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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

孙 正 军

［摘　要］碑志研究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迄今成果丰硕。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出现了一

些新动向，包括碑志所记祖先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的探讨，碑志中“异刻”即非正常刻写的确认及历史书

写研究以及超越文字记载、从视觉视角考察碑志的政治景观效应等。与传统碑志研究相比，这些展示新动

向的研究更为集中的致力于检讨碑志自身，使得碑志摆脱在金石学传统下作为史传附庸的地位，由此推动

碑志研究从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细腻周全的史学分析。不过，新动向类研究施展场合受限且自身亦

存“隐忧”，故不能取代传统研究。二者互为补充，方可将中古碑志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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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为学人所宝，可谓尚矣。早在汉代，石刻铭文即为史家留意，《汉书·艺文志》记《奏事》二十
篇，纂集“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遂开“中国金石之学有著录之始”①。魏晋以下，学者渐据
碑志进行职官、地理、人物、年代等的考订。宋代金石学兴起，作为金石重要构成之碑志亦备受瞩目，
各种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层出不穷。及至清代朴学大兴，在此激荡之下，学者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
碑石证经补史，推动古代碑志研究达到顶峰。

而在现代历史学传入之后，碑石证史之风相沿不替，碑志仍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古史研究最
为倚重的出土文献之一。特别是近四十年来，随着碑志的大量出土或被重新发现，加之在历史研究方
法上实证史学的回归，中古史领域的碑志研究更显活跃，不仅新出碑志资料吸引学者密切关注，旧有
碑志文献亦在学者的精耕细作之下老树新芽，焕发勃勃生机②。学者或据单方碑志考订人物生平，校
补史传疏失，或利用墓志群进行婚姻、仕宦、年寿、交游等的大数据式分析，碑志研究已然成为中古史
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年的碑志研究中，还浮现一些新的动向，显示出碑
志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的可能。以下即以对这些新动向的梳理为基础，尝试总结和探讨中古碑志研
究丰富多元的发展方向③。

一　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之探讨

无论中古时期是否构成一个特殊的贵族政治时代，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即士族在这一时期的
政治、社会中占据极为显耀的位置。而作为构建士族门第、确认士族身份的婚宦二端，皆详见于各种
官私谱牒，故从很早时期开始，刻于碑志的谱系便受到学人瞩目。学者或据以复原某一家族的世系构
成，或借之观察士族的婚姻、仕宦。这些研究大多将碑志所记谱系视为史料，致力于探讨其所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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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唐历史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１６ＣＺＳ０３７）。

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９页。

魏斌近年来的系列研究可为代表，如《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从四通梁陈碑刻谈起》，初刊于２０１５年，后收入氏著：《“山
中”的六朝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１３～２７３页；《跋金庭馆碑》，本书编委会编：《敦煌吐鲁番文
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１９～１３１页；《昙始碑考证：史传阙失
与地方记忆》，《文史》２０１８年第３辑，第６１～８６页等。

本文所谓“中古”，并非严格的历史分期概念，只是宽泛指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偶或及于汉、宋。又，文中所举相关研究，

限于笔者所见，容有遗漏，敬请谅解。



政治、社会状况，对于作为一种文本的谱系自身却没有深入分析。
譬如对于碑志所刻谱系与中古时期盛行的官私谱牒有什么联系，以往学者即罕有思考①。陈爽

《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②敏锐地注意到两晋南北朝墓志中大量存在着在特定位置、以特定行
款格式书写的文字，这些位置包括志首、志尾（尾记）、志阴、志侧甚至志盖阴面，其行款格式呈现出以
下三个特点：１．分段提行，前后有留白；２．特定的内容低格书写；３．特定内容之间有空格分开。这些文
字也具有统一的书写规范和文本格式，如：１．只叙官爵不述行状；２．叙及母系世系，不仅表述郡望，且
追述父祖官爵；３．所有子息全部收录，不厌其详。从这些特殊“志例”入手，陈氏判断这一时期墓志中
那些位于特定位置并以特殊行款书写的家族谱系，乃是官私谱牒的直接抄录或经简单改写的节录，而
引谱入志，以谱牒与志文互为补充，是中古时期墓志撰写的一种特定体例格式。

以上述发现为基础，陈氏进一步尝试推导和复原两晋南北朝谱牒，总结其书写格式、主要内容及
基本特征：

１．谱牒按行辈分列书写，一人一列；先叙述父祖，再叙同辈，再及子女；同辈先叙男性，后叙女性，
女性配偶低一至两格书写。父祖书写格式比较严格，每一辈另行书写；子女书写格式稍显随意；妻子
父祖官爵及子女夫婿父祖官爵以双小字形式记注。

２．存在谱序。

３．世系追溯详近略远，祖辈一般只追溯到曾祖，个别历书有显赫历官的远祖。

４．最核心内容为官爵，家族成员、母妻外家及出嫁女子夫婿的父祖官爵都一一列入。

５．婚姻关系记载详尽，后娶之妻与再嫁之夫具有同等地位。

６．官爵婚姻外，还保留一些家族成员的其他信息，如子女年龄、家族成员卒葬地等。
按照这一标准，陈氏从出土墓志中辑存出２３２份（实为２１１份）魏晋至隋代的谱牒，使得湮没无闻

的中古谱牒重新问世，大大扩充了原本并不丰富的中古史料。
针对陈氏的发现，范兆飞《士族谱牒的构造及与碑志关系拾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

究〉谈起》③一方面肯定陈氏从墓志中发现中古谱牒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书中复原的中古谱牒提出
疑义。他认为墓志所见谱牒，应是从士族谱牒中摘录的与志主紧密相关的文字，属“谱牒节录本”，完
整的中古谱牒应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成员官职和婚姻嫁娶等。此外，对于中古墓志“引谱入志”
的现象，范氏也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中古凭空出现的独特志例，而是上承汉代谱系入碑，下启唐朝以降
谱系重新回到碑上。由此可见，尽管对于碑志所记谱系是否等同于中古谱牒，学者尚有不同意见，但
前者与后者存在莫大关联却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碑志所记谱系与中古官私谱牒存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前者即真实可靠。事实上，对于士族谱
系的攀附和假冒，自陈寅恪提出李唐先世乃伪托陇西李氏郡望以来，便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
是高齐、杨隋、李唐三朝先世，还是弘农杨氏、太原王氏、汝南袁氏以及地位稍低一些的张氏等，其谱系
的伪托和冒袭，学者都已有一定程度的揭示④。不过，这些研究尚多停留在发现谱系中的抵牾并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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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陈直曾有指摘，参见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４页；陈直：《南北朝
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８～２３０页。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范兆飞：《士族谱牒的构造及与碑志关系拾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２２卷，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０９～５４０页。

最新回顾参见郭伟涛：《论北魏杨播、杨钧家族祖先谱系的构建———兼及隋唐弘农杨氏相关问题》，《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第１３１～１３４页；陈伟扬：《中古彭城刘氏的谱系建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３９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０７页。



辨伪的层面，对于其具体建构过程，则缺乏深入分析①。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
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②于此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以渤海高氏为例，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揭示
了渤海高氏谱系的制作过程。仇氏借鉴“古史辨”学说，将渤海高氏谱系的形成视为一个层累建构的
过程，谱系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叠加为此过程的一体两面。关于前者，他指出这种延伸大致分为两个步
骤：首先将其世系攀附到陈留高氏，这一过程当在北魏末年完成，并被魏收载入《魏书》；其次，随着士
族之间关于世系长度的竞争愈演愈烈，便进一步将其先世攀附至齐国高氏，这一过程或许开始于隋
代，至唐代姓氏书、墓志中更趋完善。关于后者，文章指出，随着渤海高氏郡望的形成，原非此郡望出
身的汉人或非汉人高氏纷纷借助皇权力量或通过任官、移居、归葬等手段冒姓渤海高氏，其结果固然
造成渤海高氏谱系紊乱，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强化了渤海高氏这一郡望。显然，仇氏这一研究的意义
并不仅限于渤海高氏，文中对士族谱系存在层累建构的总体判断以及揭橥纵向的“攀附先世”与横向
的“伪冒士籍”这一组概念，使得该文超越个案层面，而在理论方法上具有范式意义。

这之后，仇氏又将目光投向地位稍低的南阳白水张氏，追踪其兴衰轨迹及与吴郡、清河、范阳、敦
煌等张氏郡望的竞争及共生关系。在《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③一文中，仇氏指出南阳张氏
大约在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北朝隋唐之际成为张姓主流郡望，在墓志中被广泛使用，唐中期以后逐渐
衰落。尽管文章的重心在于南阳张氏郡望的兴衰演变，但其中亦有不少笔墨触及南阳张氏谱系的形
成及流衍，由此显示出一个来源不明、分布广泛、人物庞杂的二流虚拟郡望的建构过程。不过，或许由
于南阳张氏谱系资料过于庞杂，文章所呈现的南阳张氏谱系制作细节似不如渤海高氏清晰。

仇氏之外，在中古士族研究中颇多建树的范兆飞亦致力于探寻士族谱系的建构过程。《中古郡望
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④注意到中古第一流士族的太原王氏之谱系也有
层累形成的过程，指出在太原王氏成立期的魏晋之世，祖先追溯通常仅及汉魏，东汉末年的王柔、王泽
兄弟被视为祖先；南朝太原王氏试图与汉末王允建立联系；及北魏孝文帝铨定姓族，太原王氏郡望之
尊达到顶峰，对祖先的追溯也为时风所及越来越早，东汉初叶的“王霸为太原王氏始祖”成为共识，神
仙人物、春秋时的太子晋也渐被纳入祖先记忆，后者在唐代以降成为主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
太原王氏先世攀附至太子晋，同时糅合汉魏时期太原王氏的祖先记录，将原本并无关联的太子晋、秦
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汉代王霸等联系起来，由此形成完整的太原王氏祖先世系。由此可见，在太原
王氏谱系形成的过程中，北魏实构成重要阶段。正是在此时期，谱系中的远祖逐渐增多，谱系开端亦
大幅提前。唐代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整理，则标志着太原王氏谱系建构的完成。

在另一篇对太原郭氏谱系建构过程的考察中，范兆飞也有类似发现。《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
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⑤指出魏晋时期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通常仅追溯两三代人；北魏时谱系
开始向上延伸，西周虢叔、东汉司徒郭丹、名士郭泰等进入祖先记忆；及至隋唐，战国时燕昭王客卿郭
隗、西汉武帝时并州刺史郭伋、东汉孝子郭巨、晋上党太守郭容，甚至与太原郭氏无涉的魏晋名士郭
嘉、郭象等，也陆续在各种谱系中出现，子虚乌有的汉冯翊太守郭孟儒则被郭子仪家族视为垄断性谱
系资源追认为祖先。上述历史或非历史人物在太原郭氏谱系中出现，显示出太原郭氏谱系在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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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者们亦非完全没有涉及，陈寅恪对李唐先世的考察，汪篯对安忠敬祖先世系的指摘，守屋美都雄对太原王氏始祖传说
的批判及旁系出现的探讨，姜士彬（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对北宋初年若干“赵郡”李氏族人祖先书写的辨析，陈勇对汝南袁氏籍贯
更迭的梳理，都曾约略触及谱系建构过程。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
版，第１８３～２００页；汪篯：《西凉李轨之兴亡》，《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２６～５２７页；守屋美
都雄撰，梁辰雪译：《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１～３８、１２９～１７４页；姜士彬撰，范兆飞
译：《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范兆飞编译：《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７８～２９８页；陈勇：《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文史
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６３～７１页。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６０～７４页。

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１～３９页。

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初刊于２０１３年，后收入氏著：《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
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４～２７４页。

范兆飞：《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７７～９４页。



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郭氏后裔的书写中不断延展、丰富的过程。不过，范氏也意识到太原郭氏迄
未形成统一的祖先记忆，认为这正是中古谱系虚实相杂而又乱中有序的双重变奏的体现。范氏的考
察基本以时间为序，逐步揭示不同时期士族谱系的动态变化，尤其重视对谱系中新出现人物的清理。
经过这一梳理，士族谱系建构过程中的攀附、伪冒、错谬、杂乱等细节，便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随后刊出的《士族谱系的变奏———基于中古太原白氏的个案考察》①一文，范氏又以太原白氏为
例，再度确认中古士族谱系虚实相杂的变奏属性。文中，作者不再像前文那样瞩目白氏谱系中那些血
缘联系可疑的祖先何时出现，而是聚焦于８至９世纪间白氏祖先追溯的诸文本，挖掘其间的异同及变
化。作者注意到，和太原王氏、郭氏等的谱系类似，太原白氏的祖先世系亦大致由上古传说祖先、汉魏
六朝英雄祖先及近世真实祖先构成，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并存，表现出二元对立的双轨制特征，而白
氏远祖构建从南到北、自夷入夏，则使得双轨更为复杂多元。要之，范氏给中古士族谱系贴上的一个
基本标签是虚实相杂，并在此标签下区分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进而追问后者出现的过程和缘由。在
作者看来，虚拟祖先的出现源自士族祖先叙述中的攀附，而攀附的出现及攀附范围的扩张、延伸，则与
士族阶层的演变和认同密切相关。

仇氏和范氏的研究都显示出中古士族谱系建构大体存在从杂乱无章到成熟定型的过程，这一点
在吴曼玉、吴洪琳对代北窦氏谱系建构的考察中也有体现。在《中古时期代北窦氏的祖先谱系建构与
郡望伪冒》②一文中，作者指出，代北胡族窦氏在向华夏名族扶风窦氏攀附的过程中，稍早的《窦泰墓
志》《窦兴洛墓志》叙述郡望、祖先张冠李戴，表明彼时谱系建构尚未固定；及北朝末隋唐之际，谱系建
构渐趋成熟，“扶风平陵”及两汉窦姓人物稳定的成为谱系叙述中的郡望和祖先；这之后，“窦统北入鲜
卑”情节的杜撰，填补了谱系书写中代北与华夏之间的缺环，而在“黄帝后裔”族源传说扩张的影响下，
窦氏祖先被进一步追溯至黄帝及其后裔，由此完成了代北窦氏的谱系建构。胡族窦氏的谱系建构显
示，不仅真实或名义上的汉人士族汲汲于制作或高尚或显赫的列祖列宗，非汉姓族亦在此谱系建构潮
流中“上下其手”，制作同样辉煌长久的祖先世系。事实上，正如学者在北族墓志中所发现的那样，通
过伪托望族和冒袭先祖建构家族谱系，在彼时非汉姓族中极为普遍③。

上述考察均集中于某一士族祖先谱系的建构，而随着碑志材料日益丰富，探讨士族内某一房支谱
系的建构过程也变得可能，北魏杨播家族祖先世系的建构便先后引起两位学者关注。得益于弘农杨
氏墓志大量出土以及学者对北朝弘农杨氏谱系的综合梳理，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
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④一文得以微观考察杨播家族构建祖先谱系的策略和过程，指出其谱系
是以先已存在的杨钧家族及当时其他弘农杨氏对祖先世系的叙述为参照建构出来的，大约经历了三
个阶段：１．永平五年（公元５１２年）之前，开始尝试与汉晋名臣杨震、杨瑶建立联系，并明确其间的传承
世次；２．永平五年至普泰元年（公元５３１年）之间，或许由于此前建构的传承世次未获认可，便转而模
糊世系；３．普泰元年之后，再次明确其家族与杨震、杨瑶之间的世系，并借鉴杨钧曾祖杨继的官职信息
杜撰出杨播高祖中山相杨结。通过三个阶段的梳理，尹文揭示出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的诸多细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指出杨播家族的谱系建构并未严格遵循时代愈新攀附祖先愈古的趋势，而是
可能存在曲折与反复，由此呈现出士族谱系建构的另一面向。

不过，同样围绕杨播家族的谱系建构，郭伟涛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察。他的《论北魏杨播、杨钧家族
祖先谱系的构建———兼及隋唐弘农杨氏相关问题》⑤通过考释杨恩墓志及对比杨播家族前后期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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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确认杨结并非如尹氏所说为虚构杜撰，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针对尹文提出的杨播家族谱
系建构分三阶段且存在曲折与反复的说法，郭氏以墓志仅是家谱世系节录、并非完整誊抄，消解了不
同时期杨播家族世系追溯详简不一的矛盾为由，否认其间存在曲折与反复。郭氏又对尹文所论杨播
家族谱系建构借鉴杨钧家族谱系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以两个家族内墓志祖先追溯均一致为据，判
断二者的谱系建构是各自独立完成的，不存在模仿借鉴，及至西魏北周，杨钧家族谱系建构相反可能
受到杨播家族影响。此外，对于中古弘农杨氏谱系建构的整体特点，他认为仅是横向叠加且多次建构
的，纵向攀附则未必存在。

北魏时杨播家族的谱系建构已如上述，及至隋代，类似建构仍在弘农杨氏各房支下进行。杨奇霖
《杨雄墓志疏证———兼论杨氏观王房的谱系建构》①一文即发现杨雄观王房的祖先世系亦存在层累构
造的连续过程。文章瞩目观王房谱系的不同记载，指出在北朝隋初，杨雄家族所拟家族世系为杨兴—
杨国—杨绍，不过在此后数十年，祖先记忆中存在却又无处安放的杨定渐被排在杨国与杨绍之间，由
此形成新的祖先世系。亦即在作者看来，观王房谱系的厘定乃是根据传说或记忆对祖先世系不断增
补、完善的结果，与他族的竞争并未构成主要动力。

关于北周重臣于谨家族的谱系建构，陈鹏曾有详细探索。在《嫁接世系与望托东海———北周隋唐
虏姓于氏谱系建构之考察》②一文中，作者通过细致梳理于谨家族包括碑志在内记有祖先世系的诸文
本之间的差异，判断于谨家族谱系建构先后经历了嫁接世系和望托东海两个阶段：西魏北周改复胡姓
之际，将世系嫁接到北魏勋臣于栗石单之后；北周末年恢复汉姓，为维持家族地位、声望，仍维系这一嫁
接成果，但在汉化背景下，另编造出虏姓于氏源出汉代东海于氏的故事，由此建构出本族与东海于氏
的亲缘传承。

要之，与探讨北朝隋唐某一士族谱系建构相比，围绕某一家族谱系建构过程的探讨，更显具体而
微。观察对象的单一与讨论时段的集中，使得这样的工作能够揭示谱系建构更为细致生动的一面。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尹、郭二文分歧所显示的那样，一方碑志的利用与否以及对碑志所记谱系认识的
不同，均直接影响最后结论。而这两者恰恰又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谱系建
构的考察越是细致入微，其结论的不确定性或许也越大③。

碑志所呈现的中古士族谱系建构，在宋代以降的族谱中同样存在，学者亦很早就对后者中的谱系
建构进行了研究。得益于族谱对祖先世系丰富细致的记载，学者得以更为贴近宋代以降谱系建构的
细节，不仅观察出彼时祖先建构的诸多方式、类型，对于祖先建构的政治社会背景及现实意义亦多有
发覆④。与族谱中的祖先世系相比，碑志所见祖先世系不免零散，书写也显散漫。不过，二者既同样
以祖先世系为记载对象，则其中的谱系建构当也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对于碑志所见谱系建构过程的
考察，能否在积累更多个案研究的同时，借鉴学者对族谱中谱系建构的研讨，进而揭示中古士族谱系
建构过程的更多细节、方式，挖掘不止于标榜门第高贵、世胄绵长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或许是接下
来应该思考和推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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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２～１５７页；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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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亦收录多篇涉及祖先谱系建构的文章。



二　“异刻”与历史书写研究

对于中古士族谱系建构过程的探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研究。不过，后
者关注的内容显然更多，不仅谱系，碑志中其他记载甚至文本整体，都或被视为刻意书写的产物。亦
即在致力于此的学者看来，碑志文献绝非天然可供信赖的史料，而是和传世文献一样可能基于某种背
景、意图被创作出来，具有和传世文献一样的史料性。

对碑志史料性的留意并不始于今。东汉末蔡邕为名士郭林宗撰写碑文，云“吾为碑铭多矣，皆有
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①，已然意识到碑铭多溢美之词。成书于元魏末年的《洛阳伽蓝记》“杜子休
宅”条引隐士赵逸语：“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
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
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②同样指出碑文墓志的“妄言”“华辞”之处。及宋代以降金石学
兴起，金石学家或有“过信石刻”之弊③，但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等，在以碑志校史、补史之余也曾对
碑志的史料性有所指摘。不过，这些文字大抵限于指出碑志记载不可信④，对于碑志文本的具体生成
过程则缺乏充分探讨。

而在现代历史学视域下，碑志文本的生成过程得到学者较多关注。譬如对于著名的《平淮西
碑》———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８１７年）淮西吴元济之乱被平定，志在中兴的宪宗大喜过望，先命韩
愈撰写碑文，但不久又下诏磨平，命段文昌重撰《平淮西碑》。围绕此桩公案，学者多从党争角度解释，
认为韩碑抑李愬而扬裴度，及李逢吉、皇甫镈一党排斥裴度，韩碑遂被废。针对这一见解，黄楼《〈平淮
西碑〉再探讨》⑤提出疑义，认为韩、段二碑废立实际与政局变化及宪宗对武臣的态度相关———淮西之
乱平定后，宪宗君相恐李愬等居功难制，对其有所戒备，故韩碑体现出抑制武臣的策略；及元和十三年
（公元８１８年）朝廷东讨淄清，为安抚并激励李愬等前线将领，故废弃韩碑，改立行文中大幅提高李愬、
李光颜等武臣功业的段碑⑥。不仅如此，黄氏还将目光延及唐宋时期对二碑的评价，指出中晚唐藩镇
跋扈，时人推崇李愬武功，故对韩碑较多争议；北宋以降文人官僚体制确立和中央集权强化，加之道学
日盛，韩碑遂重新取代段碑。可以看到，尽管对于韩、段二碑兴废缘由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但学者们的
目光已更多汇聚到碑文制作、流传的语境，关注政治局势、社会氛围对文本生成、评价的影响。而伴随
此一视角转换，围绕《平淮西碑》的探讨不再是单纯依据碑文考订平淮西一役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转入
致力于探讨文本生成、流衍过程的历史书写研究。

进入２０１０年以后，学者对中古碑志中历史书写的关注更趋突出。室山留美子较早对北魏墓志的
史料性进行探究，强调应关注墓志书写背后的政治意涵。在《北魏墓志的史料性———以追赠和改葬为
线索》⑦一文中，室山以与一般赠官有别的追赠（因各种原因死亡时没有得到和其身份相应的赠官，后
来因某种变化重新给予赠官，或者曾经给予赠官，后来又因某种原因赠给更高官位的赠官）以及与追
赠相伴的改葬为线索，指出墓志与其制作时期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后者的变化深刻体现在墓志制作
的背景中。因此，墓志绝非“一手资料”，而是和史传一样具有“史料性”，对于墓志也应展开史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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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史林》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６４～６９页。

室山留美子：“北魏墓志的史料性———以追赠和改葬为线索”（室山留美子：《北魏墓誌の「史料」的性格－追贈と改葬を手が
かりに”》，气贺泽保规编：《隋唐佛教社会基层结构研究》（氣賀澤保規编：《隋唐佛教社会の基層構造の研究》），东京：明治大
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３～２３１页。按，此文发表虽晚，但写作较早。



研究。在随后的《出土刻字资料研究中的新可能———以北魏墓志为中心》①一文中，室山又以北魏墓
志大部分产生于政权更迭频繁的宣武帝以降为据，判断通过墓志对志主的书写可以窥视执政集团的
意图，进而发现墓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局势。她按制作时间将墓志分为三类：所属集团执政时期
制作的墓志，政权更迭、接受追赠后制作的墓志，反对派执政时期制作的墓志，分别观察不同政治背景
下墓志对志主的书写。要之，在室山看来，墓志乃是政治的产物，其制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权力
的影响，因此在不少墓志中，都不难发现政治元素。

同样关注北魏墓志中政治元素的还有徐冲。与室山瞩目于志文表述不同，徐氏将目光投向墓志
中更为醒目的种种“异刻”亦即非正常刻写，注重发掘“异刻”所蕴藏的政治意涵。在《从“异刻”现象看
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②一文中，徐氏归纳出八种“异刻”现象：（１）左方留白，（２）志尾挤刻，（３）
志题挤刻，（４）志题省刻，（５）志题记历官、志文记赠官，（６）志题记历官、后补刻赠官，（７）谥号空位，（８）
谥号补刻，提出“异刻”的出现表明墓志在北魏后期的洛阳社会中绝非一种“私密性”文本，其生产过程
充满了各种权力关系的参与和介入，故一方墓志的诞生，是包括丧家、朝廷等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和互
动的结果，而“异刻”则为观察这类参与和互动提供了线索③。

循着这样的思路，徐氏《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④瞩目身死葛荣
之手的广阳王元渊墓志中缺乏赠官褒赏的“异刻”，追究该方墓志形成的政治环境⑤。徐氏通过对比
墓志与《北史·太武五王传》记载的差异，指出《元渊墓志》隐晦叙述元渊降敌，表明墓志刻写正值胡太
后朝廷认定元渊“有异志”且降附葛荣叛军，对广阳王家实行褫夺王爵的严厉处罚之际，而带有若干
“异刻”特征的《元渊墓志》，就是广阳王家在此不名誉的官方结论下努力书写的一种纪念。与之相反，
河阴之变后广阳王家恢复名誉，重返政治舞台，故史传对元渊多有讳言。这样，以对《元渊墓志》中“异
刻”的确认为基础，徐氏探赜索隐，挖掘该方墓志生成的政治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丧家的屈服与挣扎。

至于隋唐碑志中的历史书写，唐雯则有多篇论文论及。《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
作》⑥注意到令狐峘撰《颜真卿神道碑》中关于颜真卿殉国日期出现两个不同记载，推测这一龃龉乃是
王朝官方的政治化书写与作者个人情感之间矛盾的产物。《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
恶》⑦在梳理墓志与史传记载差异的基础上，检讨作为私人化文体的墓志叙述和评价志主时的虚美与
隐恶。针对以往学者对位于今河南偃师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树立缘由的种种误读，《女皇的纠
结———〈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⑧通过细致辨析碑阴题刻各部分的刊刻时间，指出
此碑的生成实际经历了三个阶段：圣历二年（公元６９９年），武则天撰写碑文，主导立碑；久视元年（公
元７００年），武则天返回洛阳时取道缑山，在碑阴上部刻《游仙诗》；神龙二年（公元７０６年），相王李旦
再次奉敕刻碑。而圣历二年立碑，乃是武则天在将朝廷返归李唐之际，试图借碑文表达她对李弘逝世
迟来的哀痛和惋惜，同时向天下表明她对储君的重视。在这些研究中，皇帝的心愿、大臣的意图、丧家
的立场、撰者的情感，都被视为引导和制约碑志书写的元素，深浅不一地影响着碑志文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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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に向けて———北魏墓誌を中心に》），《中国史学》（《中國史學》）第２０卷，京都：朋友书店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３～１５１页。

徐冲：《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初刊于２０１１年，后收入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２３～４４７页。

针对此说，朱华则认为北魏后期墓志中与赠官、赠谥相关的异刻主要源自丧家的误判，其背景则是北魏后期私家请求封赠、

国家主动赐谥与私家请谥制度混杂以及社会动荡、墓志尚未定型等诸多现象共存。参见朱华：《北魏后期至唐初赠官、赠谥
异刻出现与消失原因试析》，《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９０～１１０页。

徐冲：《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３８～５３页。

如果说《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一文探讨的是碑志书写背后的日常政治，是一种更为普遍性的文本生
成背景，这篇文章指向的则是一种更具独特性的事件史的政治意涵。

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复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９０～９２页。

唐雯：《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复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９页。

唐雯：《女皇的纠结———〈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２３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２１～２４６页。



除此之外，唐氏《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①一文，则透露出碑
志文本生成的另一景象。文章注意到《葛福顺墓志》墓石左侧极为罕见的挤刻二三百字，发现其原因
在于志文中存在一段长达２２９字且相重复的衍文。以此为线索，唐氏推测该方墓志上石时可能存在
文稿错简情况，即书丹者依据的文稿原是录有２００余字的散纸，今录文中第二段，原系文稿第三页，录
文第三段，原是第二页，上石时二、三两页偶然颠倒，书丹者抄写顺序遂变成一、三、二页，直到抄完第
二页，才发现错误，如继续抄第四页，则全文错乱，索性重抄第三页，于是造成墓志奇特的挤刻现象。
这一研究虽不涉及历史书写，但却向读者展示了古代墓志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颇为有趣的一面。

２０１３年，身处武则天、中宗时代宫廷政治漩涡的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吸引了数位学者关注墓志
对上官婉儿的书写与形塑。陆扬《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②以墓志与张说撰《昭容上官氏碑铭》及
《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所见上官婉儿的形象差异为线索，认为墓志以婉儿谏阻立安乐公主为储为叙述
重点，将婉儿形容成一位有先见之德却又只能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乃是有意为婉儿开脱。仇
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③也发现墓志这一书写策略，推测这与墓志制作于上官婉
儿被杀不久、太平公主权势犹存相关。不过，他提出志文未叙及婉儿草遗诏引相王辅政，且葬礼规格
受限，又透露出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角力。二人都意识到上官婉儿墓志存在刻意书写成分，仇氏还揭
示出更为微妙复杂的一面。不过，一方墓志能否同时容纳敌对双方的意图，却也令人生疑。无论如
何，上官婉儿与权力核心密切关联的生命历程使得其身后书写难以摆脱政治影响，而不同撰者在不同
时间、不同政治背景下完成的各种文本的并存，则为探讨其中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契机。

当然，即便与政治权力无涉，历史书写在碑志中亦不乏用武之地。按照学者界定，历史书写即是
人们试图通过历史将其行动正当化④，以此而言，但凡与此意图相关的历史表述，均可被视为历史书
写。前举唐雯《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已经揭示代表私人立场的墓志在塑造志主
形象时的“艺术处理”，夏炎《文本中的灾害史：〈泗州大水记〉与贞元八年水患的别样图景》⑤则显示出
同样远离政治的吕周任撰《泗州大水记》在历史记述中的选择与加工。作者注意到，记述贞元八年（公
元７９２年）泗州水患的《大水记》并未聚焦水灾本身，而是重点描述泗州刺史张伾的应灾行为；对刺史
应灾行为的书写也未将行为一一列举，而是重点表彰并不普遍的刺史亲力亲为。在作者看来，《大水
记》叙述重点的“偏离”源自撰者的主观选择，这样的选择或许并未改变叙事的可信度，但对叙事性质
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待赘言，碑志中的历史书写，相当一部分乃是被制造的历史虚像，故对历史研究而言，原本是一
种妨碍。不过，虚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撰者基于特定背景、特定意图的产物，明乎此，则虚像也可构
成线索，引导学者探求历史实像。碑志的历史书写研究，就是循此虚像出发，追寻影响虚像生成的政
治、社会背景。而经过这一视角转换，碑志研究某种意义上变为“碑志取径”的研究，碑志文本不再构
成封闭自足的研究对象，其内容真伪的确认也不再是研究终点，而是变成新研究的起点。要之，对碑
志历史书写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充考察范畴，碑志研究的意义亦因此放大。不过，正如史料批判研究
存在诸如推测成分较多、“破”有余而“立”不足、质疑文本或有过度之虞等一样⑥，碑志历史书写的研
究同样存在这些隐忧，需要学者警惕。

三　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

以往对碑志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其上的文字表达，偶尔触及纹饰，在此之外，历史学人往往很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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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过，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字置身的物质载体及外在环境，由此揭示碑志作为景观，尤其
是政治景观的意义。伊沛霞（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ｂｒｅｙ）《徽宗的石刻碑铭》①注意到北宋徽宗在全国各
地的学校、道观广立御笔碑铭，且多以瘦金体写成，推测这是徽宗有意以独具一格的书法帮助他向臣
民传道布政，而瘦金体之所以具备此功能，乃是因为瘦金体使得徽宗御笔碑铭更为个人化，由此碑铭
关联的不只是王朝或官府，而是徽宗本人。在作者看来，徽宗的御笔碑铭不仅是一种艺术装置，还是
一种政治装置，徽宗独擅的瘦金体则强化了碑铭作为政治景观的意义。

如果说徽宗御笔碑铭的景观效应源自其独特的书法，那么暴露于天地之间的摩崖石刻，其景观效
应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对地貌的改变及与环境的融合。韩文彬（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ｒｒｉｓｔ　Ｊｒ．）即瞩目此
类摩崖石刻，留意文本背后的“风景”意义。在《文字的风景：早期以及中古中国的石刻》②中，韩氏强
调不应只关注石刻文本内容，而是要将文本放回原来的环境，从视觉体验视角理解摩崖石刻的景观意
义。为此，他详细检讨了包括陕西石门颂、山东云峰山郑道昭石刻、铁山石刻佛经、泰山唐玄宗《纪泰
山铭》等在内的多种摩崖石刻，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将文本还原到石刻现场去发掘其景观效应。尽管
书中所讨论的摩崖石刻大都与政治无涉，不过立于泰山之巅的《纪泰山铭》却被视为“帝国书写”之一
环，具有鲜明的象征唐帝国荣光的政治景观意义。在韩氏看来，唐玄宗的御笔书写同样是《纪泰山铭》

得以化身政治景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唐玄宗为诸妹御书神道碑，朱玉麒《鄎国长公主碑———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③指出其亦具政
治景观意义。文中，朱氏以玄宗御书睿宗女鄎国长公主之神道碑为例，推测玄宗为陪葬睿宗桥陵的诸
妹书写陪葬碑，乃是为表达其宣扬兄弟姊妹同气连枝的政治理念而营造的景观，即将桥陵渲染为玄宗
个人统治的纪念丰碑。亦即朱氏眼中立于桥陵的玄宗诸妹之陪葬碑，系和玄宗赐宅诸王、为兴庆宫楼
阁题名“花萼相辉”类似，具有展示玄宗个人意愿的景观效应。而前者之所以具备此效应，关键则在诸
碑为玄宗亲笔御书④。

伊、韩、朱三氏的讨论均瞩目帝王书法，尚未完全脱离石刻文本，仇鹿鸣则更进一步，将注意力径
直投向碑石自身。他意识到，与长埋于地下的墓志不同，规模宏大的神道碑、德政碑往往立于碑主墓
前或通衢要道，为往来行人瞩目，因此可视为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基于此，

他把目光投向唐后期河朔藩镇树立巨碑的风习，试图诠释立碑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表演功能。在
《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⑤一文中，仇氏指出在唐制规定中，碑文的书写、碑石
的刻立均被置于朝廷权威的严密控制之下，因此立碑并不单是一个礼仪性行为，而是意味着特定政治
秩序的建立，具体而言，即君臣关系的重新确认。执掌魏博不满一年的罗弘信为其父罗让立碑，固然
有朝廷追赠罗让工部尚书为直接缘由，但更深层次的政治意涵则是罗弘信试图借立碑这一活动建立
对唐廷中央的尊奉和效忠，由此获得政治合法性。河朔藩镇其他巨碑的树立，同样应在此脉络上进行
理解。在仇氏看来，树立巨碑乃是河朔藩镇政治宣传与权威塑造的重要方式，藩帅需借立碑完成对君
臣关系的确认，建构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对罗让碑的探讨奠定了仇氏对碑志政治景观的基本认识，即碑石树立或毁弃具有强烈的政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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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沛霞：《徽宗的石刻碑铭》（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ｂｒｅｙ，“Ｈｕｉｚｏｎｇ’ｓ　Ｓｔｏｎ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伊沛霞、毕嘉珍编：《徽宗与北宋时期：

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ｂｒｅ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ｇｉｅ　Ｂｉｃｋｆｏｒｄ，ｅｄ．，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ｕｉｚ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９～２７４页。
韩文彬：《文字的风景：早期以及中古中国的石刻》（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ｒｒｉｓｔ　Ｊｒ．，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Ｗｏｒｄｓ：Ｓｔｏｎ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朱玉麒：《鄎国长公主碑———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２３卷，第２４７～２６２页。

皇帝亲笔书写的意义，亦见于皇帝诏敕。参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版，第１６４～１８８页。

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初刊于２０１２年，后收入氏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
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６１～３０３页。



演功能。随后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①中，仇氏将上述认识推广至德政（纪
功）碑整体，试图在这一公共性较强的纪念碑中追索碑铭兴造、磨灭、重刻背后的政治角逐，探究石刻
安置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作者注意到，德政碑多立于通衢要路之侧，或重要衙署门旁，易为百姓观睹；
若碑石立于偏远之地，则可通过空间转移或拓本传布扩大其流传范围。此外，德政碑往往建有楼台亭
阁，并伴有盛大的迎碑仪式，这些都将凸显其景观功能。而从德政碑的树立过程看，其颁赐大抵遵循
“去任请碑”的程序，在此过程中，朝廷牢牢掌握主导权，故得以构筑理想化的中央—地方关系。安史
乱后，德政碑运作在藩镇中的“顺地”与“强藩”出现差异，“顺地”基本沿袭前制，“强藩”则唐廷中央已
不能完全主导德政碑颁授，中央与强藩之间出现更多博弈。但无论“顺地”还是“强藩”，德政碑的政治
景观功能都变得更为突出———对于藩镇，德政碑乃是国家政治权威的象征，标志其对地方的正当统
治；对于中央，朝廷可以通过对德政碑颁赐时机、过程的选择，调整其与藩镇的关系，从而达成或抑制
或笼络的政治意图。在作者看来，德政碑在古代并非只是单纯的对碑主政绩的褒扬，而是一种重要的
政治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其兴废背后，往往纠缠着复杂的权力游戏。

在《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②中，仇氏又以田氏魏博时期一系列立碑（包括德
政碑、神道碑、祠堂碑、门楼碑等）事件为例，援引“表达—实践”一组概念，进一步申述前文见解。所谓
表达，即构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实践即政治行动。后者虽是权力的真正来源，却不能被公
开展示；前者或只是对权力的缘饰，但对权力维系不可或缺。在仇氏看来，田氏魏博时期的立碑，即是
表达；与其相应的政治实践则包括田氏对唐廷的反复、魏博内部政治权力的争夺等。如大历中田承嗣
打破成例、任内立德政碑，表明魏博与唐廷在藩镇割据之初建立政治关系的试探与博弈；贞元十年（公
元７９４年）《田承嗣遗爱碑》的颁赐，象征唐廷与魏博关系缓和；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田季安请立
《田承嗣神道碑》，则是为剔除田悦影响，强化田绪、田季安父子统治魏博的合法性；元和八年（公元

８１３年）田弘正初归朝廷，重建狄仁杰祠堂，并立碑纪念，寓意魏博重奉王化；穆宗初田弘正移镇成德，
唐廷赐德政碑，期待巩固河朔军民向化之心；敬宗初史宪诚上表请为田季安立神道碑，流露魏博重归
河朔故事的决心；等等。作者以这些立碑事件为线索，结合史文表述，细致勾勒出田氏主政期间强藩
魏博与唐廷中央的向背离合。

上述三文，《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聚焦的是一通碑，《权力与观众：德政碑
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瞩目的是一类碑，《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关注的是某一
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各种碑。三文一脉相承却又各有侧重，由此建构出仇氏对碑志景观的基本认识，即
立于公共场合的碑志并非只是对志主的礼遇，而是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碑志所附着的国家权威使
得其刻立、废弃、重镌都传递出不同的政治信息，故无论立碑还是毁碑，其行动自身即具有强烈的政治
表演功能。这之中，仇氏尤其重视立于地方、关涉中央—地方博弈的德政碑，视其为帝国体制下理想
政治秩序的象征物，故无论中央、地方，均重视其政治景观效应：中央借以控驭地方，地方则据之获得
权力合法性。

仇氏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碑石立、毁所附着的景观意义，孙英刚则注意到碑志文字改动可能引发
景观效应发生改变。其《流动的政治景观———〈升仙太子碑〉与武周及中宗朝的洛阳政局》③一文指
出，圣历二年（公元６９９年）立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包括诸王、诸大臣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且张氏
兄弟题名位于碑阴上端居中的位置；及神龙二年（公元７０６年）相王李旦率僚佐重新“刊碑立石”，不仅
增刻相王集团成员人名，还凿去张氏兄弟和武氏诸王之名；而伴随碑阴题名变动，升仙太子碑的景观
意义亦发生改变———最初建立这一景观，是为了鼓吹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旦的“修正”，则是中宗复
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相王集团成员题名，还显示出追随相王的僚佐们试图借助这样一个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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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初刊于２０１３年，后收入氏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
文化》，第１２４～１７３页。

仇鹿鸣：《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初刊于２０１７年，后收入氏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
化》，第１７４～２１８页。

孙英刚：《流动的政治景观———〈升仙太子碑〉与武周及中宗朝的洛阳政局》，《人文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０１～１０８页。



性仪式，向府主呈上投名状。由此可见，一方碑志的政治景观不仅是流动的，同时还是多义的，时过境
迁带来的新历史背景和新的政治干预的影响，可能会使碑志政治景观发生根本性转变。

如果不限于石质载体，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似乎还可提及胡鸿对溪州铜柱的考察。在《从马援铜
柱到溪州铜柱———文本与物质的交错互动》①一文中，对于旨在铭德纪功的溪州铜柱，胡氏指出马援
铜柱的“发现”与模仿，唐代流行的立金属柱并刻铭纪功的风尚以及以天枢为最高代表的金属柱铸造
和铭刻工艺，分别构成溪州铜柱得以铸造的知识背景和技术背景。在此背景下，作为马楚政权、溪州
彭氏、五溪地区旧蛮酋三方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并得益于当地丰富的铜器资源，溪州铜柱被制作出来。
由此，其铭文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尤其是彭氏权益的誓文。在胡氏看来，溪
州铜柱乃是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兼具纪功和盟誓两种意义，而铜柱则是这种意义外显、传播
的标识之物。

从以上讨论可知，对于碑志政治景观的考察，事实上并未完全搁置碑文叙述，但视觉意义突出的
文字表现形式及物质载体取代碑志文本成为重心，则毋庸置疑。而随着视角转换，碑志文字的书法及
作者，碑石的出现或消失等，成为学者关注之所在，碑文由皇帝以个性化的书法写成以及发生在公共
场合的立毁碑石，均被视为特定意图的公开展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由于碑志，尤其是公开性较
强的御书碑、德政碑、纪功碑在中国古代大多被置于王朝控制之下，与官府乃至皇帝个人关系密切，故
碑志背后的政治缘由往往成为学者钩稽的要点，由此揭示的景观效应亦多指向政治。不过，碑志文字
的作者及书法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文化的呈现，目前看来仍不无疑问②；而立碑或毁碑，其
背后是否都有切实的政治意涵推动，至少在那些反复出现甚至业已制度化的立碑场合，似乎也可斟
酌。再考虑到碑志规模及所处位置存在差异，则碑志景观效应的性质及大小也可进一步细分———哪
些碑志展现的是日常、普遍的政治意涵，哪些又特定指向某一历史事件；哪些碑志辐射广泛，景观效应
巨大，哪些又仅针对小范围人群发生作用。此外，在政治景观之外，立于地表、为人所睹的碑志是否还
有其他景观效应，如宗教景观、礼仪景观等，也是值得开拓的课题。无论如何，学者基于景观视角对碑
志文本表现形式及碑石出现或消失背景的发覆，使得碑志研究得以突破文字限制，呈现许多不为文字
所显的历史图景。以此而言，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无疑是对碑志研究方法的一次开拓③。

四　结　　语

除上述动向外，近十年的中古碑志研究还存在其他取径，考虑到尚未形成群体效应，兹不赘述④。
而前举三个动向中，如果说第一点围绕的是考察对象，第二、三点毋宁说更关注研究视角，三者侧重并
不一致。不过，差异背后存在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不再如传统金石学般执着
于依据碑志校史、补史，而是致力于检讨碑志自身———这种检讨又非传统的审核真伪、考订年代或辨
析内容之类，而是瞩目于碑志的文本属性与物质属性，探讨碑志文本及承载文本的碑石之形成过程、
书写方式、视觉效应等。在此研究取径中，碑志不再犹如被安置在残破古画上的一山一树，依附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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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从马援铜柱到溪州铜柱———文本与物质的交错互动》，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２３卷，第４６９～４９２页。

如包伟民即对宋徽宗瘦金体的政治文化内涵持保留态度。氏著：《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２期，第１２０页。

西方学者亦对墓碑铭文研究的“文本化”倾向提出质疑，强调应将碑铭文本与物质载体及广阔环境（如视觉、考古、地貌、文化
等）相关联。格雷厄姆．Ｊ．奥利弗：《对于墓碑的一个介绍：以丧葬铭文为证据》（Ｇｒａｈａｍ　Ｊ．Ｏｌｉｖｅ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ｐｉｇ－
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Ｆｕｎｅｒａｒｙ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格雷厄姆．Ｊ．奥利弗编：《墓碑：关于希腊、罗马历史与社会的研究》（Ｇｒａ－
ｈａｍ　Ｊ．Ｏｌｉｖｅｒ，ｅｄ．，Ｔｈｅ　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ｅ），利物浦：利物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３页。

如魏斌从历史记忆视角解读碑志文本，即令人印象深刻。代表作除前引《昙始碑考证：史传阙失与地方记忆》外，另有《从领
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２１～３８页。



世文献①，而是立论行文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据其引发，论述赖其支撑，碑志摆脱了金石学传统下作为
史传附庸的地位，显示出成为主体、走向独立的可能。在此视角下的碑志研究，借用陆扬所说，即已从
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将碑志视为独立而非孤立的考察对象，并对碑志进行细腻周全的史学分
析②。

无待赘言，中古碑志研究中的上述新动向并非突然出现，在此之前，一些碑志研究已然显现类似
取向。不过，这种取向在近十年的碑志研究中变得更为突出，且彼此激荡，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
新动向的出现显示碑志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可取代传统碑志研究。事
实上，从新动向能够施展的场合受限且自身尚存“隐忧”来看，后者仍将是碑志研究的主要构成。因
此，依据碑志校史、补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通过检讨碑志自身发覆历史的新动向，二者乃是互为补充
的：前者构成碑志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后者则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二者有效结合，方可将中古碑志
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１０
作者孙正军，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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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徐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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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寅恪在１９３５年“晋至唐史”课上对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关联有一形象比喻，“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

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段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
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６页］。

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初刊于２００６年，后收入氏著：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３０５～３３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