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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德皇后世系及与济公活佛亲缘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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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内容摘要】宋太宗赵炅明德皇后之世系，素来说法多种，仅凭信史、正史不足以说明其来龙去脉，

唯与相关的谱籍、墓志等互证互参，前后对照，左右比较，全面分析，才能较为清晰地理出其内在的连接

脉络，同时亦可证明皇后与浙江天台济公活佛的亲缘关系存在。 

【关  键  词】明德皇后、济公活佛、明德皇后与济公活佛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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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赵炅（939～997，本名赵匡义，因避其兄太祖赵匡胤讳易名赵光义，即位后改称

是名）之明德皇后，系太祖从龙功臣、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次女，像列昭勋阁二十

四功臣之一、配享真宗赵恒庙庭的李继隆胞妹。有关明德皇后之世系，素来说法多种，史无

定论。笔者以信史、正史之载，参证相关谱籍、墓志等，前后对照，左右比较，全面分析，

似乎也能从一新的角度，理出其内在的连接脉络。 

元丞相脱脱主持修编的《宋史》（1985·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及相关文献载，明德皇

后，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荫城李坊村）人，生于建隆元年（960），开宝八年（975）十二

月十九，太祖赵匡胤纳其为皇弟，时封晋王的赵光义妃；开宝九年（976），太祖驾崩，赵

光义改名赵炅登基称帝，是为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皇后入宫，时年十九岁。雍

熙元年（984）十二月，太宗赵炅颁《立陇西李氏为皇后制》，谓： 

陇西李氏，柔嘉维则，和顺积中。茂庆著于侯藩，盛烈传于勋阀。清芳桂郁，睿问川流。

明惠成于自然，仁孝本于天赋。顷自作嫔帝室，毓德椒涂，象服垂风，允昭令则，关睢播美，

已著乐章。内治肃而九御有伦，妇道著而六宫承式。服阿保之箴诫，知臣下之勤劳，固已绩

茂公桑，道光彤管。而造舟之礼，未加于徽命，厌翟之贵，未正于中宫。岂所谓昭德成训，

嗣世继统者乎。宜考旧章，焕兹缛礼。法轩星而践位，配皇极以为尊，可册为皇后。 

明德皇后曾育皇子，不幸夭折。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崩。皇后在极其复杂、紧

张的继位争夺环境下，协调各派意见，使得真宗赵恒（本名赵德昌，太宗继位易名赵元休、

赵元侃，即位改称是名）平稳登临大宝。真宗尊明德皇后为皇太后，居西宫嘉庆殿。咸平二

年（999），中书门下（北宋前期的最高行政机构）上言，圣人之德，莫大于尊亲；帝母之

尊，备存于典制。皇太后辅佐先帝，母仪万邦。虽极尊之称，已光于坤德；而异宫之义，未

叶于礼文。岂可使六宫瞻仰，三朝庆贺。伏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以称陛下奉养慈颜，孝治

天下之意。真宗准奏，四年新宫落成，名万安，皇太后移居是宫。景德元年（1004）三月十

五，皇太后驾崩，终年四十有五。八月，真宗颁《明德皇太后谥册》，曰：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title=%e8%84%b1%e8%84%b1
http://www.so.com/link?m=aQxpcIe5cEdTjyhtcBj58jf7856DDMlUmC56B%2Fq2pOgs4R%2BQFwDSWoR1%2BHMtP9iHLCXGmm37uuL9zMy0iG%2FUluxJlmZM8uAlADNxcbez%2FcKYcBRNjDaxciSl9frx2%2FFehBxmwuhbs8dPp3DBh%2BZ%2BGCFiLnsOI6jcUNCwnZFhy%2BbXSoQAMbszOtXNt9qpS1y%2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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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惟大行皇太后涂山协庆，沙麓储祥，配乾居尊，俪日垂照。而自佐佑先帝，雍容内 

朝，周旋合于声诗，造次循于法度。母仪万物，二纪于兹，九族用亲，六宫是式。猥以冲昧， 

祗荷宗祧，夤奉宝图，继体宸极。上尊谥曰：明德皇太后。配圣考以在天，享鸿名于永世。 

腾休简册，茂扬耿光，亿万斯年，垂裕无极。 

九月，真宗帝再颁《明德皇太后哀册》，高度评价皇太后内朝正位，契德柔坤；河洲令 

德，阀阅清门；化被六宫，言孚九有；仁圣之姿，溥率之母；正名宫阃，率礼嫔妃；辅佐先

帝，光昭内则。惟惇史之纪德，亘亿载而扬休。 

景德三年（1006）十月，明德皇太后随太宗赵炅，归葬河南巩义西村乡滹沱村永熙陵，

神主祔太宗庙室。 

考宋钦赐进士、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工部侍郎杨亿之《宋故推诚翊戴同德功臣山南东

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桥道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襄州诸军事行襄州

刺史判许州军州事、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万四百户食实封三千二百户赠中书令谥曰忠

武李公墓志铭》（入录《武夷新集》，入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卷十，下简称《李继隆墓志

铭》），载李继隆，字霸图，始在孩稚，即养于伯父作坊，迨总角成人，出就外傅，乃归父

李处耘膝下，以奉所生。继隆先世陇西成纪，远祖占籍上党，曾祖（处耘祖父）讳直；祖父

（处耘父亲）讳肇，仕后唐，为都壕寨使、检校司徒，同光（923～926）中讨王都于中山，

会北戎赴援，王师失律，诸帅奔溃，不任其恥，独率麾下，力战而殁。处耘昆仲三人,友悌

尤笃。继隆有弟二，仲曰继恂（《宋史》谓，继恂排行季，官洛苑使、顺州刺史，追赠左神

武大将军），季曰继和（《宋史》谓，继和字周叔，排行仲，历任供奉官、洛苑使、西上阁

门使、殿前都虞候、端州防御使，追赠镇国军节度使）；长姊嫁故洛苑副使郭守璘；明德皇

太后，沙麓启祥，塗山叶庆，作合先帝，正位内朝，光辅大君，居尊长乐，播德彤管，升祔

閟宫，实公之元妹也；次妹适故主客员外郎、直集贤院范贻孙。 

从《李继隆墓志铭》，大略可知明德皇后之世系为： 

先世陇西成纪→远祖占籍上党→李直→李肇→李处耘→皇后己身，兄弟李继隆、李继恂、

李继和，姊嫁郭守璘，妹适范贻孙。 

而自《李继隆墓志铭》问世，官方之文献，基本都是以《墓志铭》为据，介绍李处耘与

明德皇后世系。如《宋史·李处耘传》谓：处耘，潞州上党人，年轻随其兄处畴（官至作坊

使）至京。随太祖赵匡胤征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平定李筠之乱有功，升

任羽林大将军、宣徽北院使。讨伐李重进时，任行营兵马都监；李乱平定，任扬州知州。建

隆三年(962)十月，诏升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乾德四年（966）卒，终年四十七岁，朝廷

赐地葬河南洛阳偏桥村。父肇，后唐军校，至检校司徒，从讨王都定州，契丹来援，唐师不

利，力战死之。子三，继隆、继和、继恂。太祖追念，开宝（968～976）中为皇弟、晋王赵

光义纳处耘次女李氏为妃，即明德皇后。处耘亦因皇后得尊，累赠宣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

中书令,追封豳王。 

诚然，自宋代以来的官修史籍制度被打破，民间编撰宗谱、家谱之风兴起。《李继隆墓

志铭》《宋史·李处耘传》尽管被奉为“信史”“正史”，但它所载的李处耘与明德皇后之

世系，却素来没有得到江西南城、河北唐山丰南爽坨、山西上党李氏谱籍的认同，亦为湖南 

岳阳平江三市镇《李泰陵墓志铭》所否定，以致不同版本迭出，各种观点不一。到底是官修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BUGXMKpnWtY1g0WSKAE9f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By2Gfhkhg1WBIUQ6ZDCAbSJGoTf7x1wdLW+QhnZPP37ffG+iLOcSfSz3PWwy8arj78UlUDvNcCtDdCVu6Yz01UwPGbuJnYGNA==
https://baike.so.com/doc/5016178-52416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91979-63050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05908-6319020.html
http://www.so.com/link?m=acWqmPWv%2FhvCaUOv9hh9BEP3GeMcWMq0LEkM%2B%2BhCm5vuiHKDPyGaHlqQVBrkEQKdKyQy5HHHvCHKYA4jw2bQfOtwhV7fFJuTOU9ejIJe0iK15P5vPkB%2B407x1tqMD45ki5H4oCs0q41GL0whmroZfiUXO8a2PjdPBP5a8GfR8nUQ%3D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9C93BIDAya3QuXTULvaaJ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By2Gfhkhg1WBIUQ6ZDCAbSJGoTf7x1wdLW+QhnZPP37ffG+iLOcSfSz3PWwy8arj78UlUDvNcCtDdCVu6Yz01UwPGbuJnYGNA==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4CJl0zeELiY1g0WSKAE9f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By2Gfhkhg1WBIUQ6ZDCAbSJGoTf7x1wdLW+QhnZPP37ffG+iLOcSfSz3PWwy8arj78UlUDvNcCtDdCVu6Yz01UwPGbuJnYGNA==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mh1GgC4kuPiYNGQooBZIn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By2Gfhkhg1WBIUQ6ZDCAbSJGoTf7x1wdLW+QhnZPP37ffG+iLOcSfSz3PWwy8arj78UlUDvNcCtDdCVu6Yz01UwPGbuJnYGNA==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nDkgK0S4CN3sUf7gMOfMngtA+pCra9ga3pfKJtUWCTh9ssyDK1SDlnhDg47fRGLxIC1WNLHU2MljwrjhG0RrIHLYZ+GSGDVYEhRDpkMIBtIkahN/vHXB0tb5CGdk8/ft98b6Is5xJ9LPc9bDLxquPvxSVQO81wK0N0JW7pjPTVTA8Zu4mdg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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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正史”有虚，还是民编谱籍不实？恐非三言两语而能贸然作论也。 

1.江西南城李氏族谱，有清道光十四年（1834）“爰照旧本刊刷”，朱翰林孔阳公所撰 

的《李氏族谱旧序》载，江西诸李，多滕王苗裔，简牒可稽。李氏之先，或曰理官，或曰

聃，其世次不可得，而系唐兴滕王元婴迁洪州都督，坐谪置滁州、寿州刺史，再徙隆州，武

后时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薨，修琦嗣，世分族盱江（又称“汝水”，位江西第

二大河抚河之上游）江右，始有陇西李氏。“上世旧谱云”，婴第五子崇礼（修珽），生怀

义，义生环，环生威。威居南城麻畬，是为麻畬李。威三子适，官深州，再守潞州，有子仁

让，生守信。信占籍上党，遂世为上党李氏，其后有仲耘、处耘、崇矩，俱显！崇矩，潞州

上党人也，端拱元年（988）卒，年六十有五，赠太尉，谥“元靖”。处耘翘车应聘,枚策从

军,伸于知己折从阮（五代十国时期著名将领）,不遑家食；任淄州（今山东淄博淄川)刺史，

生有女，初为宋太宗德妃，后立皇后。《李氏族谱旧序》所谓的守信、仲耘、崇矩，分别为

济公活佛之鼻祖、远祖、太祖。 

清钦赐进士，前任浙江舶市司提举，擢按察使佥事，转提督浙江学校花润生，道光十四

年所撰的江西南城李氏族谱《源流序》谓，滕王元婴者，唐高祖幼子也，出镇南昌洪州都督，

建阁洪都西城漳江门外，李姓蕃于江右，自兹始。滕王五子崇礼公，生环义公；环义公生八

子，行八宫使讳怀公，生四子，武、威、成、戚；威公生四子，三子适公，任深州，再守潞

州，子仁让公，生守性。性公占籍上党，遂世又为上党李氏，其后有仲耘公、处耘公、崇矩

公，俱显！。 

江西南城《李嘉猷公支谱》（清光绪十二修）载，适公子三，仁让、仁允、仁顺。仁让

公子二，守心、守性。守心公子二，仲云、仲雷。仁允公子四，守球、守盈、守祥、守瑞。

守球公，兄弟子孙多人迁居上党潞州。仁顺公子守锐、守锷，昆弟入籍上党，后处仲、处耘、

崇矩皆跻贵显。 

南城《水坑尾堡李氏族谱》（民国癸未年「1943」修）谓，仁让子二，守心、守性。守

心，因祖仕潞州，遂居于被此，自麻畲迁居上党，是为上党李，公子二，仲云、处耘。仲云

任潞州真定府，生子三，昭、昉、映，映即崇矩。处耘讳肇，府君淄州刺史，宋初为都押衙，

后表枢密副使，为都监平荆南高继仲，子暄，一女为宋太宗皇后；暄字崇和，后唐检校司

徒，以诗贼战死，生三子，二子曰继隆、继和。 

2.河北唐山丰南《爽坨李氏族谱》载，唐高祖李渊下七世李适，任真定知府、潞州太守，

子孙入籍上党潞州。李适长子仁让，任后唐都壕寨使、检校司徒，因力战契丹而死，配吴氏；

次子仁允；三子仁顺。仁让子二，守心、守性。守心子二，仲云、仲雷（处耘）。仲云讳直，

子三，昭、昉、映，映即崇炬。处耘（仲雷）讳肇，参加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从龙大将军，

从平泽潞，枢密副史，配吴氏，子喧（字崇和），后唐检校司徒，次女嫁宋太宗赵光义，明

德皇后；喧子继隆、继和。仁顺子守鋭、守锷，昆弟入籍上党。处仲、处耘、崇矩皆跻贵显。 

3.山西《上党李氏家谱》载，李适，任深州真定知府，调任潞州太守，子孙遂居之，自

麻畲（江西南城）分居上党，子三，仁让、仁允、仁顺。仁让子二，守心、守性。守心，因

祖仕潞州遂居于彼，此自麻畲迁居上党，是为上党李，子二，仲云、处耘。处耘讳肇，字正

元，为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都押衙，宋朝从龙开国功臣之一，子暄，长女嫁平庐节度使郭 

崇之子郭守王（即郭守璘），次女太宗纳其为妃，即明德皇后，外曾孙女嫁仁宗为郭皇后。 

https://baike.so.com/doc/5367636-5603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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暄字崇和，后唐（李克用）检校司徒，以诗贼战死，子三，继隆、继和、继恂。 

以江西南城《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与

河北唐山丰南《爽坨李氏族谱》、山西《上党李氏家谱》，比较《李继隆墓志铭》，其中的

应注意之点有五： 

一是《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所载的“守信”“守性”，与《李嘉猷公支谱》《水

坑尾堡李氏族谱》《爽坨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所谓的“守心”同一；《李氏族谱旧

序》《源流序》所载的“仲耘”，与《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爽坨李氏族

谱》《上党李氏家谱》所谓的“仲云”同一；《水坑尾堡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所载

的“李暄（字崇和）”，与《爽坨李氏族谱》所谓的“李喧（字崇和）”同一。 

二是李处耘又名“仲雷”“李肇”“正元”，《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 

与《爽坨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之载基本印证，而非《李继隆墓志铭》所谓的“李肇”

乃李处耘之父、继隆祖父。 

三是上党李氏乃仲耘、处耘之父李守心开基，《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水坑尾堡

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之载基本印证，与《李嘉猷公支谱》《爽坨李氏族谱》所谓亦

相关联，而非《李继隆墓志铭》所称的上党李氏，乃李继隆之“远祖占籍上党”，亦即继隆

之父李处耘的“太祖辈”起家。 

四是《爽坨李氏族谱》载，任后唐都壕寨使、检校司徒，战死沙场的乃守心、守性之父，

仲耘、处耘之祖父李仁让，而非《李继隆墓志铭》所谓的李处耘之父、继隆祖父“李肇”。 

五是《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爽坨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称处耘、继隆为祖孙关

系，即于中间插入一个曾任后唐检校司徒的处耘之子、继隆之父“李暄（字崇和）”，缺乏

可信力。 

①《李继隆墓志铭》与《宋史》素来认为李处耘与李继隆为父子关系，考处耘生于后梁

贞明六年（920），继隆生于后汉乾祐三年(950),父子岁差三十，且于继隆前处耘已有长女

（生年不详，嫁郭守璘），至少与继隆也有 1～2 岁的岁差，如在中间再插入一个“李暄”，

祖、父、孙三代的岁差将无法解释。 

②后唐在公元 936 年已为石敬瑭所灭，时年李处耘仅 17 岁，故不可能有子李暄任后唐

检校司徒之军职，并战死沙场。 

六是《李继隆墓志铭》所谓的李处耘祖父“李直”，生卒年份文献无载,且也没有出仕

记录，无从考据；比较之下，不如《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

堡李氏族谱》《爽坨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记载李仁让为仲耘、处耘祖父的出处明

确，上下连接，具可信力。《爽坨李氏族谱》称“李直”即仲耘，为处耘之兄，虽不能贸然

肯定，但也不宜随意否定。 

4.湖南岳阳平江三市镇李泰陵《墓志铭》载，迁平始祖李公，讳承永，字泰陵，号碧山，

乃陇西成纪唐太宗三子、吴王格之十五世孙，生于唐文德元年（888），后唐间出门下省官

给事中。后晋天福二年（937），自江西建昌磨刀（今江西永修县三溪桥镇横山磨刀李村）

入本邑南江黄裴，遂家焉。继而择胜培山，滋根培本，子姓繁衍，皆由此分。再传而晟仲，

三传而文钺。三世祖文钺公，官枢密副使，卒赠太保，恩荣御葬。2013 年，新浪博客·中

华磨刀李博主的《大宋开国勋臣李处耘》一文亦谓：李处耘（又名文钺）祖父承永，字泰陵，

https://baike.so.com/doc/2041277-2159926.html
http://www.so.com/link?m=aAUlasX5XvqohgIWQOnI4MH1Z9rr9D7GJUzd2UZlSk1jP9uZVwEtsuFcMDAESQBGU4DU6L1%2Bppx0FI1wz50ZggX2Sy9JPaxfDOM8SJDfol0yJ%2FqwuqYQj%2FyJjLkkJ7dbeniGWOERt9uHPKpoTCZV1bxgM5hinQRs1nkpqM3eOnOHW54Ey4LyT%2BufIAda%2BcqjLCcAstgbCby1waTLjQBQha38s8HJ0HygFThEdBlpgAzOlgs1%2BXQO7m5lc6NaoJu7TFVjZv2o79lHqYqh9U%2BSEBzjn3EE%2B%2BZOI5S%2B0I0ywWPX%2FiZCPHxxI9gRtBONHSSRLJmw93VO%2BvrTMRCc8LXl7wciwtHgJcaSfRtELyTFNYASiJfPjhnhDxYhPcsLY8nWbVorFEA%3D%3D


                                     http://www.sinoss.net 

 - 5 - 

号碧山，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的十五世裔孙，五代后唐间官至门下省给事中。后晋天福二

年（937），泰陵公自江西迁平江定居培山。李处耘父亲名晟仲，广置寄产于巴陵黄龙港，

李处耘夫妇与子秉和（疑为“继和”笔误）皆葬巴陵。现存李处耘墓占地 100 平方米，墓碑

系 1930～1937 年间，脉下仁昭、德昭、可昭、胜昭、纲纯（孪生）五房后裔筹资修建。处

耘为大宋开国勋臣，授都指挥使、枢密副使，久掌朝廷军事重权，是赵匡胤自陈桥兵变开基

创业，乃至定荆南、靖四方，统一中国的得力助手。 

读李泰陵《墓志铭》《大宋开国勋臣李处耘》，其中的应注意之点有四： 

一是李处耘又名文钺，其父晟仲，祖父承永，字泰陵，号碧山。 

二是李泰陵自江西建昌磨刀迁南江黄裴的时间为公元 937 年，“继而择胜培山，滋根培

本，子姓繁衍，皆由此分。再传而晟仲，三传而文钺。”而《宋史》等相关文献普遍载，李

处耘生于公元 920 年，如李处耘是泰陵之孙，则在泰陵迁徙时年龄已一十有八（937－920

＋1），则是段铭文不应如此表述，且其祖（泰陵）、父（晟仲）、孙（处耘）之间的平均

岁差只有 16.5 岁（「920－888＋1」÷2），很难叫人理解。 

三是据《旧唐书》（1975·中华书局出版社重版）、《新唐书》（重版年份、单位同前

引《旧唐书》）及相关文献，吴王李格、膝王李元婴分别降诞于唐武德二年（619）、贞观

四年（630），至李处耘公元 920 年降生，前者历十七世，平均世差仅 17.76 岁（「920－619

＋1」÷17），也是难以理解；后者历九世（即元婴→修珽→怀义→环→威→适→仁让→守

心→处耘），平均世差为 32.33 岁（「920－630＋1」÷9），接受正常。 

四是据《宋史》及相关文献，乾德元年（963），处耘因与太祖赵匡胤的结拜兄长慕容

延钊不和，而被贬谪任淄州刺史，乾德四年（966）赉志以殁，终年四十七岁。太祖废朝

一日，赠李处耘宣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赐地归葬洛阳偏桥。《大宋开国勋臣李处耘》称

其归葬巴陵，分析多为李之“衣冠冢”也。 

至于《李继隆墓志铭》，与《宋史·李处耘传》提及的“官至作坊使”的李处耘长兄、

李继隆伯父“李处畴”，兹在肯定《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的李威公第三子适，官深州，

再守潞州，有子仁让，生守心，守心公占籍上党，遂世为上党李氏的基础上，再考《李嘉猷

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爽坨李氏族谱》《上党李氏家谱》，适公子三，长仁让、

次仁允、三仁顺；及仁顺有子守锐、守锷，“昆弟入籍上党，后处仲、处耘、崇矩公皆跻贵

显”，是处的“昆弟”为守锐、守锷之兄弟无疑，所谓的“后处仲”显又是“昆弟”之下，

与仁允公子守球，“兄弟子孙多人迁居上党潞州”，及“处仲”与“处畴”音近易混等情，

分析是位李处畴，不无可能就是“昆弟”或守球公脉下的“处仲”，只不过是《李继隆墓志

铭》自始就已“乱码”。否则，很难解释“昆弟”与守球公子孙的去向也。 

综上所述，可以推演宋明德皇后的世系为： 

世祖李渊→李元婴→李修珽→李怀义→李环→李威→李适（官深州，再守潞州）。 

李适之下为： 

1.李仁让（任后唐都壕寨使、检校司徒，力战契丹而死）→李守心（占籍上党，遂世为

上党李氏）。 

李守心之下为： 

长房李仲耘→李昭、李昉、李崇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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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李处耘→李继隆、李继和、李继恂，长女嫁郭守璘、次女明德皇后、三女适范贻孙。 

2.李仁允→李守球（兄弟子孙多人迁居上党）。 

3.李仁顺→李守锐、李守锷、“昆弟”入籍上党。 

李守球或“昆弟”之下为： 

李处仲（处畴）。 

另据《宋史》，及相关的李氏族谱等文献记载，济公太祖李崇矩(924～988)，字守则，

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幼孤贫，有至行，乡里推服。初仕后汉，于名将史弘肇手下任职。

后周时任供奉官、供备库副使、作坊使、判四方馆事。宋帝国新立，追随太祖赵匡胤。建隆

元年(960)，随太祖讨伐李筠、李重进，任右监门卫大将军，充任三司使，回朝任宣徽北院

使，仍判理三司；乾德二年(964)，代赵普任枢密使；乾德五年(967)，任检校太傅。开宝元

年(968)，随太祖征北汉。开宝六年(973)，入朝任左卫大将军；雍熙三年(986)，代宋偓任

判右金吾街仗兼任六军司事。端拱元年(988)卒，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太尉，敕封“陇西元

靖王”，谥“元靖”，归葬山西长治荫城李坊村，《宋史》列传。崇矩禀性忠厚寡言，重承

诺。因曾于史弘肇手下做事，后汉乾佑三年(950)，隐帝刘承佑亲小人杀弘肇，见弘肇子孙，

定以隆厚礼遇，救济他们困乏。任镇国军节度使期间，在岭海（今海南三亚）多年，丝毫不

以炎凉荒瘠为忧。平素信仰佛教，饭僧至七十万，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黄白术，从远方迎接

其人，在家建馆以师礼事之，即便知道其中有诈，还是把他当作神仙，终身而无悔恨。有子

继昌（948～1019，字世长，济公烈祖），官至左神武军大将军，《宋史》列传；有女李氏，

嫁宰相赵普之子赵承宗。来孙李涓（1074～1126，字浩然，济公祖父），知鄂州崇阳县（今

湖北崇阳），靖康元年（1126），家资犒军，勤王抗金，沙场殉国，谥“忠节”，《宋史》

列传。靖康之难后，涓长子通直郎李景逖（江西南城《水坑尾堡李氏族谱》所载官衔、姓名，

为济公传说之李茂春、李赞善、李善人、李华的原型人物，文官第二十五阶，品秩正八品）

并夫人王氏含泪辞别祖茔、家庙、故地，随宋室南迁，流寓高祖李遵勖（宋太宗驸马）、高

祖母万寿长公主（宋太宗七女）之封邑天台，栖居城北永宁村，及后得子修元（又名修缘、

元修、心远、巨川），即济公。 

考济公是在父母归西守孝服满，于天台山国清寺出家，因沙弥智清难容，亲朋劝婚不断，

遂至杭州灵隐寺拜投瞎堂慧远禅师，赐名“道济”，从而成为瞎堂的法嗣弟子。南宋淳熙三

年（1176）慧远寂，出居灵隐，孤身一人续佛慧命，信脚弘法，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并于出

世入世、“疯颠”济世中创立了“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之济公精神，

与“禅非坐禅，心明性见；颠狂顽世，真乃禅本；无欲以刚，民生为怀；以德劝善，正法诛

恶；混俗同尘，酒不醉性；般若性空，随缘任运”之济公佛学思想。一生假“颠”佯“狂”，

释道儒三教同修，皆成正果，三教共尊其为“大慈大悲 大圣大仁 紫金罗汉 阿那尊者 神功

广济先师 南屏正宗启教弘化佛祖 龙华会上大圆通妙如来 三元赞化天尊”（《南屏佛祖救

生度化宝忏》，清同治七年「1868」重版，1999·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再次重版），为中华

“人间佛教”的伟大先行者。嘉泰初年（1201），依德辉禅师驻锡杭州净慈寺，任书记僧。

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另说五月十六，亦有文献称“秋八月”）圆寂净慈寺，阇维舍

利奉敕塔葬虎跑。 

有鉴明德皇后与济公活佛同出唐高祖李渊→滕王李元婴→李修珽→李怀义→李环→ 

https://baike.so.com/doc/6590044-68038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05908-63190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8114-7388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75075-261596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4864-55803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75413-59881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79735-81538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6224-55716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94313-6708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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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李适→李仁让→李守心一脉，且皇后又系济公太祖李崇矩之堂妹，论其辈份，当为济

公的堂太祖姑也。 

 

 

———————————— 

注：北宋嘉祐五年（1060）八月，济公高大伯祖李端懿（高祖李端悫长兄）因暴疾卒于任，枢密副使 

欧阳修为端懿作《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内称端懿曾祖李崇矩敕封“陇西元靖王”；南宋词

人韩元吉的《南涧甲乙稿·太恭人李氏墓志铭》谓，崇矩封“河东王”；《李氏族谱旧序》也有崇矩封王

之事记载；但《宋史·李崇矩传》《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皆无李崇矩的封王介绍，诸多文献阐述两宋时期

敕封、追封的异姓王，亦无崇矩之名，故需存疑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