祭祀体系の整備》。
李记中说：“国朝弘治改元�廖尹铉仍□□之惑�滋汰焉。”
关于该事件的前因后果�可参照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
康熙《衢州府志》卷8《宋孝子周广平正烈周宣灵王神祠》中说：“弘治丙辰庙毁复建�（中略 ）正德甲戌祠宇增式�内

有燕室三楹。”
民国《衢县志》卷18引胡文溥《重建周宣灵王牌坊记》中说：“殆嘉靖乙卯秋�郡守邱公玳备悉孝子懿行□□□□□

树牌坊 ”。雍正《浙江通志》卷224《衢州府·周宣灵王祠》中有：“嘉靖辛酉郡守杨枝准新之。作店房三楹�岁收赁资�以供
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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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靖年间�虽然不能肯定是否有官府参与�严州府城内也新建了两座周雄庙。① 万历年间温州的
周雄庙也在通判主持下得到了修建。② 总之�明中期以后�在附会上了孝子传说之后�周雄庙被作为
淫祠处理的危险性不复存在。

三　明末清初钱塘江江神传说的出现

1∙江神传说的出现、普及
除了孝子传说以外�周雄信仰在明末清初时还出现了保佑钱塘江水上航运的传说。③
宋元时代的汪记、桂铭、方记中均没有谈到周雄神具有保护水上航运的灵迹�明代中期李遂的

记文中�也还没有涉及水上灵异传说�可以断定�到明代中期为止�周雄神还不是钱塘江水神。
但到了明末以后�周雄神灵异与钱塘江航运的传说开始出现。明王圻所编 《稗史汇编》卷132

留下了如下记录：
衢州周宣灵王者�故市里细民�死而尸浮于水亭滩�流去复来�土人异之。祝曰：果神也�香

三日臭三日�吾则奉事汝。已而满城皆闻异香�自尸出三日�臭亦如之。乃泥其尸为像�其母闻
而往拜�回其头�至今其头不正�显异百出。尝作一长年操舟载杭商入闽�他舟发�其舟故不行�
商尤之。乃曰：汝欲即到乎�闭目勿动。一夕开目�已到清湖�去杭七百里矣。
与明中期以前记载所不同的是�这则传说把周雄之死设定为溺水而亡�而且其尸体出现了 “流

去复来 ”、“香三日�臭三日 ”的怪异现象�因而 “祝 ” （巫师之类 ）用其尸体塑像�使之成为民间神灵。
其灵异事迹之一便是化作船夫�一夜之间在钱塘江上逆水行走了700里�即周雄的灵异与航运联系
在了一起�可以断定�至少在该传说出现之时�周雄神灵异事迹已向钱塘江航运方向转化。

到了康熙年间的徐记则明确提及周雄神具有保佑钱塘江航运灵力。
越海之有潮汐也�感大阴之盈虚而应之也。而世以为子胥氏之怒气所激�盖亦伤忠愤之不得舒

而甚其词耳。 （中略 ）自新安达江浙�波涛之厉少杀者�皆公 （指周雄神 ）之力也。呜呼�江海亦诚不
可测矣�激以伍之忠而潮为之怒�格以周之孝而澜为之安。

也就是说�在当时民间�钱塘江潮水被认为是伍子胥的怒气激发所致�而使钱塘江潮水平息的
便是孝子周雄神的灵力了。由此可知�至晚在康熙年间�民间便已流传着周雄神减杀钱塘江波浪、
潮水的传说。也就是说�此时周雄神已成了钱塘江的航运保护神。此后�周雄神信仰获得了民间社
会更广泛的支持。清代时其信仰在钱塘江流域的传播、普及就与从事商业、流通的商人、船夫等人
的流动、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乾隆、嘉庆年间�衢州府西安县樟树潭出现了船夫们集资兴建周
雄庙的事例。④ 光绪年间衢州府城所在的周雄庙的修建活动中�商人、船夫也成了其重要的捐款
者。⑤
2∙向江神转化的要因
明中期以来�商业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江南三角洲在成为全国最先进地区的同时�徽州、江

西、福建等地域商人集团也迅速在该地扩展了其势力。而钱塘江是徽州、福建、江西等地商人赴杭

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

①

②
③

④
⑤

万历《严州府志》卷5《建德县·宣灵庙》“在三元坊上�祀周宣灵广平王�嘉靖间建。 （中略 ）灵顺庙：在半道谼�即宣
灵庙周王也�嘉靖间建。”

万历《温州府志》卷4《祠祀志·永嘉县·宣灵广平王庙》。
嘉庆《西安县志》卷43《周宣灵王庙》：“相传神司濲江水道�屡着灵迹�其商贾舟人奉祀尤谨 ”。雍正《浙江通志》卷

217《祠祀·杭州府》“周宣灵王庙 ”条有 “然现祀为江神。”
民国《衢县志》卷18《始建樟树潭周宣灵王庙碑记》。
嘉庆《西安县志》卷43《祠祀·周宣灵王庙》�姚宝煃《重建周王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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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苏州、北京等全国主要城市的重要通道。① 以此为背景�钱塘江的交通地位日益显彰�与此同时�
以商业、航运为生业的人口也日益增加�他们迫切需要能够保佑其在水上航行、生活安全的神灵。

在周雄成为钱塘江江神之前�钱塘江沿岸地区已有平浪侯晏公、金元七总管、金龙四大王等水
上保护神信仰的分布。② 通过这些水运保护神信仰的传播�水上航运需要有水神保护的观念日益在
民间社会扩散。③ 这些水神原本都不是钱塘江流域的固有水神�其中晏公是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的
水神④�金元七总管主要分布在江南三角洲⑤�而金龙四大王则是以守护大运河航运为主的水神⑥。
也就是说�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并没有蕴育出本地固有的水神。如前所述�南宋后期以来�周雄信仰
在衢州府、严州府、徽州府、广信府等地获得了广泛的信仰支持层�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地方保护神
之一。钱记、徐记中所描写的周雄生前曾在苏州、衢州、武原 （可能是 “婺源 ”两字在传说中的折射 ）
等地经商�其实也反映出当时徽州商人活动的缩影。如果让周雄神成为钱塘江航运保护神的话�对
生活在该地或途经该区域的商人、船夫而言�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心理上都容易接受。正因为如此�
周雄成了钱塘江江神后�很快就成为该地商人、船夫崇信的神灵。

一般而言�水神的人物原型�其死亡方式多与水有关。宋元碑记没有谈到周雄之死与水有关�
但是明中期以后的碑记中�周雄的死却与钱塘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关系。李记中说周雄在钱塘江
上游的船中因悲伤过度而死去�钱记中说周雄是从钱塘江岸上落水而溺死的�徐记则说周雄是从船
上落水而亡的。也就是说�明中期以来的各种碑记中�都把周雄的死与钱塘江扯上了关系�这也许
就是周雄神成为水上保护神的契机。

另外�周雄出生地所在的新城县渌渚镇位于钱塘江中游�汪记中谈到 “江潮溯流�抵庙而回�岂
非地灵融结�则神亦妥灵�乃能灵于人也耶？”�南宋时期钱塘江潮水涌到当地周雄庙时�其势头减弱
而回。这种自然现象很容易让人把周雄神与平息钱塘江潮的神力联系起来。到了明末清初�周雄
神使钱塘江潮镇静的思想便逐渐普及开来�周雄神自然也就成为钱塘江水上航运的守护神了。

结　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周容信仰的传说内容和灵异事迹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绝非是
偶然的�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地理位置等环境因素。

南宋时期�五显神信仰在东南地区 （江苏南部、浙江、江西、安徽南部 ）传播、普及开来。这一时
期�周雄神作为其从神应运而生�其信仰迅速在徽州及周边地区扎下根。而明初的民间信仰政策特
别强调神灵生前的义行事迹。由于周雄原本不具备义行传说�没有被列入浙江各地的祀典。随着
国家打击淫祠政策的加强�周雄庙被当作淫祠而遭清算的概率日益增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
浙江地区的民间社会�受苏州府常熟县孝子周容信仰发展壮大一事的启示�巧妙利用了新城县孝子
周德骥的事迹�伪造出新的孝子传说并附会到周雄身上�使周雄信仰增加了生前义行一项因素�其
形象符合了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与此同时�虽然周雄庙没有被列入各地祀典�但其祠庙却不仅逃
脱了被当作淫祠而遭毁灭的命运�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吹捧、抬举�因而明代中期以后�其

《史林》　2／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戴盘：《严陵记略》中的《九姓渔船考》一文谈到：“由钱江而上至衢州�号为八省通衢�而福建之茶、纸�江西之磁、纸�
广东之洋货�宁波之海货�来往必由。”

如万历《严州府志》卷5“七总管庙�在布政分司内西偏�神苏人�弱冠为神。国初征张士诚阴兵助阵�曹国公李文忠
上其事�赐号建庙�事见顺济庙内金元七总管碑记。”康熙《新城县志》卷3：“金龙四大王殿�在南门外一里�天启四年建。”

钱记中出现的 “金六、金七舍人 ”可能就是金总管信仰的折射�此事反映了周雄信仰受到了金总管信仰的影响。
参见宗力、刘群：《中国民间信仰》�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濱島敦俊：《近世江南金総管考》�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版、滨岛

前掲书第1、3章。
蔡泰彬：《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明史研究专刊》199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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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越来越盛。
到了明末清初�受江南三角洲等地水运保护神信仰的影响�周雄神具有镇静钱塘江潮水、波浪

的灵力被宣传开来�因而周雄神成了钱塘江流域的水上航运保护神�其信仰获得了从事航运活动的
船夫们的热诚支持。之后�通过船人、商人的活动�周雄信仰向其它地区传播开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抽象出如下的结论：（1）某一信仰如要在一地存续并发展下去�需要迎合
王朝中央的祭祀政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传说。就周雄信仰而论�明代中期通过追加孝子传说之
后�实现了与明王朝正统的儒教价值观的整合�获得了官府的认可�其信仰也就有了更为坚固的基
盘。 （2）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同民间信仰�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状况。就本案而论�浙江省的周雄信仰�
就接受了来自苏州府常熟县周容孝子信仰的影响�添加上了孝子传说。除此之外�周雄向钱塘江水
上航运保护神的转变�也是受来自于长江三角洲水上保护神的影响而催发出来的。

明清时代周雄庙分布统计表 （括号内数字为各省、各府周雄庙合计数 ）
省　別 府　別 县　別 数　量 出　典

浙江省 （36）

杭州府 （13）

仁　和 1 康熙 《仁和县志》巻14
海　宁 1 乾隆 《海宁县志》巻2
于　潜 2 民国 《杭州府志》巻13
新　城 9 民国 《新登县志》巻4

严州府 （8）

建　徳 4 康熙 《建徳县志》巻2、万历 《严州府志》巻5
寿　昌 1 康熙 《新修寿昌县志》巻3
遂　安 1 康熙 《遂安县志》巻10
分　水 2 光绪 《分水县志》巻2

金华府 （3）
金　华 1 光绪 《金华县志》巻13
兰　渓 1 光绪 《兰渓县志》巻3
浦　江 1 嘉靖 《浦江志略》巻8

温州府 （1） 永　嘉 1 万历 《温州府志》巻4
绍兴府 （1） 嵊　县 1 《越中杂识》巻上

衢州府 （11） 西　安 10 民国 《衢县志》巻4
常　山 1 光绪 《常山县志》巻16

安徽省 （24） 徽州府 （24）

歙　县 1 道光 《徽州府志》巻3
休　宁 3 道光 《徽州府志》巻3
婺　源 3 乾隆 《婺源县志》巻8
祁　门 8 同治 《祁门县志》巻9
黟　县 6 道光 《徽州府志》巻3
绩　渓 3 道光 《徽州府志》巻3

江西省 （7） 饶州府 （6） 徳　兴 5 康熙 《徳兴县志》巻2
安　仁 1 雍正 《江西通志》巻109

信州府 （1） 玉　山 1 乾隆 《玉山县志》巻3

（责任编辑：江　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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