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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追尊陵”，是指因墓主人

被追上尊号而被冠以“陵”称的墓葬。依据

范晔《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在历时近200

年的东汉时期，除专门修建的埋葬皇帝的帝

陵各有陵名［1］之外，被冠以“陵”称的还有

10座追尊陵。依照追尊的时间先后依次是：

“章陵”（初称“昌陵”）、“西陵”、

“敬北陵”与“甘陵”、“恭北陵”、“乐

成陵”与“博陵”、“敦陵”与（河间）

“慎陵”［2］、“文昭陵”。（表一）这些

追尊陵的出现通常都与墓主人的子孙登上帝

位后所进行的追尊活动有关，是东汉时期因

皇位传承的变故所导致的特殊丧葬安排的集

中体现，与皇权政治紧密相连，同时也构成

了东汉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那些位于洛阳帝陵兆域的“追尊

后陵”的存在，对于探索东汉帝陵的名位问

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故撰此短文

略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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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追尊陵是东汉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追尊后陵的存在，为了解东汉帝陵兆域的陵

墓格局、探讨部分东汉帝陵的陵位问题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希望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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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sthumously-honor-conferred royal-family-members’ mausoleums”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usoleum institution in the Eastern Han Period. Especially the remains of the “posthum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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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追尊陵的墓主人（被追尊者）与追

尊者之间的关系，东汉时期的“追尊陵”大

致包括了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种是“章陵”，原称“昌陵”，为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父祖的陵墓。既是东汉

时期最早出现的追尊陵，也是东汉时期第一

座被冠以“陵”称的墓葬。光武帝刘秀自称

为西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发的后人，按

辈分为汉高祖的九世孙，和西汉成帝同辈。

也正因为光武帝“于成帝为兄弟，于哀帝为

诸父”［3］的辈分关系，从而为衔接两汉皇位

的承继关系、确立光武帝自身皇位的合法性

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也为宗庙的祭祀活动安

排增加了难度。于是，光武帝不得已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以树立东汉皇族的政治地位以

及自身皇位的合法性。在称帝之初就尊称父

祖为皇考、皇祖，并追尊父祖墓为陵，便是

其中的举措之一。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

侯传·城阳恭王祉传》载：“建武二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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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改为

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4］又《后汉

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春正月

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

丰、沛，无有所豫。”［5］也就是说，光武帝

追尊父祖墓的时间是在建武二年（26年），

即光武帝称帝后的次年。初称“昌陵”，建

武六年（30年）又将父祖墓所在地―南阳郡

的舂陵乡升级为章陵县［6］，并且，与西汉高

祖故乡丰沛相提并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世复徭役”的帝乡。其政治意图自然是

再明显不过了。

光武帝不仅尊父祖墓为陵，还专为父祖

等设立了“亲庙”进行祭祀。最初是在建武

三年（27年）正月，设“亲庙”于洛阳，用

以祭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7］。后

来在建武十九年（43年），才将父祖庙设在

墓葬所在地，改为由“所在郡县侍祠”［8］。

光武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到南阳，“幸

章陵，祠园陵”，“修园庙，祠旧宅”等。

光武之后的其他东汉皇帝如明帝、章帝、和

帝、安帝、桓帝等也都曾南幸章陵。尤其是

作为东汉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安帝，还

是在南幸宛、祠章陵园庙后返回洛阳的途中

驾崩的。由此可见，“章陵”对于东汉皇族

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多么重要。正如杨宽先生

所言：“中国历代帝王之所以重视陵寝（陵

墓及其附设‘寝’的建筑）的建设及其朝拜

祭祀的礼仪，无非是作为推崇皇权和维护身

分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9］

第二种包括“西陵”“恭北陵”和“文

昭陵”。其中西陵是和帝生母―章帝梁贵人

的陵墓，恭北陵为顺帝生母―安帝宫人李氏

的陵墓，文昭陵则为献帝生母―灵帝王美人

的陵墓。不难看出，这三陵均与“庶出”皇

帝的生母（皇妣）有关。

东汉时期光武帝之后嗣位的皇帝，除明

帝刘庄、少帝刘辩之外，均非皇后所生。也

就是说，不少东汉的皇帝（如章帝、和帝、

顺帝等）都是属于“庶出”的。而当“庶

出”的皇帝又出现后嗣断绝时，只好选立诸

侯王或王子为帝，于是就出现了“外立”的

皇帝，如和帝之子殇帝早夭，临朝的邓太后

就选择了与殇帝同辈的清河王刘祜即位，是

为安帝。也正是由于东汉皇后大多未生育皇

子，便对后宫中生有皇子的其他贵人、美人

等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加剧了后宫的矛盾冲

突，诬陷和迫害之事时常发生，以致出现了

灵帝王美人那样因害怕皇后何氏、怀孕后竟

擅自服药打胎的事情［10］。这种恶性循环构成

了东汉宫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对于庶出的后

嗣皇帝而言，即位后往往要给自己受到不公

正待遇的生母“平反昭雪”，于是就有追加

尊号、改葬生母并将坟墓尊以为陵的一系列

举措。

属于此类追尊改葬的追尊陵，在东汉时

期最早出现的就是埋葬和帝生母―章帝梁

贵人的“西陵”。史载章帝在位期间，梁竦

的两个女儿均在后宫为贵人，其中小梁贵人

妠生有皇子刘肇，却被章帝窦皇后养为己

子。不仅如此，窦皇后“欲专名外家而忌梁

氏”［11］，于是就联合窦氏亲族构陷梁氏，

导致梁贵人之父梁竦被杀，两位梁贵人也因

此“以忧卒”。但葬于何处，史无明文。待

章帝崩后，章帝窦皇后成了临朝太后，而继

位的皇帝却是小梁贵人所生之子刘肇，即

和帝。据称“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

者”［12］。直到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崩

后，因梁氏家族成员上书朝廷，和帝才得知

自己的身世，“感恸良久”，于是对生母进

行了追尊和改葬。“帝以贵人酷殁，敛葬礼

阙，乃改殡于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

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

陵，仪比敬园”［13］。或以为“盖以其地在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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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之西，故称西陵”［14］。也就是说，“西

陵”的得名是与位于章帝敬陵之西有关。推

测改葬的礼节应该是按追尊为“恭怀皇后”

或“皇太后”的级别进行的，所谓“仪比敬

园”，当是指在礼制规格方面和章帝敬陵陵

园接近的意思。《后汉书》唐李贤等注误以

为此处“敬园”是指“安帝祖母宋贵人之园

也”，即二十多年之后安帝才追尊的“敬

北陵”（追尊时间为永宁二年，121年，详

下），应予更正。值得注意的是，“与姊大

贵人俱葬西陵”应指将章帝的另一位梁贵人

（和帝生母小梁贵人的中姊）也同时改葬、

并葬在了西陵。这样一来，西陵就成了章帝

两位梁贵人的合葬陵园。在追尊梁贵人的同

时，和帝还遣使迎丧，将外祖父梁竦也葬至

西陵附近，并且“赐东园画棺、玉匣、衣

衾，建茔于恭怀皇后陵傍”。和帝还“亲临

送葬”，“百官毕会”［15］。这表明梁竦的丧

葬仪式是相当隆重的。既然是“建茔于恭怀

皇后陵傍”，则应该是在西陵陵园的附近另

设茔地安葬。如此，则在和帝永元九年，不

仅对章帝敬陵本身进行了皇后的合葬活动，

而且还在敬陵附近新增加了梁贵人的西陵以

及梁竦的茔地。

依据《后汉书·和帝纪》的记载，永元

九年九月甲子“追尊皇妣梁贵人为皇太后。

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怀梁皇后于西陵”［16］。

则西陵的营建应该是在永元九年的九月甲子

至十月乙酉之间。而窦太后是在当年的闰八

月辛巳崩、丙申合葬敬陵的。就在辛巳至丙

申之间的15天时间里［17］，有关窦太后的丧

葬问题，朝中大臣们还曾专门进行了讨论，

而梁氏家族成员也乘机上书，想让和帝生母

梁贵人获得与章帝合葬、在世祖庙配享的机

会。尽管未能如愿，但西陵的出现以及对梁

竦的赐葬显然为梁氏家族日后的飞黄腾达奠

定了基础。丧葬所具有的政治影响于此可见

一斑。

历史在不断重演。安帝在位时，阎皇

后不仅鸩杀了安帝所幸宫人李氏，还谄毁李

氏所生的皇子——当时已经立为皇太子的刘

保，结果皇太子保被废为济阴王；灵帝在位

时，何皇后又鸩杀了皇子刘协的生母——灵

帝王美人。等到刘保、刘协最终登上皇位之

后，他们也都仿效和帝，对被先帝皇后迫害

而死的生母进行了追尊和改葬，于是又出现

了两座新的追尊陵：恭北陵和文昭陵。

史载安帝崩后，阎后与兄弟阎显等迎

济北惠王刘寿之子北乡侯懿立为帝，是为少

帝，不久少帝薨。宦官孙程等乘机消灭了阎

氏兄弟，拥立废太子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

顺帝。次年阎太后崩，顺帝才得知生母的丧

葬情况。原来顺帝生母李氏被安帝阎皇后杀

害后就埋葬在洛阳城北。于是顺帝“亲到瘗

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北

陵”［18］。据《后汉书·孝顺帝纪》，追尊与

改葬的时间均记在永建二年（127年）的夏六

月乙酉日［19］，上距安帝阎皇后的丧葬已一年

有余［20］。由此推测“恭北陵”应该就是在这

一段时间内修建的。大概是因位于安帝恭陵

之北，故名［21］。这和章帝梁贵人“西陵”位

于敬陵之西侧是略有不同的，但应该都在帝

陵附近。从《续汉书·祭祀志》所言“就陵

寝祭，如敬北陵”来看，恭北陵与下文将要

讨论的敬北陵至少在祭祀礼仪制度方面应该

是接近的。

灵帝时，由于王美人生育有皇子刘协，

被“性强忌”的何皇后“酖（鸩）杀”。

据《后汉书·孝献帝纪》：兴平元年（194

年）在献帝加元服之后，“二月壬午，追尊

谥皇妣王氏为灵怀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

陵”［22］。在《后汉书·皇后纪下·灵思何

皇后》中也提到这次改葬，称“仪比敬、恭

二陵”。唐人李贤等作注时以为“敬、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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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是指章帝敬陵和安帝恭陵而言，事实上

应理解为“敬北陵”和“恭北陵”才更为合

理。当时献帝尚在长安，故“使光禄大夫持

节行司空事奉玺绶，斌（王美人之兄）与河

南尹骆业复土”［23］。据《太平御览》卷137

引《续汉书》，是“起坟文陵园北”［24］。

综合而言，上述三座被追尊并改葬的皇

妣陵墓，大概都是以追尊“皇后”的礼制规

格葬于相应帝陵的附近，或在帝陵西侧，或

在帝陵北侧。这对于确定相应帝陵的具体位

置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种，是“敬

北陵”，为安帝祖母―章帝大宋贵人的陵

墓，与“外立”（同时也是“庶出”）皇帝

安帝对皇祖妣的追尊有关。

据史载章帝在位期间，除了前述梁竦的

两个女儿被封为贵人外，宋杨的两个女儿也在

宫中为贵人，其中大宋贵人所生皇子刘庆年长

于小梁贵人所生皇子刘肇，被立为皇太子。后

来，同样是因遭到窦皇后的诬陷［25］，宋氏姐

妹“同时饮药自杀”，被章帝敕令葬在洛阳

城北的“樊濯聚”。大宋贵人之子―皇太子

刘庆也受牵连，被废为清河王。窦皇后将自

己的养子（前述小梁贵人所生的皇子刘肇）

扶上帝位，是为和帝。但和帝即位后，对兄

长清河王刘庆优待有加，“常共议私事”，

甚至一起谋划如何除掉外戚窦氏。在前述和

帝追尊生母梁贵人并改葬于西陵之后，作

为和帝之兄长的清河王刘庆也想为自己的生

母―章帝宋贵人建“祠堂”祭祀，然因自

己曾是废太子身份，担心被误解而没敢提出

要求［26］。和帝去世，刘庆因悲伤过度而发

病。待殇帝即位，和帝邓皇后临朝，诸王被

要求就国。刘庆到封国清河后不久也就离开

了人世。临朝的邓太后（和熹邓皇后）一方

面派人将原来葬于京师的刘庆妾左姬（安帝

生母）之丧送回清河，“与王合葬广丘”。

同时又把刘庆之子刘祜［27］留在京师，以备非

常。果然，殇帝不久夭折。和熹邓皇后便将

刘祜立为后嗣皇帝，即安帝。

作为东汉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安

帝对祖母的追尊是在邓太后（和熹邓皇后）

崩后与对父母的追尊同时进行的。据《后汉

书·孝安帝纪》载，永宁二年三月（按：

该年7月改元建光，121年）“癸巳，皇太后

邓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戊申，追

尊皇考清河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

后，祖妣宋贵人曰敬隐皇后”［28］。《续汉

书·祭祀志》载：“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

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29］此时，

距离安帝即位已有15年之久了。或许因为两

位宋贵人原本都是由章帝“敕掖庭令葬于樊

濯聚”的，故有关安帝追尊祖母的记载并未

明确提及改殡或改葬之事。然《后汉书·章

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传》提及当时也曾

“追赠敬隐后女弟小贵人印绶”［30］。这就意

味着还有可能重新安葬小宋贵人。由此，也

就不能完全排除将大宋贵人改葬到章帝敬陵

附近的可能性。当时章帝敬陵西侧已有梁贵

人“西陵”存在，既然宋贵人陵称作“敬北

陵”，似乎与改葬到敬陵北侧有关。当然，

具体情形如何，恐怕也只有等待考古发现进

行证实了。《续汉书·祭祀志》称“亦就陵

寝祭，太常领如西陵”［31］。说明敬北陵在

祭祀的礼制规格上和西陵是接近的，设有陵

寝，并且均由太常负责相关事宜。

第四种包括“甘陵”“乐成陵”“博

陵”、“敦陵”和“慎陵”，这五座陵均与

“外立”皇帝对父祖墓的追尊有关。东汉时

期“外立”的共有四位皇帝，均为章帝刘炟

之后。依次是：1.章帝之孙―安帝刘祜，父

为清河孝王刘庆，生母为左姬，祖母即章帝

大宋贵人；2.章帝之玄孙―质帝刘缵，父为

渤海孝王刘鸿，生母为陈夫人；3.章帝之曾

孙―桓帝刘志，父为河间孝王刘开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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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吾侯刘翼，生母为蠡吾侯翼媵妾匽氏；

4.章帝之玄孙―灵帝刘宏，父为河间孝王开

之孙―解渎（犊）亭侯刘苌，生母为解渎

（犊）亭侯苌夫人董氏。上述四帝中，质帝

因年幼，且父母均健在，祖父和曾祖父作为

诸侯王又都葬在洛阳，故未提及追尊之事。

其余三帝均对已故的父祖进行了追尊。

如前所述，东汉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安

帝即位时，生母左姬已经去世并且已与清河

孝王刘庆合葬在清河国的广丘。或许因为安

帝为临朝邓太后（和熹邓皇后）所立，故直

到邓太后驾崩，有司才上言追尊之事。《后

汉书·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传》记载了

当时的追尊活动：首先是“告祠高庙”，然

后派司徒和大鸿胪“奉策书玺绶之清河，追

上尊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

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

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

卫，比章陵”［32］。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司所

上追尊的理由中，特别提及西汉时期“宣帝

号父为皇考”的故事，表明有将安帝比宣帝

的意思。但在甘陵的礼仪制度方面，却又更

进一步，“比章陵”，则显然还有其他的政

治意图。甘陵的追尊未提及改葬，推测可能

仍在原来下葬的广丘。唐代李贤等注《后汉

书·安帝纪》时说：“甘陵，孝德皇后之陵

也，因以为县，今贝州清河县东也。”［33］实

际上，至桓帝时，梁冀恶清河名，又将清河

改为甘陵，则甘陵又成了王国名。问题是，

原本合葬了左姬的清河孝王墓，在被追尊为

陵之后，既然是“比章陵”，那么在礼制建

筑、坟墓的形制规模等方面是否有变化以及

变化究竟有哪些？还有，在安帝登基之后就

被邓太后遣送回清河的刘庆的夫人―安帝嫡

母耿姬仍健在，故在追尊皇考和皇妣同一年

的四月丁巳，安帝又“尊孝德皇元妃耿氏为

甘陵大贵人”［34］，或称“耿贵人”。那么，

后来耿贵人的丧葬又是如何安排的呢？这些

都是需要将来的考古工作去揭示的。

至于桓帝和灵帝，虽与安帝同属外立，

但即位时生母均健在，且父祖与临朝太后之

间并无直接的个人恩怨，因此，对于桓帝和

灵帝父祖的追尊都是在即位之初就由临朝的

太后下诏进行的。也正是因为太后（先帝

皇后）临朝，对于尚健在的皇帝生母（皇

妣），往往只是先封为“贵人”，等到临朝

太后失势或驾崩后，才进一步将皇妣尊为

“皇后”或“皇太后”之类。

据《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河间孝王开

传》记载：“梁太后诏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

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

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

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

绶，祠以太牢。”［35］《后汉书·孝桓帝纪》

记载了具体的追尊时间，即本初元年（146

年）九月戊戌。此时，桓帝才继位数月，质

帝已被安葬在静陵。如前所述，或许因为梁

太后（顺帝梁皇后）临朝的原因，对于桓帝

尚健在的生母―蠡吾侯翼的媵妾匽明，只是

在同年冬十月甲午尊为“孝崇博园贵人”，

并留在封邑内。直到和平元年（150年）梁

太后崩后，“乃就博陵尊后为孝崇皇后”，

并且在当地修建永乐宫，按照太后长乐宫的

规制配置有太仆、少府等官署［36］。元嘉二

年（152年），皇妣驾崩后“合葬博陵”。也

就是说，蠡吾侯刘翼的坟墓在被追尊为“博

陵”之后还进行过合葬，成为桓帝父母的合

葬墓。至于“乐成陵”，则原本是桓帝祖父

河间孝王刘开和祖母赵氏的合葬墓。刘开的

另一个儿子淑被封为解渎亭侯。桓帝死时没

有后嗣，桓帝窦皇后迎立解渎亭侯淑的孙

子―年仅12岁的刘宏即位，是为灵帝。灵帝

即位后，和桓帝一样，也对自己的父祖进行

了追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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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河间孝王

开传》载：“建宁元年（168年），窦太后

诏追尊皇祖淑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

后，陵曰敦陵，庙曰靖庙。皇考长为孝仁

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陵曰慎陵，庙曰

奂庙。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之河间奉策

书、玺绶，祠以太牢。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

节之河间奉祠。”［37］“敦陵”原本是灵帝

祖父解渎（犊）亭侯淑及祖母夏氏的墓葬，

而“慎陵”原为灵帝父亲解渎（犊）亭侯苌

的墓葬。当时，灵帝生母——解渎亭侯苌的

夫人董氏尚健在，同样因为窦太后临朝的

原因只是被尊为“慎园贵人”。待宦官诛

灭外戚窦武势力之后，窦太后失势、被迁

往南宫云台，灵帝才将生母董氏迎至京师，

“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

永乐”［38］，灵帝王美人之子刘协也由孝仁

皇后亲自抚养。孝仁皇后还在窦太后崩之后

参与朝政。灵帝崩后，作为“蕃后”的孝仁

董皇后与临朝的何太后（灵帝何皇后）之间

冲突加剧，被何进等大臣参奏，要求“迁宫

本国”，“后忧怖，以疾病暴崩……丧还河

间，合葬慎陵”［39］。如此，则河间慎陵就成

为灵帝父母的合葬墓了。与桓帝父刘翼的墓

葬一样，在追尊为陵之后还都进行过合葬。

综合来看，东汉时期的追尊陵，第一、

四两种情形，追尊的中心在于皇帝的父祖，

即不曾即皇帝位的皇考、皇祖考等，被追尊

之陵均分散在郡国，均设庙，由所在郡国负

责祭祀。其中章陵（昌陵）在南阳郡，甘陵

在清河国，其余桓灵二帝追尊的四陵均应在

原河间国范围内。问题是：在追尊为陵之前

这些墓葬均已存在，那么，在被追尊、设庙

祭祀之后（尤其是博陵和慎陵后来还都进行

了合葬），包括墓葬形制、坟丘的规模以及

附属的礼制建筑等在内的一系列丧葬设施是

否也要发生变化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

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当时是怎样实施的？

陵与庙的位置关系如何？至于第二、三两种

情形，追尊的中心在于庶出皇帝的生母或外

立皇帝的祖母。她们原本都是先帝后宫之贵

人、美人之类，多是因当朝皇后的迫害而早

表一               东汉时期的“追尊陵”
陵称 追尊时间 陵墓主人及尊号 备注

昌陵 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
光武帝之父亲南顿令刘钦（皇考南顿君）、
祖父钜鹿都尉刘回（皇祖考）

置陵令守视。后来昌陵改为章陵 ，设
庙祭祀。

西陵 和帝永元九年九月（97年） 和帝生母—章帝小梁贵人（恭怀皇后）
仪比敬园，别就陵寝祭之。西陵还葬
有恭怀皇后姊—章帝大梁贵人。

敬北陵 安帝永宁二年三月（121年） 安帝祖母—章帝大宋贵人（敬隐皇后）
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陵。与敬隐
皇后妹—章帝小宋贵人合葬？

甘陵 同上
安帝父母—清河孝王刘庆和左姬（孝德皇
和孝德后）

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卫，
比章陵。

恭北陵 顺帝永建二年六月（127年） 顺帝生母—安帝宫人李氏（恭愍皇后） 就陵寝祭，如敬北陵。

乐成陵 质帝本初元年九月（146年）
桓帝祖父母—河间孝王刘开和夫人赵氏
（孝穆皇和孝穆后）

庙曰清庙，皆置令丞。

博陵 同上 桓帝父亲—蠡吾侯刘翼（孝崇皇）
庙曰烈庙，皆置令丞。元嘉二年（152
年）桓帝生母（孝崇匽皇后）崩，合
葬博陵，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

敦陵 灵帝建宁元年闰二月（168年）
灵帝祖父母—解渎（犊）亭侯刘淑和夫人
夏氏（孝元皇和孝元后）

庙曰靖庙，皆置令丞。

慎陵 同上
灵帝父亲—解渎（犊）亭侯刘苌（长）
（孝仁皇）

庙曰奂庙。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河
间奉祠。中平六年（189年）灵帝生母
（孝仁董皇后）崩，归葬河间慎陵。

文昭陵 献帝兴平元年二月（194年） 献帝生母—灵帝王美人（灵怀皇后） 仪比敬、恭二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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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未能享有相应的丧葬待遇。因此，在被

追尊的同时也大多牵涉到重新改葬的问题，

且大多被改葬到相应帝陵的附近，形成所谓

追尊后陵，并且在祭祀上多采用“就陵寝

祭”的方式，与合葬了皇后的帝陵有别。然

具体的区别有哪些呢？

撰此短文是希望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初步

梳理，能引起相应地区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在进行具体的调查发掘工作时能将有关问题

考虑在内。尤其是追尊后陵的存在，为了解

东汉帝陵兆域的陵墓格局、探讨部分东汉帝

陵的陵位问题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值得今

后多加注意。

［1］ 据传世文献，东汉一朝196年，一共经历了14位

皇帝。除两位少帝外，有11位皇帝在都城洛阳附

近修建了陵墓，依次是：光武帝“原陵”、明帝

“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顺

陵）”、殇帝“康陵”、安帝“恭陵”、顺帝

“宪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桓帝

“宣陵”、灵帝“文陵”，而末帝汉献帝禅位后

被封为山阳公，葬于河内（今焦作），墓称“禅

陵”。此外，桓帝在位期间还曾修建过一座“懿

陵”。参见拙稿：从陵到冢—关于东汉“懿

陵”的思考. 中国文物报，2008-02-01（7）. 

［2］ 此处“慎陵”前之所以加上“河间”二字，是为

了与洛阳附近的和帝“慎陵”区别开。文献所见

东汉和帝山陵除了被称为“慎陵”以外，还被称

为“顺陵”。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殇帝纪》

“葬孝和皇帝于慎陵”时曾指出“俗本作‘顺’

者，误”（中华书局：196）。但对于《后汉

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合葬顺陵”（中华书

局标点本430）以及《后汉书·魏霸传》“和帝

崩，典作顺陵”（中华书局：886）的记载均未作

说明或更正。今人对于和帝山陵的名称仍存在争

议。若从同朝陵名不应重复的角度考虑，如果追

尊的灵帝父亲之陵为“慎陵”不误，则和帝陵名

似应以“顺陵”为是。

［3］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 北京：中

华书局，1965：70. 按：本文所引中华书局标点本

《后汉书》均据1965年5月第1版，其中“志”的

部分均称《续汉书·××志》。下文不另注明。

［4］ 同［3］：562. 

［5］ 同［3］：47. 

［6］ “昌陵”之名，已见于西汉朝，为成帝时期未完

工的陵墓。光武帝与成帝同辈，或许是因为这个

原因，光武帝才对父祖的追尊陵名进行了更改。

从有关记载来看，将“昌陵”改为“章陵”，

并将陵墓所在地“舂陵乡”改为“章陵县”之

后，陵名就与县名一致了。西汉所设陵邑也大多

与陵名相同，因此，东汉章陵县的设置，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仿效了西汉的做法。据《续汉书·祭

祀志》，光武帝的皇考至高祖均各自设有“园

庙”，如“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

庙”，然而《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城阳恭

王祉传》却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这样

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父祖各自有庙，但追尊的

陵名却只有一个。此种陵、庙关系的确颇为耐人

寻味。唐人李贤等注安帝追尊皇考“甘陵”“比

章陵”时，径称章陵为“皇考南顿君陵”（同

［3］：1805）。另外，《续汉书·祭祀志》所

载张纯与朱浮的奏议中也特别提及“孝宣皇帝

以孙后祖，为父立庙於奉明”之事（同［3］：

3193），这对于理解“昌陵”（“章陵”）的设

置或许是有帮助的。那么，光武帝所追尊的“昌

陵”（“章陵”）与父祖墓的对应关系究竟如

何？当时的陵与庙的位置关系又是怎样的？恐怕

也只有通过相关的考古工作来解答了。

［7］ 续汉书·祭祀志. 北京：中华书局，1965：3193. 

［8］ 同［7］：3194. 

［9］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5. 

［10］ 同［3］：449. 

［11］ 同［3］：416. 

［12］ 同［3］：1172. 

［13］ 同［3］：417. 

［14］ 胡三省注.  资治通鉴·卷四八·汉纪·孝和皇帝

下. 北京：中华书局，1956：1547. 

［15］ 同［3］：1174. 

［16］ 同［3］：184. 

［17］ 同［3］：184. 

［18］ 同［3］：437～438. 

［19］ 同［3］：254. 

［20］ 安帝阎皇后崩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正月辛未

日，葬于二月甲申日。（同［3］：252. ）

［21］ 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皇后纪·安思阎皇后》曰

（下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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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努力开拓思路，通过自己的研究，回

答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特点、道路

和模式。回答中原地区的考古进程为什么和

周边地区不完全一样，对大家有什么启示。

发掘当然很重要，但消化材料，在消化材料

基础上，总结提升更为重要。在这个过程

中，贯彻“双百”方针，启发大家都来讨

论，敢于提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是关键。

夏商是中国的文明进程中重要的阶段，

都和中原密切相关。作为《华夏考古》要始

终引导大家关注自己，多发新材料，多发讨

论的文章，特别是年青学者的文章。夏商考

古的中心一定是你们，你们要当仁不让。

什么是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偃师商城

和郑州商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郑州商城和

小双桥是怎样的关系？最近这些年发掘的望

京楼、大师姑、东赵西史村等地的二里头文

化，二至四期的小城址究竟是什么性质？都

该是你们刊物引导讨论的课题。

两周时期，中国历史迈入了礼制国家阶

段，不仅在中原，在中原的周边都发现了许

多封国，把它们一个个弄清楚，就等于弄清

楚了西周的历史。东周是重大变革的时期，

东周考古同样是中原地区的重点，同样不能

忽视。进入战国及以后的历史时期，每个

朝代，每个阶段都有自己考古学上的学术问

题。除了发掘、保护，更不要忘记研究。在这

方面，《华夏考古》以往做的是非常好的，这

里不可“厚古薄今”，应该一视同仁。

团结作者、读者是刊物一项经常性的工

作，希望把它放在重要工作上考虑。能通过

刊发论文，组织讨论，天长日久，一定会有

不少考古新秀这块园地上诞生！期望《华夏

考古》在考古学科方向上，在组织学术课题

讨论上，在培养年青考古学者上，进一步做

出自己的成绩！谢谢大家！

（上接111页）

“在恭陵之北，因以为名”。（同［3］：438. ）

［22］ 同［3］：375. 

［23］ 同［3］：452. 

［24］ 至于《后汉书·皇后纪下·灵思何皇后》所载

灵帝何皇后被董卓弑崩后“合葬文昭陵”（同

［3］：450）之“昭”字，显系衍文，因为何后

是与灵帝合葬在“文陵”中的。现在，王美人又

被改葬到文陵的北侧。

［25］ 以造纸著名的宦官蔡伦就受章帝窦皇后的旨意参

与了诬陷宋贵人的事件，待安帝追尊祖母宋贵人

之后，蔡伦自杀。（同［3］：2513～2514. ）

［26］ 《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刘庆传》：

“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怀皇后之嫌，遂不敢

言”。（同［3］：1801. ）

［27］ 今 中 华 书 局 标 点 本 1 8 0 3 页 刘 庆 长 子 之 名 写 作

“祐”。《后汉书·周章传》亦同。（同［3］：

1158. ）

［28］ 同［3］：232. 

［29］ 同［7］：3197. 

［30］ 同［3］：1804～1805. 

［31］ 同［7］：3197. 

［32］ 同［3］：1804. 

［33］ 同［3］：233. 

［34］ 同［3］：233. 

［35］ 同［3］：1809. 

［36］ 同［3］：442. 

［37］ 同［3］：1809，1810. 

［38］ 同［3］：446. 

［39］ 同［3］：447. 

（责任编辑：辛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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