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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
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

王余辉

内容提要　 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２ 年间，提出了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祠祀烈士以辛亥、北伐烈士为主。 １９３３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制度建设继续推进，规划扩大，提出“各县设立忠烈祠” ，祠祀烈士新

增抗日、“剿共”等“烈士”类型，然制度的实践有限，未形成所设想的全国性建设热

潮。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建立起一整套从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到调查统计的

规制，“普设忠烈祠”的目标也在国统区内较大程度上实现，形成一种涵盖了国民政

府所认可的辛亥以来所有烈士，但以抗日烈士为主的祠祀情形，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

祀制度得以真正建立并强化。 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前期忠烈祭祀的混乱局

面，并借鉴了清代忠烈祭祀的统一形式。 由于祠祀烈士“层层累积”的特征，涵盖所

有烈士的忠烈祠具有集成性质，虽最终以抗日烈士为主，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抗日烈

士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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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重建国家祭祀体系①，其中一项便是建设“国家忠烈祭祀”②，最
终建立了以忠烈祠为主体的忠烈祭祀，这在中国国家忠烈祭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具有标

志性意义。 学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忠烈祭祀已有一定的探讨。 台湾学者蔡锦堂较早关注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的忠烈祠问题，先后有数篇成果问世，近年结集出版。 其他代表性研究可参考张世瑛、姜

４４

①

②

民国时期国家祭祀包括祭天、祀孔、关岳祭祀、忠烈祭祀、“国父”祭祀、黄帝陵祭祀等项，其中，对辛亥、北伐、抗战等烈士

的忠烈祭祀是国家祭祀的重要构成。 参见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

学院，２００５ 年。
“国家忠烈祭祀”是近年来学界创设的概念，衍生自“国家祭祀”概念，用来指称国家祭祀中具有群祀性质的忠烈祠祀类

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采用“忠烈祭祀”而非与之相近的“忠烈祠祀”概念，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祭祀”的范畴要大于

“祠祀”，能够观照“祭”与“祠”两个层面。 第二，学界习称“忠烈祭祀”，“忠烈祠祀”表述相对少见。 相关概念、内涵的讨论及其具

体研究，仍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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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芹、冯鹏远等相关论文①，但相对而言还需深入，尤其是同与忠烈祠性质最为相近的日本靖国类

神社研究相比，更显不足。②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既有研究囿于材料和视角，对忠烈祭祀制度尚未

厘清，对一些关键史实存在误解，对当时忠烈祠的复杂性认识不够。 本文在当前研究基础上，通过

挖掘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等档案馆所藏档案和其他报刊

史料，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视角，以制度史作为路径，集中考察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过程，探讨

其起源、表象与实践，尤注意分析该制度的起源和建构，以尽量摆脱过去制度史研究中不知其所以

然的弊病。③ 同时，剖析忠烈祠的性质。 希冀深化相关研究，以期从忠烈祠层面揭示现代中国民族

国家建构的复杂进程和多重面相。

一、 最初的纪念与制度规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在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且具有相当长的历史。④ 传统的“祀”类
型多样，其中一类即对忠臣烈士设祠庙以奉祀的“忠烈祭祀”，只是历代称谓、形式不一。 唐时将李

靖、李绩等当朝名将附祀武庙。⑤ 两宋之际，大规模诏建旌忠庙、祠。⑥ 明代也建有一定数量的忠

烈祠庙，仅《全辽志》所记载的辽东地区便有 １６ 所。⑦

清代的忠烈祭祀更为显著，主要有群祀性质的昭忠祠、贤良祠与个人性质的功臣专祠，从京师

到地方多有营建。 京师昭忠祠于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开始营造，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建成，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时所立牌位已包括王公大臣官员计 １６８７ 人、兵丁计 １０３０７ 人，“自是每岁春秋二祭”。⑧ 此

后奉祀人数不断增加，可想规模之大。 地方上的忠烈祭祀也颇为盛行。 嘉庆时令各直省建立昭忠

祠：“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阵亡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乡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⑨之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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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锦堂《从神社到忠烈祠：台湾“国家宗祀”的转换》（台北，群学 ２０１５ 年版）；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

调查与纪念》（台北《国史馆馆刊》第 ２６ 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姜良芹、朱继光：《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

苏省为例》（《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冯鹏远：《抗战时期四川忠烈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１６
年）。 以上研究各有侧重，涉及忠烈祠相关法令、少数省份的建设概况、入祀情况等基本问题，但对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

度的宏观把握不足，对忠烈祠的性质等重要问题认识不够。 此外，陈蕴茜和李俊领在相关研究中也部分涉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忠烈

祭祀，不过并非各自考察重点。 参见陈蕴茜等著《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李俊领：《中

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２００５ 年）。
日本靖国类神社、神道研究蔚为大观，除日本学界，还吸引了中国台湾、大陆学者，涉及日本本土神社、海外神社等多项内

容。 代表论著有村上重良『慰霊と招魂：靖国の思想』（岩波書店、１９７４ 年）；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 （同成社、
１９９４ 年）；嵯峨井建『満洲の神社興亡史：日本人の行くところ神社あり』（芙蓉書房、１９９８ 年）；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
朝鮮神宮·台湾神社と祭神』（弘文堂、２００４ 年）；步平：《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近来中共制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制度史研究不仅要关注静态的制度表象，还要前溯制度的起源，关注制度的实践，尤
其应将起源和实践作为今后制度史研究的重点，来摆脱以往制度史研究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 参见满永《“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现

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５ 页。 这值得所有制度史研究的重视。
另有研究者认为，“祀与戎”在原始语境中是指祀礼与军礼，后来才逐渐扩大为祭祀与战争之意。 参见王学军、贺威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古代文明》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９２ 页。
黄进兴：《武庙的崛起与衰微（７—１４ 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１３—

２１４ 页。
杨俊峰：《赐封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１０ 卷第 ２ 期，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 ３３ 页。
张士尊：《明代辽东忠烈祠的修建与边疆文化特色》，《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３４ 页。
《群庙考三·诸臣祠·祭忠义孝弟祠节孝祠仪》，乾隆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文献通考》第 １２１ 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 ６３４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６５６—６５９ 页。
《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 ４５１ 卷，《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８０５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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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者还有在多地为湘军、淮军、楚军所建昭忠祠。① 《清史稿》所记京师及各地功臣专祠至少有

数百所。 清廷逐渐制定较为完整的仪规，主要包括昭忠祠的建筑规制（并涉及陈设、神牌的制

作）、祭祀礼仪（含入祀者和主祭者的标准、祭期、祭品、祭仪）等大小方面。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清廷已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一套空间上覆盖从中央到地方，时间上长期持续的统一的忠烈祭祀

体系。③

至 １９１２ 年民国肇建，忠烈祭祀的旧传统为新政府所批判性继承。 南京临时政府十分重视对辛

亥烈士的褒恤。 陆军部认为“赏贤议功，为建邦之大典；彰善瘅恶，乃心理所同然”，“所有先后死义

诸先烈，应由各省建设专祠，永远奉祀”④，即于是年 ２ 月向大总统孙中山呈请，将“所有前清昭忠及

各专祠分别改建大汉忠烈祠”，“汇集各该省尽忠民国死事诸烈，入祀其中，由本部派专员致奠，以
后即由各执政春秋致奠，并于每岁八月十九即武汉起义纪念日、新历二月十五即民国统一纪念日，
恭行祀典，水为定制”⑤，得孙一体照准，很快便通电各省办理。⑥ 此外，还为少数特别烈士建造专

祠。 如在南京为杨卓林、郑子瑜二烈士建专祠，并将吴樾、熊成基、陈天华附祀。 在浙江绍兴建徐公

祠，奉祀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先烈。
不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旋即成立，悄然否定了大汉忠烈祠，试图另建一套祭祀体系，但

随着袁的去世而失败。⑦ 事实上，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令并未得到地方的认

真执行和持续贯彻。 而且，真正建立起来的也多是个人性质的专祠，群祀性质的忠烈祠仅是少数，
前者在祭期、祭礼等方面大多各不相同。 在民国前期国家分裂的状态下，北京政府与国民党试图各

建体系，各地方也奉行不同的祠祀办法，清时忠烈祭祀体系的统一形式不复存在。 故此阶段忠烈祭

祀虽有一定形制⑧，却显得混乱而成效不大。⑨

作为一个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权，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宣告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样重视烈士纪念。
８ 月 １ 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民初所建的浙江西湖忠烈祠，召开该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９
月，为纪念讨伐孙传芳战役中的牺牲将士，“南京军民追悼讨孙阵亡将士大会筹备会”将南京秀山

公园易名为血花公园（后又称“第一公园”），将园内旧有英威阁改为烈士祠，并于 ２４ 日举行隆重的

追悼会。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冯玉祥在河南建立革命阵亡将士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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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统计，湘军在江西湖口石钟山、湖南湘乡、湖南平江、江宁等地建有昭忠祠，淮军在江苏无锡、湖北武昌、江苏苏州、
台北、保定、安徽巢湖、天津等地建有昭忠祠。 参见傅德元《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安徽史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第 ７１—８２ 页。

参见《群庙考三·诸臣祠·祭昭忠祠仪》，乾隆十二年敕撰：《钦定皇朝文献通考》第 １２１ 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３４ 册，第 ６６２—６６４ 页。
仅就京师昭忠祠而言，最早入祀时间是 １７２９ 年，较晚记录是 １９００ 年入祀傅国公光裕、将军延茂、四川总督李秉衡 ３ 人（李

秉衡后被清廷罢祀）。 其中 １８５１ 至 １８９０ 年，每年皆有阵亡将领入祀。 参见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

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２ 页。
《陆军部为建先烈专祠事表扬闽都督慷慨大公电文》，《临时政府公报》第 ３０ 号，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第 １０—１１ 页。
《陆军部请将前清昭忠各专祠分别改建大汉忠烈祠呈》，《临时政府公报》第 ５１ 号，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 １４—１５ 页。
《陆军部通告各省都督将前清忠义各祠分别改建大汉忠烈祠电文》，《临时政府公报》第 ２０ 号，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第 ４ 页。
参见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６—

１７０ 页。
参见陈蕴茜、李兴勇《国家对辛亥革命纪念空间的定位》，陈蕴茜等：《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第 １０—２６ 页；王

楠、陈蕴茜：《烈士祠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民国档案》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７２—８２ 页。
有研究者认为，“北京政府的国家忠烈祭祀，流于形式，实无效果”。 参见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硕士

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９ 页。
《廿六军阵亡将士追悼会纪》，《申报》，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３ 日，第 ９ 版。
《首都追悼讨孙阵亡将士大会》，《申报》，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第 ５ 版。
吴山：《报吿冯总司令为国为党今昔坚苦工作之实况》，《申报》，１９２８ 年 ９ 月 １ 日，第 １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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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营造的烈士祠墓，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为代表。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中央常

务会议，蒋介石提议建筑阵亡将士公墓，获会议通过。① 随后组成筹备会开始筹设，选定灵谷寺为

墓址，并于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公开征求设计图案，且在征集启事中明确表示为“首都建筑国民革命军阵亡

将士公墓”。② 公墓后于 １９３１ 年动工。
除北伐烈士，前之辛亥烈士的纪念也愈发得到重视。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江苏省政府议决褒扬该省

先烈，建纪念塔、烈士祠及重修故墓。③ １９２８ 年，安徽巡警学堂同学会向内政部呈请褒扬徐锡麟，再
建一所专祠。④ 王世裕等也状请为秋瑾建祠筑亭。⑤ 同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中央常会讨论多项抚恤事

宜，如彭家珍遗族来京请恤并修墓建祠案，为喻培伦铸铜像案，为四川辛亥先烈追褒死者、优恤遗族

及就地建立忠烈祠案。⑥

黄花岗烈士纪念在辛亥烈士纪念中具有重要地位。 １９１２ 年全国举行了隆重的黄花岗起义纪念，
但北京政府时期官方有意中断了相关纪念。 国民党在势力壮大后才逐渐恢复黄花岗烈士纪念，于
１９２５ 年将 ３ 月 ２９ 日设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从制度与实体建筑两

大方面强化纪念。 于 １９２９ 年提出一套包括“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的“革命纪念日”体系，并于同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发动一次全国性规模的纪念活动。⑦ 又于 １９３０ 年将“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改为

“革命先烈纪念日”，作为“国定纪念日”，完成了该纪念日的制度化。⑧ 同年，广东省政府对 １９２１
年初步建成的黄花岗墓园提出大幅扩修计划，后至 １９３５ 年基本形成现在的规模。⑨

国庆庆典之时追念先烈是当时烈士纪念的重要活动。 １９２８ 年国庆被普遍视为完成北伐、统一

全国后的第一次国庆纪念日，国民政府下令全国举行隆重纪念。 １０ 月 ９ 日，“首都各界庆祝国庆纪

念曁全国统一大会”召开，在第一公园烈士祠举行追念先烈典礼。 蒋介石、陈绍宽、薛笃弼、张群等

要员出席，蒋介石任大会主席，其他各机关团体代表约两千人到会。 大会程序包括奏乐行最敬礼、
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献花、代表致辞、读祭文等。 为庆祝 １９２９ 年国庆，南京成立“首都各

界国庆纪念筹备会”，并将会址设立于第一公园烈士祠。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始正式纪念活动，首先即

在烈士祠举行追念先烈大典，蒋介石再次亲临主持、致祭。

在营造祠墓和举行纪念活动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进行制度规划。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 ８ 日，国民党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文简称“中执会”）第 ５ 次全体会议，蒋介石临时提议《对于阵亡将士及

本党先烈应抚恤遗族、建立公墓及专祠并优恤残废兵士案》，但暂未拟定具体办法。 后在 １０ 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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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中执会常会上，前项提案的具体办法已经拟定，即《对于阵亡将士、本党先烈抚恤遗族、建
立公墓专祠并优恤残废士兵一案办法大纲》①，获会议通过。

关于烈士纪念，此大纲主要规定纪念对象、纪念方式与纪念日期三项。 对象即“本党先烈”与
阵亡将士，实指辛亥、北伐烈士。 方式一是在南京灵谷寺、北京西山建筑公墓以集葬各就近地方之

烈士，若原葬处烈士较多则于原处建立，国民党先烈与阵亡将士皆可入葬；二是在首都设立“革命

纪念祠”而专祀国民党烈士，对于有特殊功绩的党外人士则于所在地建立“纪念祠”。 公墓与纪念

祠每年的纪念日期皆为“统一纪念日”，纪念祠于该日举行“国祭典礼”。②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最早

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提出中央与地方二分、有一定党派色彩（公墓无党籍要求，纪念祠有党派之

分）的祠祀框架。 显然，非如一般所认为迟至 １９３３ 年才开始制定忠烈祭祀的相关法规。③

然而，这个制度规划面临着主客观的多重障碍。 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标榜革命和现代的南京

国民政府确实于内政外交许多方面进行了革新。 这在信仰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政府发动了新

一轮大规模的神祠改废运动④，并一度废止延续千年的祭孔祀典和袁世凯政府拟定的关岳祀典⑤，
在承继忠烈祭祀传统时也实施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变革，如将祭祀仪式化繁为简，通过“不立专祠

之决议”，以尽量用纪念碑、纪念堂、纪念学校等新形式取代专祠这类旧方式（故未批准为秋瑾、徐
锡麟建祠的请求，分别代替以纪念堂、纪念碑）。⑥ 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起初确有较强的反传统、
追求现代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他们乐于效仿西方，但在延续和变革中国传统时却容易生发一种迟

疑态度，在继承忠烈祭祀传统时也不例外。 事实上，尽管在继承这一传统时已经实施了诸多具有现

代意义的变革，但国民政府似乎仍未从心理上完全认同祠墓祭祀的传统方式，相比之下，当时更热

衷于营建西方式的现代革命纪念体制，前之“革命纪念日”体系即为显例⑦，随之呈现出忠烈祭祀被

纪念体制压倒之势。 纪念体制及其话语甚至已经影响到忠烈祭祀的某些要素，这在“大纲”中有直

接表现，如以“纪念祠”取代以往“忠烈祠”“烈士祠”等传统指称。 国民政府这种有意求新的观念

要到后来才逐渐转变。
而且，１９２８ 年庆祝统一的国民政府并未真正统一，实际统治地域有限，加之大小战事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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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乱的政治局势和财政困境，国民政府未能有效推动忠烈祭祀规划的实际开展。① 该大纲

并未颁行全国，媒体也少有宣传。 前述各地的建祠、纪念活动仍明显延续各自为政的状态。 此

外，这个在“建国”之初所提的规划本身也存在重要缺陷，未涉及营造、入祀、公祭等诸多内容。
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营造了一定数量的祠墓，但制度规

划和实际建设皆很有限，忠烈祭祀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 １９３３ 年之前，首都阵亡将士公墓仍在

设计和早期建筑阶段，首都革命纪念祠自提出后便无下文。 时所颁行的《兵役法》与褒扬类法令也

并无设祠奉祀的相关内容。②

二、 制度建设的推进

除了祠墓营建，忠烈祭祀的另一项关键内容是入祀，而审批入祀烈士是重点事项。 这项工作从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开始系统办理，由成立不久的内政部负责，对于各地呈请旌表烈士的案件先行审核并

拟具办法，然后呈行政院核定施行。 不过，因 １９２８ 年“大纲”未对建祠之后的附祠作具体规定，内
政部起初并无法规以资依据，仅就各案事实拟具办法。

随着各地呈请旌表的案件增多，进一步立法的重要性凸显。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内政部奉行政院令，
草拟《烈士附祠办法》（６ 条），经核准后于同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布施行。 办法第 １ 条规定：“凡为国民革

命而牺牲之烈士，除专设纪念祠供祀者外，得依本办法于其事迹表著地、死难地或原籍之烈士祠内

附祠供祀。”③显然，该办法提出的“烈士”概念相当宽泛。 同时，“纪念祠”等用语亦可显示此办法

是对 １９２８ 年“大纲”的补充，展现出忠烈祭祀制度的脉络谱系。 与 １９２８ 年“大纲”相比，《烈士附祠

办法》明确附祠申请与审批程序（申请者将烈士事迹造册，呈由县市政府后转呈省政府，最后呈内

政部核准）与牌位具体式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遗留的入祀问题。
不过，由于“凡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之烈士”这个宽泛概念，不久便在萧汉杰案上产生争议。 该

年 １１ 月，湖南省长沙县萧吴氏为其“抗日阵亡”之子萧汉杰呈请附祀该县烈士祠，最后呈报至内政

部审核。 然而，内政部起初认为，“凡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之烈士，当然可以包括从军作战人员，但须

有殊勋于党国，而其死事之壮烈，又足以昭垂后世而深资景仰者，绝非普通阵亡或死难人员所可比

附”。 可见，内政部认可抗日烈士，但提出较高标准，故当时并未批准作为普通阵亡人员的萧汉杰

入祠。 但当内政部将该案呈请行政院核准时，后者却提出不同意见。 行政院认为，“关于国民革命

之目的，首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有因抗日阵亡之将士，自不得非谓其为国民革命而牺牲，应认

为与《烈士附祠办法》第一条之规定相合，许其于事迹表著地、死难地或原籍之烈士祠内，附祠供

祀”。 事实上批准了萧汉杰附祀。④

同时，行政院亦考虑到，如果烈士人数较多，那么“办法”中关于牌位直书烈士姓名的规定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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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兵役法》，《军政公报》第 １６１ 号，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第 １—２ 页。
《烈士附祠办法》，《内政公报》第 ６ 卷第 ３３ 至 ３７ 期，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 １１３５—１１３６ 页。
参见《行政院长汪兆铭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内政部呈请转咨制定烈士专祠附祠办法一案呈请备案》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２１００ ／ ０００６ ／ ００３；《咨湖南省政府：准咨以转据萧吴氏呈以伊子萧汉杰抗日阵亡请

于附祠一案经奉院令核准并修正烈士附祠办法条文请查照》，《内政公报》第 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第 ５８８—５８９ 页；内政

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 ４ 册（礼俗篇），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Ｆ９６—Ｆ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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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故对该“办法”提出修正意见，增加一条“如殉难人数过多时，其牌位中得免书烈士姓名，以事

由代之，如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之灵位之类”。① 后内政部奉令，将其列为“修正烈士附祠办法第四条

条文”，于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致电各地查照②，又于 ３ 月正式咨文湖南省政府，批准萧汉杰附祀。③

值得注意的是，该办法以“凡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之烈士”之统称取代 １９２８ 年“阵亡将士、本党

先烈”指称。 从稍后内政部、行政院的解释与修正来看，此中“国民革命”是一个扩大的概念。 烈士

对象在原有之辛亥与北伐烈士之外，新增抗日烈士，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为例的修正条文则将抗日

烈士进一步彰显。 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开始明确从制度上将抗日烈士纳入国家忠烈祭祀的范围（地方

和民间对抗日烈士的实际纪念活动前已有之），不过，“抗日战争”还在“国民革命”范畴之下。
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忽略了这一重要的修正过程与细节，故在评判《烈士附祠办法》时适成两

种对立意见。 张世瑛认为，“该办法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抗日阵亡将士，即使在此案例（萧汉杰

案）出现后，也未能改变国民政府对于烈士定义的基本立场，抗日从军作战殉难人员仍然被包含在

为国民革命牺牲的烈士范围之内，并加上了两项但书，一是要对党国有特殊功勋，其次必须是要死

事极为壮烈，一般阵亡者还难入国府官员法眼”。④ 蔡锦堂则依据办法中的“如淞沪抗日阵亡将士

之灵位”一语认为，“‘忠烈祠’的创出，本无关于创建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或北伐等，而源于 １９３１
年之后的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 因此‘烈士附祠办法’中的条款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为例说明，
乃不言而喻”。⑤ 前者认为该办法未考虑到抗日烈士，持批评态度，而后者则大有该办法专为抗日

烈士而立之意，持肯定态度。
事实上，两种观点皆因材料和视角的缺憾而有失偏颇。 第一，关于材料缺陷，都与萧汉杰案有

关。 张世瑛所用史料仅涉及之前内政部以高标准未准萧汉杰附祀，而之后行政院实际批准的相关

内容缺失。 故张未注意到最终批准入祠一事，影响了立论的准确性。⑥ 蔡锦堂所用史料则没有萧

汉杰案的记述，所依据《烈士附祠办法》也是修正版本，故其修正过程被蔡忽略，而此修正过程与修

正条文恰不利于蔡的结论。⑦

第二，无论是批评《烈士附祠办法》忽略了抗日烈士，还是肯定其专为抗日烈士而立，实际上都

是从抗日烈士祠祀的单一视角立论，并非在国民政府忠烈祭祀的整体视野下考量。 单一视角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抗日烈士祠祀的专门叙事，但若忽视整体则容易导致片面。 事实上，对南京国民政府

而言，任何有功于其政权的人员都在其祠祀体系考虑之内。 前后各类烈士的祠祀并非新旧替代，而
是“层层累积”，致使整个体系不断扩大。 与此相对应，不断推陈出新的各项新法令实则一脉相承。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行政院长汪兆铭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内政部呈请转咨制定烈士专祠附祠办法一案呈请备案》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２１００ ／ ０００６ ／ ００３。

《咨各省、市政府：关于烈士附祠办法经呈行政院修正转奉国府令准检同修正条文请查照》，《内政公报》第 ７ 卷第 ６ 期，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９ 日，第 ２１７—２１８ 页。

《咨湖南省政府：准咨以转据萧吴氏呈以伊子萧汉杰抗日阵亡请于附祠一案经奉院令核准并修正烈士附祠办法条文请查

照》，《内政公报》第 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第 ５８８—５８９ 页。
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与纪念》，台北《国史馆馆刊》第 ２６ 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第 １３—１４ 页。
蔡锦堂：《忠烈祠“英灵”探析》，张春英主编：《两岸史学：海峡两岸关系史与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７９ 页。
张世瑛仅使用《烈士祠祀及设立忠烈祠纪念坊碑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２１００ ／ ０００６），未关注到

前述记载萧汉杰案后部分的《内政公报》。 参见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与纪念》，台北《国史馆馆刊》第 ２６ 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第 １３—１４ 页。

蔡锦堂所用史料是《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草案》（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６９），事实上一直将其作为唯一

版本使用。 参见蔡锦堂《忠烈祠“英灵”探析》，张春英主编：《两岸史学：海峡两岸关系史与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５７９ 页；
蔡锦堂：《从神社到忠烈祠：台湾“国家宗祀”的转换》，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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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法令之后的各“建祠”法令，实际上是要求各地方已有忠烈祠庙改建，并送入一批新烈士，若
无相关祠庙则新建，把新烈士和旧烈士都送入。 以整体视野来看，１９３３ 年办法是对 １９２８ 年大纲的

补充，不是专为北伐烈士而立，也并非专为抗日烈士而立，而是涵括了所有烈士。
就在《烈士附祠办法》制定、修正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进行针对中央苏区的第 ５ 次大规

模“围剿”作战。 该“烈士”类型随之进入国民政府忠烈祭祀的考虑范围。 战事结束不久（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呈报有功人员，以便分别奖叙”，并令于战事波及的赣、粤、闽、
湘、鄂五省，建筑“烈士公墓若干所”。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军事委员会制定《收复匪区县份设立忠烈祠办

法》（１１ 条），通令五省遵行。 该办法规定建祠、牌位、春秋公祭等内容，属于针对“剿共”战死人员

的专门法案。① 国民政府由此正式将该类“烈士”纳入忠烈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该办法放弃以往

“纪念祠”“烈士祠”等称呼，正式使用“忠烈祠”指称。 然此同样遭到忽略，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南
京国民政府法令中首次出现“忠烈祠”名称系一年后公布的《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②

讨论《烈士附祠办法》修正过程和“忠烈祠”首次正式使用并非无关紧要，实则与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忠烈祠的性质这一重要问题密切相关。 这两个忽略提示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关于忠烈祠性

质的既有认知需要重新审视。 前述蔡锦堂认为，“‘忠烈祠’的创出，本无关于创建中华民国的辛亥

革命或北伐等，而源于 １９３１ 年之后的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 姜良芹等同样提出，“国民政府时

期，忠烈祠的肇建缘于纪念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抵抗日本侵略而殉国的将士”。③ 显然，在追溯忠

烈祠的起源时，论者所强调的仅是 １９３１ 年后的抗日战争和抗日烈士因素。 但事实上，若严格以明

确使用“忠烈祠”表述为标准，那么忠烈祠最初是用于“剿共”战死人员而非抗日烈士。 若不局限于

“忠烈祠”的字面意义，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忠烈祠当追溯至 １９２８ 年大纲所提出的纪念祠。
随着 １９３６ 年日本侵华局面日益危急，国民政府对忠烈祭祀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作为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提出《为复兴民族须先将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加以特别优恤

案》，其中关于“阵亡官兵”五款，关于“残废者”五款，关于“受伤及有特殊勋劳者”一款。 冯十分恳

切地从历史和现实挑战两方面陈述其理由：北伐能够取得胜利，“未三年而北达燕冀，底定中国”，
除了因“本党主义使将士甘于用命”，更在于将士具有“牺牲精神”，故政府理应特别优恤。 况且，
“今国家多难，外患日亟，欲图御侮救亡，固宜物质经济尽量筹备”，但“首要则实在乎人心，必先使

将士有敢死之心，然后可操必胜之券”。④

军事委员会采纳了冯玉祥的提案，在其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

特别优恤办法全案》，其中包括《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１１ 条）、《各地建筑阵亡将士公墓办法》（１１
条），并转由行政院于同年 ５ 月通令各地办理。⑤ 这两项办法综合了 １９２８ 年“大纲”、１９３３ 年“办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铨（三）字第二一八八号》（１９３５ 年 ４ 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政府档案，ｌｓ１ ／ ３ ／ ９７５；《江

西省政府训令：建祕字第八四九八号》，《江西省政府公报》第 ２７３ 号，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第 １９—２０ 页。
这一说法最早为蔡锦堂提出，后为张世瑛、姜良芹等研究者沿用。 蔡锦堂认为，“正式开始使用‘忠烈祠’一词的法令，起

自于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由行政院转发、军事委员会制定之《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内所附之《各县设立忠烈祠

办法》”。 参见蔡锦堂《忠烈祠“英灵”探析》，张春英主编：《两岸史学海峡两岸关系史与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５７９ 页；张
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与纪念》，台北《国史馆馆刊》第 ２６ 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第 １３ 页；姜良芹、朱继光：《抗战胜利

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９０ 页。
姜良芹、朱继光：《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８９ 页。
《军政部训令：总爱（人）字第一一八六号》，《军政公报》第 ２２８ 号，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 １４２—１４４ 页。
《军政部训令：总爱（人）字第一一八六号》，《军政公报》第 ２２８ 号，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 １３７—１４３ 页。 后于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行政院对《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第 ２ 条进行了补充。 参见《军政部训令：总爱（人）字第一八三一号》，《军政公报》第 ２３２ 号，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第 ２３—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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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１９３５ 年“办法”，在纪念方式上延续 １９２８ 年“大纲”的思路，忠烈祠与公墓一并推行，前者设

立牌位，后者入葬遗骸。 纪念对象则细化为“凡抵御外侮、北伐、剿赤、各战役死亡官兵”，明确将以

往数种类型的“烈士”皆纳入忠烈祭祀。 纪念日期改为 ７ 月 ９ 日，并特别注明为“国民革命军北伐

誓师纪念日”。 两项办法还进一步明确经费筹措、入祠仪式、公祭仪式与保管维护等项。 另有两点

值得注意：第一，从烈士排列顺序来看，抗日烈士地位上升，但还未占据主导地位。 “抗日战争”仍
在“国民革命”范畴之下。 第二，已经明确要求各县设立忠烈祠，建祠的空间范围史无前例般扩大。
这就意味着，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拟定一个地域上推广到县一级，涵盖国民党所认

可的辛亥以来所有烈士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只是还未形成以抗日烈士为主的情势。
在制度建设继续进行的同时，实际的祠墓营建较前一阶段也确有推进。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

公墓自 １９２８ 年倡设，至 １９３５ 年基本竣工，主体建筑有牌坊、公墓、正气堂（祭堂）、纪念塔、纪念碑。
当时入葬将士包括北伐、抗战（主要是 １９３２ 年淞沪抗战与 １９３３ 年长城抗战烈士）和“剿共”三类，
以北伐烈士为主。① 同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举行声势浩大的落成公祭典礼。 蒋介石、林森等党国要员百

余人出席，五全大会代表四百余人与各机关团体代表数千人参与。 由蒋介石主祭，其余要员陪祭。
南京、北平、西安等地于当日降半旗致哀。②

当时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也颇为热烈。 除抽签选择 １２８ 名烈士入葬国民革命

军阵亡将士公墓，上海市民早于 １９３２ 年自发筹划、募款，在上海近郊的庙行镇建筑无名英雄墓，至
１９３６ 年初大致完工，同年 ２ 月 １７ 日举行揭幕典礼，上海市市长主持，全市下半旗。 同年 ７ 月 ９ 日，
上海市政府根据新近制定的《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组织上海各界，在
无名英雄墓举行公祭典礼。③ 另外，早在同年 １ 月 ２８ 日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时，便有

马相伯等人带领队伍，唱着《“一·二八”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从上海城区步行近三小时至庙行

镇无名英雄墓前致祭。④

继黄花岗烈士之后，辛亥烈士纪念中以河北滦州起义烈士纪念较为隆重。 冯玉祥是滦州起义

的幸存者，此后多次为牺牲战友立像、建祠。 １９３３ 年，时隐居于泰山的冯玉祥再建泰山滦州起义烈

士祠。 同年 １２ 月 １ 日举行落成礼，冯亲到主祭。⑤ 不过此时仍属冯玉祥的个人行为。 １９３６ 年，国
民政府明令褒扬滦州起义烈士，令在山东泰安立碑造林，在北平西山建衣冠冢和纪念塔。⑥ １９３７
年，国民政府决议以国葬的方式再次郑重纪念滦州烈士，计划于 ５ 月 ２６ 日同时在山东泰安、北平西

山举行典礼。 该日，在西山滦州起义烈士国葬墓园举行国葬典礼，国民党中央委派代表鹿钟麟、石
敬亭参与，由鹿任主祭（国民政府拟派代表宋哲元未能出席）。 同时在泰安举行烈士祠落成典礼，
冯玉祥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韩复榘作为国府代表主持典礼、致祭。 相较于 １９３３ 年，这是一次典型

的国家忠烈祭祀行为。⑦ 滦州起义烈士纪念能够从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与冯玉祥的努力不

无关系，同时也与彼时国民政府强化忠烈祭祀密不可分。 抗日动员正成为纪念、祠祀日益鲜明的主

旨，这点在滦州起义烈士祠内用鹅卵石铺设的“抗日救国”字样和典礼当日印有“创造共和、收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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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鹏善主编：《中山陵志》，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８２ 页。
《阵亡将士公墓　 昨行落成公祭典礼》，《申报》，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 ４ 版。
《各界昨公祭阵亡将士》，《申报》，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第 １０ 版。
《“一二八”四周年　 巿民举行纪念大会》，《申报》，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第 １２ 版。
《冯在泰山所建烈士祠落成礼　 冯亲到主祭》，《申报》，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第 １１ 版。
《国府明令褒扬滦州起义先烈》，《申报》，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３ 日，第 ３ 版。
《滦州殉难烈士中央决予国葬》，《申报》，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 ４ 版；《滦州殉难烈士在平举行国葬典礼泰安公祭冯韩分

读祭文韩复榘于祭后即返济南》，《申报》，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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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八字的大饼上有明白表示。
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忠烈祭祀制度与实践之间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祠墓营建终虽多于以往，但并未形成《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所设想的全国性建设热潮。 祠祀活动

也未常态化、规范化。 相关法规虽出自内政部、军事委员会等重要部门，但权威有限，且在营造、入
祀、公祭等重要规制方面仍有待完善。 换言之，忠烈祭祀制度还未真正建立。

三、 制度的建立与强化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忠烈祭祀成为日益紧迫的工作。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底，中国国民党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汉召开，湖北省代表艾毓英等 ９ 人联合提案，拟请规定“凡此次抗战牺牲之烈士，上
至将校、下至士卒，均得就其籍贯分别令知各省县一律入烈士祠以祀之，无烈士祠者，从新修建或改

造”。 为此，行政院于同年７ 月３０ 日通令各省市，再次要求按照《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办理，暂未设立之

县份应“普遍设立”。① 事实上，内政部已于此前一个月提出“普设忠烈祠”，此后逐渐流传开来。②
为了解各地忠烈祠建设情况，也为督促落实，内政部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制定了《忠烈祠实况调查

表》，要求各地填具呈报。 该表包括“建立情形”“建立时间”“建筑费用”“财产及经费状况”“供祀

状况”“管理状况”等栏。③ 这是在忠烈祭祀方面首次建立起正式的调查制度。 之后内政部将忠烈

祠营建列入战时行政计划，作为“战时要政”，基本上每年均进行督促、调查与统计工作。
军事委员会又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通令各地，重申《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要求遵办并将办理情形

具报核查。④ ７ 月，行政院、军政部、委员长桂林行营先后连续通令各地，强调办理忠烈祠事项，以至

于湖南省民政厅长陶履谦深感“各县忠烈祠之设立刻不容缓”。 但陶履谦也感于以往法规并不完

善，遂于 ８ 月拟定《湖南省各县设立忠烈祠补充办法》（１２ 条），获湖南省政府委员会常会通过后颁

发湖南各县办理。 该办法补充了一些关于筹款方法、管理人员及入祀细则。⑤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主管忠烈祠祀工作的内政部礼俗司同样意识到 １９３３ 年《烈士附祠办法》和 １９３６ 年

《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的不足之处，指出“两项法规名称不一、内容互异，适用上往往发生疑义。 加以

条文简单、包括未周，如设立及保管方法无明确规定，经费及祭祀各点亦尚欠周密。 自非重加厘定，难
期完备。 值此抗战紧张之时，崇尚节义、设立忠烈祠已成为战时重要工作之一。 欲期迅速推进与完

成，尤非修改以上法规不为功”，于是拟具《各市县设立忠烈祠及保管办法草案》（１８ 条）。⑥ 后经数次

讨论、改动，再拟具《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草案》（２１ 条），于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由内政部转呈行政院核定。⑦
蒋介石也于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颁发手令：“令各省县党政机关从速调制在抗战期内死难军民姓名，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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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行政院训令渝字第六〇八三号》（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民政厅档案，５４ ／ ３ ／ ７９２０。
《普设忠烈祠事项》，《内政公报》第 １１ 卷第 ４ 至 ６ 期，１９３８ 年 ６ 月，第 １５６ 页。
《准内政部咨送各市县忠烈祠实况调查表请饬属限期查报等由令仰遵照》，《江西省政府公报》第 １１０６ 号，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第 ２８—２９ 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抚一甲渝字第四七六九号》（１９３９ 年６ 月 ２３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民政厅档案，３３ ／ １ ／ １８３。
《拟具湖南省各县设立忠烈祠补充办法草案提请公决案》（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民政厅档案，３３ ／

１ ／ １８３；《汝城县县政府呈湖南省政府》（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民政厅档案，３３ ／ １ ／ ２３７。 湖南省政府并于同年

９ 月将该补充办法上报行政院、军事委员会，１０ 月行政院复函准予备案，次年 ２ 月军事委员会复函准予修正备案，将办法中“经理

一人”改为“主事一人”。 参见《行政院指令吕字一二八二〇号》（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渝字第一五一九

三一号》（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民政厅档案，３３ ／ １ ／ １８３。
《礼俗司签呈内政部》（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６９。
《内政部呈行政院》（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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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敌惨酷残杀之忠烈事迹，更应注重记叙，并筹备建坊立祠，使地方官岁祠之。”①于是行政院加

紧制度建设工作，秘书处根据内政部所呈草案及军政部意见，草拟《抗敌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

塔办法大纲草案》《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草案》。 同年 ８ 月 ２９ 日，由行政院召集国民党中执会秘书

处、内政部、教育部等机关（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临时缺席），举行法规草案的审查会议，修正后呈报国

民政府。② 最后，国民政府于 ９ 月 ２０ 日正式颁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

纲》（１１ 条，以下简称“办法大纲”）及《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１３ 条，以下简称“保管办法”），并
将前之《烈士附祠办法》与《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同时废止。③ 这两项新法令的制定历时一年，由
各机关通力合作、反复修改而成，对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等大小方面做出较详细规定，其权威

性、成熟度与实施范围均大大超越以往④，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真正建立。
譬如，关于营造规则。 “保管办法”规定：“国民政府所在地、各省（市）政府及县（市）政府所在

地，均应设立忠烈祠一所，乡（镇）公所所在地如有公共寺庙亦得设立之。”实则首次提出一个从首

都、省（市）、县（市）乃至乡（镇）的忠烈祠层级网络，而以往各项法规仅要求于首都或县（市）设立。
为节省物力，“保管办法”提出就原有公共祠庙改建的建筑原则。 同时，对忠烈祠内外陈设提出要求，
需陈列有关烈士之遗像、遗物、文献等，祠内或附近得酌情开设花圃或公园。 对牌位式样及尺寸也做

出具体规定。 建筑经费亦有说明，首都忠烈祠与地方忠烈祠建立经费分别由国库和地方政府支出。⑤
又如，明确各项入祀规则。 关于烈士对象，以往法令仅涉及“官兵”，新“办法大纲”则明确包括

“人民”，实际上将普通民众亦纳入范围，从而降低了入祀标准。 而且，删除以往“剿赤”类条文，适
应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需要。 在立法精神上，形成以抗战烈士为主、“并祀古代名将及革命先烈”的
祠祀情形，实际涵盖了国民政府认可的历次阵亡将士。 同时，与忠烈祠层级网络相对应，提出国家

级烈士（同时入祀首都忠烈祠和各省市县忠烈祠）、省级烈士（同时入祀省忠烈祠和原籍市县忠烈

祠）和县市级烈士（入祀原籍县市忠烈祠）三种类型，皆由内政部核定，惟国家级烈士还须由国民政

府批准、公布。 另外，“办法大纲”对 １９３３ 年附祠申请审批程序进行完善，对忠烈官兵和忠烈人民

提出两种办法。 前者由其原属部队填具事迹表，并造具清册，报由军政部转咨内政部核准。 后者由

申请人填具事迹表，呈由县市政府后转呈省政府，最后由内政部核准。 根据“事迹表及清册格式由

内政部定之”的规定，内政部于两个月后制定了《烈士事迹表》及《（部队名称）入祀忠烈祠烈士姓

名清册》，由此建立了专业的入祀申请与审批制度。⑥
再如，明确各项公祭规则。 祭仪沿用 １９３７ 年《公祭礼节》，含 １４ 项程序：

一、祭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奏哀乐；四、主祭者就位；五、陪祭者就位；六、与祭人全体

就位；七、上香；八、献花；九、恭读祭文；十、行祭礼三鞠躬；十一、主祭报告致祭意义；十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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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总裁手令》（１９４０ 年），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５２。
《抗敌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塔办法大纲暨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草案审查会记录》，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

案，１２９ ／ ４５２。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牌办法大纲》（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

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２１００ ／ ０００６ ／ ００６。
１９３３ 年《烈士附祠办法》由内政部颁布，１９３６ 年《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由军事委员会制定转由行政院颁行，１９４０ 年两项

法规则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具有从部门法规升级为国家法令的意味，郑重性凸显。
本段及以下两段关于“办法大纲”与“保管办法”的分析，参见《行政院训令内政部阳壹 ２０６２３ 号》（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台

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５２；《电知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暨忠烈祠设立保管办法》，《中央党

务公报》第 ２ 卷第 ３９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第 ９—１２ 页。
《省政府训令：抄发烈士事迹表曁靑册格式令仰遵办由》，《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３２７１ 期，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第 ４３—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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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十三、奏哀乐；十四、礼成。①

对主祭人员提出高标准，首都忠烈祠由内政部部长主祭，其他各级忠烈祠则由各该级行政首脑

主祭，要求当地各机关、法团均须参加。 公祭日期则由前之 ７ 月 ９ 日改为 ７ 月 ７ 日，这意味着“抗日

战争”超越“国民革命”范畴，成为忠烈祭祀的新主题。
就在 １９４０ 年“办法大纲”与“保管办法”制定前后，蒋介石也另面嘱冯玉祥拟具相关办法。 同

年 １０ 月 １ 日，冯玉祥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向蒋介石呈上《草拟忠烈祠实施办法》。 此办

法共 １０ 条，较详细地说明了建祠地点、祠宇设置、烈士牌位、入祠仪式、祭文忠烈歌、慰问遗族等内

容。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很快拟具《忠烈祠崇祀条例（草案）》（２０ 条），但不久即注意到，所
拟内容与已经颁行的“办法大纲”及“保管办法”大致相同，于是放弃。 后来根据蒋介石的批示，于
１０ 月 ２４ 日将冯玉祥意见交内政部参酌拟订。②

尽管冯玉祥所拟办法与已经颁行的“办法大纲”及“保管办法”基本相似，但所提入祠仪式与祭

文等内容却是前两项法令未及规定，这被内政部、行政院意识到，故积极采纳。③ 内政部于同年 １２
月制定《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入祀忠烈祠仪式》 （９ 条，下文简称“入祀忠烈祠仪式”），又于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拟定《入祀忠烈祠烈士安位祭文（烈士牌位入祠安位时用）》《入祀忠烈祠烈士公祭文（每年七月七

日公祭用）》。④ “入祀忠烈祠仪式”是一项专门的仪式法规，主要明确规定恭送牌位入祠的队伍行

列顺序和抵忠烈祠后的安位典礼。 队伍行列依次是党国旗、白布横幅（上书“抗敌殉难忠烈官兵入

祀典礼”字样）、乐队、军队、警察队、牌位、殉难忠烈官兵家属及各机关、法团、学校代表。 安位典礼

秩序是：

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奏乐；四、主席就位；五、献花；六、读祭文；七、全体向烈士牌

位行三鞠躬礼；八、默哀；九、主席报告烈士抗敌殉难事迹；十、奏乐；十一、礼成。

同时，还就参加人员着装，牌位经过时车辆及行人的动作，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工矿商店悬旗

示敬，慰问烈士家属等方面提出要求。⑤ 由此，国民政府忠烈祭祀制度在入祀规则上得到进一步

完善。
如前所述，１９４０ 年 ９ 月的两项忠烈祠法规所涉对象实则以抗日烈士为主，前之“革命先烈”虽

亦考虑到，但尚未对其“并祀”办法作明确规定，且未说明各类烈士牌位先后排列次序，故在实施时

不免产生疑问。 如因未规定入祠日期，陕西省党部只好于 １９４３ 年初自行商议，议决于 ３ 月 ２９ 日送

烈士入祠，同时又在“忠烈祠由那〔哪〕一位居首位”问题上发生争执。 相关情况呈报至国民党中执

会。 张继、于右任就此联合提案，即《关于革命先烈及抗战阵亡将士入祀忠烈祠办法案》。 同年 ３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公祭礼节》，《国民政府公报》第 ２３８７ 号，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 １—２ 页。
《冯委员玉祥函呈草拟忠烈祠实施办法》（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卢铸呈秘书长关于忠烈祠崇祀条例草案》（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内政部关于奉交冯委员所拟忠烈祠实施办法》（１９４０ 年１０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

案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第三门第 １６００ 卷。
《礼俗司签呈内政部关于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入祀忠烈祠仪式草案》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

案，１２９ ／ ４６７。
《准内政部咨送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入祀忠烈祠安位祭文及公祭文请饬属知照等由令仰知照由》，《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３３０５ 期，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第 １７—１８ 页。 公文中误将内政部咨文日期记为民国“二十年”，应为民国三十年。
《行政院长蒋中正呈国民政府为抄呈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入祠仪式请鉴核备案》（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

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２１００ ／ ０００６ ／ ００９；《制定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入祀忠烈祠仪式》，《内政公报》第 １３ 卷第 ７ 至 １２ 期，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第 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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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２ 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该提案，议决交党务委员会约内政部派员会同审查。①

经过多次会商、讨论，中执会最终于同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拟定“革命先烈及抗战阵亡将士入祀忠烈

祠典礼之补充规定”（共 ３ 项），重点是对三类烈士名单序列做出限定：国民政府通令入祀全国忠烈

祠之烈士，以国民政府公布之名单先后为序；内政部核定入祀省市县忠烈祠之烈士，以该部核定之

先后为序；革命先烈入祀忠烈祠，于每年 ３ 月 ２９ 日行之，其名单及序列由中执会核定。② 这条由国

民党中央拟定的补充规定，实际是着眼于以往内政部所立法规相对忽视革命先烈的情形③，其最大

意义正是从制度上解决了革命先烈入祀忠烈祠问题。④

忠烈祭祀建设此后继续进行，至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蒋介石再颁手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

城、行政院秘书张厉生：“抗战以来，各地阵亡有功将士与人民，均应准其入祀各该地之忠烈祠，用
慰英灵，此事应通令各省市政府及党部，尽先发动举办。”⑤中执会与行政院旋即拟定具体办法，包括

通令各级党部与省县政府，指派专员查访各地阵亡官民事迹，汇交当地党部与政府依法呈报，并特别

要求须将查访情形与处理经过列入每月的党务工作报告表或行政工作季报。 后蒋介石再发手令准予

照办：“即令饬各省市党政机关，限于本年八月以前将忠烈祠建立完成为要。”⑥各地忠烈祠营建得以

再次推进。
除了忠烈祠，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提出多种纪念方式。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底，中执会将 ７ 月 ７

日设为一个新的国定纪念日———抗战建国纪念日。⑦ 军事委员会也于 ７ 月初制定纪念办法，定于

是日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全国各省市县一律举行公祭，并于适当地点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碑”或“抗日阵亡将士墓”，同时也说明“在抗战期中，只须于双七节日先举行隆重之奠基典

礼”。⑧ 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样命令各省党部“于各省、各地普设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⑨ １９３８ 年

《战地守土奖励条例》提出的奖励方式之一是“建造纪念坊塔”。 １９４０ 年“办法大纲”也提出纪念

坊、纪念碑。 １９４１ 年，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联合公布《国殇墓园设置办法》 （１２ 条），提出“国殇墓

园”类型。 不过，在所有类型中，忠烈祠的级别最高，最受重视。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内政部公函关于革命先烈及忠烈官民祠祀办法经中央常会议决交付审查》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８ ／ ２１１９。

《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电各省市党部：渝（卅冬）机字第二〇三九号》，《中央党务公报》第 ５ 卷第 ２０ 期，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第 ５ 页。 中执会在致各地党部电文与致国民政府公函中，所提“补充规定”大致相同，但存在细微差距。 相较而言，致各地党部的

电文更为正式。 另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为中央常会通过革命先烈及抗战阵亡将士入祀忠

烈祠办法三项函达查照》（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２１００ ／ ０００６ ／ ０１１。
中执会在邀请内政部派员审查的公函中明确指出，１９４０ 年两项忠烈祠法规“着重在抗敌殉难之忠烈官民，对于革命先烈

之入祀仅只大体规定，似应斟酌古制、详为改订”。 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内政部公函关于革命先烈及忠烈官

民祠祀办法经中央常会议决交付审查》（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８ ／ ２１１９。
革命先烈祠祀实际上一直多由国民党中央管理、决定，由地方党部执行。 换言之，革命先烈与抗日烈士祠祀形成了稍有

区别的两个系统、两种办法。
《蒋中正侍秘字第 ２６０８０ 号代电》（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０１４ ／ ０９０５０２ ／ ００２８。
《奉令抗战以来各地阵亡有功将士与人民均应准其人祀各该地之忠烈祠用慰英灵拟订办法二项一案令仰转饬遵照》，《云

南省政府公报》第 １７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 ２４—２５ 页。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三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 ２３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１６—１１７ 页。
《行政院关于举行七月七日追悼全体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复宁夏电》（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３ 日），宁夏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

的宁夏档案史料汇编》上册，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７５—２７６ 页。
《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中央令饬各省普设并定完成日期赶建》，《申报》，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第 １０ 版。
《战地守土奖励条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布）》，《四川省政府公报》第 １１５ 期，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 日，第 ２１—２３ 页。
《国殇墓园设置办法（三十年七月十三日军委会行政院公布）》，《浙江省政府公报》 第 ３３１７ 期，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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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年全国忠烈祠统计简表①

截止时间
所辖县

市局总数
造报县数

已设忠烈

祠县数

已设忠烈

祠所数

死难将士

牌位数

供有其他

神位所数

《烈士事迹表》所记

核准入祠烈士数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不详 不详 １３３ 不详 不详 不详 无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不详 不详 １７６ 不详 不详 不详 无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３０１ ７７５ ４２６ ４３３ ２５９６３ １５３ ３９１７（截止 １９４１ 年底）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４１４ ９２４ ６２４ ６３０ ３３８８６ ２１７ ５８３９（截止 １９４２ 年底）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４１７ ９４３ ６５７ ６６３ ３４５６０ ２２８ ５９１６

１９４４ 年底 不详 不详 不详 ７２０ 不详 不详 ６０２９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１４３１ １１３７ ７６４ ７７１ ３６０１９ ２３４ １１４９０

１９４６ 年 不详 不详 不详 ８０５ 不详 不详 １２２２８

１９４６ 年年底 不详 不详 不详 ９４３ 不详 不详 １２８６４

１９４７ 年 不详 不详 不详 １０２１ 不详 不详 １５４９５

１９４８ 年 不详 不详 不详 １０３２ 不详 不详 １７４６２

　 　 资料来源：《行政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十月）》，李强、黄萍选编：《行政院工作报告》第 ５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８—２９ 页。 《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行政院报告书（民国二十八年九月至二十九年三月）》，李强、黄萍选编：《行政

院工作报告》第 ５ 册，第 ３１４—３１５ 页。 《各省忠烈祠实况调查统计》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入祀忠烈祠烈士事迹报告表》 （１９４１ 年年

底），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６０。 《各省忠烈祠实况调查统计》（１９４２ 年 ９ 月），《入祀忠烈祠烈士事迹报告表》（１９４２

年年底），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１２９ ／ ４６０。 《内政统计月报（１９４６ 年 ７—９ 月合刊）》 （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重庆市图

书馆藏，第 ６０—６２ 页，此为笔者在重庆市图书馆发现，无原始封面，仅有后来的整理者手写题名，与常规的《内政统计月报（１９４６ 年

７—９ 月合刊）》并不相同，故笔者推测该手写题名有误，在厘清前暂用手写题名。 《全国统计总报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辑》下，国

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１９４５ 年编印，第 ３３８—３３９ 页。 《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度全国统计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政部档案，一

二（２） ／ １４３５。 《全国统计总报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辑》下，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１９４７ 年编印，第 ３０３ 页。 １９４６ 年底、１９４７ 年与

１９４８ 年的数据皆见《礼三科重要数字累计表》（１９４８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政部档案，一二（６） ／ １９６６６。 另一份行政院工

作报告同样提及：“截至目前为止，计有苏、浙、闽、赣、皖、豫、湘、鄂、粤、桂、陕、甘、青、川、康、滇、黔等十七省，及北平一市，共有忠

烈祠九百四十三所，核准入祠烈士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四人”。 “截至目前为止”是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与 １９４６ 底相差无几。 参见《中国国

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行政院工作报告》，李强、黄萍选编：《行政院工作报告》第 ９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８ 页。

由于正式调查制度的建立，内政部等部门对忠烈祠进行了大量调查、统计工作，弥补了前两个

阶段的缺失。 既有研究对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的调查有详细分析，但对其他时段尚认识不足。 笔者新近

搜集的资料显示，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８ 年间，内政部每年均对忠烈祠进行统计，其中多数年份有详细分

析，具体情况见表 １。 这为考量全面抗战时期乃至战后忠烈祠营造的一般情形提供了依据。 需要

７５

① 表 １、２ 乃据多种资料制成，表格用语尽量忠实于原文。 当时制作有《各省忠烈祠实况调查统计》（含“全省所辖县数”“造

报县数”“供奉死难将士牌位数”“供有其他神位所数”等项）与《入祀忠烈祠烈士事迹报告表》 （所统计“烈士数”即表 １ 所说“《烈

士事迹表》所记核准入祠烈士数”）两类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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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是，数据统计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出入，但该统计基于各县所填《忠烈祠实况调查表》
与《烈士事迹表》，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据统计，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有河南、青海等 ９ 省汇报，其中有 １３３ 个县设立忠烈祠。 此后逐年上升，
至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造报省份有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绥远、安徽共 １８ 省（山西、山东、北平等 １０ 省市早已基本沦陷），此呈报情

况维持至 １９４６ 年年底之前。 到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在 １８ 省辖 １４１７ 个县中，有 ９４３ 个县造报，其中 ６５７ 个

县设立忠烈祠达 ６６３ 所，县市设祠比率约 ４６％ 。 事实上，这 １８ 省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县市沦陷，若
以呈报的县市为基数，那么县市设祠比例约达 ７０％ 。 或许这一数据更能反映国民政府辖区的设祠

情形。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忠烈祠达 ７６４ 所。 考虑到战时的恶劣环境，这一数量已不算低，可见国民政府

的重视与努力。 抗战胜利后，忠烈祠数继续上升，１９４８ 年底增至 １０３２ 所，超过一些论者的推测。①

当然，内战爆发后，忠烈祠营建又增加另一种历史背景与内涵。
从各省来看，１９４３ 年 ６ 月时，湖南 ７７ 个县中有 ７１ 个县设立了忠烈祠，设祠比例约达 ９２％ ，居

各省之首。 实际上，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湖南的县市设祠比例一直领先。 除了湖南这样的前线省

份，大后方的忠烈祠营建也颇具规模，如未直接经受战火的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也建立起忠烈祠。
截止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甘肃省 ７１ 个县市中有 ５１ 个县设立忠烈祠，陕西省 ９３ 个县市中有 ６１ 个建祠，青
海省 ２０ 个县市中有 １３ 个建祠，建祠比例在当时 １８ 省中分别居第 ４、５、６ 位。 各省设祠情况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各省设祠情况表②

时间

数
量

省
份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全省县数 设祠县数 设祠比例 全省县数 设祠县数 设祠比例 全省县数 设祠县数 设祠比例

江苏 ６１ ６ １０％ ６２ ６ １０％ ６２ ６ １０％

浙江 ７５ ３６ ４８％ ７７ ３６ ４７％ ７７ ３６ ４７％

安徽 不详 不详 不详 ６２ ６ １０％ ６２ ６ １０％

江西 ８３ ２４ ２９％ ８４ ２４ ２９％ ８４ ２４ ２９％

湖北 ７０ ２ ３％ ７２ ５ ７％ ７２ ５ ７％

湖南 ７５ ５０ ６７％ ７６ ６８ ８９％ ７７ ７１ ９２％

四川 １４９ ３０ ２０％ １４４ ５３ ３７％ １４４ ５４ ３８％

西康 ３２ １０ ３１％ ４８ １１ ２３％ ４８ １１ ２３％

河南 １１１ ５９ ５３％ １１１ ６２ ５６％ １１１ ６２ ５６％

陕西 ９２ ３４ ３７％ ９３ ６１ ６６％ ９３ ６１ ６６％

甘肃 ６６ 不详 不详 ７１ ３９ ５５％ ７１ ５１ ７２％

青海 １７ ４ ２４％ 　 ２０ ６ ３０％ ２０ １３ ６５％

８５

①

②

蔡锦堂对战后的建祠情况进行了推断：“至 １９４９ 年底为止，忠烈祠的成立数量或许不足一千所。”参见蔡锦堂《从神社到

忠烈祠：台湾“国家宗祀”的转换》，第 ６７ 页。
表 ２ 资料来源与表 １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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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时间

数
量

省
份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全省县数 设祠县数 设祠比例 全省县数 设祠县数 设祠比例 全省县数 设祠县数 设祠比例

福建 ６２ １９ ３１％ ６２ ５０ ７７％ ６５ ５０ ７７％

广东 ９７ ４９ ５１％ ９９ ５１ ５１％ １００ ５２ ５２％

广西 ９９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７２ ７２％ １００ ７３ ７３％

云南 １１２ ５９ ５３％ １２８ ６０ ４７％ １２８ ６８ ５３％

贵州 ８４ １４ １７％ ８１ １４ １７％ ８０ １４ １８％

绥远 １６ 不详 不详 ２１ 不详 不详 ２３ 不详 不详

总计 １３０１ ４２６ ３２ ７４％ １４１１ ６２４ ４４ １３％ １４１７ ６５７ ４６ ３６％

内政部还统计“死难将士牌位数”与《烈士事迹表》所记核准入祠烈士数两类（见表 １），提供了

祠祀烈士的一般情形。 前者实即各地供奉历来所有“烈士”之总和，主要包括北伐、抗日、内战、“剿
共”等“烈士”类型。 后者是 １９４１ 年后内政部根据各地《烈士事迹表》所核准入祠烈士数，所涉烈士

基本上为抗日烈士。 １９４１ 年年底，全国忠烈祠死难将士牌位数为 ２５９６３，其中核准入祠烈士数为

３９１７。 至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全国忠烈祠死难将士牌位数为 ３６０１９，其中核准入祠烈士数达 １１４９０。 应注意

的是，既有研究将核准入祠烈士数等同于全国忠烈祠实际奉祀的历来抗日烈士数。 事实上，后者极可

能超过前者。①
除核准地方级烈士，内政部也先后呈请国民政府公布国家级烈士名单。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民

政府第一次明令表彰张自忠等 ３８ 人，准予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② 同

时，特准刘湘等 １１ 位战时积劳病故人员入祀首都忠烈祠。③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国民政府明令准

予罗策群、司徒非、钟芳峻三人入祀首都忠烈祠。④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８ 日，明令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

９５

①

②

③

④

《烈士事迹表》于 １９４０ 年底制作、颁行，１９４１ 年才陆续有地方呈报至内政部，故《烈士事迹表》所记核准入祠烈士数基本

上是 １９４１ 年后呈报并批准入祀的抗日烈士数，不包括 １９４１ 年前入祀的抗日烈士（１９４１ 年前全国忠烈祠供奉死难将士牌位数已经

超过 ２００００，其中一部分应是抗日烈士），即不能等同于当时全国忠烈祠所有实际供奉的抗日烈士数。 而且，１９４１ 年后，地方政府

也并非为所有实际供奉之抗日烈士填具《烈士事迹表》并上报。 这就意味着，全国实际供奉的抗日烈士数极可能超过《烈士事迹

表》所记核准入祠的抗日烈士数。 以 １９４２ 年为例，全国忠烈祠死难将士牌位数为 ３３８８６，其中核准入祠烈士数为 ５８３９，张世瑛在评

估截止 １９４２ 年全国忠烈祠入祀抗日烈士人数时，仅计为 ５８３９ 人，显然值得商榷。 参见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

与纪念》，台北《国史馆馆刊》第 ２６ 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第 ２６ 页。
《国府表彰忠烈三十八人入忠烈祠以资矜式而励来兹》，《中央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３ 版。 ３８ 人中王克敬后被证实

生还，故内政部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将其撤销。 参见《准内政部函前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克敬三十年太岳区作战系负伤被俘并未阵亡现

已脱险所有该员褒扬及入祀首都忠烈祠一节奉令撤销令仰遵照撤销由》，《四川省政府公报》第 ２２４ 期，１９４４ 年 ２ 月，第 １２ 页。
因这 １１ 人是积劳病故，非抗敌殉难人员，内政部、行政院在核准时非常谨慎，认为与《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

坊碑办法大纲》不符，但念及“生前忠勤党国、功绩卓著”，故准许入祀首都忠烈祠，与张自忠等 ３８ 位抗敌殉难人员同时入祀首都忠

烈祠与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稍有不同。 可见当时国民政府有意区别抗敌殉难人员和战时积劳病故人员，持较严格的审核态度。
但战后这种区别渐取消，至 １９４７ 年时，刘湘等 １１ 人已被视为“奉准入祀全国各级忠烈祠”。 参见《行政院呈国民政府关于军委会

函送抗敌殉难将领名册请准入祀首都忠烈祠》（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国民政府指令渝文字第一七〇九号》（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０１４ ／ ０９０５０２ ／ ００６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代电：叁陆卯齐民乙字第三一二八四号》，《台湾

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１９４７ 年夏字 ９，第 １３９ 页。
《旌慰忠魂罗策群司徒非等府令入祀忠烈祠》，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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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入祀首都忠烈祠。① 同年年底，国民政府因故暂停表彰国家级烈士，指示“俟战事结束后汇案

办理”。② １９４３ 年后，陆续有地方奉令将国家级烈士入祀各地忠烈祠，如湖南省政府于该年 ４ 月将

张自忠等 ３８ 人入祀南岳忠烈祠。③ 这种表彰国家级烈士并入祀全国各级忠烈祠的做法，事实上塑

造了一种“跨越地域的全国性烈士”④，为国家忠烈祭祀的广泛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抗战背景下，国民政府也加强了辛亥烈士祠祀，除了将“革命先烈”并祀忠烈祠，还为著名烈

士复建或新建祠、墓、碑。 如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国民党元老邹鲁致函重庆市政府，提出建立张培爵（原重

庆蜀军政府都督）、邹容纪念碑。⑤ 两纪念碑后分别于 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６ 年落成。
纵观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一方面加紧忠烈祭祀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普查、行政命

令等途径督促落实。 尽管最后的落实情况与制度规划存在一定差距⑥，但忠烈祭祀体系已经基本

建立，并开始影响到其他法规制度建设。 如战时和战后初期颁行的《兵役法》与褒扬类法令增加了

入祠奉祀等内容⑦，进一步增强了忠烈祭祀的规范化与常态化。
经过 １０ 余年的发展，国家忠烈祭祀在内的整个国家祭祀日益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自觉认

识，标志性事件是 １９４３ 年“北泉议礼”。 是年 １１ 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承蒋介石之命，召集中

央党部委员丁惟汾、内政部长周钟岳、教育部长陈立夫、铨叙部长贾景德、外交部、宣传部、军事

委员会等部门人员与柳诒徵等文化名流，于重庆北碚温泉召开礼制讨论会，提出了以“五礼”为

纲的《中华民国礼制》。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礼制的高度，对当时各项既行礼仪制度

进行系统、理论之整合。 在《中华民国礼制》所列十项“国祭”中，有“祭革命先烈” “祭忠烈祠”
“祭国葬墓园”三项为国家忠烈祭祀范畴⑧，从而对已经建立的忠烈祭祀制度进行了国家礼制层

面的确认。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国府明令褒扬殉国三师长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并准入祀首都忠烈祠》，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９ 日，第 ２ 版。
《国民政府文官处指令渝文字第八八四七号》（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０１４ ／ ０９０５０２ ／ ００６２。
《张自忠将军等均入祀南岳忠烈祠》，长沙《大公报》，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
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与纪念》，台北《国史馆馆刊》第 ２６ 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第 ３８ 页。
《关于为四川革命先烈及巴县先烈邹容、张培爵建立纪念碑的函》（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

案，５３ ／ ２０ ／ ４７４。
普设忠烈祠的目标未完全实现，许多县市忠烈祠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修建。 战时已经修建的忠烈祠也不是都按照统一规

定运行，一些忠烈祠在奉祀该县市烈士时也有遗漏。 有些地方政府对忠烈祭祀重视不足，乃至敷衍了事。 又如，规格最高的首都

忠烈祠自 １９４１ 年开始筹建，虽经多次筹备，三易祠址，但最终未能建成。 关于首都忠烈祠的筹建，参见蔡锦堂《从神社到忠烈祠：
台湾“国家宗祀”的转换》，第 ５７—６３ 页。

湖南省政府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制定《湖南省人民抗战奖励暂行办法》，提出“供祀省县忠烈祠”的奖励方法。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国

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规定“战死者由原籍地方祠祀建碑，以资表彰”，而此前 １９３３、１９４３ 年《兵役法》无相关内容。 １９１４、１９１７、
１９３１ 年均有颁行《褒扬条例》，１９４６ 年 ３ 月改颁布《褒扬抗战忠烈条例》，其中褒扬方法新增“入祀忠烈祠”一款。 分别参见《湖南

省人民抗战奖励暂行办法》，《湖南省政府公报》第 ９６６ 号，１９４０ 年，转引自罗玉明主编《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２６—３２８ 页；《兵役法》，《湖南省政府公报》第 ２３ 期，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第 ７—９ 页；《褒扬抗战忠烈条例》，《江苏省

政府公报》第 １ 卷第 １０ 期，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１ 日，第 １１ 页。
民初以来一直有国家层面制礼作乐的呼声与实践，只是规模、影响有限。 南京国民政府早在 １９２８、１９３２ 年就分别拟具

《民国礼制草案》、《礼制草案》（以婚、丧、祭、相见四礼取代传统吉、凶、宾、军、嘉五礼分类），但皆悬而未决。 至 １９４３ 年才有盛大

的“北泉议礼”，所拟《中华民国礼制》分吉、嘉、军、宾、凶五篇，虽仍以“五礼”为纲，但已是一种调整了次序、更新了内容的新五礼。
如吉礼篇除传统“祭祀”大类，新增“纪念”大类，祭祀下分国祭、公祭与家祭三目，纪念下分国父纪念周、革命先烈纪念日和其他纪

念三目，国祭下列祭黄帝陵、祭国父陵、谒国父陵、祭至圣先师孔子、祭历代先圣、祭历代先贤及有功德于民者、谒历代圣贤墓祠庙、
祭革命先烈、祭忠烈祠、祭国葬墓园十项。 尽管《中华民国礼制》未获颁布实施，但其“始定民国礼制之基”之意义不容忽视。 参见

国立礼乐馆编《北泉议礼录》，北碚私立北泉图书印行部 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４—１７ 页。 关于“北泉议礼”研究，参见阚玉香《北泉议礼初

探》，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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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从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４５ 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建设呈现出变化明显的三个阶段。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２ 年间，这个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权很早就注重烈士祠祀纪念，提出了一个制度规

划，不过由于政权初立，无论是实际建设还是制度规划皆很有限。 １９３３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忠烈祭祀

制度建设继续推进。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拟定一个地域上推广到县一级，涵盖其所

认可之辛亥以来所有烈士的宏大制度规划，但还未形成以抗日烈士为主的情势。 实体建筑和祭祀

活动比前一阶段有较大发展，然未形成所设想的全国性规模。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忠烈祭祀被视

为战时要政。 制度建设得到大力加强，建立起一整套从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到调查统计的规

制，其成熟度、权威性与实施范围均超越以往，渐趋完备。 与此同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耗费人

力、物力的忠烈祠建设仍取得较大成效，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域，“普设忠烈祠”目标在较大程度上实

现了。 由此，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得以真正建立并强化，且得到国家礼制层面的确认。 尽

管存在与日伪等政权分治的局面，国民政府至少在其辖区内建立起相对统一、有效的忠烈祭祀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民国前期忠烈祭祀的混乱局面，借鉴了清代忠烈祭祀的统一形式，
并在制度理念、本体与实践等方面发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型。

显然，国民政府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与抗日战争有莫大关系。 几乎与国民政府同时，日本也大

力强化其祭祀体系，日本内务省于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颁布法令，逐渐建立起一套在中央以靖国神社，在地

方以护国神社、忠灵塔、忠魂碑等设施的战争鼓吹与纪念体系，同时还将靖国类神社系统大规模复

制到中国等占领地，形成所谓的“海外神社”。① 双方借忠烈祠与神社进行着国民精神的对抗，这是

国民政府重视忠烈祠营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其忠烈祭祀制度制定也多受日本神社制度的启

发。② 激发民族情感的抗日战争还为忠烈祭祀制度推行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该制度能够

建立的重要因素。 同时，与蒋介石、冯玉祥等人的个人意志密不可分。 蒋介石提出了最初的忠烈祭

祀规划，全面抗战时期还多次颁发手令督导，并亲自介入首都忠烈祠的筹建。 冯玉祥对烈士祠祀异

常热忱，于忠烈祭祀颇有见地，直接参与数次重要法令的发起、草拟与制定。 再者，国民政府的行政

组织系统也愈发成熟，这为忠烈祭祀制度从上到下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忠烈祠的复杂性应得到进一步认识。 既有研究存在过于强调抗日战

１６

①

②

据日本学者中岛三千男统计，今已判定的海外神社超过 １６００ 所，其中战争时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共建 １１６３ 所，占据 ７０％ 。
中国大陆地区建筑神社可考者达 ３０６ 所。 参见中岛三千男著，张子平译，张翔校《关于二战前日本在旧中国内地建造的神社》，复
旦大学历史系编：《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第 ４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３４ 页。

一个显例是，冯玉祥向蒋介石呈上《草拟忠烈祠实施办法》时，附有一份关于日本纪念战死者的英文报道材料，其中一张图

文描述了东京街道上日本军人列队将战死者骨灰送入靖国神社供奉的场景。 这份材料还特别写有“日人入祠办法”字样的中文批注。
可见，日本靖国类神社是当时忠烈祠制度建设的重要参照。 参见《冯委员玉祥函呈草拟忠烈祠实施办法》（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第三门第 １６００ 卷。 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高层对日本神社与

神道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很早就认识到它们在明治以来日本强国之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蒋介石自 １９１２ 年后多次论述了一种囊括

神社、神道的日本“武士道”观念，希望中国能够效仿日本这种精神教育的做法。 在主持北泉议礼的十五年前，戴季陶已经撰写日本研

究的重要著作《日本论》，其中深刻分析日本的“祀”与“戎”，提出日本人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
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 到抗战后期，日本靖国类神社则因强侵略性愈发受到批判。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徐永昌就日本首相

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批驳道“其妄乃为狂妄，其骄乃为虚骄”。 分别参见《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八日出席庐山军官团降旗典礼

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１２ 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４３７—４３９ 页；戴季陶：《日本论》，
民智书局 １９２８ 年版，第 ７７—７８ 页；徐永昌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 ７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９５—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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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抗日烈士因素的趋势，认为忠烈祠肇源于 １９３１ 年后的抗日战争，对全面抗战时期忠烈祠性质的

评判近似于抗日烈士祠。① 事实上，从“忠烈祠”的狭义概念来看，在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法令中，最
初是在 １９３５ 年祠祀“剿共”战死人员时正式使用“忠烈祠”指称。 从其广义来看，早在 １９２８ 年所提

的纪念祠已经具有忠烈祠的性质。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忠烈祠”皆非自抗日战争始。
评判忠烈祠的性质，关键还在于考察祠祀烈士的情形。 从制度法令来看，１９２８ 年以辛亥、北伐

烈士为主，１９３３ 年新增抗日烈士，１９３５ 年增加“剿共烈士”，１９３６ 年抗日烈士地位上升，１９４０ 年抗

日烈士凸显。 各类烈士的祠祀并非新旧替代，而是“层层累积”。 至全面抗战时期，除少数新建忠

烈祠仅奉祀抗日烈士外，多数改建的忠烈祠实际上奉祀着辛亥以来多种类型的烈士。 另一个不可

忽略的细节是，第一批通令入祀全国各级忠烈祠的 ３８ 名国家级烈士中，有 ２ 位是国共摩擦战死人

员。② 因此，战时忠烈祠虽最终以抗日烈士为主导，但不能被简单视为抗日烈士祠。
当然，应强调的是，尽管全面抗战爆发后忠烈祠实际存在多种面相，甚至仍保留前之“剿共”这

类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因素，但无论在立法精神还是社会舆论上，抗日因素皆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
故一个较为适当的说法应该是，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起一个涵括其所认可的辛亥以来

的所有烈士，但以抗战烈士为主导的忠烈祭祀体系。 因此，战时忠烈祠的意义不能被忽视，作为战

争应对机制，具有安生慰死性质的忠烈祠在抗战动员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③ 作为整合地域、培塑

现代国民的国家行为，战时忠烈祠营造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发展、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的特殊作

用，不可低估。④

〔作者王余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来特）

２６

①

②

③

④

由于对复杂性认识不足，现在民间对民国忠烈祠持真诚却简单化的认知，时有礼赞英雄、批评以往对忠烈祠的破坏等言

论，积极主张对忠烈祠进行修复。 政府则对忠烈祠复建持比较审慎的态度。
其中李守维阵亡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对新四军的作战，樊钊阵亡于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对八路军的作战。 参见李盛平《中国近现代人

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５８、７３３ 页。
忠烈祠在本质上属抚恤性质，而时人对抚恤的安生慰死意义具有清晰的认识，如一份《考试院工作报告》在论述战时抚恤

时谈道：“盖安生慰死此种制度在战时，尤不可少也。”参见曹必宏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 ３２
册，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０８ 页。 根据战时冯玉祥在四川的亲历和观察，一些地方的动员取得较明显效果。 如在威远县阵亡

将士入祀忠烈祠大典的仪式现场，即有 ２ 位青年自愿从军。 参见冯玉祥《川南游记》，三户图书社 １９４６ 年版，第 ３３９—３４４ 页。
近年来，海峡两岸逐渐加强对抗日战争与抗日烈士的纪念，数次从海外迎回抗战烈士灵位并供奉于忠烈祠。 大陆于 ２０１３

年从缅甸迎回 ２０２ 位仁安羌大捷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灵位，供奉于湖南南岳忠烈祠。 台湾也先后从印度、缅甸等地迎回阵亡

将士灵位，供奉于台北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 忠烈祠继续发挥着凝聚民族人心、砥砺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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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ｕｅ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３５， 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ａｎｔｒ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ｗａｓ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ｕｅ ｔｏ ｗｅａ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ｈｏｒ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ｎ Ｓｈｕ （２７）………………………………………………………………………………………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ｉｎｌａｎ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ｏｆ ａ ｆｅｗ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ｉ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ｓ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ａｓ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ｏｏｐ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ｕｔ ｏｆｆ．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ａｄ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ｗｅｉ ｐｕｐｐ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Ｗ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 （４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２７ ｔｏ １９３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３ ｔｏ １９３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ｌ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ｓｈｒｉｎｅ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８ ｔｏ １９４５， ａ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ｔ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ｓ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ｈａｄ 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ｄ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ｓｈｒｉｎ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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