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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的另一面
———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孟 宪 实
(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

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

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

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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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龙朔二年( 662) ，唐朝发生一件小事，皇帝本人希望达成一个夙愿，规定天下僧人道士都要

礼拜君亲，而最终的结果是皇帝遭遇失败。此事经过朝廷的集议讨论，甚至出现了“票决”，皇帝的意见

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只能委屈自己的意志。历史研究中，事实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胜于

雄辩的原理无处不在。如果坚持认为皇帝在朝廷始终是“一言九鼎”，皇帝的意志等同皇权，那么这里

提供的事实说明，史实为常识的改进能够提供重要动力。本文所要揭示的即是皇帝制度的另一面，皇帝

并不总是皇权的主人。

一、无奈的诏书

唐高宗龙朔二年是公元 662 年，六月七日是乙丑，史书都记录了一件事，朝廷下令: 道士、女冠、僧尼

等要礼拜自己的父母。《旧唐书·高宗纪上》: 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

其父母”①。《通鉴》记载为“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拜父母”②。两部书的记载内容一致，

只是僧尼与道士先后有别③。如果只看这些，大概会认为朝廷在推行孝道，即使是出家人也要遵守。朝

廷管理社会礼仪，要求僧尼、道士等出家人要致敬父母。推测起来，这应该是皇权干预社会，努力移风易

俗的政治行为吧。
如果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文字背后的冲突故事，这页历史就被轻轻翻过。东晋以来，皇

权与僧侣的较量一直在持续，这次新的斗争篇章原本以为皇帝代表的王权会赢得胜利，没有想到，朝廷

众多的大臣却站到了皇帝对立面。观念、政治还有制度，所有要素的聚合，最后竟然导致皇帝退却，皇权

并没有成为皇帝本人的制胜法宝。
认真解读这首诏书，发现这是一首无奈的诏书，皇帝原本的意图没有实现，不得已下达这份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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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诏书透露出皇帝心情，全文如下:

东台: 若夫华裔列圣，异轸而齐驱; 中外裁风，百虑而同致。自周霄陨照，汉梦延辉，妙化西移，慧流东被。至于

玄牝邃旨，碧落希声，具开六顺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于爱敬之地，忘乎跪拜之仪，其来永久，罔革兹弊。朕席图登

政，崇真导俗，凝襟解脱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亲之道，礼经之格，言孝友之义，诗人之明，岂可以绝尘峻范，

而忘恃怙之敬? 拔累贞规，乃遗温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

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粉纶相半。朕商榷群议，沉研幽赜，然箕颖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

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 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龙朔二年六月八

日。西台侍郎弘文馆学士轻车都尉臣上官仪宣。①

今本《唐大诏令集》未收此诏，现有资料来自唐代僧人彦悰编辑的《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而“今上停沙

门拜君诏一首”的命名可能也是彦悰给出的。看诏书的命名和《旧唐书》《通鉴》的重点不同，按照两部

史书的介绍文字，应该名为“令沙门致拜父母诏一首”。彦悰之所以用“停拜”为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

的立场。
读高宗这首诏书，原委清楚。出家人不拜君亲，由来已久，皇帝有心改革，但遭遇阻力。最后不得已

发出妥协之令:“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 自今已后，即宜跪

拜。”原来，皇帝希望出家人不仅要礼拜君主，也要礼拜双亲; 现在皇帝妥协，要求只拜双亲，不必拜

君主。
为什么会放弃拜君要求呢? 一是因为“有司”，有关部门的意见不统一:“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

沿革二涂，粉纶相半。”说是不同意，“沿革”表达的两派意见，改革一派是“革”，反对改革的是“沿”，其

实是反对派占据多数。其次是向传统妥协:“朕商搉群议，沉研幽赜，然箕颖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

故亦有之。”原本要改革的目标就是佛教、道教的传统，这里指代隐士传统，“箕颖之风，高尚其事”。出

家人坚持自己的礼拜，这个传统皇帝当然知道，意外的是遭遇挫折，改革的目标变成妥协的对象。
皇帝的目标没有实现，不得不妥协。代表皇帝最初意图的诏书也被保存下来，由此不难了解整个事

件的来龙去脉。也是《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中，收入了最初的诏书即《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

一首》，内容如下:

敕旨: 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 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

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

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

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禄大夫右相太子

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②

四月十五日，原本皇帝发出的指示是“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出家人不仅要拜双亲，还要

拜皇帝、皇后和皇太子。皇帝、皇后和皇太子，都是“君”的范围。从皇帝提出最初的要求，到最终宣布

放弃，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样的经历让皇帝不再坚持初衷呢?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理论上说，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乾纲独断、令行禁止。那么我们却发现了

一个皇帝妥协案例，具体生动。案例过程资料丰富，对于我们理解皇权的实际运作多所帮助。皇帝制度

之下，皇帝本人是否就是皇权的化身? 皇帝的个人意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皇权的运行方向? 唐

①

②

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75 年，第 453
页。诏书中标明的时间为六月八日，比史书所记晚一天。《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中华大藏经》卷六○，北

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864—930 页。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亦收入道宣《弘明集·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僧行篇·议沙门敬之大诏》，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5—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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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龙朔二年沙门礼拜君亲的案例，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背景回顾

沙门拜君，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中国沙门，随着佛门皈

依者人数渐多，如何管理佛教渐渐成为各个政府的课题。利用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办法，为僧人编造
“僧籍”在南北朝时被纷纷采纳①。然而，在礼法上，如何让僧人遵从朝廷礼仪，比如礼拜君主，这个课

题始终推行艰难。从东晋时开始，佛教势力与朝廷在这个问题反复拉扯，最后都以朝廷的妥协而吿

结束。
最初提出沙门需要礼拜王者这个命题，是在东晋成帝咸康六年( 340) 。当时王导已经谢世，东晋经

历了几年的苏峻之乱，政治刚刚稳定。庾冰为庾亮之弟，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有功勋，以帝舅的身份执

政，官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

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

相。”②大乱之后，庾冰颇思振作，提议沙门礼敬王者，可能属于振作朝纲的计划。此时，朝廷中另一个重

要人物是何充，官为“录尚书事”。何充为王导推奖，敢于坚持己见③，对于沙门礼敬王者的提议坚决不

同意。双方辩论几个回合，何充态度一贯，坚持到底。最后庾冰放弃辩论，此事便吿一段落。
再次讨论此事是在安帝兴元元年( 402) ，是主政者桓玄发动的。这已经是东晋末年，晋安帝司马德

宗名义上是皇帝，但朝廷完全在叔父司马道子的掌控下。桓玄是桓温之子，利用司马道子不得人心，起

兵推翻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自己控制了朝廷。桓玄想重树尊王旗号，于是旧话重提，沙门应当礼敬

王者，而庾冰没有完成的工作得以继续。朝廷中同样存在不同意见，反对派代表是领军将军、吏部尚书、
中书令王谧。这次讨论影响深远，不仅参与讨论的人较多，更邀请高僧慧远参与意见。桓玄大权在握，

持反对意见的人在政治上也隶属于桓玄，最终桓玄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令沙门今后要礼敬王者。桓玄

一年之后取代了东晋，自立为桓楚政权，而称帝之后的桓玄却下达新诏，沙门不须礼拜王者。这个结局，

也可以认为是佛教界努力的结果。④
唐高宗在四月十五日的敕旨中提及“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也是一件相关的历史事件，发

生在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462) 。此事，《资治通鉴》有载，内容如下:

初，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

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尔扇。夫佛以谦卑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而简

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 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 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

致敬人主。及废帝即位，复旧。⑤

孝武帝在大明八年闰五月去世，废帝刘子业即位，七月宣布“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⑥。刘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第 136—143 页。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28 页。
参见《晋书》卷七七《何充传》，2028 页。
参见蒲宣伊《东晋沙门不敬王者论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5 年。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第 4061—4062 页。《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记载简单，为:“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

主。”(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140 页)《宋书》卷九七《夷蛮传》载有宋武帝的这个命令全文，是以批准臣

下上书的方式，即唐代“敕旨”的方式进行的(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2617—2618 页)。
《宋书》卷七《前废帝本纪》，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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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沙门致敬人主的政策，执行不足两年而罢。①
隋朝大业时，炀帝也曾下诏，令道士、沙门一律礼敬。在南郊的一个仪式场所，皇帝责问“条制久

颁，义须致敬”，“于时，黄老、士女初闻即拜，唯释一门俨然莫屈”②。当时遭到佛教界的一致抵抗。皇

帝与高僧曾有直接问答，但最终也没使佛教屈服，此事无果而终。
贞观五年( 631) ，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

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③这里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而《通鉴》的记载有补

充。贞观五年，“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④。太宗跟大臣的议论，很快变成了国家命令颁发全

国，但两年之后，这项国策再次遭遇挫折。《佛祖统纪》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敕僧道停致敬父母”⑤。
于是，高宗决定继续努力。

沙门礼敬君亲，在儒家礼教的背景下是一个简单而肯定的事，但是在佛教理论范围内，恰恰相反。
东晋以后，代表王权的力量多次试图改变佛教僧尼行为，但都遭遇挫折⑥。如隋炀帝、唐太宗这样的强

势皇帝尚且无法解决，唐高宗能够解决，那么历史的评价将会大有不同。帝王之间的竞争，对于高宗龙

朔二年问题的提出，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背景。
唐高宗要解决历代帝王都未曾成功的一个问题，龙朔二年这个时间点是有利的。众所周知，唐高宗

通过“废王立武”事件，击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实现了完全执政⑦。至显庆四年( 659) ，作

为政治对手的长孙无忌等先后死去，唐高宗的威胁彻底解除。当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

录》”，完全实现唐太宗崇尚本朝冠冕的目标⑧。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叛乱，“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
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⑨，唐朝的西部边疆形势获得巨

大进展。苏定方等战将随后转战百济战场，显庆五年十一月取得胜利，高宗在长安举行受降仪式，大赦

天下。这是高宗经营中国的高峰时刻，唐朝在西部的版图大规模扩展，东方也大有发展。高宗在东西两

翼都让唐朝的威望获得显著提升，形势明显超过了贞观。
龙朔二年二月，高宗在内政上最大的动作是改革官名，《唐会要》记载为: “龙朔二年二月，改易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同时期的北朝，没有发生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法令化争议，都是沙门使用个人小智慧化解了其中的难题，如称

皇帝就是佛，拜君如拜佛，虽然礼拜皇帝，但态度有些模糊。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明瞻传》，郭绍林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936 页。隋炀帝此事，各书记载

时间不同，《明瞻传》记此事为大业二年; 卷一三《僧凤传》记为大业中，时间模糊，见 450 页; 《集沙门不应拜俗

等事》记为大业五年。
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95 页。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第 6086 页。
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11 页。
沙门礼敬君亲问题，是东晋以来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后代帝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都对此前的经

历有清晰的了解。作为对立面的力量，佛教僧团对此也是耳熟能详。在佛教进入中国，如何与中国文化、中国

政治取得合作的问题上，这个问题颇有代表意义。从佛教历史的角度，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甚多，参见砺波护

《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砺波护著《隋唐佛教文化》，韩昇编，韩昇、刘建英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113 页。
“关陇集团”是陈寅恪先生提出并论证的一个史学概念，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年

版)、《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243—265 页) 《记唐

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266—295 页) 等。
《资治通鉴》卷二○○，第 6315 页。《唐会要》也有记载，时间为当年九月五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775 页。《会要》所记时间，应该是完成时间。
《资治通鉴》卷二○○，第 6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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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①高宗时期官司

易名这是第一次，规模巨大，为什么要进行官名改易，根据孙英刚的研究，依据当时流行的纬书及其理

论，这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行为。② 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制礼作乐举措，称得上是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总之，“废王立武”之后，唐高宗完全执政，大权在握，内政外交无不进展顺利，皇上正处在春风得意

时节。此时再推出沙门礼敬君亲政策，不仅能够继续获得政治成绩，更能伸张三百多年来委屈的王权，

超越隋炀帝、唐太宗等诸多帝王，帝王的美誉和声望都会大幅攀升。

三、皇帝的诉求及其方式

四月十五日，唐高宗下达命令，要求朝廷集议沙门礼拜君亲问题。皇帝既然要出家沙门等致拜君

亲，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执行，为什么要先行讨论? 即使是下达廷议之令，采用的却是“敕旨”这种方式。
凡此种种，都应该不无意义。

皇帝的“王言”可简称为诏敕，《唐六典》中书令条下有清晰的文字表述，“王言之制”，具体所指为:

凡王言之制有七: 一曰册书( 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 ，二曰制书( 行大赏罚，授大官

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 ，三曰慰劳制书( 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 ，四曰发日敕( 谓御画发敕也。增减

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

人、马五十疋、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 ，五曰敕旨( 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 ，六曰论事敕书

( 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 ，七曰敕牒( 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 ③

七种王言，可以继续分类为册书、制书和敕书。敕书包括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和敕牒。《今上制沙门

等致拜君亲敕一首》名为“敕一首”是不错的，正文中开篇就是“敕旨”二字。敕旨属于敕的范围之内，

“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首“敕旨”呢?

根据《六典》给出的解释，敕旨是各官司机构提出的具体政见，获得皇帝的批准后成为王言，然后下

达执行。但是，致拜君亲的这首敕旨应该是哪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敕旨的最后，有

“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字样，这是王言最后中书省官员的签署

残留。许敬宗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因为朝廷刚刚改过官名，中书省改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如果所

有的签署都能保留，就可以知道这件敕旨的起草机构，可惜资料不全。
“敕旨”是机构意见，在“王言”的总体中占据很大比重。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唐代“敕旨”，主要靠

传世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凡是机构或机构负责人的上奏建议，敕旨通常情况下都是“依奏”
“宜依”等批示，或者加上一些补充建议。《册府元龟》记载一则唐穆宗太子时期的故事，文如下:

穆宗宽仁大度，天资博厚，喜愠不形于外。元和末，帝在东宫时，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帝学书至“依”字辄去其

傍“人”字，臣问之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宪宗深嘉叹焉。④

谏议大夫韦绶向宪宗汇报太子的事迹，宪宗很高兴，因为太子避讳皇帝经常使用的字，即“依”字。

①

②

③
④

《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第 820 页。《资治通鉴》载:“二月，甲子，改百官名: 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

台，尚书省为中台; 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 其

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资治通鉴》卷二○○，第 6326 页。
《通鉴》胡三省注，把其他各个主要机构的名称变化列成注释内容。
孙英刚:《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7—9 世纪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史学月刊》2013 年第 7 期，第 31—41
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九，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73—274 页。
《册府元龟》卷一八《帝王部·帝德》，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8 页。同样内容，《唐会要》也有记载，并

明确为“元和十年”，见《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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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看到的信息，在敕旨这类王言的形成中，皇帝经常使用“依”字。
沙门致拜君亲这首敕旨，具有很强烈的皇帝个人色彩，不仅使用了“朕”字，讲明了皇帝的意志如

何:“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
“今欲令”毫不含糊地表达了皇帝本人的个人意志。皇帝是明确赞同沙门等礼拜君亲的，现在又要求大

臣们进行讨论。在唐朝，这就是集议制度，最后有关部门要把讨论结果上奏。所以，《集沙门不应拜俗

等事》的命名不确，应该把“议”的主题显现出来，或者称作“有司详议沙门等礼敬君亲敕”更合适。后来

的资料证明，是礼部在主持讨论，所以这首敕旨的上奏单位最有可能是礼部。
采用敕旨下达集议令，皇帝意志的推出方式，应该是经过了选择。敕旨最初是来自机构的建议，那

么皇帝是在顺水推舟，是借由臣下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意志，说明皇帝的意见与许多官员的想法一致。敕

旨这种王言，比直接下达诏书，从皇帝的角度看，多一点委婉，而皇帝的意志同样可以完整表达，又有利

于争取更多的官员的赞同。不仅如此，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462) 下达沙门礼敬王者的命令，最初也是

先由部门提出，皇帝最后下令的。可见这种方式的选择，也考虑到了历史传统。
为什么需要朝廷讨论呢? 敕旨也有所交代。“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考虑到沙门等

出家人不拜君亲有漫长的传统，忽然下令，可能会导致不适。通过讨论，首先让朝中大臣群体理解、接
受，并成为推动这项政策的群体，由朝廷带动社会，有利于政策有序执行。从以往朝代的历史经验看，朝

中大臣可能存在的阻力是必须给予重视的。
选择先在朝廷讨论，应该证明唐高宗的足够信心。在决定朝议的敕旨中，除了许敬宗的署名之外，

没有其他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署名留下，很可能是编书时删掉了，因为后来的朝议中也不见两省官员

意见。这应该说明，在皇帝的敕旨形成过程中，两省的官员已经表达过意见。在决定朝议的时候，以皇

帝为核心、包括两省主要官员，一定会推测朝议的各种可能，而决定推进朝议，就证明他们对朝议的方向

有足够的信心。让更多的朝臣表达意见，有利于最终政策的执行，这应该是皇帝信心的重要来源。
此时的高宗朝廷中，宰相许敬宗为右相( 中书令) ，是中书省的领导。门下省的侍中辛茂将刚刚在

前一年的十一月去世，另一位宰相是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许圉师，他的职衔是“散骑常侍、检校侍中”。
龙朔二年五月丙申，他被正式任命为左相( 门下省侍中) 。此外还有一位宰相，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

下三品”的李义府。在“废王立武”的关键政治决战中，高宗一派的三位主力战将是许敬宗、李义府和李

，现在两位是当朝宰相。在前一年的九月，皇后武则天亲幸许圉师宅第，至少宰相团队内部还看不到

不团结的问题。因为另一宰相任雅相二月刚刚去世，到九月才拜上官仪为宰相。与此相对，“废王立

武”中的对立面或者离世，或者远离朝廷。褚遂良显庆三年死于爱州，四年七月长孙无忌死于黔州，柳

奭斩于象州，韩瑗显庆四年底死于振州，来济就在龙朔二年战死庭州。于志宁先在五月免官，八月贬官

荣州。此时的朝廷，原来的反对派一扫而空，所有当朝宰相，都是经过了“废王立武”的斗争洗礼，清一

色的皇帝派系。
不仅如此，唐高宗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权力的傲慢，相关工作很细致。就在高宗下达讨论沙门等出

家人礼拜君亲敕旨的同一天，另外一份诏书颁发天下，《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 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

酣醉始归; 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①

禁止民间父母初亡时嫁娶和欢饮，禁止寒食节扫墓时搞娱乐活动。这是在重申孝道的严肃性，在当时背

景下，相信没有什么人敢于持不同意见。关于出家人礼拜君亲的问题，与孝道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出家

① 《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第 512 页。也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丧制》，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62
页。《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第 17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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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人之子女，遵守孝道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拜君，在忠孝的观念中，自然也不会有问题。所以，两件

事情同日推出，一个要立刻执行，一个要有所讨论，前者对后者会产生影响，也应该有利于出家人致拜君

亲问题的解决。同日推出相关的两件事，这不可能是偶然巧合，理所当然是朝廷的一种政策设计。
唐高宗不用直接下达诏书的方式宣布出家人礼拜君亲，历史地看，隋炀帝、唐太宗的做法并不高明，

因为佛教徒直接反对或置之不理，并不利于朝廷权威的树立。与其下达一个无人执行的命令，还不如不

下令。“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之所以决定朝廷先讨论，就是希望利用讨论的方式扫清障

碍，实现思想统一。
总之，即使不能说唐高宗煞费苦心，但为了实现出家人礼敬君亲的目标，唐高宗的朝廷确实严肃认

真，设计周密。几百年王权主义者的梦寐求索，有可能在唐高宗这里完成吗?

四、重大礼制问题的“票决”
出家人群礼敬君亲，是一个礼制课题，是中国几百年反复不定、几代皇帝都遭遇失败的棘手难题。

唐高宗现在决心完成此事，条件也比较成熟。唐高宗最终采纳的解决方式是朝廷各个部门的讨论，在当

时叫作“集议”。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票，因为每人都要上交“议状”，而“议状”是必须署名的。通过

议状的归类，获得各种意见的具体数字统计，本质上与署名投票相似。议状意见多寡不同，最后皇帝采

纳的是多数议状的意见，很类似我们今天熟知的“票决”。
唐高宗敕旨下达之后，历史文献的记载，全赖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予以搜集整理，让我们有

机会了解这件唐朝大事。关于讨论的大致过程，该书有记述如下: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

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申厥

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谓诸沙门曰:“勅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陇西王曰:“佛

法传通，帝代既远，下勅令拜君亲，又许朝议。今众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礼既曰:“职司可先建议，同者署名，不同

则止”。时司礼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后，令主事大读讫，遂依位署，人将大半。左肃机崔余庆曰: “勅令司别立

议，未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送台”。时所送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

次陈兼拜之状，后述致拜之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

四月十五日敕旨下达，要“有司详议奏闻”，现在知道至五月十五日召集了大会，文武官员九品以上

和京兆州县官员，竟然多达千人以上。集会的地点是“中台都堂”，即尚书省的都堂。有三百多僧人闻

讯赶来，也要参与讨论，但被拒绝，因为皇帝的指示是“有司”，并不包含僧团。“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

博乂显然是主持人。因为官司刚刚改名，这里使用的都是新的名称，所以陇西郡王李博乂的行政职务就

是原来的礼部尚书①。李博乂先请僧人离开，然后商议讨论办法，他的建议是以各个部门汇总意见，主

管可先提出建议，同事同意则署名，不同意则不署名( “不同则止”，理应包含另外意见的签署) 。这个意

见后来被执行，司礼大夫( 礼部郎中) 孔志约执笔记录，主事宣读，按照各个机构顺序，一一统计，人数已

经过半。这时尚书左丞( 左肃机) 崔余庆发言，提出程序性建议: “敕令各个机构分别讨论，礼部郎中的

意见不能代表，应该各自写议状送尚书台。”新的意见最后得到执行，每个参与讨论的人各自写议状。
为什么会否定了前一个方案，没有见到进一步的解释。左丞一定是发现了原来程序的问题，各个部门长

官宣布自己的意见，属下很难当面反对，这样的统计并不公平。新程序是每个人独立写议状，有一定的

隐秘性，如同秘密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见。既然最后这个程序获得通过，证明新的办法更符合

众人的心愿。从后来收集上来的议状看，有个人单独写的，也有多人合写的，也有以机构名义写的，十分

① 据严耕望考证，李博乂在龙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转司宗正卿。见《唐仆尚丞郎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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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但因为议状都签署名字，所以意见人数的统计并不难。
所有议状上交中台( 尚书省) ，最后由礼部进行统计上报，《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录了李博乂的

奏状，首先报告“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给出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的议状作为代表; “三百五十四人议

请拜”，给出右兼司平太常伯阎立本的议状为代表; 最后写到“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

于君亲致拜，恐爽于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者件状如前，谨录奏闻。伏听勅旨。龙朔二年六月五日

状”。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收录“议沙门不应拜俗状合三十二首”，“议沙门致拜状合二十九首”，另有

三首“议兼拜”。这可以看作是众多议状的选集。所有的议状，都是在读到了皇帝的拜君亲敕旨之后，

意见无非三种，拜、不拜与两可，只有三首属于两可意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议状代表的总人数是

893 人。李博乂最后上报的意见总数，并没有两可一项，不过他把这三首议状算作哪一方，问题都不大。
统计下来，主张沙门等出家人致拜君亲的是 354 人，主张沙门等不拜君亲的 539 人，后者多出 185 人，占

据明显数量优势。
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搜集了部分议状，可以看作是同类意见的代表，因为收录的原则是“善

恶咸录”，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事实上《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已经为我们进行了

统计，没有收入僧人的表状，全部议状都属于参与讨论的朝廷命官。其中，“议不拜者”名单中，有“右骁

卫、右监门、右奉宸、官府寺，右四司请同司礼议状”，即这是个机构赞同“中台司礼太常伯( 礼部尚书) 陇

西郡王博乂”的议状，相当于附议。同时，我们看到“右监门卫中郎将能玄逸”单独的议状，是赞同沙门

等拜君亲的，与机构的其他人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另外，“司宗寺，右一司请同司刑议状”，即司宗寺这

个机构附议刑部尚书刘祥道的议状。司宗寺即宗正寺，按照《唐六典》的记载，该机构九品以上官员

十名。①
同一机构的官员意见相反，如“右武卫长史孝昌县公徐庆”和“右武卫兵曹参军赵崇素”，前者主张

不致拜君亲，后者主张致拜。右春坊中护( 右庶子) 郝处俊、赞善( 中允) 杨思正是太子右春坊的正副长

官，他们主张致拜。但他们的下属官员“右春坊主事谢寿”则反对致拜。太仆寺副长官王思泰和太仆寺

丞牛玄璋，都主张不致拜，但另外一位太仆寺丞韩处玄却主张致拜。大理寺少卿元大士主张致拜，但他

的两位属下大理寺丞王千石和张道逊却主张不致拜。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这次朝廷

讨论是比较自由的，反映了参与者的主观意志。
礼部尚书李博乂的奏状是六月五日，六月八日皇帝下达新的诏书，属于最新命令，沙门等出家人需

要致拜双亲，不必致拜人主。此事就此宣告结束②。从四月十五日皇帝下达敕旨，五月十五日集会讨

论，六月五日上报讨论结果，六月八日皇帝下达最后诏书。前后五十日左右，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决策

过程。皇帝个人最初的意志没有获得支持，最后诏书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皇帝想要的出家人致拜君主

( 皇帝、皇后和太子) 的目标没有实现。所谓坚持礼拜双亲，对于皇帝来说暗示着没有完全失败，不过保

留了一点自尊心而已。③

①
②

③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 465—466 页。
这个结局，此前的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是佛教势力战胜王权。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 张煜译) ，在《高宗

统治时期》很充分地介绍了龙朔二年这场争论的过程，他是从“皇权”与“教界”的关系视角看待这个实践的(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38 页)。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 韩昇、刘建英译) 一书中，第四章为

《唐代贯彻僧尼拜君政策始末》，概括本章内容“试图对中国在接纳佛教过程中，象征国家权力与佛教势力之间

斗争或对抗关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113 页)。
朝廷命令沙门致拜双亲的诏书下达之后，沙门群体又有上书等表示反对的行为，朝廷置之不理，也无人贯彻执

行。命令形同虚设，此事也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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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性的集议制度

唐朝中央的集议制度，《唐六典》在门下省侍中条中，对“议”这种由下而上的书体有记述，属于六种

上行文书之一，奏抄、奏弹、露布、表、状之外就是“议”。《唐六典》解释为“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

异同，奏而裁之”①。只有在朝廷有“疑事”的时候，皇帝才会下令集议，群臣意见难免有异同是正常的，

最后由皇帝裁决。比如，在唐代文献中，常见的“议”文是“谥议”，对某一大臣的谥号大家各持己见，最

后由皇帝裁决②。从唐朝留下的资料看，朝廷的所谓“疑事”，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比如礼制难

题等等，或者说理性强的观点占据上风，最终获得出线权。或者多数原则，相当于票决过关。皇帝的裁

决，自然会参考群臣的奏议，赞同多数意见最可理解。作为唐朝的政治制度之一，集议制度怎样发挥着

功能，这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龙朔二年的故事说明，集议在朝廷的决策是能够发挥作用的。③

皇帝制度下的国家决策，皇帝的个人意志占据多大比重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但对于理解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而言，意义重大。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具体案例，唐高宗在全面执政之后，在所有的方面几乎

都是高歌猛进的状况下，认真推行的沙门致拜君亲政策却遭遇失败。从高宗的两首“王言”的转变，看

到了皇帝意志最后放弃的过程。或许，高宗最初就不敢用诏书直接下达命令，是因为他已经预测到了推

行新政的困难，知道佛教的传统力量强大，但是，朝中大臣多数人不赞同皇帝的意见，并且公开地表达出

来，这一点皇帝会有预测吗? 虽然他说担心“爽其恒情”，但他的预估一定能够获得多数支持。否则，他

完全可以不搞这次集议。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皇帝最初的意见清楚明白，而群臣的议状都是在阅读了皇帝的敕旨后书写的，

当他们郑重地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当然知道自己的立场与皇帝是一致还是对立。但多数大臣的选择，

与我们的知识大相径庭，作为臣下，不是应该服从皇帝的意志吗? 为什么多数人却选择了反对? 若倒退

几年，在长孙无忌掌握朝中大权的时候，臣下们会仰仗权臣鼻息，察看权臣眼色，也不是不能理解。现在

朝中的政治形势是，长孙无忌及其伙伴全部远离了政治中心，基本上都已经离世。现在唐高宗是名副其

实的皇帝，大权在握，没有丝毫疑问。为什么多数大臣还是选择了不赞同皇帝? 是朝廷的制度、群臣的

个人意志，还是大人物的作用? 集议制度，是需要群臣个人意志支撑的，如果集议制度总是不执行集议

的结论，形同虚设，存在的价值就丧失了。⑤

这是在绝对的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故事; 沙门等出家人是否应该礼拜君亲，这却不是一个绝对的政治

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皇帝的意见与大臣个人的抉择之间，存在着合理与否的空间。多数人选择了与皇

帝意见不同的方案，不能认为他们是当今皇帝的反对者，在沙门是否拜君亲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不拜的

传统更合理，于是他们上表，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显然，他们并不担心与皇帝意见不同会有严重后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第 242 页。
中村裕一先生《唐代制敕研究》设有《“议”的文书考察》一章，对于集议的基本情况有很全面的介绍，与本文重

点不同。东京: 汲古书院 1991 年版，第 546—577 页。
范文澜《唐代佛教》在附张遵骝编“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在此事结局时指出:“以议致敬事状崇佛者多，高

宗乃于六月再下诏停令致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4 页)

根据叶炜的研究，唐代的集议是否召开，皇帝的意见是关键。见《唐代集议述论》，收录于《断裂与转型: 帝国之

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6—190 页。
陈寒撰文《从致拜君亲事件看玄奘晚年与高、武的关系》，认为此事是高宗在打压武则天，《人文杂志》2002 年第

4 期，第 117—121 页。吴丽娱先生认为此事武则天是主动方，“与武则天主持政事有关，也证实了她本人将佛

教理念作为其家族信仰和立朝之支撑，以及追求帝、后权力平等的意向”(《学术月刊》2020 年第 4 期，第 154
页)。求之过深，容易陷入阴谋论的困境，尤其不该忽略，龙朔二年六月一日，武则天诞下又一皇子，这就是未来

的唐睿宗。



第 1 期 孟宪实: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 125

果。这应该就是集议制度的理性精神所在，群臣的真实想法是重要的，不管他们的想法是否与皇帝的意

见一致。尊重多数意见也是理性的，毕竟这对于决策的正确率和执行效率，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就在僧道礼拜君亲讨论之后的两月后，高宗的朝廷又发生一次大讨论。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其

文如下:

龙朔二年八月，有司奏:“司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亡，请申心制。有司奏称，据令，继母改嫁，及为长子，

并不解官。”乃下勅曰:“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理缘情，须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

司文正卿( 或者同文正卿) 即原来的鸿胪卿。这位著名的战将，现在提出一个要求，在他的嫡继母去世

的时候，希望自己尽孝，即离职守孝。除了亲生母亲之外，在唐朝一个人还会有其他母亲，即嫡母、继母、
慈母和养母，在丧服制度中，都有尽孝的相应规定①。但是，萧嗣业的嫡母同时也是继母，更关键的是这

位母亲后来改嫁他人，那么萧嗣业还有尽孝的义务吗? 这涉及礼制的理解，皇帝下令“付所司议定奏

闻”。最后，我们熟悉的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提交了一份“司礼状”，强调已经出嫁的嫡继母，相当

于断绝了关系，所以不需要再解官尽孝。这是另外一场集议，结果“依文武官九品以上议，得司卫正卿

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议，请一依司礼状，嗣业不合解官; 得右金吾卫将军薛孤吴仁等二十六人议，请解

嗣业官，不同司礼礼状者”。多数官员支持司礼状。司礼太常伯最后的奏议观点是: “望请依房仁裕等

议，总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礼及律疏，有相关涉者，亦请准此改正。嗣业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皇

帝的指示是“诏从之”。②
此事，高宗皇帝自己并没有定见，因为是个普遍问题，所以需要“定制”，于是让有关部门组织集议。

最后的结论其实很重要，涉及相关法条规定，而奏议的结论有“其礼及律疏，有相关涉者，亦请准此改

正”的文字，即相关的法律、礼典如果有冲突，都要据此改正。这里，礼部的观点获得绝大多数朝臣的支

持，正反比例是 736 比 26。皇帝支持多数派意见，显然更合理。如果皇帝有自己决定的定见，但遭遇多

数朝臣的反对，也会做出妥协和调整，如两月前的僧道礼拜君亲集议。
如果说皇帝代表权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理据存在，皇帝的权力没有笼罩所有

真理，甚至制度性地给群臣留下了可以选择的余地。集议的前提，显然是要群臣表达真正意见，不管意

见如何，表达者不会被追究。在皇帝的朝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由意志是允许存在的。不仅如此，多数

人的意见受到尊重，这也是我们认识皇帝制度时常常忽略的一个侧面。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在做出决

策的时候，会考虑群臣的意见，甚至有名义测验一类的办法征询意见，这个侧面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
即使在非常清楚的政治问题上，类似的故事也能见诸文献。贞观十七年( 643 ) ，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

李泰和晋王李治成为太子的竞争者，最后在长孙无忌一派的强力拥护下，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但

是，皇上的内心仍然不踏实。《资治通鉴》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

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

可者? 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③

唐太子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系，李承乾、李泰之外只有晋王李治，皇上的发言既然已经否决了前两位，那

么群臣不欢呼李治还有其他人选吗? 但是，皇帝依然表现出喜悦。六品以上的官员，是朝中的重要群

①

②

③

有关嫡、继、慈、养母的观念，《唐律疏议》有说明，见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六，北京: 中华书

局 1983 年版，第 136—137 页。
《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88—789 页。此事，亦见《册府元龟》卷五八

六《掌礼部·奏议第十四》，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22 页。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第 6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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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们对皇帝的支持与否，对于皇帝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就不该有最初的担心。
皇权也需要民意支持，尽管这仅仅是有限的民意，但也证明了皇权另一侧面的存在。皇帝个人意

志，在皇权的运行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是理解中国制度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仅仅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诗句来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不够的。龙朔二年的故事，证明了皇

帝与皇权的非全等关系，证明集议制度的理性存在。在皇权运行的实际中去理解制度关键，这方面要做

的事还很多，以往研究中的许多判断，也需要认真核对。

Another Side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of the Tang Dynasty:
Two Imperial Edicts Issu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Longshuo
Under the Ｒeign of Emperor Gao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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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eri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the emperor exercised the supreme state power，which
could also be called“imperial power”． Apart from the enactment of laws，the imperial power under the
imperial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usually realized through“the Emperor’s words”( 王言) ，which was
a routine expression of the imperial power． Then，how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himself and
the imperial power? In fact，they were not the same thing just as some scholars used to claim． Fortunately，

two imperial edicts issu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Longshuo ( 龙朔)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Gaozong ( 唐高

宗) could help to explain what it was like．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reveal another side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in the Tang Dynasty，by showing how Emperor Gaozong met with setbacks and became frustrated．
Undoubtedly，this is helpful to generat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versatility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Emperor Gao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唐高宗) ，the second year of Longshuo ( 龙朔)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Gaozong，Sramana /Buddhist monk，pay respect to the emperor and one’s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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