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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以来中国社会习俗虽已出现尚文轻武的发展趋势，但河北仍为一包含尚武文化这一悖主流趋势

在内的文化区域，加以唐代后期河北藩镇割据、镇兵相对正面的形象，唐代后期的河北地区产生了大量的体现尚

武情怀的、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墓志作品。这是地域文学发展中悖主流习俗影响地域文学作品的典型的案例，为

我们探究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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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河北墓志作品悖流之尚武情怀探析

顾乃武 1 ， 潘艳蕊 2

（1.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2.河北大学 图书馆，河北 保定 071002）

魏晋以降的中国社会就已形成与此前时代不同的尚

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其影响下之主体墓志作品也以歌颂

儒家品行为主要内容。唐代进士科举兴起之后，虚誉逝者的

文辞修养也成为墓志作品的一大时尚。然而，唐代后期之河

北①既具有尚武之文化传统，又长期处于藩镇割据、地方势

力强大的历史时期，而藩镇的实际控制者———镇兵———也

以相对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藩镇政治活动之中。 在这种特殊

的时代背景下，唐代后期的河北地区产生了独具尚武情怀

的、悖主流社会习俗的墓志作品。这是唐代墓志作品中的特

殊现象，也是未能引起学界注意的文学发展现象，本文对此

试作探析。

一、 唐代以前中国社会文武习俗观之变迁

在人类历史上，众多社会人群的社会习俗都有过历史

的演变，中国古代社会的习俗也是如此。社会习俗包括多方

面的内容，对文、武的态度就是其中之一。从宏观上看，中国

古代社会习俗存在由文武并重到重文轻武的转变，而这种

变迁大体是于魏晋之际实现的。

1. 商周至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武习俗观。 同任何其

他社会进程一样，中国社会也由原始部落发展而来，原始部

落的传统习俗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社会风气，这就是所谓

的文化传承内在机理。 中国古代部落战争频繁，炎黄、黄帝

蚩尤之战是大战，小战更是不计其数。 夏商周三代，先有启

败伯益，后有汤灭桀，武王伐纣。期间方伯吞并小部落，战事

亦无法枚举。 春秋战国，战事频仍，中原地区，处处见边疆，
人人需武备。 古人敬天，信天命，祀天是国家生活的重要内

容。而当时之军事与祀天同样重要，此即“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之谓。 故而其时之社会曾长期力行礼乐射御教育，融祀

文化与武文化于一体，并最终形成中国社会重军尚武的文

化传统。
礼乐本是祭祀文化， 它是后世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礼乐文化与射御文化相融，就是一种文武并重的文化观念，
所以传统之儒不仅并不鄙武，而且主张文武结合，故而其时

不乏文武兼备之士，战国之前职官文武不分以及汉代出将

入相都应是这种文化观念的产物。 西汉少年时代喜欢读书

练剑、二十多岁做汉景帝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投笔从戎的

班超，东汉三国文武兼备的李膺、曹操、诸葛亮，西晋杜预等

就是这一传统社会习俗的典型代表。汉代虽然独尊儒术，而

其社会尚武之风未减，正是职此之由。

2. 魏晋至唐代中国社会的文武习俗观。 在黄巾起义的

打击下，曾被迷信化的儒学崩溃。在构建新的思想体系的过

程中，曾经掺杂着尚武习俗的魏晋时代之士人，最终走上崇

尚老庄玄学、怡情山水、食药敷粉、尚文鄙武，以清虚为高

蹈、以治世事为鄙俗的方向，中国历史上的尚武习俗开始衰

落。唐人杜牧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这一变迁记载道：“自魏、晋

已下，胤浮羡淫，工机纖杂，意态百出，俗益荡弊，人益脆

弱。 ”［1］

承魏晋余绪的南朝士族凭借门资而平流进取，坐致公

卿，不思进取，在政治上庸碌无为，不谙世事，“居承平之世，
不知有战乱之祸；处庙堂之高，不知有战阵之急。 ”［2］并逐渐

抛弃了魏晋以来以武功进取的传统。许多大族不乐武位，鄙

薄武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世风的发展。随着科举制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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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言唐代河北指当时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京津全部、河北大部及山东、河南部分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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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社会重文轻武之风更烈，以致

开元以后“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父教其子，兄教其

弟，无以易业”，“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 ”［3］士人耻于从军，
“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4］中国历史上文武兼备、投笔从

戎之文人几乎绝迹。
在这种社会习俗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汉唐间军人主体

出身亦有迥然相异之变。 汉代军人主体是成人之后，“三年

耕，有一年之蓄”者，唐代前期府兵也是自备行装、戎具、军

粮的为家境较为富裕之人，二者从军不以谋生为目的，更多

的是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其社会地位无所谓高也无所谓

低，但不被人鄙弃则是可想而知的。 唐代府兵制瓦解之后，
所募之兵则多为向刀头觅食的破产农民或无业游民，［5］士

人更羞于与其为伍自属情理之中，军人社会地位之低、社会

鄙薄军人的情态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唐代以前中国社会文武习俗观念演变的大体情

势。可以说，儒家文化本不排斥武事，甚至主张文武并重，后

世儒者鄙薄武事实是魏晋名流之祸，实是科举发展之祸。如

果武事对国家发展必不可少，那么魏晋名流与科举可谓是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大祸源。

二、 河北地区尚武之俗的长期保持

魏晋以来世风的变迁至唐之时，唯河北地区“敦五种，
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

以兵常当天下。”河北地区成为中国重武习俗普遍消失之社

会中的一片绿洲。然而，唐代后期之河北不仅传承着历史时

期的武文化，而且尚武之风更烈，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

方面。

1. 河北地区具有尚侠之俗。 河北自汉至唐皆以“仗气

任侠”著称。 什么是侠？ 侠有多种含义，但侠本质上是尚武

的，冯友兰先生对此论述道：“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

有他们的军事专家。 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士组成。
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
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 这种人被称

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
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6］侠“以武犯禁”正是侠的这种文

化特质的表现。 汉唐间河北“任侠”表明河北地区尚武传统

的长期存在，这是其他地区并不具备的文化特点。

2. 河北地区具有习尚戎马之俗。 据《隋书·地理志》记

载，隋代河北北部之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等

地，自古“人性劲悍，习于戎马。 ”［7］《地理中》，汉代幽蓟铁骑

就曾横行天下，光武因其以成帝业。 时到唐代前期，这一地

区之幽州“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其长于戎马之

技更在一般地区之上。
安史之乱后，这种文化曾一度畸形发展，如涿州之人

“被缦胡而挥孟劳，不知书术。”［8］“缦胡”指武士的冠缨，孟劳

指锋利的宝刀。“被缦胡而挥孟劳，不知书术”即指尚武而不

修学术。 其或言过其实，但当地尚武之风于则不可谓无。 这

一时期喜尚戎马之俗出现南渐之势，河北中南部之冀州就

“习为奋武之地”。 生于燕赵两地之官宦子弟卢霈“年二十，
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

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更是河北地区尚武之俗深入发展

的结果。
在当时的河北地区兵法文化也应相当流行，如成德镇

节度使王庭凑精于《阴符》、《鬼谷》两大军事著作。［9］著兵书、
探究军事规律者也大有人在，如幽州周璵精通孙吴兵书，著

有《长城集》，［10］钜鹿书生魏某也著有兵书，并深为刘禹锡所

赞赏。 这是其他地区不曾出现的文化现象。
3． 河北地区崇尚从军之俗。 藩镇割据需要有强大的军

事力量来维持。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河北地区出现了大量

的军人世家，如河北藩镇中魏博镇牙军就是“父子相继”的

军事力量，其在被节度使罗绍威翦灭时，仅魏州城中的即有

“八千族”之众。 ［11］有关这样的军人世家的史料亦保存在河

北藩镇的墓志中。魏博镇保存的军人世家之墓志就有 3 例，
包括：米文辩父子两代、［12］王希晏父子两代、［13］张某二子也

皆为军人。其他记载军人世家之墓志主要发现于河北北部、
中部的幽州与成德两镇，共有 23 例，数量较魏博镇为多。 ［14］

军人世家墓志分布由北向南逐渐减少的趋势，也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这一时期河北尚武习俗由北向南渐次发展

的历史事实。与唐后期赞美墓主儒家品行、文辞修养的墓志

相比，军人世家类墓志数量是比较少的，但其他地区则罕有

同类题材的墓志存在。其所代表的文化内含是：唐代藩镇割

据时期的河北地区与唐统治的其他地区不同，河北地区歧

视军人的社会观念是不存在或相对较弱的。
河北地区尚武习俗的存在与发展，使河北区域文化与

其他地区之尚文鄙武之俗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这就为河北

墓志文学悖主流习俗特点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

文化背景。 此外，镇兵是唐代后期河北藩镇的实际控制者。
在藩镇镇兵的影响下，河北藩镇形成了较为清明的节度使

政治、相对安定的社会及富庶的经济环境。 ［15］河北镇兵对藩

镇的控制是通过兵乱实现的，兵乱也是唐代藩镇中普遍存

在的政治现象。但与河北地区的兵乱相反，其他地区之兵乱

则具有破坏社会稳定的特点，［16］ 河北镇兵也由此树立了相

对正面的社会形象，这也为其大量进入墓志作品奠定了社

会基础。

三、 唐代后期河北墓志作品悖主流的尚武情怀

唐代后期的河北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是一个尚武

的时代，也是一个河北军人具有正面形象的时代，是一个在

政治、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时代。如此种种使河北地方文化具

备了冲破主流习俗制约的条件，河北地区由此出现了大量

的、具有尚武情怀的、悖主流习俗的墓志作品。

1. 赞美墓志相关人物习武从军。 在尚武习俗的影响

下，河北地区墓志作品具有崇尚习武从军的情怀，如成德邢

忠收“幼而好武，长乃从戎，早立辕门”，王德祖“少年从仕，
卓立辕门”，魏博宗庠“幼习文武，长攻郡艺”。军人亦为时人

所赞美，如军人刘方“志行不群，孤标独异，勇略称时”，刘元

宗“素蕴奇志，早践戎方丹，亲卫爪牙”，刘逸“幼专诗礼，长

艺弓裘，不墜门风，雅称宗祖”。纪奏“唐镇州讨击副使、兼冀

州马步虞候；祖晏，深州饶阳镇遏都将；考審，步军左建武

将，并忠孝传家，谦恭著誉。 ”张道昇“知文可经邦，乃伏膺阅

学术论坛

83- -



理论月刊 2011年第6期

史；武以勘难，则弯弓习射。至若龙韬豹略之术，纵火沉沙之

策，莫不三研精覃思，穷理尽性”。 曹某“幼习典章，久闲军

振，传翦信之规模，有搴旗之计。为将则海内无尘，处文则决

胜千里”。
2. 赞美墓志相关人物的韬略兵谋。 唐代后期河北地区

的墓志中存在不少赞美相关人物韬略兵谋之辞，如左公弁

“武韬传业必三端”，阎伯康“优崇武略”，曹弘立“长闲韬

略”。 类似的墓志语句列表于下：
表 1：赞美墓志相关人物的韬略兵谋

韬、略是对《六韬》、《三略》的统称，二者都是古代著名

的兵法，其中《六韬》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祖。纵火沉沙取

典于赤壁之战，喻指三国吴国名将周瑜之谋略。“七纵之谋”
则指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平定南中、七摛七纵孟获

之谋。 “孙吴”指孙子、吴起，二者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家。密机牛火是指战国齐将田单用火牛阵大败燕军的谋略。
以此为典入志，是对墓志人物武功的高度赞美。

3. 赞美墓志相关人物文武双全。 河北地区虽然尚武，
但同样赞美文武双全， 如赞美磁州邯郸人王友玉 “六艺包

身，酌时俗之用礼乐射御书数”，“文武克明，宽猛相济”，嫡

孙王文殷“年才成立，有潘安之貌，弘叔夜之才，文包七步之

能，矢发百扬之捷”。 其他类似表述列表于下。
表 2：赞美墓志相关人物文武双全

4. 赞美习墓志相关人物武技高超。 弓箭是古代重要的

远射程武器，其在军事战斗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代后

期河北地区存在不少赞美相关人物射技的墓志，如赞美王

德祖“弓开闪疾，箭发雷奔”，王弘泰“弓开雁落”。 磁州邯郸

人王文殷“矢发百扬之捷”。 邢州人张少华“养由基穿杨之

艺”。大雁飞行灵活，飞行高度较高，射雁必须具备高超的射

技。 养由基是战国楚人，传说其人“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

之，百发百中”。 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都出自这里。 “弓开雁

落”、“百步穿杨”都是对墓志相关人物射技的高度赞美。
当然，对墓主的这种赞美不免存在谀墓之嫌，但这是

谀墓价值取向的表现。只有存在这种价值取向，才能产生这

样的墓志作品。 唐代后期河北地区尚武墓志作品的大量出

现，正是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形势下河北地域文化势力抬头、
中央崇尚文辞之习对河北地区影响相对弱化的结果。

四、 结语

总之， 随魏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重武习俗观念的变

迁，唐代河北地区成为封建政权下唯一一个保留着传统尚

武文化特色的文化区。唐代后期长期的藩镇割据、地方势力

的抬头， 尚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藩镇军人正面形象的确

立，又为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独具尚武情怀的墓志作品的形

成创造了新的条件。就墓志作品的情志特色而言，唐代后期

的河北地区在整个墓志文学史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墓志

作品，其在河北墓志文学史及整个墓志文学史上都占有不

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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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赞美韬略兵谋语句 出处

纪 爽 韬钤之数在心，谋勇之奇指掌。 《全唐文新编》卷 829，p10449
高霞寓 得黄公之妙术。 《全唐文新编》卷 741，p8643

耿宗倚 “沉包七纵之谋”，“颇着孙吴之迹。 ”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中和

004，p1148－1149

周令武
雅尚韬钤，素明术略，书剑克光于祖德，
弓裘不坠于家声。

《 全 唐 文 新 编 》 卷 852，
p10740.

罗延新 习晓武经。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乾宁

006，p1163
王德祖 七擒七纵之能，善百战百胜之术。 《全唐文新编》卷 997，p15498

张少华 武侯破敌之书。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大和

048，p917－918

宋再初 秉武习戎，密机牛火。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大中

070,p1021

人 物 赞美墓志相关人物文武双全的语句 出 处

孙忠晟
气构坚贞，德含雅量，门袭清风，家传
礼让，文之英，怀武之勇。 《全唐文新编》卷 997，p15523

宗 庠 幼习文武，长攻郡艺。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 050，p
1072

韩 坚 刚柔两备，文武双明。 《全唐文新编》卷 997，p15468

阎伯康 优崇武略，覃思礼经。 《全唐文新编》卷 811，p9996

刘 逸 幼专诗礼，长艺弓裘。 《唐代墓志汇编》大和 070，p2147

宋再初
为文操赋，谈论鸡牕，秉武习戎，密机
牛火。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大中 070，
p1021

王弘泰 弓开落雁，词逸横科。 《唐代墓志汇编》咸通 031，p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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