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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延禧攻略》中，
威武英俊的乾隆皇帝御前
侍卫傅恒深受观众喜爱。
能当上皇帝的“贴身保镖”

可不简单，既要武功高强，还要身世
显贵，更要忠诚勇敢。史料记载，清
朝许多著名贤臣曾做过皇帝的御前
侍卫。

记者专访沈阳故宫博物馆研究
馆员，揭开御前侍卫的神秘面纱。

核心
提示

史记 SHIJI

清朝许多名臣曾任御前侍卫
本报记者 商 越

电视连续剧《延禧攻略》中，乾隆皇帝御
前侍卫富察氏傅恒出身于名门世家。从顺
治到乾隆，富察氏家族枝繁叶茂、贤才辈出，

《清史稿》中立传者就达20人，因此傅恒堪称
“官四代”。他的亲姐姐是乾隆皇帝的第一
任皇后，也是乾隆皇帝一生的至爱。而作为
乾隆儿时的伴读，傅恒本人更凸显年轻有
为、文武双全的独特魅力。

乾隆五年，傅恒20岁，任蓝翎侍卫，正六
品。乾隆七年，任御前侍卫、总管内务府大
臣。乾隆八年，出任户部右侍郎，不久后任
山西巡抚。乾隆十一年，任军机大臣、户部
右侍郎、内大臣，不久后转任户部左侍郎。
乾隆十二年，升任户部尚书。这一年，他才
27岁。乾隆十四年，受封一等忠勇公。

“30岁之前，傅恒已将官做到了顶儿，
封无可封。”沈阳故宫博物馆研究馆员韩春
艳笑言，但如果你认为傅恒这火箭般的升
职速度，仅仅因为他是皇帝的妻弟与儿时
伴读，那就把乾隆皇帝想简单了。傅恒年
纪虽轻，却战功赫赫，先后平定了大金川和
准噶尔叛乱。乾隆三十年，他再次临危受
命督师缅甸，赢得了缅甸战役，为乾隆皇帝
的“十全武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这
样一位传奇武将，还是“保和殿大学士”，居
诸殿阁大学士之首。他曾多次主持编修文
书，如《周易述义》《春秋直解》《西域图志》
等，是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厉害角色。所以
皇帝让他担任清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御制盛京赋》的总裁官，可谓实至名归。

御前侍卫傅恒
竟然是保和殿大学士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25岁
的努尔哈赤率部起兵，拉开统一女
真各部的序幕。对于一个刚刚崛
起的部落首领来说，他不仅面临着
相邻部落的仇杀攻掠，就是在家族
内部，为争夺统治权力，也时常有
骨肉相残的搏杀。在这异常艰难
的时期，努尔哈赤身边的侍卫，多
来自他的家丁或奴仆，满语称为

“虾”。
“洛汉，是清王朝第一位留下名

字的侍卫，他的赤胆忠心令努尔哈
赤落泪。”沈阳故宫博物馆研究馆员
韩春艳向记者讲述道。

努尔哈赤起兵第二年的一个夜
晚，族人龙敦带人袭击努尔哈赤。
当他们怀藏兵刃悄悄潜入努尔哈赤
住处时，被守卫在正房窗下的洛汉
发觉。洛汉见抽刀已来不及，便一
面高喊“有贼人”，一面抢步跃到屋
门口，挥拳相格。龙敦等人见状舞
刀猛砍，竟将洛汉左手四根手指齐
刷刷地斩断。洛汉虽然疼痛难忍，
但并未退让，他大吼一声，一头撞向
龙敦，两人随即滚倒在地。此时，努
尔哈赤已由窗口跃出，迅速指挥侍
卫擒获了龙敦等人。然后，努尔哈
赤疾步来到浑身血迹的洛汉身边，
流泪抱起了他，哽咽着说：“真是我
赤胆忠心的虾！”从此，努尔哈赤命
洛汉常伴左右，时时予以嘉奖。洛
汉伤好后，仍以残手持枪随侍，后战
死沙场。

“在后金创业开国之初，努尔哈
赤身边的侍卫有两种，除了像洛汉
这样的家丁或奴仆外，还有一种是
率众归附的各部落首领的兄弟子
侄。”韩春艳介绍，作为一名政治家、
军事家，努尔哈赤非常留意归附部
落人员的安置，因为可给其他观望
部落起到示范作用。所以对归附的
功臣及其子弟，均授予官职，常将其

中较具影响的部落首领之子恩授侍
卫，命近御于左右。许多清初著名
大臣，如扈尔汉、博尔晋等，都曾在
清太祖初年担任侍卫。

扈尔汉姓佟佳氏，其父于明
万历十六年（1588 年）率部投奔努
尔哈赤。努尔哈赤十分高兴，将
扈尔汉收为养子。当时扈尔汉 13
岁 ，长 大 后 ，以 养 子 身 份 做 了 侍
卫，被称为“虾阿哥”。扈尔汉深
感 太 祖 抚 育 之 恩 ，“ 誓 以 戎 行 效
死，每出战则为前锋”。他以超人
的勇猛和战绩很快威震辽东。在
后金建国前后，扈尔汉统军东征
西讨，屡建奇功，当时他的地位仅
次于“四大贝勒”。

博尔晋姓完颜氏，在努尔哈赤

起兵后，携本族丁口来归，被授予牛
录额真。不久又被授予侍卫之职。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
起兵进攻哈达部，博尔晋与他的族
弟、同为侍卫的西喇布随同出征。
在进攻哈达部的富尔侍齐寨时，寨
内的一个武士瞄准努尔哈赤连发两
箭。事发突然，努尔哈赤来不及躲
避，西喇布忙奋身挡护，中箭身亡。
博尔晋拔出这两支箭射回去，射死
了发箭的人，这一举动深得努尔哈
赤赞许。由于他骁勇善战，后金天
命七年（1622年）时，已经成为后金
国中的重要将领。皇太极即位后，
设八大臣统领各旗一切事务，博尔
晋被任命为八大臣之一，领镶红旗，
同时仍兼侍卫之职。

努尔哈赤时期：侍卫由部落头领之子担任

“皇太极继位之后，宫中侍卫
制有了发展，逐渐形成一支稳定独
立 的 侍 卫 队 伍。”韩 春 艳 告 诉 记
者，在努尔哈赤开国时期，宫中未
设专门机构来统辖众侍卫。他们
奉调入宫当差，随侍汗王，由一位
大臣统领。遇随军出征或升任外
调 ，仍 要 归 属 原 隶 旗 籍 、牛 录 之
下。而在皇太极的天聪、崇德年
间，宫中设立了专门统领和管理侍
卫的官员——内大臣。内大臣多
半来自满蒙王公勋臣和宗室贵戚
子弟，其主要职责是统领宫中侍
卫，随时应差御前。

皇太极即位后，出于政治、军
事上的需要，更加重视与蒙古各部
势力联盟。为增加对蒙古上层势
力的控制，他封授了部分蒙古王公
贵族子弟入宫为侍卫或内大臣。
对于这些人，皇太极厚加恩宠，偶
有失误者常常不究其过错。如科
尔沁蒙古明安贝勒之子、额驸多尔
泽，在天聪年间因醉酒，犯有“御前
露刃者二次”等罪，皇太极并未深
究，均予宽免，后仍授其内大臣之
职。对于人品出众、武艺超群的蒙
古勇士，皇太极也往往予以重用，
授予侍卫之职。如天聪六年（1632
年）正月，皇太极与蒙古王公在三
洼会盟，当时三名蒙古力士表现出
色，皇太极甚为高兴，亲自赏赐封
号和实物，并授其中最勇者门都为
近御侍卫。

女真族是以骑射著称的民族，
经常设围狩猎。天聪六年（1632
年）10 月，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
和侍卫到哈达设围狩猎。队伍行进
中，皇太极不知不觉驰马独自向

前。侍卫詹土谢图见状，急忙拍马
快速跟上，在皇太极前面20步距离
相伴，以防不测。正行走间，树丛中
忽然跃出一只老虎，詹土谢图手持
射狍鹿之箭，来不及更换，便用力迎
面射出。猛虎虽中箭，仍将詹土谢
图咬下马来。此时詹土谢图与老虎
滚作一团，皇太极无法张弓再射，便
驱马大呼直前。老虎闻声放开詹土
谢图，带伤扑向皇太极。危急时刻，
随后而至的众侍卫一拥而上，将猛
虎杀死。皇太极与詹土谢图才化险
为夷。

“由于侍卫是近御之臣，与皇
帝关系密切，因而不但有较高的
官职等级，也享有较高的待遇。”
韩春艳介绍说，崇德年间，政治体
制逐渐完善，皇太极一改努尔哈
赤时期侍卫人数没有定额、随时
挑补的状况，确定了皇帝和各旗
旗主侍卫的人数，将各旗旗主侍
卫限定为 20 人，因皇太极亲领正
黄、镶黄二旗，他的侍卫数目是 40
人。同时对侍卫品级待遇作出明
确规定：内大臣相当于梅勒章京

（副都统），一等侍卫相当于甲喇
章京（参领），二等侍卫相当于牛
录章京（佐领），三等侍卫相当于
护军校。皇帝一二三等侍卫的等
级高于诸王贝勒一二三等侍卫的
等级，即“汗之二等侍卫”与“诸王
贝勒一等侍卫”享受同样待遇，而

“汗之三等侍卫”则与“诸王贝勒
二等侍卫”待遇相同。清入关后，
还在名称上进一步做了修订，诸
王贝勒的侍从武官改称“护卫”，

“侍卫”完全成为皇帝侍从官员的
专用名称，并沿用至清末。

皇太极时期：
为救皇帝，侍卫与老虎滚作一团

据《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
代宫廷侍卫的组织机构是侍卫处，
由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统领侍卫，

“轮流值班宫门”。领侍卫内大臣
定员 6人，上三旗每旗各 2人，是皇
帝贴身警卫的指挥、调度人，为武
职正一品官员。领侍卫内大臣之
下设内大臣、散秩大臣，负责协助
领侍卫内大臣“掌帅侍卫军”。内
大臣定员 6 人，上三旗各 2 人，品
级为武职从一品。散秩大臣之职，
没有员额限制，常被皇帝作为封赏
功臣的职位。

韩春艳向记者介绍，清兵入关
后，紫禁城宿卫制度明确规定，侍卫
处的侍卫编制名额共570人，名额由
上三旗均分。一等侍卫60人（每旗
20人），三品官职；二等侍卫150人，
四品官；三等侍卫 270人，五品；蓝
翎侍卫90人，六品。侍卫员额只是
一个大致的数目，常因人因时而有
所变化。由武进士等中挑选的汉侍
卫，分在三旗侍卫内行走，可任一
等、二等、三等、蓝翎侍卫，没有定
额，也不占侍卫员额编制。

古今中外，皇宫禁地安保工作
都是戒备森严、防守严密。在紫禁
城四周，先有上三旗护军营、前锋营
和内务府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等
守卫，各有专司互不统属，充分发挥
各自作用。进入紫禁城，就由领侍

卫内大臣所辖侍卫负责值班，侍卫
值班一般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大门
侍卫，负责宫门值班宿卫和出巡扈
跸；其二是内廷值班，由御前侍卫、
乾清门侍卫负责。因皇帝在乾清宫
办公，乾清门内被称为内廷，只有御
前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常
日值班于内廷”，随侍于皇帝左右，
其他人等非有特旨不得进入。在内
廷值班的侍卫，除负责皇帝的安全
外，还担任传宣谕旨、引见官员等事
务。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因地位
特殊，由皇帝亲自挑选，他们主要来
自满洲和蒙古王公子弟。此外，康
熙年间还出现了御前行走、乾清门
行走的封赏。

不过，尽管紫禁城内外门禁制度
非常严格，但还是出现不少纰漏。嘉
庆二年（1797年）2月，嘉庆帝一行拜
谒清东陵（河北遵化）后，返回紫禁城
途中，当嘉庆帝乘坐御轿行至神武门
内广场时，突然一壮汉手持尖刀由西
配房南山墙后奔扑嘉庆帝。面对突
发事件，几百名御侍和护军校尉竟惊
慌失措，幸亏御前侍卫丹巴多尔吉等
6名侍卫奋勇当先将刺客擒拿，丹巴
多尔吉身负重伤，嘉庆帝才幸免于
难。这就是曾震惊嘉庆朝的陈德刺
杀嘉庆皇帝案。

（本文照片由沈阳故宫博物馆
提供）

入关后：
设定宿卫制度，侍卫等级高

《满洲实录》中太祖建元即帝位图。可以看到努尔哈赤身边的威武侍卫。

清朝二等侍卫朝服。

富察氏傅恒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