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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
生成之始末
Ming Emperor Jiajing’s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in Beijing
李纬文
LI Weiwen

摘

要：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发起了一场对北京太

庙庙制的改革，旨在将同堂异室格局改造为都宫别殿格局。
明世宗作为工程决策者亲自制定规划原则，其辅臣团队提
交多轮设计方案并接受皇帝的审定，才最终深化形成见诸
史册的九庙设计方案与实践。这一过程被夏言等朝臣的奏
疏详尽记载。对此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对
北京太庙沿革的认识，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
运作模式与其中的建筑师角色。
关键词：明世宗；北京太庙；大礼议；夏言；方案比选

Abstract: In 1531 (the tenth year of his reign), emperor
Jiajing launch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in Beijing with the aim of transforming the
ritual space from one hall with separated rooms to
several separated halls. Jiajing, who headed the project,
determined the main parameters for the design, while a
team of ministers, in several rounds of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reﬁned the design before the emperor ﬁnally
approved it. An analysis of thi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ll not only help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Ancestral Temple but also discover the role of the
architect in the building process in imperial China.
Keywords: Jiajing emperor; Ancestral Temple of Beijing;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Xia Yan;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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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以下称明世宗）登极之后，掀起了一系列国

改革可以看作是大礼议向纵深方向的延续。

年
2021

家祀典改革，对北京的坛庙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左顺

礼制上的争议并不是明世宗实践其个人庙制主张的唯

门事件之后，围绕为其生父（兴献帝）上帝号而展开的大

一障碍，在太庙建筑群的具体改造规划问题上，明世宗也

礼议成果逐渐趋于稳定，但明世宗对太庙（图 1）未能按其

感受到了相当的阻碍，即如其所言，“祀典当正，庙制难

设想更定庙制一直心有不甘。明世宗在随后一阶段的庙制

更”A。为更改庙制，明世宗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行动。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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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李时《南城召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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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渐次深化被详尽记录在了辅臣夏言等参与者的奏疏
文字中。本文即试图通过这些历史记载，还原明嘉靖九庙
筑规划设计中的决策运作。

1

规划条件的确定与赵善鸣方案
早在明世宗真正着手推进太庙改建之前数年，他就已

在多种场合向近臣透露自己将太庙改建为都宫别殿形式的
计划。其中相当早的一次，是李时在其《南城召对》中所
记载的一场奏对。李时没有记载对话的具体时间，但根据
夏言在其《参酌古今慎处庙制乞赐明断疏》[2] 中对同一场
奏对的记载，可知其发生于嘉靖十年（1531）十一月。在
这场对话中，明世宗提出了“郊祀百神之礼已正，惟宗庙
之礼尚未尽善”的忧虑，并例举明太祖立四亲庙的旧事，
主张将太庙改造为都宫别殿形式。然而几位大臣的态度是
非常谨慎的，李时首先代表几位臣工表达了“九庙之礼，
势不能行”的态度。这一态度既从礼制角度考虑，亦涉及
皇帝遍祀九庙所需时间和体力问题。但明世宗接下来并未
就九庙的礼制内涵做更多阐述或辩护，而是直接就其对太
庙的改造设想做出表态：
“朕欲不动大殿。言曰：不动大殿
却好。臣时曰：寝殿亦不动？上曰：三殿俱不动”A。
图1

1942 年北京太庙平面状态

（《紫禁城太庙社稷总平面图》局部，故宫博物院《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
总序号 107）

明世宗将其对太庙改建的基本规划条件说与近臣，实
际是对工程的整体规模和对既有太庙主体建筑的扰动程度
做了说明。通过确定太庙三殿不做拆改的第一原则，明世
宗希望打消臣下对工程性质的疑虑，从而获得他们的支
持。在对话中，明世宗否定了夏言提出的“皇上制为黄幄
就是”的临时构筑物解决方案，确定了工程的永久建筑性
质；又通过许诺“不必尽合古”“不动大殿，只用两庑……
只存其义可也”B 的规划原则，对工程总量的上限做了说明，
打消了臣下对于“都宫别殿”概念的过于夸张的想象与担
忧。这样一来，夏言等人的态度明显缓和，
“始仰见圣虑渊
微……三殿不动，事又易处”[2]，一个设计团队开始形成。
尽管如此，都宫别殿仍是一个模糊的礼制概念，留给
具体建筑形制的发挥空间是很大的。所谓九庙，可以是九
组规模近似的建筑群（如王莽九庙），也可以是主次分明的
一个复合体，而这些可能性的礼制内涵则又各有差异。这

图2

嘉靖太庙改造设计复原表现图

（作者自绘）

场奏对后，夏言提出了诸臣制定九庙规划的两大障碍。其
一，古礼要求昭穆群庙在太庙南，而太庙以南的用地并不
宽裕：
“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庙在太庙之前，以次而南，

场行动的最终成果即是嘉靖十五年（1536）末九庙建筑群

则今太庙都宫之南至承天门墙不甚辽远。即使尽辟其地以

竣工以及新祀典的施行，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九庙格

建群庙，亦恐势不能容”[2]。其二，古礼中昭穆群庙规模

局毁于大火，构成了北京太庙历史上短暂而紧凑的一章

尽仿太庙或仅略加减杀。如果采取这样的设计，会加剧用

（图 2）。闫凯在其论文《北京太庙建筑研究》中已将这一

地的不足。但规模缩小到既有用地可容纳的程度，则又在

过程做了基本梳理 [1]36-40。然而，将太庙从原有的同堂异室

礼制上不妥：
“古人七庙九庙，制度皆同。太庙营构已极宏

规制改造为都宫别殿格局，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

壮，而群庙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称生前九庙之居也”[2]。对

相当一段时间的反复筹划和多次方案调整。这一系列建筑

这两大矛盾的解决贯穿了整个项目规划的始终。

A
B

李时《南城召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善本。
李时《南城召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善本。

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生成之始末

建筑群规划设计方案的形成过程，并借此一窥明代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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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一年（1532），中军都督府经历赵善鸣上疏介绍

群并不在区域正中，而是将略偏西。其所设计的群庙尺度

了其太庙改建方案（本文编号方案Ⅰ），明世宗命辅臣们

也较难实现，一旦布置，将完全充满太庙两侧的空间，尤

对该方案进行评估。该年三月十二日，夏言在其《驳议经

其是较为狭窄的西侧，若按 28 丈的宽度布置一组群庙，则

历赵善鸣庙议疏》中对赵善鸣的上疏做了条分缕析的驳议，

无法满足赵善鸣方案中预留的庙街门内 5 丈宽御路。故本

直接质疑赵善鸣“未谙礼制”；未经允许私自测绘太庙，

文图 3 中的表现对群庙尺度比例做了一定调整，群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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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指画”“事属擅拟”[3]。但既然明世宗命夏言等人评估
赵善鸣提出的方案，即说明其对该方案是有兴趣的，至少

图中的大小较赵善鸣给出的数据略小，以体现其方案原本
用意。

认同其中的一些构想。故赵善鸣方案可看作是太庙改造的
第一概念方案。

除此之外，赵善鸣方案还涉及若干环境调整，包括利
用太庙松柏林中既有山石，
“移于世庙之后，填河丈余，累

赵善鸣首先在奏疏中强调其方案遵循明世宗之前划定

为小山，多植松柏，以护玄武之方”；在太庙前“多植花

的规划原则，“太庙及后二寝庙及金门 A 皆岿然不动”[3]。其

木”[3] 等项。关于工程实施的物料筹措，其方案更提出预

方案的要点如下：

先制定大木结构设计，并发往南方各省将大木构件制作后

扩大太庙整体用地，将既有太庙墙向四边推出。扩大

解送进京的思路，可谓颇有想象力。但这些提议均被夏言

后的太庙东墙接近世庙西墙，两者间留出五丈，太庙和世

一一驳斥，夏言出于对明世宗礼制擘画初衷的体察，仅肯

庙间既有的河渠改为暗渠；北墙与世庙北墙相齐；西墙直

定了赵善鸣方案中关于太宗、世庙不入昭穆，百世不迁的

抵端门、午门一线的廊庑，与之留出五丈；南墙直抵承天

主张。

门东侧皇城墙，亦与之留出五丈。在上述三个方向上留出

纵观赵善鸣方案，其整体思路基本满足了明世宗所提

的五丈隙地将形成一条“U”形驰道。扩大后的太庙用地完

出的规划条件，但其为昭穆群庙规划的占地规模过大，对

全占据六科廊以东、筒子河以南、世庙以西的范围，将既

既有林木伐除过多，没有体现明世宗希望仅以两庑空间容

有松柏林基本压占。

纳新增建筑的初衷。此外，其方案仅从礼制上肯定了世庙

由于太庙墙垣的外扩，太庙主院落将独立于用地中央。
在其东侧安排太宗庙及三昭庙，在其西侧安排三穆庙，共

的不迁地位，却没有给出一个建筑上的解决方案，不能满
足明世宗未予点明的一片私心，是该方案的重要弱点。

七组建筑。赵善鸣将每组建筑用地划定为深 30 丈，宽 28
丈 B，并在其间预留甬道。根据其自行进行的测算，除去
太宗庙不计，三昭三穆各从太庙新南墙向北排布，总进深
95.4 丈，其用地最北约与太庙享殿台基南缘相齐。世庙则
维持现状（图 3）。

2

赵善鸣方案的深化与九庙都宫方案
赵善鸣方案经过夏言的批驳之后，亦遭到了明世宗的

否定批示。但很快，在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初二日，

需要注意的是，赵善鸣的踏勘和设计工作皆是其个人

夏言又上《进呈更建宗庙规制疏》[3]，介绍了其与若干廷臣

行为，其对太庙整体尺度的把握有相当偏差。如根据太庙

和内监奉旨创作的两种改进方案，说明赵善鸣方案的提出

区域的真实尺度，墙壝展拓如其方案之后，太庙中心建筑

确实让关于庙制的讨论延续了一段时间。

图 3 《桂 洲 奏 议》 嘉 靖 十 一 年
（1532）三月十二日夏言奏疏中所
驳议的方案 I 理想化表现
a）既有太庙；b）规划太庙
（改绘自张国瑞《太庙考略》，图中
a）

b）

年
2021

尺度单位为丈）

期
3

A 即戟门。
B 《桂洲奏议》作 38 丈，同样收录此疏的《南宫奏稿》则作 28 丈。根据太庙两侧实际尺度，若群庙设计宽度为 38 丈则完全无法容纳，故本文按 28 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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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案还没有详细涉及各庙建筑设计，仅提到“每
庙止建正殿一座五间”，并无寝殿。说明此时参与设计的诸
的指示，不再追求规制的完备和规模的深远。至此，赵善
鸣方案中可行性较好的因素基本被提取出来，而其在用地
规模上过于夸张的设想则被舍弃。然而对这一深化方案，
明世宗仅批复“且罢”[3]，太庙改建就此搁置了一段时间。
这背后或许仍是礼制内涵上的争议使然。
a）

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八日，夏言等人再次奉命踏

b）

图 4 《桂洲奏议》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初二日夏言奏疏中提到的方案 II

勘太庙，新的一轮设计就此展开。此次设计的缘起是南京

a）既有用地；b）规划用地

太庙灾，被夏言等人阐释为祖宗期待新庙制的祥瑞，让明

（作者自绘，图中尺度单位为丈）

世宗下定了决心。夏言在其《奉旨相度七庙规制并进图说
疏》中引用了明世宗亲自提出的一种群庙建筑设计方案，

夏言此份奏疏提到，在参与工程设计的人员对太庙进行

即“其制不必前后殿远去，即前堂五间，虎座向后，离丈

踏勘之后，曾短暂提出过一种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展拓太庙外

余就接三间为寝室，亦义在矣”[3]。明世宗之所以在改造太

墙的规划（本文编号方案Ⅱ）。这一规划事实上非常接近赵

庙整体格局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率先对群庙建筑的设计做出

善鸣方案的思路，即通过扩大太庙用地来容纳群庙，只不过

指导，一方面是坚持各庙规制仍需完整，否定了各庙只有

这一展拓远比赵善鸣方案的规模要小，仍基本控制在既有太

一座正殿的简约设计，另一方面则对新建各群庙的占地规

庙的两庑外侧（图 4）。方案Ⅱ对于赵善鸣方案的最大调整，

模做出限制，进一步缩小对既有太庙格局的冲击。

在于放弃了试图将昭穆群庙用地按古礼严格控制在既有太庙

根据夏言的奏疏，
“原拟各庙规制直抵太庙南墙，则东

以南的思路，从而极大缓解了赵善鸣方案中太庙南侧的用地

西庙垣又出太庙戟门之前，且于神库神厨俱有妨碍”[3]，可

紧张问题。群庙的规模与排布未在奏疏中述及，但可知东

知在嘉靖十一年（1532）方案Ⅲ至嘉靖十三年（1534）的

西每组群庙的总进深仍然超过了既有太庙用地，展拓南大墙

这次新讨论之间，尚有一种中间方案（本文编号方案 IV）

的目的即是形成新的都宫去配合群庙的总进深。不过奏疏中

存在。在这一制定时间不明的方案中，太庙南大墙并不向

并未说明该方案是否将文祖世室即太宗庙也纳入都宫范围。

南拓展，说明群庙总规模再次被缩减。但昭穆群庙用地仍

奏疏中记载，这一设计随即又经历了新的调整，形成

将突出于戟门一线之南，
“直抵太庙南墙”[3]。如方案 III 和

了另一种方案（本文编号方案Ⅲ），即东西大墙完全保持

Ⅳ这种延长两厢的设计将导致太庙戟门和琉璃门之间的广

原状，仅以两庑隙地宽度来容纳昭穆群庙；南墙则仍向南

场缩窄，同时必须挪动神库神厨与井亭（图 6）。这些问题

展拓，但程度有所缩减：
“不必展动东西大墙，止以墙内

可能正是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明世宗亲自对各群庙的

一十四丈四尺除二丈九尺为御路，以十一丈五尺为庙之广，

主体建筑规模进行详尽限制的原因。在新的指导下，群庙

[3]

以二十二丈五尺为庙之深……庙门墙止展南八丈八尺” 。

占地得以继续收缩，最南“与太庙戟门之旁门相并，直北

在这一方案中，昭穆群庙每组纵向排列，连接群庙的

后墙与太庙祧庙相并”，一种“势位严正”[3] 的新方案（本

两条御路从内侧贯穿，与祧庙后墙和后大墙之间的甬道形

文编号方案Ⅴ）得以形成。从此杜绝了一切造成用地各部

成一“∩”字形通路。根据该方案中太庙南大墙南展 8.8 丈

分参差不齐或必须挪动墙壝的设计。

的设计可知，太宗庙此时已被明确纳入都宫：在太庙总进
深 81.2 丈

[3]

的基础上拓展南墙 8.8 丈，将形成一座进深 90

方案Ⅴ的平面格局逻辑已与后来实施方案完全相同。
与上文中提到的各方案对比，其与方案Ⅰ、Ⅱ、Ⅲ的区别

丈的都宫，两厢恰好可以各容纳四座南北相邻、进深 22.5

在于四面外墙均不展拓；与方案Ⅳ的区别在于内墙亦不动，

丈的群庙（图 5）。九庙都宫的规划至此形成。

而新建墙垣严格遵循既有框架的延长线。新方案中每座群

a）

b）

图 5 《桂洲奏议》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初二日夏言奏疏中提到的方案 III
a）既有用地；b）规划用地
（作者自绘，图中尺度单位为丈）

a）

b）

图 6 《桂洲奏议》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八日夏言奏疏中提到的方案 IV
a）既有用地；b）规划用地
（作者自绘，图中尺度单位为丈）

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生成之始末

臣工已经完全领会明世宗关于群庙设计“只存其义可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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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嘉靖十七年（1538）睿宗上庙号之后，也至多与武宗的
排序有所争议，亦无直接凌驾于三穆之上的道理。而从建筑

建筑史学刊

上考虑，当时的既有世庙占地规模已经颇大，其主体建筑比
照文华殿规制（“于砖城之东，皇城之内，南城尽北或东立
一祢庙。前殿后寝门墙廊庑如文华殿”[5]），规模远大于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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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宫中规划的昭穆群庙，也大于规划中的文祖世室。如果一
定要迁入太庙都宫极为逼仄的空间，必然形成新世庙规制反
不如既有世庙的局面，而这是明世宗绝对无法接受的。故而
a）

b）

图 7 《桂洲奏议》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八日夏言奏疏中提到的方案 V
a）既有用地；b）规划用地
（作者自绘，图中尺度单位为丈）

虚主以待睿宗的假说尚可商榷。
新世庙的早期规划在文献中记载不多，至嘉靖十四年
（1535）夏言上《进呈世庙规制疏》时，对世庙的设计其实
已经开始。该疏引用明世宗谕称“卿等昨所拟世庙规制在

庙规模相等，进深均为 16.15 丈，群庙进深总和 64.6 丈。

太庙东，不免干动林木”，说明世庙最初曾选址于紧邻太庙

这一数值与既有戟门至祧庙后墙之间的距离（即两庑隙地

都宫东侧的用地。出于尽可能少砍伐林木的考虑，明世宗

总进深 67.5 丈减去祧庙后夹道宽度 2.9 丈）完全契合，说

最终将新世庙选址于“太庙东南宽隙之地……北止世庙神

明新方案并没有在各群庙之间留出甬道，而是直接让各群

路，南抵承天门东墙，通计六十三丈三尺”[4]。但新世庙并

庙共用前后墙（图 7）。方案 V 最终获得了明世宗的批准，

不紧邻皇城大墙，而是仅占据用地北部：
“南北进深……合

太庙改建工程就此进入工程筹备阶段，预计嘉靖十四年

用三十五丈九寸，面阔一十七丈有奇，南面庙街阔二十七丈

（1535）春季开工。至此，明世宗改建太庙为都宫别殿形制

四尺”[4]。这样一来，新世庙实际上嵌入了太庙都宫与太庙

的全部意图都已落实在规划中，但其发起庙制改革的另一

东侧渠道之间的隙地，其整体格局并不宽裕（图 8）。嘉靖

重要意图，即世庙的迁入，尚没有体现在上述设计过程中。

二十二年（1543），太庙都宫已经毁于火灾，严嵩在一次基
址踏勘后对幸存的新世庙（当时已称睿庙）的选址格局做了

3

世庙的迁入与设计

更详细的描述，称“睿庙东大墙外又一腰墙即临深沟。此沟
为内皇城通水之道……查得旧庙基横六十三丈有余，今东墙

根据《桂洲奏议》收录的嘉靖十四年（1535）二月初八
[3]

添出地面至沟而止计十九丈”[6]13。在这处仅宽十九丈的隙地

日《进呈世庙规制疏》 ，明世宗对于世庙的迁入与具体规

中安排“面阔一十七丈有奇”的新世庙，其局促可想而知。

制的设想似乎开始略晚，更像是一项与太庙都宫改造平行推

《进呈世庙规制疏》进一步指出，世庙建筑原本设计

进的工程。有研究认为，在太庙都宫设计中，左为世室与三

为“前殿九间，后寝七间……其前两庑……各七间……后两

昭庙共四组建筑，而右则仅为三穆庙，与世室相对的一处用

庑……各五间……戟门……五间”[3]，其规制几乎与太庙相

地可能是明世宗为睿宗预留的位置 [4]144。但实际上，在明世

埒。考虑到新世庙用地的狭窄尺度，这一设计可能意味着一

宗的宗庙擘画中，世庙始终是自为都宫，在这一阶段并未见

种特别紧凑的开间节奏（这种为保证间数而采取的紧凑开间

有试图将睿宗神主并入太庙都宫的尝试。从礼制上来说，即

节奏在同为嘉靖朝礼制创造的北京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即

图 8 《桂 洲 奏 议》 嘉 靖 十 四 年
（1535）二月初八日夏言奏疏中提
年
2021

到的世庙选址数据
a）既有用地；b）规划用地

期
3

（改绘自张国瑞《太庙考略》，图中
a）

b）

尺度单位为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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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到）。而这一设计为何最终被放弃，尚未见有文献述及。
新世庙建筑的规制最终被确定为前殿七间，后寝五间，
度在疏中附有图帖，可惜并未传世。该疏上达后，明世宗
称“庙殿高数从今重拟丈尺行，其余都依拟行”[3]，似乎在
此之后又有过细节上的调整。只是后续情况未见载于文献。

4

太宗庙规制的加崇与各庙建筑设计
在九庙都宫实际开工之前，其设计又经历了一次调整，

主要目的是加增太宗庙的殿宇规制，使其与昭穆群庙相区

a）

b）

图 9 《桂洲奏议》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二十三日夏言奏疏中提到的方案 VI
a）既有用地；b）规划用地
（作者自绘，图中尺度单位为丈）

别。在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十日的《再议世室七庙规
制疏》[3] 中，夏言介绍了一种微调方案，试图在不改变方

因此，明世宗随即要求“皇祖太宗世室还着再拟增加

案Ⅴ已经确立的平面设计的前提下加高太宗庙殿宇。一般

来看”[3]。于是，夏言等人决定再次调整九庙建筑群的平

而言，提升殿宇设计高度有多种方法，可在台基、柱高、

面格局，扩大太宗庙占地规模，将群庙进深由方案Ⅴ中的

铺作层和屋面举高上寻找高度。但在大木构上提升高度一

16.15 丈降低到 16 丈，腾出的空间并入太宗庙用地，使太

般受制于殿宇的进深比例，不可能任意增高。而在太宗庙

宗庙进深达到 16.6 丈，为加崇殿宇提供空间。经过上述调

占地规模与昭穆群庙相同的平面设计方案Ⅴ中，
“因限于基

整，这一版平面规划方案（本文编号方案Ⅵ）最终被确定

址相同，故栋宇亦难加崇”[3]。在这一微调方案中，太宗庙

为九庙都宫实施方案（图 9）。

的前殿和寝殿仅勉强比群庙的前殿和寝殿分别高一尺四寸
[3]

经过这一调整，太宗庙的殿宇规制终于得以与昭穆群

五分和五寸 。这种象征性的增高在建筑密度很高的九庙

庙拉开距离。从奏疏中提到的太宗庙单体殿堂设计数据增

建筑群中是难以由肉眼观察到的。

加程度亦可反向推出群庙建筑的设计尺度，总结为表 1。

表 1 《桂洲奏议》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二十三日夏言奏疏中提及的太宗庙殿堂
设计数据以及由此推得的各群庙殿堂设计数据
殿堂

面阔（丈）

进深（丈）

通高（丈）

太宗庙前殿

7.759

4.009

5.495

群庙前殿

7.59

3.759

5.05

太宗庙寝殿

6.009

2.395

3.575

群庙寝殿

5.84

2.259

3.375

通过地盘的调整，最终太宗庙前殿通高高于昭穆群庙
前殿 0.445 丈，其中增加在台基上的高度为 0.1 丈，可知增
加在木构或瓦件上的高度为 0.345 丈。世室寝殿通高高于昭
穆群庙寝殿 0.2 丈，其中增加在台基上的高度为 0.1 丈，可
知增加在木构或瓦件上的高度亦为 0.1 丈。
随着改建工程的实际推进，嘉靖十四年（1534）八月
初三日夏言又在其《进呈宗庙器物规制图式疏》中进一步
详载了各庙前殿明间的尺度 [3]。这些数据均有助于进一步
还原新庙制中的建筑设计（图 10）。
根据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明世宗提出的各庙建筑
格局设计，
“前堂五间，虎座向后，离丈余就接三间为寝
室”推测，太庙改造的最终实施方案中，太宗庙和昭穆群

图 10 《桂洲奏议》中新建各庙殿堂与院落尺度总结示意图及其格局还原假设
（作者自绘，图中尺度单位为丈）

庙均仅为前殿后寝格局，没有两庑及戟门。至于前殿后的
虎座式披檐，是常见于明代寺观、礼制建筑的做法，应与

表现意象。世庙用地规模比例较其他新建庙更长，以容纳

明间等宽，但其确切进深未见载于文献，图 10 中各以虚线

戟门与两庑，其整体格局类似于太庙主院落。《桂洲奏议》

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生成之始末

前两庑五间，后两庑三间，戟门五间。各单体建筑具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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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未记载世庙前后殿的面阔与通高，但由《进呈宗庙器物

殿面阔五间的情况下，按明代殿堂常见做法，设其余各间跨

规制图式疏》可知其明间尺度及进深（该疏所记载“明间进

度相等，则可由明间推算出这些建筑其他间的尺度。参考明

深”实际即为建筑总进深）数值均明显大于太宗庙和昭穆

代建筑实例及太庙现存建筑的情况，在太庙建筑群现存单体

群庙。

建筑攒当距不超过 11 斗口的前提下 [7]147，假设新建各庙攒

关于各庙殿寝的建筑设计，除世庙外，在已知各群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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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建筑

当距为 11 斗口，则可以进一步推知其用材情况如表 2：

新建各庙明间尺度与用材尺度推测

开间

阔（尺）

推测攒当数

推算攒当距（尺）

推算斗口值（寸）

明间

23.59

7

3.37

3.064

其他间

13.5（推算）

4

3.375

3.068

明间

22.9

7

3.271

2.974

其他间

13.25（推算）

4

3.3125

3.011

明间

25

7

3.571

3.247

3

太宗庙前殿

3

群庙前殿

世庙前殿

推测设计斗口值（寸）

新建各庙的寝殿规制在文献中记载较少，明间尺度亦

3.25

倍计算，则约为 26.9 尺。假设太宗庙前殿进深 4.009 丈中，

无数据。但考虑到建筑群设计规律，其用材应与相对应的

副阶进深占前后各两攒当距，其上檐铺作层为七踩单翘重

前殿相同。现状太庙中轴线上各单体建筑斗口均为 4 寸，

昂，则其上檐屋盖进深约 2.673 丈。按屋面举高为 3∶1，

新建各庙采用较小斗口，也与九庙都宫“尊太祖”的用意

台基高 6 尺推算，可得侧立样设计草稿一则（图 11）。考

相符。各殿面阔与进深设计丈尺均为零数，尤其多以九分、

虑到殿脊瓦件的高度，殿宇通高基本可与文献所载丈尺相

九寸结尾。此中除了附会吉数的因素以外，很可能还包含

符，比例合理。

了对檐柱侧脚的考虑，以求在铺作层及屋盖上获得较整的
尺寸。
文献没有明载各殿台基高度与屋面形制，本文亦不重
点对各庙单体建筑形制进行复原。概括而言，由通高与进

5 从九庙工程看国家礼制建筑群的决策
与规划原则

深之比判断，太宗庙前殿与各庙前殿均应为重檐，否则其

嘉靖改造太庙的设计过程揭示了明代国家坛庙等大型

屋面举高或台基高恐过大。明代殿堂明间比例宽扁，极端

建筑的若干改造原则。明代国家大型建筑群的平面设计遵

情况下檐柱高可仅达明间面阔的 60% 左右 [7]65。以太宗庙

循一系列比例与尺度规律，傅熹年先生在《明代北京宫殿

前殿为假设，则其檐柱高约为 14.16 尺，金柱高按檐柱 1.9

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8] 一文中曾有详细

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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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嘉靖太宗庙（世室）前后殿立样推测

（作者自绘）

出，太庙主体内外两重墙壝之间、墙壝与各单体建筑尺度

工程决策者的皇帝本人承担，另一方面又被作为结构工程

之间均相互配合，如外垣之宽等于内垣之深，等等 [1]89-90。

师和施工方的匠作与木厂承担，在两者之间似乎缺乏一个

然而这一精心构建的平面格局在嘉靖改建九庙时却曾

对接层。但通过观察嘉靖时期九庙建筑群的设计过程可以

经遭到空前的挑战。上文中所梳理的一系列前期过程方案

发现，皇帝身边的辅臣群体虽然不一定有土木知识背景，

都不同程度地干扰了太庙建筑群的原有格局。笔者推测，

但对于具体工程项目的决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一

在嘉靖时期，永乐肇造太庙、弘治增建祧庙时期的设计资

方面有机会面聆皇帝对于项目规划原则的指示并提出意见，

料可能已有缺失，初始平面设计中的一些精密用意已经不

另一方面，他们对项目场地的直接踏勘也构成了进一步设

被周知。大小臣工实际接触太庙空间的机会极为有限，更

计工作的基础。在具体项目真正鸠工集材之前，可能有多

难以体会到其平面格局中蕴含的比例与模数。有趣的是，

种方案被他们提出以供讨论并加以深化。这些步骤弥补了

九庙建筑群随后的设计深化过程恰好也是一个逐渐回归永

在规划与建设之间的“设计”缺环；而辅臣们的建筑工程

乐 - 弘治平面规划的过程。早期规划中对原有平面的扰动

素养则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师这一“群体性角色”的重要

逐渐缩减中和，最后至方案Ⅴ，完全确立了在原有平面框

属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被进一步剖析。

架下进行设计的原则。至于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一方面
是明世宗所确定的“平面最小干预”规划原则的指导，另
一方面，或许也在于君臣们在一轮轮的方案深化中逐渐
体会到了永乐 - 弘治原平面设计的用意。从嘉靖二十四
年（1545）增建的祧庙门墙

A

依然遵循这一平面框架来看，

6

余论
傅熹年先生与闫凯等学者已经发现，北京太庙的平面

设计采用五丈平方格作为基本模数，并试图通过现代测绘

那时君臣对于太庙建筑群的原始设计用意应该已有明确

数据等对太庙的原始设计尺度进行还原。而夏言等人的奏

认识。

疏中所提及的改造太庙工程设计过程中的各类尺度数据无

借助上述规划设计还可以一窥明代一组位于国家礼制

疑可以将这一探索向前推进。

顶端的建筑群的改造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

如果将嘉靖改造太庙相关文献中的尺度与傅熹年、闫

注意的是皇帝辅臣参与规划的深度。一般认为，我国古代

凯研究中所还原的尺度相对比（表 3），就会发现，历史文

建筑史上大型官方营造工程的设计过程与西方有显著差异。

献中由踏勘得来的尺度数据并不与五丈模数完全对应，也

在西方，具有独立职业地位的建筑师往往以参与竞标、接

往往并非整数丈尺。这一方面说明古代测绘精度与设计精

受委托等方式介入官方或王室工程。设计方案的深化、推

度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平面模数并非大型

进与调整形成一个完整的创作、合作与博弈周期，更接近

建筑群的唯一设计原则。这背后的工程因素与认知因素还

于当代建筑工程甲乙方订立合同的模式。而在我国古代，

需要进一步探究。

表3

太庙建筑群文献尺度、实测还原尺度与设计还原尺度的对比

嘉靖时期文献及推算尺度（丈）

现代实测尺度（丈）

设计还原尺度（丈）

大墙南北进深

81.2

85.3

85

内墙南北进深

64.6

65.22

65

大墙东西宽度

63~64

65

65

内墙东西宽度

34.2~35.2

36

36

祧庙后甬道宽度

2.9

2.5

戟门广场进深

13.7

17.5

两厢宽度

14.4

14.5

14.5

注：该表中现代实测数据来自傅熹年《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设计还原尺度来自该文平方格模数分析。闫凯
《北京太庙建筑设计研究》延续了这一分析。

A 《明世宗实录》第 281 卷，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二月辛未朔：“工部会议：……祧庙前改除甬道，添置中左右三并墙一道，东西量移宽广，北移进七尺，
南移出丹墀三丈。诏可。”参见《抄本明实录》。

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生成之始末

国家工程建筑师的角色则显得模糊得多，它一方面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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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北京太庙建筑设计研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

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庙插曲最终落幕。太庙建筑

测还原尺度一般较文献尺度略偏大。考虑到傅熹年先生所

群恢复旧制，而睿宗也得以祔庙。这段充满了迂回微妙的

采用的现代测绘数据与平方格模数分析是以墙体外皮为准，

礼制考量与私亲寄托的营造史几乎没有在现状太庙中留下

这些偏差可能意味着明代文献中的测绘数据是以墙体中线

任何痕迹，但其缜密详实的设计过程却让我们得以重新认

为准。上述各项数据的差值总体在工程控制范围内，唯有

识中国古代国家工程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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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文献数据与实测还原数据的吻合度均较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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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庙建筑群大墙南北进深一项上，文献尺度与实际尺度

明世宗变更庙制的创想，从概念到实现一共经历了五

存在一个 3.8 丈左右的显著差异，而这一差异是由戟门广

年的擘画。新庙制并非君王专断的结果，而是一场从确定

场进深的差异带来的。这说明从嘉靖时期的太庙改造至今

规划原则、评议概念方案、组织现场踏勘、提交正式设计、

的某个时间点上，太庙南大墙确实被向南拓展了。这一拓

比选深化、多轮调整，直到定案施工的成熟运作。在这一

展究竟发生于何时？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太庙重建时，

过程中所留下的设计数据，推进了我们对于北京太庙建筑

抑或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展拓戟门前河桥时？假如

沿革的认识。而夏言等臣工的深入参与则显示了他们的建

将现状太庙南墙向北缩回 3.8 丈，所形成的大墙几何中心将

筑工程素养，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无建筑师”这一

大约落在享殿前檐处。这是否是永乐时期创建太庙时的设

传统认知中的缺环。

计本意？这些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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