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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迎神赛会组织的组织结构
及其资产运作分析

——以休宁祝圣会及《祝圣会会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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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崇祯十年，安徽休宁十三都三图的村民建立起了一个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会组织——祝圣会。

从那时起一直到民国三十年，祝圣会存续了300多年。祝圣会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祝圣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会首组织，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约、规定，对会首的行为进行约束，

以杜绝会首的腐败行为，维持祝圣会的存在；二是祝圣会拥有一定数额的资产。由于祝圣会采用了比较合适

的资产运作方式。资产一直保持到了民国三十年，这也是祝圣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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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人喜神欢，自然福禄永赖”的目的，

安徽休宁十三都三图的村民组织了专门祭祀越国

汪公、九相公、胡元帅等神灵的祝圣会。这种以举办

祭祀活动为主的会组织在明清时期通常被称为“迎

神赛会”或“赛会”。咖圣会从崇祯十年建立，一直
到民国三十年，始终延续，并且留下了完整的收入

和支出的记录，即《祝圣会会簿》(以下简称《会

簿》)。吓面就以《会簿》的记载为中心。探讨祝圣会
这个典型的以特定地域为范围、以神明崇拜为标志

的公众祭祀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其资产运作。以期明

了祝圣会存在300多年之原因。

一、祝圣会的组织结构

从《会簿》的记载看，安徽休宁十三都三图的村

民在崇祯十年以前就已经有“立会祭祀”之举。但当

时的具体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会簿》记载了

崇祯十年，村民们举行集会，对祝圣会进行调整的

情况。从这以后．祝圣会活动逐渐进入正轨．并延续

存在了300多年。根据编号000055《会簿》的记载，

崇祯十年，祝圣会起会时最初的会首为14户(股)，⑦

每股依次轮流主会1年。分别是：汪光启(崇祯十年

与另一人合作，但另一人名字缺损)、汪启元(崇祯

十一年)、汪嘉庆(崇祯十二年)、汪永隆(崇桢十三

年)、汪毓仁(崇祯十四年)、汪敦义(崇祯十五年)、

汪复礼(崇祯十六年)、吴祖兆(顺治元年)、汪明恭

(顺治二年)、王承初(顺治三年)、吴芳茂(顺治四

年)、汪元相(顺治五年)、吴祖成(顺治六年)、汪宗

功(顺治七年)。④

祝圣会的会首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顺治八年

以后第2轮的会首分别为：汪光启(顺治八年)、汪

宰泰(顺治九年)、汪守学(顺治十年)、汪元熹(顺治

十一年)、汪启元(顺治十二年)、汪嘉庆(顺治十三

年)、汪永隆(顺治十四年)、．汪毓仁(顺治十五年)、

汪敦义(顺治十六年)、汪复礼(顺治十七年)、吴祖

兆(康熙元年)、汪明恭(康熙二年)、吴芳茂(康熙三

年)、王成初(康熙四年)、汪元相(康熙五年)、吴祖

成(康熙六年)、汪宗公(康熙七年)，一共17户。与

第1轮相比，这1轮增加了3户(股)会首，分别为

顺治九年、十年、十一年的汪宰泰、汪守学、汪元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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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会首户由14户(股)增至17户(股)。《会簿》

在康熙三十九年也明确记录“其会原十七户轮流挨

做”，即在康熙三十九年以前祝圣会的会首户应该

是17户。这个数字是祝圣会的最高会首户数，因为

从此以后会首户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

在康熙三十年以后．祝圣会就不断出现开除会首户

的情形。康熙三十年、三十九年先后开除了汪元熹、

汪守学、汪启元3户。仅剩下“十四户编做”，恢复到

了第1轮的水平。康熙五十四年，由于“其明恭、承

初二户无人承值，以后并行停止”，只剩下12户轮

流做会。雍正五年，汪敦义及汪元相2户被除名，

《会簿》的说明是：

其汪敦义及汪元相二户原领本利银五十两有

零。又虚田二宗。计租十一砸半。因声远相恳众会友

将会骨抵止会，是以众会友立议暂停。将两会骨情

抵。俟日后事业茂盛。还前银口听入会。两无他说。

众会友公批。

乾隆三年汪佑昌户又被暂停，《会簿》的说明

是：

其汪佑昌一股因挈家往外。无亲人代做。众议

暂停。俟日后归家照旧轮做。众批。

因此，到乾隆十一年，当公议每股交乐输银1

钱的时候，仅收到9钱银子。即此时只剩下汪嘉庆、

汪毓仁、汪光启、汪宗功、汪复礼、汪永隆、吴芳茂、

吴祖成、吴祖兆9户轮流做会了。到乾隆三十年，在

《会众批存簿》上签名的只有8户，原有的吴芳茂1

户又被停止。

但会户的开除并未到此结束。编号000116的

《会簿》记录的道光二十九年的允议会丁只有5户：

吴祖兆、汪宗公、吴祖成、汪复礼以及由嫂子代为画

押的汪敦义。道光三十年九月，为佃户抗租事件进

行商议的时候。签名的会户只有3户即汪宗公、吴

祖兆、吴祖成。不过实际的会户数并不只有3户。从

最后1本编号000121的《会簿》记录的会首情况

看，会首户还有汪永隆l户，即会首户到民国年间

应该是汪宗公、吴祖成、吴祖兆、汪永隆4户。

不过，祝圣会对于会首户的开除与否持一种谨

慎的态度。如雍正五年。祝圣会对开除的汪敦义、汪

元相2户做出承诺“俟日后事业茂盛，还前银口听

人会”。乾隆三年针对挈家外出的汪祜昌户。在暂停

该户主持祭祀的同时．还写明“俟日后归家照旧轮

做”。除此之外，对于无力主持祭祀的会户，还允许

找人代做。如顺治十年时汪守学户无人承值。祝圣

会允许其立替单．请“汪龙、鼎二入代做”。

从《会簿》记载的情况看，祝圣会的会首值年实

行的是轮流制，即祝圣会的会首以轮流的方式主持

祭祀活动。如汪光启股，在崇祯十年为第1轮的首

户．到顺治八年又成为第2轮的首户，到康熙七年

又成为第3轮的首户。其余各户依次类推。在这种

轮流制下，所有的会首做会的机会是相同的，所享

受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相同的，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

平等。

祝圣会的会首身份还可以继承。只要会首户没

有退出，没有转让。就可以作为财产遗传给子孙。如

编号000121《会簿》记录的会首户有汪宗公、吴祖

成、吴祖兆、汪永隆等。这4户分别是顺治七年、顺

治六年、崇祯十七年、崇祯十三年的会首。而编号

000121《会簿》最早的记录也在光绪三十年，时间上

相差了几百年，因此他们的名称早已不具有实际内

容．只是用以指代轮流做会的某一个会首户的一种

符号罢了。但是每一个会首户的成员有～定的限

制，即必须是汪宗公、吴祖成、吴祖兆、汪永隆等支

的血缘子孙。如编号000121的《会簿》记载的：

(光绪三十年)吴祖兆支丁望众备胙敬神；(光

绪三十一年)汪宗公支丁继绪备胙敬神。

可以看到．望众是吴祖兆的后代。而继绪则是

汪宗公的后代。“支丁”充分说明了光绪年间的祝圣

会经办人与几百年前的祝圣会经办人之间的血缘

关系．即血缘关系是祝圣会的会首继承的必要条

件。

既然祝圣会每一个会首户实行继承制．在子孙

比较多且又都有继承权的情况下。各个会首户内部

的轮值就成为了一种通行的做法。仍以编号000121

《会簿》的记录为例。如吴祖兆户的排列：

(光绪三十年)昊祖兆支丁望众备胙敬神；(光

绪三十四年)吴祖兆支丁荣光备胙敬神。

望众是吴祖兆的“支丁”．荣光也是吴祖兆的

“支丁”，显然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又如吴

祖成户的排列：

(光绪三十二年)支丁镁房备胙敬神；(宣统二

年)支丁文镇备胙敬神。

这说明祝圣会解决继承权的方法是每一个会

首户都由其派下的子孙中某几房共同经办，而且房

与房之间依然实行轮流制。不仅如此，每一个会首

户还设有负责人。如道光三十年九月会首们在为佃

户抗租事件进行商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决议中，在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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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栏里首先看到的是汪宗公、吴祖兆、吴祖成的名

字，但紧接着的真正签名的是“见议会丁丁长汪云

鹏汪焕章吴日煊吴成云”。“会丁丁长”说明

了每一个会首户负责人的存在。

《会簿》的有关记录还表明，祝圣会到后期，可

能曾由宗族来主办。如道光二十七年的会首是吴祖

兆，《会簿》在登记该股会首时使用了一个括号，括

号内标明“怀永堂做”。这个怀永堂有可能是吴祖兆

宗族的祠堂。不过，这种记录《会簿》中仅见这l例。

为了更好地维系祝圣会。从而使祭祀活动长久

地实行下去，祝圣会在管理会内事务方面采取了两

项措施。其一是采取所有决议的集体商议制度。《会

簿》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主要表现为决议的登记

方式均有“众议”、“众批”、“公议全批”等词语的使

用，或者是所有会首的签名。如：

(康熙十一年)众议神前三夜龙烛系会内称净称。

其二是制定了一系列的会规、会约。只是这些

规约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而是散见于5本《会

簿》。如编号000116《会簿》的首页就提出：

一议奉神出巡。定期初十日，如雨逢无误；

一议奉神夜巡，定期十四十五两夜，风雨不改；

一议神戏两台，定期不过三月半。各户公议．禁止夜

演，免虑事端。必须邀同上下首看戏定班；

一议管会之家收租，必须认真。会规钱粮、日游

夜游、演戏田坪几项均系做会之家。外交出银二两

入会存匣。倘遇里长贴役，会内开支。不涉做会之家

之事：

一议酬圣折烛入会存匣：

一议存匣银两汪昊两姓公同包封扦押。如遇公

用，邀同开封，不得擅动，如违公罚；

一议田坪本年坍塌。本年当会之家自做，不得

故意议拖口。下首查出议罚。

规约包含的内容很多。一方面规定了祭祀活动

的有关事宜。另一方面强调加强对会首的管理。从

《会簿》的记录情况看，规约重点规范的是会首的行

为。这也许是因为会首不仅是祭祀活动的主持人，

而且是祝圣会资产的管理者。加强对会首行为的约

束实际上就是维护祝圣会自身的存在。对于破坏规

约的人，祝圣会还规定了处罚措施，主要是罚银。

二、祝圣会的资产运作

祝圣会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才能保证一年一

度的祭祀活动正常进行。因此，《会簿》中有关会产

及其管理的记录，不厌其烦．十分详尽。祝圣会的资

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个部分。动产即祝圣会所拥

有的现金。不动产即祝圣会所拥有的田产，这～部

分的收益是祝圣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下面即以

此为基础探讨祝圣会资产的来源如何、怎样管理和

如何维持等问题。

(～)资产的来源

资产的来源是指祝圣会资产的归人方式。既然

祝圣会的资产包括现金和田产两个部分，就从这两

方面分别论述祝圣会资产的归人方式。

田产：归入方式只有一种——买入。如：

崇祯六年正月十五日又买汪得和田租二十砸：

崇祯七年十二月初九又买汪景贤田租十八殂零七

斤：

康熙二十五年买汪承武田租三砸。

现金：‘湘对于田产单一的归入方式．现金的归
人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会簿》的记录表明，现金的

归入方式主要有田产收益、获取利息、各种罚款、请

龙烛酬圣等。

田产收益是祝圣会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如前

述康熙十四年．当年收谷201殂6斤半，除去交给

做会之家、硬让租、监折等外还剩75殂17斤。这部

分剩余的租谷按每殂8分折算成银两，作为祝圣会

的收入交入会中。也就是说．祝圣会的会田收人确

实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实物的方式支出，

一部分折算成银两交入祝圣会。情况有时也并不全

是这样。编号000l 16的《会簿》在其首页有如下规

定：

管会之家收租必须认真．会规钱粮、日游夜游、

演戏田坪几项均系做会之家．外交出银二两入会存

匣。

结合道光二十七年的记录，祝圣会在后期就不

再把会产收益分成两个部分，而是全部交给轮值会

首。会首运用这部分收益办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外，

还要交出一定数量的银两入会。

获取利息也是祝圣会获得现金收入的稳定来

源。祝圣会每年都把当年会内活动结束后所剩余的

银钱交给会首或他人领去使用，从而获取利息收

入。

此外。罚款也是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康熙

十四年的记录为例：

收汪永隆折烛五分；收汪启元折烛五分；收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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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仁折烛五分：收汪守学折烛五分；收汪元熹折烛

五分：收汪元相罚银三钱(八色)；又收吴芳茂灯不

随神罚银三分：又收汪启元点名不到银三分(未收)

会簿中有关罚款的记录非常多，几乎年年都

有。罚款的项目也很多，如上面提的折烛、灯不随

神、点名不到等。甚至食物如酒淡、酒不如式等都要

被罚。

还有请龙烛者的获麟酬圣银。如：

(康熙十四年)汪新生请龙烛一对诞男酬圣(十

六年收)；汪松考请龙烛一对诞男酬圣(十八年收)；

汪观生请龙烛一对诞男酬圣(十五年收)；汪廷仁请

龙烛一对诞男酬圣。

除了上述4种方式外，乐输(《会簿》在记录会

户的赞助银两时使用的用语)也是非常重要的现金

归人方式。一般每户乐输的银两的数额相等，如：

(康熙六十一年)众会户公议，其年因天时干

旱，租谷少收，已将旗伞锣米暂停不发，仍有钱粮帖

役，银两无所措办，今议每户乐输银五钱以完粮役

之费。

尽管祝圣会的收入来源比较多样，但收入的数

量却并不固定。即使是祝圣会的最大宗收入田产收

益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因为祝圣会的田产数额

本身就不固定，存在买人卖出；另一方面天灾如干

旱等也会影响田产的收入。因此，数额不固定是祝

圣会收入的最大特点。

考察祝圣会资产的构成和来源，回避了一个问

题，那就是祝圣会最初的资产是如何归人的。已有

的研究表明，会产的归人方式有3种，即会户乐输

银两，然后以该乐输银购买田产，或者是会户直接

乐输田产，还有就是会户只交租入会而保留田产。⑥

单从《会簿》本身来看。祝圣会的起始资产来源无法

确定，因为《会簿》有关祝圣会收入和支出情况的记

录，最早是从崇祯十年开始的，此时祝圣会的田产

已经非常多．每年的租谷收入达到了164租零6斤

半，显然不可能是当年所购置。在“抄存起始出游合

议以便后考”中也明确指出“向虽立会祭祀，未举出

游之典”，这说明祝圣会在崇祯十年之前就已经存

在。编号000055《会簿》的第4页到第6页不仅明确

记录了天启七年正月十五日清查出的祝圣会的会

田及其所在。还详尽地记录了崇祯六年、七年、八

年、九年、十年各年分别买人的会田．因此完全可以

说田产在崇祯十年以前即已陆续归入祝圣会，在这

种情况下，祝圣会起会时资产的归入方式就无法判

断．前述提到的3种方式都有实行的可能。

不过崇祯十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在“抄存

起始出游合议以便后考”中有“今议，奉神出游，春

祈祝会，必要人力扶持，钱财给用。议得士商之家出

钱修坐辇、值事各件用度，农工之家出力”数语。“士

商之家出钱”说明祝圣会在崇祯十年接受了～定的

乐输银。如果以崇祯十年来反推祝圣会起会时的情

景，那么祝圣会的最初资产来源就是先乐输一定银

两。然后再用这些银两购买田产，就是第一种会产

归入方式。

(二)资产的管理

祝圣会既然拥有相当数量的资产，就必须有人

管理这些资产。对于现金部分的管理，会簿记录较

为明确。祝圣会一般把当年会内活动结束后的剩余

的银钱交给会首或他人领去使用，从而获取利息收

入。如：

顺治十五年帐目的末尾记录到“⋯⋯实存银二

十九两八钱零三厘付下首汪敦义领去生息”，在顺

治十六年的帐目的开端则记录到“⋯⋯会首汪敦义

原领本银二十九两八钱零三厘”，就是说祝圣会一

般在祭祀活动结束后，各会首齐集算帐，如果现金

还有剩余就把它交给下一任会首，该会首在轮值的

那一年要连本带息交入会中。即现金由下一任会首

管理。

从康熙年间开始。现金就不一定全交给下一任

会首。而是其他人也可以认领。只要在下一年祭祀

活动开始前交入会内。如

(康熙五十九年)汪公甫转领银十二两八钱九

分八；汪关保领本银四钱；汪伦修转领银八钱四分

七；汪永隆转领银五钱三分半；汪公甫转领银一钱

八分六。

康熙五十九年领出去。康熙六十年的记录中就

有收回的记录。

又收汪公甫本利银十五两四钱七分八；又收汪

关保本利银四钱八分：又收汪伦修本利银一两零一

分六：又收汪永隆本利银六钱四分二；又收汪公甫

本利银一两九分二。

对于田产的管理。可以根据编号000116《会簿》

道光三十年九月的记录进行判断。当年发生了佃户

拒绝交纳田租的事情．会簿详细记录了祝圣会围绕

处理这件事情作出的各种决定、呈文等。原文中有

“庚戌年因会轮值会首吴祖成会丁成云收租存贮以

备次年祭祀完纳等项”等数语。该本会簿的记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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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直到道光三十年。庚戌年即是道光

三十年，而会簿记录的道光三十年的会首是吴祖

兆。吴祖成究竟是哪一任会首?是吴祖兆的上一任

还是下～任?该本道光二十四年记录的会首是吴祖

成，道光二十五年的会首是汪宗公，道光二十六年

的会首是汪复礼，道光二十七年是吴祖兆，道光二

十八年又是吴祖成，说明此时已经是4股1轮。道

光二十八年因汪复礼家内无人轮值。暂停1轮。这

样经过道光二十九的汪宗公、道光三十年的吴祖

兆，吴祖成应该是下一任会首。他将在随后的嘉庆

元年的元宵担任会首。抗租事件发生在吴祖成任职

前一年的九月。回头再看“庚戌年因会轮值会首吴

祖成会丁成云收租存贮以备次年祭祀完纳等项”这

句话，结论就是祝圣会的田产也是由下一任会首管

理。

尽管祝圣会的资产主要是由下一任会首管理，

但遇到重大事情的时侯，仍需由上下会首共同处

理。如遇到公用，需要开启银匣取钱时，上下会首要

“邀同开封，不得擅动”，否则要被罚款。

(三)资产的维持

资产的使用情况表明，祝圣会在举行活动的过

程中，要消耗一定的资产。由于田产、现金的收入并

不固定，祝圣会有时也会遇到财政困难。那么，祝圣

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从《会簿》

的记载看，祝圣会主要采用变卖祭田、中止宴会及

演戏等办法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啦口：

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众议卖出太婆坞田六

殂半，又卖寿遐塘田八殂，共卖过租十四殂半，计价

十二两。又外加利一两二钱。

不过，祝圣会卖田产的时候并不多。《会簿》只

见了这1例记录。如果非要动用田产。祝圣会更倾

向于使用典当地租的方式。如《会簿》中记载的康熙

十七年“又除十六年当去租十五礓”；康熙十九年

“又除十六年当去租十五礓，又除十七年当去硬租

六殂”等。

祝圣会有时也采用暂停宴会的方式来维持。但

暂停宴会的方式也不经常采用，更多地采用中止戏

剧及出游的办法来维持。如：

(康熙十年)正月十五日众会户议。向来恪守会

规。迩来会内钱粮不敷，难于取办．将敬身戏文暂停

一轮．至次轮首会仍旧复兴。会户无得异说。

(嘉庆七年)本年正月十五日众会户公议停止

出游、演戏一轮，满原复照办。

另外。推迟演戏的时间也是祝圣会节省经费的

办法之一。康熙十三年原本规定，“演戏一台，不过

十五日”，到乾隆四十年时，祝圣会商议“斯时班价

昂，难于办理”，遂规定演戏的时间可以延期至二月

以内。只要不超过三月初一就可以了。

三、结论

分析表明，作为一个由安徽休宁十三都三图的

村民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组织，祝圣会

具有比较完善的会首组织。祝圣会由会首主持会内

事务。会首之间实行轮流制和继承制。会首的主要

职责是管理祝圣会的资产、主持祭祀活动以及主办

宴会、交纳与祝圣会有关的赋役钱粮等等。在管理

上。祝圣会则通过在会首之间实行集体商议制度和

制定一系列会规、会约，规范会首的行为，杜绝会内

的舞弊现象，从而维持祝圣会的存在。因此可以说，

祝圣会从明末建立后。一直存在到民国后期，前后

长达300余年，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组

织结构比较完善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分析还表明，祝圣会拥有一定的资产。在祝圣

会发起初期，其资产主要来源于成员的捐纳(捐纳

较多的成员成为祝圣会的会首)。此后祝圣会运用

已有的资产从事各种买卖活动，资产逐渐积累。从

会簿记载的情况看，在祝圣会存续的300多年间，

尽管有些年份祝圣会的资产相对较少，有些年份相

对较多，但由于采用了比较合适的资产运作方式，

因此祝圣会一直保留了一定的资产，这也是祝圣会

能够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祝圣会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两个方面。通

常情况下，当年元宵节举办完祭祀活动之后，本届

会首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算清账目，然后将资产交由

下一会首管理。但遇到重大事件需要处理的时候。

则仍要由上一任、下一任会首共同处理。

从资产的使用看，祝圣会的资产的使用范围有

严格规定，主要用于举办各种祭祀活动。在遇到财

政困难的情况下。祝圣会往往采用变卖祭田、中止

宴会及演戏等办法来维持自身的存在。

注释：

①什么是囊会?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是这样定义的：。具仪仗

杂残迎神，以舆舁之出巡，日奏会。。徐珂编撰：《迷信·赛

会)，<清稗类钞)第十册，中华书局，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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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祝圣会会簿>共有5本，编号分男0为000055、0001ll(此编

号有两本)、000116、000121．现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

室。有关会簿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发表干《安徽史学》2004年

第6期上的拙文<明清时期民问迎神赛会个案研究——

(祝圣会会簿)及其反映的祝圣会>。

(萤(日)涩谷裕子在《明清徽州农村的“会”组织》(周绍泉、袁

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

学出版社，1995年)一文中，把第1轮会首误认为是17户．

并由此造成会首户轮值年表的错误。其实，第1轮是14

户．顺治八年开始的第2轮才是17户。详见下文。

(多若无特殊说明．本文使用的原始材料均引自5本《祝圣会

会簿)。

(勖在这里使用现金一词。是因为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最先使用的是银．道光年问以钱

为主，光绪年问是洋元，民国时期则是纸币。

(蓟详细论述可参阅刘淼发表于《文物研究》1993年10月第8

辑的《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一文。

(D涩谷裕子在《明清徽州农村的“会”组织》(周绍泉、赵华富

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

版社，1995年)一文中指出“祭祀活动由‘会’属祭田所收地

租而维持，由于每年实收租额不稳定．有时亦会遇到财政

困难。但历代的会首通过变卖祭田、中止宴会及残剧等方

法，争取收支平衡，努力维持了‘会’的延续。”从《会簿>的

记录情况看，涩谷裕子的结论适用于祝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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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Asset Management of Zhu Sheng Hui in

Huizhou Distric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Focl塔on the Zhusheng hui in xiuning and The Z^z岱^P，曙^口f名西Do露

Xia AijLull，Xu Caili2

(1肺e Museum of Unde巧taIId the矗lial pieIy咖usoleuIIl'，11Ie Adm赫tration of Dr Sun Yahen，s Mausoleu。

Nanjin92100l4’China；25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丑w，Huazhong Aglicultural Unive糟ity'wuhan430074，China)

Abstr龇t：In the tenth year of Chongzhen emperor，tlle ciVils of Shisandu Santu of Xiuning Anhui

ProVince established a special assenlble on 而tual actiVitie8， which was named Zhu Sheng Hui ．From that

time tiU the tllinie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assembly had existed for 300 vea硌．7Ihere may be

many reasons for its existence for a long time，but mai|lly for two reasons： the fi瑙t is that the society set

up a ped．ect o唱anization of the heads of the粕semble，fo珊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statutes，which were

used to I．estrict the behavioI暑of山e heads，avoid the colTuption， and then keep the existence of the soci．

ety．The second is that tlle socie田had a certain amount 0f assets，which w嬲the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long existence of the society．Because of the suitable asset management，tlle assets were kept remaining un_

til the thinieth year of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Zhu Sheng Hui；heads of the聃seⅡlble；嬲s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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