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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子弄”等街坊，至今犹存；对

照古今地图来看， 宅西区域已

特别狭小， 鉴于此地若即为徐

氏大宅， 确实没有太大的空间

留给新教堂。

再看乔家浜河南岸 “九间

楼 ”一带 ，东自太卿坊/南门大

街 ，西至中心河 （今凝和路 ）兴

隆桥东， 清代地图显示 “九间

楼”西并没有大型里坊，面积比

今存 “敬一堂 ”一带大了不少 ；

初来上海的潘国光似乎没有必

要大老远跑到城北、 托人寻找

一片尚不如此的地皮建新堂 。

既然，据相关记载，徐宅西侧地

方空间狭小， 而地图中九间楼

西面空间足够宽敞， 这应该是

“九间楼 ” 非徐氏祖宅的最好

例证 ，何况 ，九间楼西还有另

一座小有名气的本土神祠 ：罗

老太庙。

早在明隆庆、万历朝时，松

江府城（今上海市松江区）建起

了第一座 “罗神庙 ”，此后上海

县陆续建了几座罗神相关的殿

宇；其中这座位于城南的“罗老

太庙 ”，志书中出现不多 ；大学

者俞樾参与修撰的 《同治上海

县志》，是唯少详细介绍这座寺

院的旧志。 此庙位于县城中心

河与薛家浜交界处“兴隆桥”东

面，今“九间楼”西南，从存世地

图来看， 应该庙门南向面顾家

弄，修建的时间不易确定，从旧

志记载中猜测建造时间应该晚

于府城那座， 但似乎与上海县

城西的罗神庙出现时间相仿 ，

都在明末时间创建。 入清后此

庙历经维修， 可能在太平天国

前后被毁，同治初年，徐光启的

后人徐文瀛倡议在旧殿原址后

空地重建罗老太庙， 平屋三开

间两进。今观此处，即便旧殿废

却，依然能在其后继续营建“三

开间两进”的新殿，此处空间之

大，可见一斑。且此地直至晚清

标识中无里坊交错， 是为一理

想的营建公共空间的场所，“罗

老太庙”即为最好的例证。所以

此处曾立堂， 优势多有甚于梧

桐街者， 而非智慧如潘国光者

所肯舍弃的地方。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 明季

西来传教士及早年受洗的中国

信徒， 对本土信仰尤持否定的

态度，只需略翻《利玛窦中国札

记》中的语句便可知晓。然而若

“九间楼”边不仅有一座典型的

本土民间信仰的神祠， 且徐光

启、 郭居静把上海第一天主堂

就建在此地不远， 这显然是不

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反观薛家

浜北徐光启祠堂一带， 地理描

述显然更为合适。

文定公祠附近空间， 还有

一条记载可以作旁证。松江府、

上海县旧址皆载， 太卿坊建徐

文定祠在崇祯年间，并赐额“王

佐儒宗”。 依前文考证，此祠沿

太卿坊街 ， 民国时已不存 ，而

“文革”前留下照片的那幢徐文

定公祠，在旧祠之西，为光绪五

年（1899）徐氏后人徐子嘉等新

建， 而旧祠改为徐氏列祖的宗

祠（参民国上海县续志、松江府

续志等旧志）；徐家后人在旧祠

之西正好容下一幢新祠， 这与

以旧祠为祖宅位置、 在其西新

建小教堂的推测， 于建筑体量

上来看正相当。 徐氏祖宅不取

“九间楼 ” 而应以旧祠附近为

宜，是为又一证据。

3?祠堂与祖宅的关系

江南地方名人祠的选址 ，

有明显追寻前人在世前后踪迹

而定的规律。 几种最典型的选

址中， 祠在墓边的情况最为常

见， 如浦东陈行乡长寿里的秦

公祠 ， 祀上海城隍老爷秦裕

伯 ， 此地即葬父子三人之墓

（沈秉成 《重修墓祠记 》）； 或

者是名贤生前相关的场所立

祠， 如龙门书院毕业生在书院

内立刘山长祠祀老校长刘熙

载； 陈化成阵亡吴淞口， 此地

建陈忠愍公祠。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本人旧宅或庄园， 改、 增

建祠堂的情况， 这在本地士大

夫中颇为多见， 其中最典型的

是豫园主人潘恩， 身后祠堂一

在其身前所复寺院、 侯家浜西

的广福寺中， 另一处即在旧宅

边穿心街潘家祠堂。 鉴于广福

寺实际就在其私家花园豫园

边， 此两处祠堂皆就其旧宅而

设。 另一位沪上名流陆深身后

的祠堂陆文裕公祠， 就在陆氏

浦东陆家嘴后乐园别墅旧址

上。 潘恩宅邸之前的主人、 四

川左布政使沈恩的祠堂方伯沈

公祠， 虽然没法建在潘家的宅

子里， 也建在此处不远的姚家

弄， 地方虽小， 但也略尽后人

对乡贤的敬意 （可参张秉壸

《方伯沈公祠记》）。

如此看来， 明季所建徐文

定公祠， 当与徐氏祖宅， 也有

极其密切的关联， 据前引徐宅

与初建徐祠都在 “太卿坊街 ”

西边 ， 太卿坊街道其实并不

长， 可以推知两者间相去非常

近， 甚至可视为一体， 徐氏后

人将徐宅作为供奉先人神主的

祠堂， 所以两处同时出现在县

志之中。 前论已知城北公子徐

骥的桃园别业中， 也供奉有徐

光启别祠， 此与陆深庄园中设

祠同例， 则徐氏祖宅设祠可能

性亦大增。

今存清末民国徐文定公祠

照片一帧， 推测为光绪年间于

旧祠西侧增建，原址虽不存，地

方文物部门曾定位过约在光启

南路250弄内位置。

今此处光启南路街边发现

两根坊柱，引起学者注意，并纷

纷推测石柱原来的作用。

上海本地学者曾推测此二

柱当为原 “太卿坊 ” 的坊柱 ，

可备一说 。 但因二柱发现位

置， 即为徐光启祠东侧、 乔家

栅街边； 而 “太卿坊” 清代亦

废， 或者可能此柱为 “徐文定

公祠” 前牌坊， 也未可知。 俟

更多材料的发现。

附论民间流传的 “九间

楼” 说法的形成。 从府县旧志

中看 ， 明清旧志皆无 “九间

楼 ” 之名 ， “九间楼 ” 仅于

《民国上海县志 》 （1935） 中

出现过一次， 录于下：

天主教之入境, 始自徐文

定公光启。 明万历三十六年,光

启丁忧回籍,过南京,请意人郭

居静至上海开教始。寓南门内乔

家浜侧（小字：俗称九间楼,今屋

尚存），是为上海有天主教之始。

明代清初志书只提过徐宅

在 “太卿坊 ”，今之 “九间楼 ”名

不见经传，且并不靠近大街；此

说甚为晚出可知。同时，徐宅在

薛家浜南侧的明确说法， 同样

晚出，前引《同治上海县志》“罗

老太庙”条载：

在兴隆桥东,一名兴隆庵,

徐文定光启宅旁舍。

那座罗老太庙确实就在九

间楼西侧， 也间接说明同治志

时代， 人们已经相信， 薛家浜

以南的 “九间楼” 区域为徐氏

祖宅了。

这其中原因不难想象， 首

先经历年代久远， 且经历明清

易代文物丧乱， 即便家族后人

亦未必能记清祖宅事体 。 同

时， 误记恰恰又出现在太平天

国运动之后 ， 此时国运稍平 ，

徐氏后人也有重为地方重要士

绅 （如徐文瀛） 的时候， 需要

重新建构祖上的文化传承。 九

间楼这则 “错误的实话 ” 会出

现， 实际上正反映了明季徐氏

祖宅成为文定公祠后， 城内子

孙迁居徐家浜南的经过。 据今

日徐氏后人回忆， 文定公后裔

于明季开始分居徐家汇 （时徐

氏墓园 ）、 桑园街 （时徐光启

双园别墅 ） 和 “九间楼 ” 一

带。 前两处早就是徐光启生前

所置办的产业 ， 而 “九间楼 ”

薛家浜南岸一带本非徐氏在世

时置业， 后人搬来此处的原因

首先是便于守先人祠堂， 同时

一个大推测， 应该就是原本居

于祖宅或迁去城北桃园的一支

徐氏后裔， 于清代陆续于旧祠

附近所置， 这符合徐光启生前

对子孙及产业的安排逻辑， 俟

将来详考。

结语

徐光启是古典时期上海最

重要的名人士大夫，对其故居/

祠堂地的考订 ，无疑是今天上

海学者与文物保护工作者们

的重要工作。 自从上世纪50年

代以来 ，徐氏“九间楼 ”的被发

现， 徐氏故居及其位置的说法

便渐成定式。 但老城厢中的徐

氏旧址所受到的关注度， 仍稍

逊徐汇光启公园内的徐氏墓

园。直到近日，城南光启南路边

发现石柱柱础， 上海老城厢城

南地区的研究又被燃起些许热

度，这其中，重新考察徐光启在

上海的遗迹， 成为最重要的话

题之一。 而近年上海地方志书

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丰硕 ，也

为此类上海地方研究提供了坚

实的文献支持。经本文考察，徐

光启故居暨文定公祠堂的准确

所在地，当为旧太卿坊大街/乔

家栅路口西北角、 即今光启南

路乔家栅弄口， 新发现的石柱

亦在此弄口， 与晚清时上海地

图所标基本一致。

去年黄浦区文保所启动的

“徐光启生平事迹调研”项目，即

为专门研究保护黄浦区内徐光

启遗迹所设。 前论徐氏遗迹数

量， 于黄浦区辖内最为众多；虽

地上文物可能存世不多，但地点

仍能准确辨识。通过此次研究的

开展， 若能将上海徐氏遗迹地

上、 地下文物做一次全面梳理，

配合对徐光启生平贡献的展示

与推广，那无疑将是乡土教育中

必要而生动的一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华

古籍保护研究院； 本文为黄浦

区文保所委托项目 “徐光启生

平事迹调研”的阶段性成果）■

↑《上海百业地图》中的“罗老太庙”

→今光启南路上石坊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