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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关公信仰的法文化解读
———以关公显圣司法故事为中心
王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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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要： 关公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传颂的英雄人物到全知全能的神明，关公信仰在内涵上
不断演变。关公显圣司法故事集中出现于明代，从而将司法职能赋予这样一个已经具有多重职能的神
摘

明，由明入清，司法职能又迅速从关公信仰中消退。从法文化角度解读这一变化，有助于从一个崭新的
视角了解明清之际的关公信仰，同时也能借由文化层面的更迭更好地透视法律及其运行状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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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由人及圣，由圣及帝的神化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为人津津乐道 ； 这样一个最初的英雄人物逐渐
演化为儒释道三家共同敬奉之神的现象在宗教史上也比较罕见 ； 而在民间信仰中，关公关二爷从战神逐
渐变为门神、武圣人、武财神等身兼数职的“全能神”，其所辖领域从效忠国家的民族大义到普通百姓的
家宅安定、科举题名、财利丰足等，几乎无所不管，无所不包。
古往今来名将贤人辈出，而获此殊荣的似乎只有关羽一人 。关羽并非完人，就其性格之缺陷的议论
前前后后络绎不绝，但他却被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从汉人到满蒙藏人皆抬举至其他英雄豪杰无法企及
的神坛，个中缘由思量起来颇具趣味。从关公显圣司法故事出发，以法律文化角度观之，对于关公崇拜
的解读便可另辟蹊径，由此引发的对于法律、民间信仰和统治策略的思考则呈现出一片前人未曾涉足的
崭新图景。
一、正史和笔记小说的关公及关公显圣司法故事
关公崇拜源远流长。关公信仰的传播不是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单向过程 ，而是官方与民间互动
的过程。官方从关羽其人的忠义品格出发 ，使其为正统文化中 “忠君爱国”的思想护驾； 但关公作为神
灵在民间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其职能范围也日益泛化，很快就超越了官方所强调的“忠义”内涵。
( 一) 官方记载中关公宗教地位的形成与逐步抬升
宋代是关公崇拜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时期 。 唐代关羽只是武成王庙中六十四个从祀名将之
［1］

一，地位并不突出
*

。从宋代开始，关羽则享受到了皇帝赐庙额封王的礼遇。《宋会要辑稿 》载北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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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元丰三年（ 1080 年） “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目今诸神祠无爵号者 ，赐庙额，已赐庙额的，加封爵。 初封
［2］
侯，再封公，次封王” 。元代统治者接受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为了弥合民族差异对汉族信仰
［3］
的神灵大多予以接受并赐封，“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遣使祠其庙 ” ，各地均兴建关

王庙。明万历十八年 （ 1590 年 ） 关羽被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 ”，万历四十二年 （ 1614 年 ） 又被封为
［4］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
，关羽形象至此完成了由王及帝的演变。 清代统治者继续

封赐关公，甚至将其谥号由“壮缪”改为“神勇”以示尊崇，并有数位皇帝为关庙撰写碑刻碑文 。
( 二) 民间关公形象及其执掌
人格神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最为重要的一类神灵 ，英雄人物或贤达之士形象随记忆的日渐遥远
而变得不那么真实，其丰功伟绩或精神品格则作为记忆的实质得以流传 ，这便是神化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局动荡，胡族气势日盛，汉族文化喑哑，在萎靡不振的精神风气下，民众渴
望尚武之风可以为时事带来一丝激励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代武将的故事便日益广泛地流传开来 ，甚至
由于鼓舞士气之目的的趋势，更加具有演绎的色彩。关羽作为三国名将自然在传颂之列 ，但在当时的关
公故事也仅仅是依托于历史的事实记述 ，并没有超脱现实的虚幻想象。时至隋唐五代，强势的正统汉文
化形成，大一统社会暂时远离征战与忠叛与否的道德抉择 ，于是关羽在太平盛世逐渐退去了忠主征战的
现实形象，反而披上了神明的外衣，其职能除了作为忠义的表率和战神之外也就不能仅仅限于此 ，儒释
道三家始将关羽奉为神明。自关羽形象被神化以后，武圣、武财神、门神……等诸多名号加在他的头上，
甚至连漕运、祈雨这等跟关羽生平无关的事情也被神话的关公管辖了 。 此即后世所经历的关羽神职的
泛化。而随着宋元时期中国市民社会萌芽 ，民间文学日益兴盛，各种笔记小说中的关公故事也层出不
穷，关羽形象逐渐丰满。
( 三) 笔记小说中关公司法职能的记载
由于历代官方注重的是关公忠义职能 ，将其奉为神灵后尤为关切的是通过他来宣扬一种为国尽忠
的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带有宣示意义的符号而存在的官方话语中的关公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可以类比于
世俗社会的司职任务。与之相对应，民间信仰的形成多半由于百姓的现实需求 ，因此民间的神明关公其
职能虽然宽泛，但此处宽泛仅指其掌管的领域十分广大 ，单就民间信仰期待关公能真正起到的作用而
言，是颇为具体的，这一语境下的各种职能往往通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中的关公显圣传说 、故
事记录下来。
具体到关公的司法职能，则集中体现在以明代《关帝历代显圣志传 》为主的明代民间文学作品之
中。《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为明代穆氏所编，共四卷三十二则，记载的均为关公显圣的传说。 在这三十
二则传说之中，有十一则是严格意义上扶正惩恶的司法活动 。这十一个案例是： 元城县书上李侍郎、邢
州逆妇殿下化狗、延庆寺显圣诛淫僧、两显圣救沈氏父子、炉下书授浦氏伯仲、澎湖港助丹山擒贼、酒楼
显圣捉柯三怨、法云寺斩僧救磐石、沮张相奸谋高阁老、福清县神像斩山魈、虎丘山遣雷击周滔。除前三
个案例据书中记载发生于宋元，其余皆为明代案例。
此外，其他一些明清笔记小说中也有零散的关公显圣司法的记载。《湖海纪闻 》中再次记载了明宣
宗宣德年间不孝妇人变为狗的故事； 《关帝圣迹图志 》中一则为关帝遣周仓斩逆子； 《李蓑记事 》中记载
明世宗嘉靖年间，迫使弑母逆子自首的事例； 《神钺记》同样记载了一个关帝显灵使不孝子自首的故事 ；
清代的《新齐谐》中讲述了城隍醉酒误判案件关公监察纠正的案件 。 此外，还有一些被各种戏曲吟唱百
年的故事，如白马告状，等等。
二、关公显圣司法故事的法文化解读
( 一) 关公显圣司法的特点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虽然关公显圣管理了人间的司法事务 ，本其实质确属司法无疑，但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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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司法有着显著的区别，甚至同其他具有同样职能的神灵司法相比也有其独特之处 ，具体而言有以
下几点：
1． 关公司法无需授权
中国古代，世俗皇帝本身大权独揽，可谓最高的司法官，其权力由“天 ”授予，其他官员的司法权均
来自皇帝授予； 近世国家理论中，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司法官员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上至国家
元首下至基层法官任何人手中的权力皆不归于其个人所有 ，而是来自“国家 ”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的授
权。幽冥世界其他掌管司法职权的神灵手中的司法权同样有其出处 ，比如具有代表性的城隍神，其本管
上司为阎罗，而其司法权则来自幽冥界最高统治者 ———玉帝的授权。
与上述司法权相比，关公司法故事中的司法权没有来源，不必经过任何形式的授予。 这大概是因
为，世俗社会有着一套完备的官僚系统 ，而幽冥世界是人们的想象，其中自然体现了一些固有观念，因此
在与世俗相对应的那个世界中同样仿制出一套与人类官僚系统无异的“鬼神官僚系统 ”，在这两种系统
中存在的司法官其权力必定是某种最高层级权力的一部分 。但是关公在鬼神信仰中的地位十分特殊，
是儒、释、道三家皆认可的神，各家赋予其职权也不尽相同，因此，很难说作为神明的关公隶属于谁 ，他的
本管上司是谁，似乎他的司法权是自然便具有的 ，无需向任何人负责。 这种管辖上的模糊性，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由关公神职的广泛性决定的 ，由于其他神明职权的专门性，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像关公这样的全
能神作为他的本管上司，而关公职权之终极来源也只能理解为冥冥之中一个更为全能的所在 。
2． 关公司法无具体管辖范围
虽然本文中展示的关公司法案例只有十余例 ，但仅这十余例所涉及的领域就已经在横向上涵盖了
我们当今所说的民事、刑事、行政这三大主要诉讼，在纵向上至权臣下至草民之间的争讼关公都一力承
担，可见关公司法管辖的范围十分宽泛 。
世俗司法官员受到官位品级的制约其职权范围由国家律典明确规定 ，不得越权； 诸如城隍、土地之
类的神明，他们解决的大多只是民间社会的家长里短之事，与之相比，仅在司法一项上称关公为“亘古
［5］

一人” 也不显牵强。
3． 关公司法不依程序
在世俗社会中，司法的程序性不言自明，如果深一层解读程序可以说是作为正义的保障而存在，官
衙、法庭是审判案件的固定场所，而从侦查到审判到执行这一整套程序均由国家律典明文规定 ，丝毫马
虎不得； 在幽冥世界也是如此，夜审阴曹的包公所依据的依旧是在阳间升堂问案的一套程序 ，阎罗王、城
隍神、土地神的司法也有一定之规。
唯独又是关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有人告状便会显圣 ，也从来不需要升堂问案和宣判便直接执
行刑罚。我们从故事中能够看到的大多只是一个司法的结果 。究其原因大致因为关羽其人本身有着优
秀的品格，而人们对他的信仰也多源自其优秀品格 ，因此关公作为神明直接代表了公平与正义的内涵，
不需要诸如程序之类的东西去保障其司法结果的正当性 。关羽生平也无法为其升堂问案提供想象的空
间。
4． 关公司法不一定亲力亲为
在世俗司法中，司法官处理案件是职责所在，不得假手他人； 其他司法神虽然手下也有属官之类可
以行侦查、缉捕、执行等工作，但是升堂问案和判决必须是该司法神亲力亲为 。
关公司法则未必亲自上阵，有时通过虚幻的力量迫使案犯自首 ； 有时仅靠神谕依然借助世俗司法官
依照世俗司法程序处理； 有时命其他神灵代行职责。这一点更加能够说明关公在信众中并不是一种成
体系的宗教观念其中一环，而是公平正义的大而化之观念的化身 。
5． 关公施罚手段残忍
除去关公晓谕世俗司法官办理的案件之外 ，最终施罚的手段都十分残忍，没有特定的刑罚手段，具
体而言有把人变作牲畜、使人丧失行动能力、斩头、使人暴毙等等。这反映出关公信仰的民间性特点 ，即
43

2012 年第 5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理论性不强，且代表了普通百姓中广泛存在的报应 、报复心理，依世俗法定刑罚惩奸除恶似乎已经不足
以解百姓心头之恨。
( 二) 忠孝节义———关公显圣司法背后的法意
事例一： 两显圣救沈氏父子———忠
“明嘉靖丁巳年，为人耿直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见朝纲不振，不畏权势，在朝堂之上奏劾老奸严嵩欺
君误国。严嵩将他重责一百杖，充军保安口外为民。夫人徐氏和次、幼二子一齐跟随远谪。长子沈襄留
在浙江老家。宣府卫有一舍人贾石，因不满严嵩弄权，弃官归田。一夜，梦关帝令他明日迎接沈炼夫妻、
母子。次日在大路口迎到沈氏一家，就把他们安置在贾家庄安身。 严嵩因沈公未死，又命爪牙杨顺、路
楷诬他私通白莲教谋反。沈公奉旨赐死，自鸩而亡。次子沈衮当堂打死。长子沈襄在家幸得关圣护佑，
逃了劫难。后杨、路二奸事败被斩，沈襄上书为父鸣冤。圣旨下，称其为孝子，并授知县之职，遂去保安
［6］

口外迎老母归家团聚。”

［7］
所谓忠，指对国家君王的忠诚。诚如孔子所倡导的那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身为人臣

于国于君的忠诚被放在正统价值理念的首位可见其重要地位 。忠诚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为国
为民、直言以谏、揭发奸佞等等行为均可视为“忠 ”。 上述材料讲述的就是锦衣卫沈炼因揭发奸臣严嵩
遭到迫害，其忠诚可表，因而家人得到关公庇佑的故事。 除此之外，《关帝历代显圣志传 》中还有“沮张
相奸谋高阁老”通过关帝对忠臣的护佑或对奸人的惩罚宣扬了“忠”的道德主张。
事例二： 邢州逆妇殿下化狗———孝
“宋宣和年间，邢州府有一书生姓李，事母至孝。 李生误听媒人之言，娶同城金朝奉之女为妻。 不
料金女进门之后，嫌李母年老眼瞎，不愿侍奉，每逢李生外出，就不尊敬老人。 李母恐儿子夫妻失和，一
切隐忍不发。一日，金女以地上狗屎和在面饼内，让瞎眼的婆婆去吃。李母藏饼不食，待儿子归家，才告
之一切。李生大怒，持杖欲打金女。金女逃到关王庙中躲避。关王令鬼使剥去金女衣衫，立时扑地化作
［8］

一只母狗，不进饮食，数日而毙。”

［9］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经 》在一开始就说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由孝而生。

此后从天子诸侯到百姓布衣，均要遵行孝道，并且各有各的行为方式去实践孝的要求，即“百善孝为
先”。孝道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就是供养父母，使父母老有所养不仅是道德要求，更为封建法律所保护，
历代法典均将“不孝”列为“十恶”之罪，具体而言皆有类似“父母供养有缺 ”这项罪名，所犯之人会依法
受到最为严厉的刑罚处罚。上述材料通过关帝对不孝儿媳严酷的惩戒惊醒时人不孝者牲畜都不如 ，必
将受到责罚。
事例三： 元城县书上李侍郎———节
“大宋宣和年间，元城县有一村民，耕樵为业，平日供奉关帝甚虔。 一日，梦关帝告之，令他次日在
路上迎接一个头戴铁冠的道士，向他索取关帝送与李县尉的书信，再送往县衙。 次日，村民果然在路上
见到了头戴铁冠的道士，原来是关王庙的香火道人。道士根本不知道关帝书信之事，不料往袖中一摸，
真摸出书信一封，大惊，双手递给村民。元城县尉李若水，为官清正，刚直梗介，村民送信到堂上，李公怪
其荒诞不信，及看书上所写尽皆预言靖康祸变之事 ，即上香叩拜后焚去书信。 李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
［10］

靖康之变皆如关圣书信所言，遂死节。”

《说文解字》： “节，操也。”《左传·文十二年 》注： “节，信也。”《周易 · 杂卦》： “节，止也。”《周易 ·
疏》： “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亨。”通常所指“节”的含义是指对国家对信仰的坚贞
不渝，特别是在国家遭受外患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气节”。“靖康之变 ”是宋王朝所经历的极大耻辱，危
难之际朝臣的态度就可表现出他们气节的有无 ，既有蔡京、童贯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李纲这样的忠勇
大将，即使像李若水这样的文官也可表现出不为外族所辱的高尚民族气节 。
事例四： 炉下书授浦氏伯仲———义
“苏州府无锡县有浦大廷、浦大钦兄弟二人，从小友爱。 长大之后，为分家产、田地，弟大钦一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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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智昏，对兄长心中不忿。大廷也有所觉察，就在书榻之旁写一条幅‘至易求者田地，至难得者兄弟 ’。
后来大钦病重，家人去南禅寺关侯祠祈祷。大钦梦关帝提刀立在身后，大惊，吓出一身汗来，醒后病体稍
愈。去关帝祠进香还愿，见神像前香炉中有物，取出看时，乃是两张大纸，写满篆文，不识。一日，在兄长
大廷书榻旁看见所写条幅，心中大悟，前嫌尽释。回家后请人译出篆文，开首即为兄长所写的条幅。 大
廷去关帝祠进香，在香炉下也得到一张纸，上写篆体三字文，译出后与大钦所得之意相同。 从此兄弟和
［11］

好如初。”

［12］
［13］
“义者，宜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是要合乎时宜，通常与“利”相对其内涵更容

易为人所理解。这则故事通过关帝对兄弟之间田产纠纷的化解启示人们莫要见利忘义。《关帝历代显
圣志传》中“澎湖港助丹山擒贼”一则也是“义”的体现。
事例五： 延庆寺显圣诛淫僧———贞
“元朝至正年间，邢州守将方谷珍有一女，秀美聪明，十八岁出痘，五内作热，四大不安，又被鬼祟，
头疼不止。方谷珍夫妇去各庙烧香许愿，又备香花纸烛去延庆寺关王庙烧香求签 ，签示先凶后吉。关王
遣神去方府驱鬼，方女病愈后到关王庙还愿行香。寺里和尚贪色，见方小姐貌美，作回回偈调戏她。 方
小姐隐忍不发。忽见关圣神像开口说话，令她归告父亲，处置和尚，旁人尽皆不能听见。小姐回府后，方
谷珍下令捉拿和尚到衙门，将其装进一竹编大笼，投于急流之中。 届时，关帝在云中显圣，人们望空遥
［14］

拜。”

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十分苛刻，其中一项便是“贞 ”。 女性的贞节表现为对夫一人的性忠诚，这
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对封建家族稳定性及家族财产权的高度保护。“法云寺斩僧救磐石”、“福
清县神像斩山魈”、“虎丘山遣雷击周滔”三则都表现了对女性贞操的保护。《礼记 · 昏义》云： “礼之大
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贞可以从属于义的范畴，为夫妇之义应
有内涵。
三、民间信仰对世俗法律秩序的神祇弥补 ———以明代为例
从统计上看，关公司法的案例主要集中于明代 ，笔者未见宋代以前的记载，而清代笔记小说中关公
司法案例极少，算是凤毛麟角。前文笔者搜集的案例中，如果将不同文学作品对同一案例的描写合并以
后，大概有十一个案例。这十一个案例分别是：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的八则： 两显圣救沈氏父子、炉下书授浦氏伯仲、澎湖港助丹山擒贼、酒楼
显圣捉柯三怨、法云寺斩僧救磐石、沮张相奸谋高阁老、福清县神像斩山魈、虎丘山遣雷击周滔； 以及其
他笔记小说中的关帝遣周仓斩逆子 、迫使弑母逆子自首和白马告状这三则 。
在对这十一个案例进行统计后发现 ，其所隐含的价值归属均是对世俗法律的认可 ，对世俗司法的辅
助，或者对世俗法律秩序的弥补，没有任何一例是与世俗法律秩序的对抗 。
关公显圣司法案例集中于明代的事实及其辅助 、补充现实法律秩序的价值定位并非起于青萍之末
的短暂风潮，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神道设教”最早见于《易传》：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 》解释说： “神道者，微妙无
［15］
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 ，但也在治国上
［16］
声言“使民如承大祭” ，百家争鸣中虽有“无神论”的萌芽，但那些主张无神论的思想家在实然的治国
［17］
策略上又大都倾向于利用宗教鬼神教化百姓服从 ，比如荀子就主张“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 。

正因为其在百姓驯服方面的有效性 ，此后历代均选择了这项在百家之中达成共识的统治策略 。
有明一代，这种统治策略被极好地贯彻了，关公也得以在明代实现了由王及帝的地位转变 。明太祖
［18］
朱元璋曾言： “朕昔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过我者乎？ 斯寒微之至极也。” 朱元璋来自民间，因此对于

民间之事颇为了解，其治国理念自然更加能够体恤民间社会的风俗习惯 ，或者不如说是一种出于权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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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俗的利用。而且，从他年少时期曾因生活无着出家当过小沙弥 ，成为帝王之后对佛事的种种忌讳
来看，这样一种被动的宗教经历并未在他心目中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因此对于鬼神之事这个起于草莽
的平民皇帝本心是否真诚颇值得怀疑 。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对于何种手段可以统治下层百姓的头脑却
十分了然。明建国初期，时值外族统治刚刚结束，需要匡复正统的紧要关头，“神道设教 ”这个从周代便
屡试不爽的统治策略自然被大加利用 。
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汉族 ，虽然在民族矛盾驱使下思想文化政策比较宽容 ，但是这种宽容
走向另外一端便是价值取向的混乱和传统的消解 。流传千年封闭的封建纲纪荡然无存 ，思想涣散，礼教
所主张的道德伦理也经受了外族的冲击与淡化 ，制度上的蒙汉分野使得汉人对习以为常的思想和制度
产生微妙的质疑。明王朝建立是以恢复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局面为起始的 ，因此推翻元政权后，“他务未
［19］
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 。这种对汉族传统的恢复可以争取民心 ，统一思想，稳定新

建立的政权。洪武三年（ 1370 年） 颁布《初正山川并诸神祇封号诏 》体现了明初指导思想： “平定华夷，
［20］

大统以正，惟永惟固，为治之道，比本于礼。” 由此，明初便奠定了“神道设教 ”的统治基调。这样的基
调之上，官方话语下的关公地位一再提升 ，直至由王及帝的最高礼遇。
就关公崇拜而言，
明代统治者希望借由关公传达的依旧是忠君爱国的忠义精神，但是在现实司法活动
利用神明来对人间法律秩序予以维持也是明代统治者的选择。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城隍神的态度可以
中，
［21］
说明这一点。“朕设京师城隍，
俾统各府州县之神，
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 ，《新
［22］
修东莞县志》卷十八也称城隍神能够“调燮阴阳，
统辖神祗，
纠察善恶，
主判生死，
以彰报应” 。既然统治

者“神道设教”缺乏内心的真诚，
以神明为旗号的各种活动其现实合理性就显而易见。元代“法律纵驰”因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后吸取教训，首先建立起了以《大明律》和《大诰》为代表的严密的
而社会秩序混乱，
朱元璋并非皇族出身，
建国初朱氏家族周围围绕的依旧是朱元璋在领兵反元时结交的武
法律体系。但是，
将，即便马上开科取士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备的文官官僚体系，因此虽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但
是难以在国家权力运行的每一个末梢上切实施行。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无奈之下，从精神上控制百姓，以达
到稳定秩序的最终目的是一种权宜之计，也是一种因时制宜行之有效的统治策略。城隍庙大举修建的地
点是各县，
而城隍神的职能是“监察民之善恶”，
足以说明朱元璋通过官方认可城隍神司法地位的根本目的
在于灌输一种报应的观念，
以求尽量少地动用国家资源就可治民。
明初神道设教理念在司法领域的运作是成功的 ，民众不仅越发信仰城隍神可以主持公道 ，甚至开始
自发地将原本不具有司法职能的关公也赋予了惩恶扬善的司法职能 。原因在于，在官方的倡导下，他们
相信世俗法律背后另有主宰，神明是永恒公正无私的，关羽个人的优秀道德品质以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样
一个人物的事实使得关公比城隍同普通百姓的距离更近一些 ，在关公职能不断泛化，成为全能之神的过
程中加入司法职能也是顺理成章 。
四、信仰、法律与社会现实的互动
关公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明清是关公信仰的鼎盛时期 ，但这仅仅是从对关公封谥的一再抬高 、关庙
的普及、关公职能扩展成为全能神等表现而言 。由明到清，伴随关公声誉日隆的是关公的司法职能逐渐
从民间记述中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两个表面上逆向的过程在同一领域同时发生 ，揭示的是信仰、法律与
社会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趋势 。
( 一) 政治需求的转换导致关公职能的变化
清王朝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之前的少数民族统治的经验与教训足资借鉴。 清
代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矛盾可能带来的弊病 ，因此从建国之初便在官员选任、官职设置、满汉待遇
等形式上尽力追求着一种平衡与融合 （ 尽管实质上并非如此 ） 。 如果说以前历代统治者重视关公的忠
义精神，那么清统治者则加倍重视这一点 ，强调于国于君的忠诚，以求通过更高意义上的统一意志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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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矛盾的现实。虽然历史上并不缺乏忠义之士，但关公是当此重任的最佳人选，因为同为以“忠 ”的
品格名垂青史的另一代表人物岳飞乃是抗击外族的将领 ，恰恰犯了满族统治者的忌讳，而关羽在身份和
事迹上皆不涉及民族之间的区别和矛盾 。满族本尚武，在入关之前早已认可关公作为战神存在 ，入关之
后在新的政治局面下，顺水推舟地将关羽的忠义精神推向最高位置以稳定统治是必然的过程 。 在象征
忠义的地位空前高的前提下，包括司法职能在内的其他职能被淡化或者消失是可以理解的 。
( 二) 权力结构的变化挤压掌控实权神明的存在空间
清廷是以往各代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经过两千年的洗礼，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
具有不容置喙的正当性； 在行政管理制度层面，行政区划经历历次改革层级清晰，并随之建立起配套的
权力控制体系，行政建设达到成熟。 皇权强势、行政有效的结果就是不再需要幽冥界的“合作者 ”提供
具体实际的帮助，因此神灵只需作为精神上的象征有着重要的地位 ，但其管理人间事的职权与其说减轻
了，不如说是被世俗皇帝剥夺了。作为全国最高司法权的掌控者，并且能比较轻易地施行其手中权力的
皇帝，怎么还能容忍一个虚幻的神明分享其权力 ，削弱其权威呢？
( 三) 司法制度的完善不再生成神明司法的现实需求
清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他们并未基于狭隘的民族成见抛弃汉族原有的较为成
熟的制度，反而在此基础上使其进一步完善 。众多法律史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表明 ，清代的司法系统是完
备的，清代民间纠纷的解决是卓有成效的 。当纠纷有了正当有效的解决途径 ，百姓也便不再渴求超脱现
世的神明来匡扶正义，因此当统治者着力强调关公的忠义精神而淡化其他职能的同时 ，民间信仰也不再
执著于关公司法这一可有可无的职能了 。在清代提到关公的零星笔记小说中，对关公等神明也不再是
［23］

一味地崇敬，而是多了几分戏谑

。

( 四) 信仰、法律与社会
诚如杜赞奇在《刻划标志： 中国战神关帝的神化》中主张的那样： 神化连续的核心内容不是精致的，
其本身易于变化； 但在某一层次上随社会群体和利益的变化保持连续性 。 一个神化在任何时候表现的
都是一种层累意蕴的积淀，在关帝神化的发展过程中其依此内在因素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了共同的素材 ，
［24］

但每个群体都会刻划关羽的形象以适应自身特定的环境

。

通过关帝司法职能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关羽形象被反复“刻划 ”，而官方与
民间信仰的发展并不同步，也不存在谁对谁的绝对控制，而是信仰、法律与社会现实在官方与民间两个
层面上复杂但有序地互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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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ignificance of the Belief in Lord Gua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Stories
Wang Yiming，Zhao Xiaogeng
（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belief in Lord Guan has been a common belief for a long time，and the core of it is changing
from the worship of the real hero Guan Yu to revere the omnipotent Lord Guan． Stories about Lord Guan made
himself presence and had a hand in men’s justice came up in Ming Dynasty，and when Manchu governed China that power immediately disappeared． We study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culture，and this perspective is helpful to some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elief in Lord Guan and the legal
tendenc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 words： belief in Lord Guan； justice； leg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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