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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东岳庙是泰山信仰的一大标志 ,历史上曾“东岳之庙 ,遍于天下”,其影响遍及中国本土的各个

区域。若以各地东岳庙的创建、发展、影响进行分析 ,其庙祀传播从时间上可分为三大时段 ———隋唐时期、宋元

时期、明清时期 ,从空间上可分为三重地域 ———中原地域、江南地域、边疆地域。本文以此两条线索 ,对东岳庙

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与分布试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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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绵延千年历史长河中 ,对泰山的崇祀曾遍及中国本

土的各个区域 ,并对各地的信仰、风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泰山信仰首先兴起于远古山东的东夷部族中 ,随着夷夏民

族的融合 ,进而扩展到中原地区。此后由于被历代中央王

朝纳入山岳祀典 ,渐成为全国性的信仰。隋唐以后 ,泰山

信仰有了具体的标志物 ,那就是各地东岳庙 (又名东岳行

宫、东岳行祠、泰山庙、天齐庙等) 的兴建。凡是泰山信仰

影响所及的地区 ,几乎无不建有东岳庙 (后来又增加了奉

祀碧霞元君的泰山行宫) 。各地东岳庙的时代与分布情

况 ,也正是泰山文化在全国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一、东岳庙祀传播的三大时段与三重区域

若以各地东岳庙的创建、发展、影响进行分析 ,泰山信

仰的传播 ,从时间上可分为三大时段 ,从空间上可分为三

重地域。

先说三大时段 :第一时段为隋唐时期。泰山东岳庙

(岱庙)创始于汉 ,为泰山信仰的祖庭。随着其崇拜的不断

扩大 ,信众开始仿效帝王“行在”制度 ,为泰山神建立行宫

或行祠。其启始年代、初创地点已不可确考 ,或有方志称

其处岳庙创构于汉、于三国、于晋、于南北朝 ,但均无确凿

史据。有信史可凭的行祠肇建 ,均是始于隋唐时期。特别

是唐玄宗封禅告成后 ,首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尤对东岳

庙的兴建起到重大推动作用。故许多碑记都称全国郡县

普建岳庙肇始于盛唐封禅 ,如元人孟淳《长兴州修建东岳

行宫记》云 :“自唐封禅始 ,郡县咸有之。”(《两浙金石志》卷

十五)应该说具有一定史实依据。

第二时段为宋元时期。泰山崇祀延至赵宋 ,臻于极

盛。宋真宗封禅泰山、加神帝号后 ,泰山神信仰影响日渐

扩大 ,河东等处居民以奉祀泰山途程甚遥 ,奏请于本处兴

建东岳行祠 ,大中祥符三年 (1010) ,宋真宗降敕称 :“越以

东岳地遥 ,晋人然 (虽)备蒸尝 ,难得躬祈介福 ,今敕下从民

所欲 ,任建祠祀。”(宋·王鼎《大宋国忻州定襄县蒙山乡东

霍社新建东岳庙碑铭》,《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二) 此敕颁

行 ,促使东岳庙在北宋国境普遍兴建。宋人陆周在为海盐

东岳庙所作记碑中称 :“章圣皇帝东封 ,申严帝号 ,以彰洪

德 ,允答元功 ,顺天休命 ,典册具存 ,是于今日尤为尊崇 ,非

诸祠庙所得拟议也。”(《至元嘉禾志》卷二四) 赵氏帝君对

泰山崇祀始终不替 ,促使东岳庙祀在南北进一步普及 ,真

正发展成全国性祠庙 ,因此两宋可谓是东岳庙发展史上的

一大高峰期。金代崛起北方后 ,全袭北宋祀岳旧制 ,山西

芮城金泰和三年 (1203)《岳庙新修露台记》中称 :“夫岱岳

者 ,首载于国家祀典。今则天下之广 ,一郡一邑 ,莫不卜地

建立行祠。”(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页 53 ,中华

书局 2002 年版)继起的蒙元一朝 ,也接承了宋代这一庙祀

传统。元周德洽《重修东岳岱山庙碑》云 :“太山则为帝正

居 ,七十二君封禅之地。皇元改巡狩之礼 ,惟遣使代祀其

下 ,此东岳之大概。其散布于天下者 ,皆帝行宫。”(《道家

金石略》页 807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而且由于元代疆域

的开阔 ,也使东岳庙的分布更加广泛 ,诚如元人孟淳所言 :

“厥今遐陬裔壤 ,孰非神游之所。”(《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

记》)元至正间《重建 (山西蒲县) 东岳庙碑铭》亦言 :“今岱

宗之庙遍天下 ,无国无之 ,无县无之 ,虽百家之聚 ,十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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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亦妥灵者。”形象展示了元时庙祀状况。

第三时段为明清时期。明初改制祀典 ,东岳行祠被正

式纳入“会典”(《明会典》卷八五《礼部四四·祭祀》) ,并与

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城隍庙、文庙、关王庙、火神庙、

马王庙等合成一整套官方祠祀系统 ,在各府州县普遍推

行。这一体制于清朝入主中原后仍在延续。于是形成了

凡设州立县 ,几乎均建置有东岳庙的格局。在庙宇总数上

超宋逾元 ,成为东岳庙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而在这一

时期 ,泰山崇祀又增添新的内容 , ———由于碧霞元君信仰

的兴起 ,泰山行宫 (也称元君庙、娘娘庙) 也开始遍于北方 ,

其香火之盛 ,日渐压过传统的东岳庙 ,成为民间崇祀的主

流。

再说三重地域 :列在第一重传播地域之内的 ,是中国

北方地区。由于地理的因素 ,东岳庙首先起于今之山东 ,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之鱼台 (今属山东) 泰山府君祠 ,

为最早见于官修地志的东岳庙。此后庙祀渐及北方各州

县。唐代的河南、河东、河北等道 ———也就是今山东、河

南、山西、河北等地 ,都是较早建置东岳庙的地区。这一地

域 ,也是泰山信仰的传统区域。早在汉代 ,“泰山主死”信

仰便盛行于此 ,现代考古发掘中曾在河南出土大量“生属

长安 ,死属太山”的墓砖 ,表明泰山信仰早已深入人心。因

此在东岳行祠制度方现萌芽时 ,这一地区率先接纳 ,成为

“东岳庙遍天下”之先声。

列在第二重传播地域之内的 ,为中国南方地区。几乎

与北中国兴建东岳庙同时 ,南中国一些都会也开始建起此

类行祠 ,如蜀地灌口的泰山府君祠 ,至迟晚唐已经出现。

此外江南、闽中的部分东岳庙 ,也于唐五代时肇建。但东

岳庙在南方的普遍兴盛 ,则托始于两宋时期。特别是宋室

南渡 ,将东岳崇祀大力在江南地区推广 ,更使南方一跃成

为泰山信仰的重镇。

列在第三重传播地域之内的 ,为中国边疆地区。宋元

以后 ,随着历代王朝对边疆的开发 ,东岳庙祀也开始向边

境各地传播。元代 ,东岳庙首先构建于漠南蒙古。明立国

后 ,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等地先后纳入其版图 ,包含有东

岳庙的官方祭祀体系在上述地区推行。明清之际 ,南明郑

成功部收复台湾 ,建东岳庙于台南 ,又将庙祀远播至宝岛。

清廷入关后 ,满汉文化日益融合 ,东岳庙遂大兴于东北。

此后清朝先后平定新疆、西藏 ,政令行于边陲 ,促使东岳庙

祀又推广到这些地域。

从上述三个时段、三重地域可以看出 ,以东岳庙为标

志的泰山信仰的传播过程 ,也正是华夏文明由中原广被周

边的一个“局部缩影”。以下便试以天下东岳庙为主线 ,展

示一下泰山对中华信仰文化的影响。

二、东岳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与分布

山东是泰山信仰的策源地 ,东岳庙的出现远较他地为

早。早在西汉时期 ,博县 (治今泰安市区南旧县村) 便已有

“泰山庙”———据考即今泰山岱庙的前身 ;南北朝时发展成

上中下三庙。唐代以后 ,泰山下庙 ———即今岱庙历经修

葺 ,兴盛不衰 ,发展成殿阁崇丽“拟于王者居”的庙祀祖庭。

随着泰山信仰的传衍 ,泰山神的行祠开始逐渐在泰山周边

地区出现。根据方志所载 :青州益都县石羊镇古天齐观建

于“大齐丙戌二年”(即北齐天统二年 ,566) ,有学者认为此

为山东最早的东岳庙。不过泰山神被封号“天齐”,始于李

唐 ,北齐时的天齐观是否为泰山神祠 ,颇可置疑。有确凿

史料的东岳行祠 ,始建于唐代。据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十

《河南道》云 :“泰山府君祠 :在 (鱼台) 县西十二里。”在州县

地方志上 ,也记载了不少隋唐时建的东岳庙 ,如 :邹县天齐

庙、临朐太山祠均始于隋 ,诸城县天齐庙、陵县东岳庙、沂

州府东岳庙均创建于贞观年间 (沂州之庙相传由唐将尉迟

恭修筑) ,峄县西暨村东岳庙则创自开元年间 ,滕州东岳

庙 ,创建于唐末五代时期 (元·虞集《滕州新修东岳庙记》,

《道园学古录》卷四六) 。这些记载 ,可同唐人的载录相印

证。说明在隋唐时 ,东岳行祠便已遍布山东。

宋代是东岳庙祀大发展时期 ,就山东本土来说更是如

此。如齐州 (今济南市) 东岳庙即创构于宋 ,清施闰章《重

修东岳庙记》云 :“济南府治去泰山百里而遥 ,所在多祀岳

神。城南岳庙为甲 ,日方自宋元。”(乾隆《历城县志》卷十八

《古迹考》)见于方志记载的还有 :昌邑县兴福庄东岳庙 ,建

于淳化年间 ;高唐州天齐庙 ,建于熙宁年间 ;滕州东岳庙 ,

建于大观年间 ;泗水县东岳庙 ,建于宣和年间 ;滋阳县东

岳、东华帝君、炳灵公三圣古庙 ,创于宋代。其中滕州之

庙 ,为北宋末观文殿大学士张孝纯率其家族合力兴葺 ,“其

前殿合乐露台之址 ,方广百尺 ,坚致高爽 ,可以推见当时之

盛焉”(前引虞集碑记) 。这一盛况延续至金元两朝 ,元人

周维桢《重修东岳行宫记略》称 :“历城城南岳庙 ,劫火之

馀 ,基址是存 ,重修于前至元十七年 (1280) ,近自至元庚辰

(1340) ,有山东都转运使周太中 ,以课办公务之馀 ,为民祈

祷 ,遂割优俸缮完 ,焕然一新。”(乾隆《历城县志》卷十八

《古迹考》)其他如 :胶州东岳庙 ,建于金天德二年 (1150) ;

邹平县东岳庙 ,建于金明昌六年 (1195) ;益都县天齐庙 ,重

建于元太宗二年 (1230) ;黄县东岳行宫、东平县东岳庙、滋

阳县东岳庙、武城县霍家寨天齐庙皆创建 (或重建) 于元至

元年间 ;潍县东岳庙、掖县东岳庙 ,建于元延礻右间 ;兰山东

岳庙 ,重建于至正九年 (1349) 。元人虞集在《滕州新修东

岳庙记》中曾称 :“今天下郡县有庙以祠东岳之神者十六

七。”而山东一省延至明清时期 ,百馀州府县治下 ,无一不

置有东岳庙 ,甚至一县之中 ,多达数座。泰山神府中的其

他神礻氏 ,其庙祀也叠见层出。如光绪《肥城县志》卷二《古

迹志》载 :“东岳庙、天齐庙、炳灵王庙 :或称庙 ,或称祠 ,或

称行宫 ,皆祀东岳仁圣帝者也。境内大小各村所在多有 ,

特著其庙宏敞有古迹可考者。”下录县境之庙多达十二处。

81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0 卷



91第 2 期 　　　　　　　　　　　　　　周 　郢 :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 　　　　　　　　　　　　　　



02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0 卷



12第 2 期 　　　　　　　　　　　　　　周 　郢 :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 　　　　　　　　　　　　　　



22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0 卷



32第 2 期 　　　　　　　　　　　　　　周 　郢 :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 　　　　　　　　　　　　　　



42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0 卷



52第 2 期 　　　　　　　　　　　　　　周 　郢 :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 　　　　　　　　　　　　　　



62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0 卷



72第 2 期 　　　　　　　　　　　　　　周 　郢 :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 　　　　　　　　　　　　　　



82　　　　　　　　　　　　　　　　　　泰 山 学 院 学 报 　　　　　　　　　　　　　　　第 30 卷



满、汉等族军民的需要”(齐清顺《清代对新疆的治理与开

发》,载《文史知识》2004 年第 5 期) 。清光绪朝在新疆建省

及设立州县后 ,这种庙祀建置在各地治所更为普遍和规

整。

在今新疆天山博格达峰下的天池西南侧 ,便有一座著

名的东岳庙遗址。清统一新疆后 ,经大臣努三奏请 ,清廷

诏准将天山博格达峰作为“永镇西陲”的象征。此后光绪

十六年 (1890) ,在博峰之下、灯杆山山腰建起东岳庙 ,因庙

中同祀博格达山神 ,故又称为博格达山神庙。光绪十八年

(1892) ,清廷为岳庙赐额曰“复帱遐陬”。清末庙毁。民国

十一年 (1922) ,前新疆伊犁边镇使杨飞霞于原址重建。据

徐旭生《西游日记》中记述“(东岳庙) 正殿供神像五 ,据说

为五岳之神。”后庙毁于近世动荡 ,但遗址保存完整 ,从大

量精致美观的石刻、巨砖、筒瓦上 ,犹可想见当日东岳神庙

的宏阔与壮观。

通过以上分地考察 ,其情形确如明孝宗所言 :“东岳之

庙 ,遍于天下 !”“九州祀东岳”的文化现象 ,再次显示了泰

山在中华大地无可替代的影响力 ,也为研究者留下一个饶

有兴味的课题。

[附记 ]本文在介绍各地岳庙遗存时 ,参考了部分网络

资料 ,谨作说明 ,并致谢意 !

(责任编辑 　梅焕钧)

The Expan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ongyue Temples in China
ZHOU Ying

( Institute of Mt. Taishan Research ,Taishan Colledge ,Tai′an ,Shandong ,271021)

Abstract :Dongyue Temple is a symbol of the Tai Shan worship and there is an old saying“Dongyue Temples

are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If analysis is made from the angles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Dongyue Temple from time ,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ong and Yuan dy2
nasties an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and from space ,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 the central region ,Emi2
nami region and borderland region. Following the two lines , we can mak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pagation of local Dongyue Temple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Dongyue Temple ; Tai Shan ; God of Tai Shan ; Tai Shan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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