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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手的出身与仕进
———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周　 侃

摘 　 要:　 唐代书手设置于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文化机构,从事文字抄写工

作。 因职卑位低,史籍记载阙如,新出墓志为研究书手提供了新资料,既有助于补正书

手家族世系记载、梳理书手设置与执事,又可窥探书手群体仕途发展的复杂性。 从伏案

抄书到善录王言,从低级僚佐到中级官员,虽出身相似,其执事、释褐、入仕、迁转情况截

然不同,并囿于其浊流出身,难以跻身清要。
关键词:　 书手;墓志;出身;仕进

中图分类号:K877. 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5-0024-09

收稿日期:2019-08-02
作者简介:周侃,女,山东青岛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书法博士。 (北京 　 10004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唐代实用书迹书写群体研究” (17BF11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书手的概念界定、起源、分类、研究价值详见拙文《唐代书手探微》 ,《齐鲁学刊》2009 年第 1 期;《古代书手起

源考证》 ,《艺术百家》2007 年第 1 期;《基于书法史视角的唐代书手价值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制度史视野下先唐史官书手职事的动态考察》 ,《中国书法》2018 年第 23 期。 在此不复赘述。

②　
 

学界针对书手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较有代表性的如李锦绣:《 唐代的翻书译语直官:从史诃耽墓志谈起》 ,《 晋

阳学刊》2016 年第 5 期;朱关田:《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 ,荣宝斋出版社 2008 年版;马骥:《唐御书手朱元昊墓志考

略———兼议唐代的隶书》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总第 9 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 页。

唐代书手在制度史研究视野下,基本归以流外视之,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书法史研究视野下,往往

沦为书法家附庸,主体性亦多被忽视。 唐代职官制度颇为完善,中央诸官署承担书写职事的书手名称各

异,包括楷书手、楷书、御书手、写御书等(下文统称书手) ① ,大都任职于弘文馆、集贤殿书院、史馆、崇文

馆等文化机构,处于官僚机构的最底层,两唐书无传。 随着书手墓志的发现整理,学界亦开始关注相关

研究。 如李锦绣先生从直官角度对墓志所见书手入直的情况作了深入研究;朱关田先生从书法史的角

度简要分析了书手的仕宦与书法;马骥先生对御书手墓志进行了考略等等。② 笔者结合史料文献及前期

研究成果,将书手诸墓志综合起来加以梳证研究,发现关于书手的执事与入仕等问题还有可商榷、考证

以及推进之处。 本文即以书手墓志为中心,对唐代书手的出身执事、仕进迁转等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以
期为制度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佐证,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多元视角。

42



一、六方书手墓志概况

笔者遍检现所能见的唐代墓志著录、图版、拓片,共整理出六方出身为书手的墓志,一并作为较为完

整的案例加以分析研究。 此六方墓志形制各异,志文备列了书手世系、郡望、仕进、丧葬等各种信息,为
重新考察书手群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故在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六方墓志做简要介绍。

(一)丁范墓志,题为《大唐故登仕郎丁君墓志铭并序》 ,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朝阳村,现藏于

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 该志石长 53 厘米、宽 51 厘米。 志盖“丁君之铭” 之“丁” 字为楷书,其余三字

为篆书。 志文 26 行,满行 27 字,楷书。 录文见于《全唐文新编》第五部第四册,图版见于《千唐志斋藏

志》上册三五三号。 撰文、篆盖人及书刻手均不详。①

志主丁范,洛州河南人。 高祖武德九年(626) 生,高宗上元二年( 675) 五月十五日因寝疾卒于思恭

里舍,终年四十九岁,垂拱元年(685)十月十二日甲申迁葬于邙山。 太宗贞观二十年( 646) 补秘书省书

手,两唐书无传。
(二)袁公瑶墓志,题为《大周故中大夫行司礼寺恭陵署令袁府君墓志铭并序》 ,1991 年 4 月出土于

河南省洛阳市,现藏于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 拓片长 60. 5 厘米、宽 61. 5 厘米。 志盖篆书“大周袁府

君墓志铭” 。 志文 35 行,行 35 字,楷书。 撰文袁守一,篆盖人、书刻人不详。 录文见于《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图版无著录。②

志主为袁公瑶及妻陈氏。 袁公瑶,陈郡扶乐人。 以袁公瑶卒年武周圣历元年( 698) 可推知其生年

为太宗贞观元年(627) 。 卒后先权厝于缑氏东原,后转葬河南北山(洛阳邙山) 。 唐代袁氏家族世系在

《元和姓纂》 《新唐书·宰相世系》有载,然独袁公瑶缺载。 志文关于其家世的记载与千唐志斋藏袁公瑜

《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墓志铭并序》 、袁承嘉《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袁府君(承嘉)墓志铭并

序》 ③所载几无差别,可考证袁公瑶实为袁公瑜之弟④。 初为秘书省书手,两唐书无传。
(三)胡恪墓志,题为《大唐故太仆寺长泽监轻车都尉胡府君张夫人墓志铭》 ,2002 年出土于陕西省

铜川市耀县新区,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该志石长 37 厘米、宽 35 厘米。 志盖长 22 厘米、宽 21 厘米,
篆书“唐故胡君张夫人墓志” ,有界格。 志文 21 行,满行 20 字,楷书。 撰文及书刻人不详。 录文、图版

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册。⑤

志主为胡恪及妻张氏。 胡氏家族望出安定 ( 甘肃) ,因徙官注籍西京长安。 胡恪,太宗贞观元年

(627)生,武周久视元年(700)三月卒。 张氏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八月九日卒,十一月合葬于县西白

草原。 胡恪为集贤院书手,两唐书无传。
(四)王基墓志,题为《大周故前尚方监兼检校司府少卿中山县开国伯王公墓志铭并序》 ,出土于河

南省洛阳市,现藏地于洛阳古代艺术馆。 该志石长 76 厘米、宽 75 厘米。 志文 38 行,满行 39 字,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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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五部,第四册,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487 页。 以下凡引自此六方墓志
的文字,不再出注。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5 页;图版无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实物拓片 D303:1374,2 张。

 

《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公瑜)墓志铭并序》 ,详见赵跟喜、郭也生、李明德著,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管理所
编:《千唐志斋藏志》上,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1 页;《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袁府君(承嘉) 墓志铭并序》 ,
详见《千唐志斋藏志》上,第 482 页;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袁承嘉墓志》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87 页;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76 页。

 

 

据《元和姓纂》岑仲勉先生校文以及鲁才全先生 《 跋武周 〈 袁公瑜墓志〉 》 所见袁氏世系为:袁虬→袁钦→袁处
弘→袁公瑜(袁承嘉→袁守一) 、袁公玘→袁晖。 袁处弘生两子分别是袁公瑜、袁公玘,并不包括袁公瑶。 袁公瑜生于隋
大业九年(613) ,卒于垂拱元年(685) ,公瑶较之年少,实为公瑜之弟。 参见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
和姓纂(附四校记) 》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441-442 页;

 

鲁才全:《跋武周〈袁公瑜墓志〉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 8 期,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6 年版,第 36-38 页。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册,线装书局 2007 年版,第 350-351 页。



撰志王元辅,书人卫子游,刻手不详。 录文见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及《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图版见于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①

志主为王基及夫人皇甫氏。 王基出身于太原王氏一族的祁县分支,其家族因徙官注籍洛州伊阙。
据志文,武周长寿元年(692)十月二日,卒于私第,葬于洛阳北邙山。 终年七十六岁,则其生年当在隋大

业十二年(616) 。 贞观十一年(637)擢为秘书省书手,两唐书无传。
(五)杨感墓志,题为《唐故秘书省书手杨君(感)墓志铭并序》 ,2000 年 2 月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北

邙山,现藏于新安县千唐志斋。 拓片尺寸长 44 厘米、宽 44 厘米。 志盖不详。 志文 19 行,满行 19 字,楷
书,有方界格。 撰文及书刻人不详。 录文见于 《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及 《 新中国出土墓

志·河南(三) ·千唐志斋(下) 》 ,图版无著录。②

志主杨感,河南偃师人,太宗贞观七年(633) 生,高宗显庆二年( 657) 十一月六日卒于私第,葬于邙

山。 终年二十四岁。 召任秘书省书手,两唐书无传。
(六)朱元昊墓志,题为《大唐故中大夫行盛王府谘议直集贤院朱府君墓志铭并序》 ,2001 年 3 月出

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高家沟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该志石长、宽均为 58 厘米。 志盖篆书“大

唐故朱府君墓志” 。 志文 26 行,满行 26 字,共 615 字,隶书。 撰文于休烈、书人及篆盖人张芬、刻手张漼

和杨秀岩。 录文、图版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册。③

志主朱元昊,河南人,生年不详,玄宗天宝十一年(752)闰三月二十日逝于京安兴里之私第,葬于咸

宁县白鹿原之西。 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 两唐史无传。
总之,六方墓志中,王基墓志规模最大、字数最多、书刻精良;朱元昊墓志刻工水准最高、书写最为精

湛;杨感墓志和胡恪墓志规模较小;丁范墓志则刊刻草率,刻工最差。 上述墓志书法呈现出的差异除了

受到墓志书人、刻手书法技能的影响之外,更与书手的出身、执事、职官密切相关。

二、书手设置与执事

书手一职始设于唐④,从称谓看即有“楷书” “楷书手” “御书手” “写国史楷书” “ 群书手” “ 令史书

手” “能书” “书直”等。 前辈学者对于唐代书手的身份、书写制度等问题已有概括研究,但各类书手额员

以及职能等具体方面尚未明晰。 在此,结合六方墓志资料以及敦煌官方写经题记,对书手的设置以及职

能执事进行梳理考证。
(一)执事机构与设置

六方墓志书手分别来自秘书省和集贤院。 属于秘书省书手的有四位:丁范“弱冠知名,召补兰台书

手” 、袁公瑶“时兰台书手,精调门雅” 、王基“以贞观十一年擢为兰台书手” 、杨感“召任秘书书手,游情

秘阁” 。 兰台即秘书省别称,主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 ,负责图书的收藏、抄写与校勘。 据《旧唐书》卷

四十三《职官》所记秘书省有“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⑤,亭长六人。 掌固八

人” 、著作局有“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 、司天台有“五官楷书手五人,令史五人” ,⑥共有书手九十人,上
述四位书手当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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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3-324 页。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第 15 页;图版无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实物拓片 D303:1292,1 张。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册,第 483-485 页。
 

“书手”典籍所载,始见于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卷 18 称“唐时已有此名” 。 书手一职的前身为隋设楷书郎,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 《隋书》卷 28《百官》下,第 796 页) 。 至唐,因
人员众多,书手遂从九品官沦为流外无品之吏。

 

《旧唐书》所载“楷书手八十人” ,与《唐六典》 所载人数相同,而《新唐书》 卷 47《秘书省》 注云:秘书省“ 典书四
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 ,“楷书十人”疑为脱误“八” 。

 

刘昫:《旧唐书》卷 43《职官》二,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55-1856 页。
 



书手朱元昊和胡恪为集贤院书手。 朱元昊 “ 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 ,丽正殿即集贤殿书院。①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 载集贤殿书院设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 旧唐书》 同。 又胡恪志文载“ 工于草

隶,妙参钟索,为御书手” ,并未言明是何种机构。 御书手的设置见于唐代史籍所载,除了集贤院以外,
史馆亦设。 史馆是唐代专门的修史机构。 武德以前,并无独立建制,史官依隋制仍属秘书省著作局,著
作郎监修国史。 贞观三年置史馆于门下省。② 据《旧唐书》载史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③《新唐书》 则记

史馆有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④两唐书所载皆无御书手配置。 又《唐会要》
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云:“当馆旧制,例只有楷书,无御书各额,请改正楷书。” ⑤可见,史馆在设置之

初并无御书手一职。 《 唐会要》 卷六十四记德宗贞元四年正月:“ 敕减集贤写御书一十人,付史馆收

管。” ⑥又载宪宗元和二年七月集贤院奏:“又直官请减五人,写御书请减十人。 从之。” ⑦由上引第一则

史料可推测从贞观三年(629)史馆独立后到贞元四年(788)之前,史馆应无写御书名额,因此,可以推断

胡恪亦为集贤院书手。
墓志所见“直集贤院”即“书直” ,是唐代直官的一种。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

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 (诸司诸色有品直:吏部二人,兵部三人,考功、职方、库部、户部、度

支、驾部、比部各一人,门下省明法一人、能书二人、装潢一人,刑部明法一人,弘文馆学直四人、造供

奉笔二人,造写御书笔二人、装书一人、搨书一人,修史馆装书一人,中书省明法一人、能书四人、装

制敕一人、翻书译语十人、乘驿二十人,集贤院能书六人、装书十四人、造笔四人……外官直考者,选
同京官。 其前官及常选人,每年任选。 若散官、三卫、勋官直诸司者,每年与折一番。)⑧

这是关于唐代直官制度最为详细的记录,其中明确记载了官府书直的设置情况。 集贤殿书院书直及写

御书一百人包括从秘书省、昭文馆调拨的书手、从民间招募的能书者以及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以及五

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 。 朱元昊墓志题为“中大夫行盛王府谘议直集贤院” ,即为书直。 又

见《唐故汝州鲁山县丞司马府君墓志铭并序》末题“文林郎前恒王府参军直集贤院张文哲书” ⑨,张文哲

亦为集贤院书直。 “书直”的充任者一般是以非现任职事官即未登朝官为主,包括散官、卫官、前资、常
选等等,以骄人的书法技艺充直,在诸省馆“从事专业技术极高的日常工作,制度改作、或举行重大的科

技文化活动时,直官不但参与,而且还是实主其事者” 。 集贤院书手“皆经御选”的特殊选拔方式,更加

说明其书法之精到,正所谓“尤精翰墨” “工翰而进” 。 《旧唐书》卷九十七载唐代书法家钟绍京,初为司

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书直的书艺水平可见一斑。
(二)抄写职能分类

从史书以及敦煌写经可见秘书省和集贤院书手的主要职能是担任儒家典籍、宗教典籍以及类书的

抄写。 书手的设置即源于唐官府对图书文化事业的重视。 自唐建国( 618) 始,官方组织书手的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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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活动就有四次。 高祖武德五年( 622) ,秘书监令狐德棻曾“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
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①,楷书即所谓秘书省书手。 太宗贞观年间“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
写藏于内库” ②。 从唐代中央官府图书抄写活动来看,书手每次写书的数量相当大。 《新唐书·艺文志》
曾言

 

“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 ,开元年间,两京图书 12596 卷,再加《新唐书·艺文志》补入的 28469 卷,
仅此就高达 4 万之余,作为掌文献抄写职能的秘书省书手、集贤殿书手,在唐代官府图书事业中起到重

要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大发展时期,宗教典籍的编译、整理与抄写工作也达到历史最高峰。 始于

太宗贞观三年(629)终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的官方书手写经活动共缮写佛经 372 部 2159 卷③,足可见

书手的抄写之功。 敦煌写经末尾题记即有多处关于书手的记录,如斯 003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尾

题)题记略云:“咸亨三年(672)五月十九日左春坊楷书吴元礼写” ;斯 0456《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尾题)
题记略云:“咸亨五年(674)八月二日左春坊楷书萧敬写” ;斯 051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尾题)题记略

云:“上元三年(676)闰三月十一日左书房(春坊) 楷书欧阳玄(悊) 写” 。④ 目前所见唐代官方写经题记

多为门下省、左春坊、弘文馆、秘书省书手以及其他群书手,集贤院书手在写经题记中非常罕见,据《中

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记载的秘书省书手有萧敬、贾敬本、孙玄爽、田玄徽等,
此六方墓志所见秘书省、集贤院书手可与敦煌写经题记互补,作为书手研究的重要史料。

从书手墓志文来看,秘书省书手亦参与重要公文的抄写。 据丁范《大唐故登仕郎丁君墓志铭并序》
载:“每国有纶册,命君濡翰,累侍簪橐。” “纶册” 即指皇帝诏书,唐代皇帝诏书包括册书、诏、敕,总名曰

诏,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

……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 ⑤。 大量一

般性质的文书抄写,由令史、书令史负责,唐人亦多称令史、书令史为“案典”或“案吏” 。 令史、书令史选

拔虽然亦重视书法,但较官府书手对书法的严格甄选,水平差距很大。 因此,涉及王命、王言的重要公

文,通常选派书法高超之书手进行抄写。 “累侍簪橐” ,指皇帝近臣的侍笔生涯。 颜师古曰:“橐﹐契囊

也。 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纪也。” ⑥有此殊荣可记录王命王言的书手通常出自门下省、中
书省。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 载门下省起居郎下有楷书手三人。⑦ 起居郎下设楷书手与其执掌起

居注需大量的书写职责有关。 起居郎是掌录天子言行法度的记注官,“ 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

头” ⑧。 朝堂之上的现场记录事关重大,由起居郎亲自记录,退朝之后的大量书写便交由楷书手负责。
起居注是撰修实录与国史的最基本的依据,经由起居郎、起居舍人编撰,再经楷书手抄写后交由史馆编

修国史。 又《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 “中书省”条载:“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 掌修记言之史,录制

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 有楷书手四人,典二人。” ⑨中书省楷书手除了记事之抄以外,还承

担各种诏敕的抄写。 普通的秘书省书手专职图书典籍的抄写,而丁范之所以能秉笔善录王言,与其高超

的书法技艺密不可分。 志文称丁范书法“不唯草圣,独许张芝;孰云善隶,见推程邈” ,将其书法技艺与

前代草圣和隶书创始人相提并论,虽有谀墓之嫌,但其书写水平之高确为事实。
总之,书手职事的明确和细化反映出唐代职官制度的完善。 不同称谓的书手任职机构和职事各有

差异,并不能简单地以抄书概括。 书手以书为技,终年伏案,各司其职。 以抄书为例,唐代书手抄写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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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汉魏以来讲究书法的优良传统,尤其以官府写本为最。 加之书手甄选十分严格,皆为书法优良

者,因此其抄写本颇具价值,精抄细校的图书经文往往作为皇帝赠赏,传于天下,一定程度上起到传道教

化的功用。

三、书手释褐与仕进路径

唐代常贡之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种;其次是流外入流。 倘若以门荫入仕,则须先授

亲、勋、翊卫后,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 见于史载的书手入仕途径虽有门荫、科举及官府征召、募佣等,但
因例证缺乏,难以深入考察。 而六方书手墓志详细地记录了书手释褐、入仕、迁转、考课等信息,是研究

书手仕进之路的珍贵资料。 通过比较六位书手的官宦履历发现,虽然同由书手一职起家,但仕进之路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①

(一)选拔与释褐

据志文可知,王基等六位书手基本都是在弱冠之年因高超的书法技艺和书法修养被召为书手。
《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一》载:

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

于内库,以宫人掌之。②

《唐六典》卷九载集贤殿院书院:

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

简。 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 至十九年,敕有官为直

院也。)③

从以上两则史料可以看出初唐至中唐各机构书手选拔方式的差异和变化。 初唐时期秘书省书手通过门

荫选拔;玄宗朝集贤殿书院书手或调拨于秘书省、昭文馆,或来源于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及三卫、前资、常
选等,实际隐含了唐代入仕的基本路径:门荫、杂色入流、科举,可见书手出身的多样性。

书手门荫的具体途径为弘文馆生徒和三卫。 《唐六典》载:“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

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 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

楷法。” ④弘文馆学生的选补,其资格限在“皇宗缌麻已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

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

品、中书黄门侍郎子” ⑤。 这一规定反映的大体是开元时期的制度,入学资格等级限制非常严格。 但在

唐初,鉴于太宗重视书学发展以及大规模修书的需要,国子诸学入学资格的限制逐渐放宽。 弘文馆生徒

的入选资格放宽到现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选成绩优秀者入馆。 唐太宗甚好书法,万机之暇留心

翰墨,而且十分重视书学发展,大力推行书法教育。 弘文馆掌“教授生徒” ,亦有“详正图籍” 之责,因此

唐初弘文馆学生以学书为主,兼修经籍。 馆生在学成后,其中一部分便转化为从事档案文书抄写、图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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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校的书手,这与贞观时,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监修图书而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的史

实正好相吻合。
三卫作为皇帝和太子的侍卫,是高级官吏子孙以门荫出身的主要途径,唐前期政治势力变化加速,

高官轮流而作,虽王公贵族的范围和高级官员的设置数额基本固定,但担任过高级官员的人数却很多,
在迁授左右监门直长和太子监门直长之外,其能文能书者充书直及御书手。 如三卫根据品级的不同完

成番上(轮番到京师服役)或纳资之后,参加兵部的校试,“有文,堪时务,则送吏部;无文,则加其年阶,
以本色迁授” ①。

前资是指因考满或其他原因停官待选者。 唐代官员都有官资和任期,每任一官即有一个相应的官

资等级,任期则常有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 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

应至五品以上奏而别叙” ②。 一年一考,四考就是任期四年,任满之后,受代停职待选。 而常选是唐代开

科取士之途径,与制举和“学馆”构成唐代科举的三个系统。 常选科目主要为“ 明经系列” 和 “ 进士系

列” 。 唐代科举制度完善,士人有了常选资格,循资授任,按照任官的年限便可逐级上升,尽管提升速度

很慢,但只要没有罪愆,都是有升无降。
墓志所见书手以门荫入仕者占多数,显示了唐代书手选拔重门第出身的特殊性。 书手多选自五品

以上官员子孙,如袁公瑶之父袁处弘,官至舒州刺史(正四品下) ,再如杨感之父杨植,官至开府正议大

夫(文散官,正四品上) 。 两位书手“德高其门,宜哉有后” ,因门荫召为秘书省书手。 此外,也有书手来

源于下级官员子孙,如胡恪之父胡道感,皇朝左三卫武骑尉(勋官从七品上) 。 又《大唐故左卫翊卫武骑

尉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载麟台御书手义端,其父王行威授左卫翊卫(正八品上) ,皆是以下级官员子孙

门荫入秘书省书手之例,属低层荫任。
另书手王基之父王孝政,“隋秘书郎、越王东阁祭酒;悬镜曲台,校书延阁” ,其家族虽“四代三公之

荫,与隋历而俱亡” ,王基仍然在弱冠之年擢为书手,成“一台二妙之奇,共唐朝而□立” 。 “一台二妙”原

指同在尚书为官的晋代书法家尚书令卫瓘与尚书郎索靖。 王基父子也因先后入职秘书省而获此美誉。
志文载王基“年十有四,以贞观十一年(637)擢为兰台书手” ,年龄有误。 后文载王基“春秋七十有六,以
长寿元年(692)十月二日卒于私第” ,以此倒推,贞观十一年王基已然弱冠之年。 而唐人入仕,基本在二

十岁上下,志文称王基十四岁入兰台或是出于褒扬之意,或是书写行状时因年久记错。
(二)入仕与迁转

书手获得出身途径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成为所谓“合入官者” 。 “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
楷书四十一人” ,皆为入官之门户。③

 

有了书手出身后,释褐仕进必须经过由吏部和兵部主持的铨选,积
劳累考后入流。④ 赖瑞和先生总结了唐人释褐后入官的两条路:一是到州府任参军,或在外县任县主簿

或县尉。 二是留在长安京城任校书郎、正字。 第一条路比较普遍,第二条路则可能需要更高的资历。 唐

人一般重京官,轻外官。 因此,校书郎和正字的地位,又比外州府参军、外县主簿和县尉等更为清贵。⑤

书手流外入流的仕进之路,亦可分为由地方到中央迁转和留守京城本司内迁转等。
1. 由地方到中央升迁。 书手以州府参军、县尉释褐完成从地方到中央的迁转。 如《大周故前尚方

监兼检校司府少卿中山县开国伯王公墓志铭》载秘书省书手王基的迁转过程:以贞观十八年( 644)随牒

授岐州岐阳县尉(从九品上)至咸亨元年(670)授宋州司法参军事,为仕进的第一阶段。 26 年间经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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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六典》卷 5《尚书兵部》 ,第 155 页。
 

《新唐书》卷 45《选举志下》 ,第 1173 页。
 

《新唐书》卷 45《选举志下》 ,第 1180 页。 　

 

按唐制,具有资荫的五品以上官的子孙及品子,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轮番担任某种杂役,或者交纳一定数量的钱
财纳资代役。 任役或纳资期满后,再经吏部等选拔,才能授予官阶。 据《唐会要》 卷六十四《史馆杂录》 下元和十四年六
月史馆奏集贤殿书手长上,五考放选;弘文馆书手分番,八年放选。 王基贞观十一年( 637) 擢为兰台书手,十八年( 644)
随牒授岐州岐阳县尉,正是八年一考。 关于书手考课详见拙文《唐代书手探微》 ,《齐鲁学刊》2009 年第 1 期。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4 页。
 



次迁转,从低品级次畿县尉升至望县县丞,再升至望州府参军事(从七品下) 。 以守司府寺主簿(时间不

详)至永昌元年(689)除尚方监,为仕进第二阶段,即从九寺到三省再到五监的迁转过程,其间伴有多次

低职高就,如第一次,“以四年制除□事郎,守司府寺主簿” ,司府寺即太府寺,为中央九寺之一,“守” 意

味着低阶高就,所以“ □事郎”之品级应该在主簿之下,又加宣义郎(文散官,从七品下) 。 第二次,“以永

淳二年除朝散大夫(文散官,从五品下) 、守都水使者(正五品上)兼检校左右藏出纳” 。 “检校” 意指以

他官派办某事,即以都水监使兼任司农寺国库左藏、右藏出纳之事,封中山县开国男(开国县男,食邑三

百户,从五品上) 。 王基宦途总计四十五年,历官十一任,除去丁忧,几无守选时期,任地方佐官“毗赞有

方、造理无滞” ,进入中央则“谔谔当官,孜孜奉法” ,仕途平顺。
2. 由地方到中央环复升迁。 如《大周故中大夫行司礼寺恭陵署令袁府君墓志铭并序》 载兰台书手

袁公瑶,初牒青州司功参军事(从七品下) 。 司功参军事是唐代州府佐官,与仓、户、兵、法、士等参军构

成六曹行政系统。 一般是士人的第二任、第三任官,袁公瑶由书手起家即出任,较为少见。 此后,从唐州

桐柏县令升至滑州卫南县令、杭州钱塘县令(从六品上) ,由地方上州中县令迁上州上县令是为仕进的

第一阶段;又以朝散大夫(从五品下) ,制授尚方监丞(从六品下) ,旋即拜洛州武泰县令(正六品上) ,从
五监转为九寺再拜京畿县令是为第二阶段;制优授太中大夫(从四品上) 、行司礼寺恭陵署令(从五品

上)为第三阶段,“制优授”与“制授”意思略同,“优”有特许、优待之意,因此得以较高品级的文散官太

中大夫行级别较低的司礼寺恭陵署令。 袁公瑶以州府佐官释褐,历任官职大都是拥有实权的行政长官,
最终授予从四品上文散官。

袁公瑶释褐官明显高于他人,与其高门贵胄出身不无关系。 在后续的迁转过程中,袁公瑶与王基一

路高升,阶秩与职位晋升五品以上。 按唐制,五品以上官皆由中书门下选授,皇帝任命,并可享受穿戴绯

色公服、佩银鱼袋待遇,正如墓志所言“名金籍,腰银绶” ,集加阶、加职、加勋、加爵于一身,虽历任官职

并非清官之列,但比起沉迹下僚,代满不仕的胡恪以及仅授勋官登仕郎的丁范而言,人生际遇高低立现,
间或反映了不同的仕进道路。

3. 中央机构内部迁转。 如《大唐故中大夫行盛王府谘议直集贤院朱府君墓志铭并序》 载集贤书手

朱元昊,释褐官为左卫翊一府兵曹参军(正九品上) ,寻转工部主事(从九品上) 、寻授门下主事(从八品

下) ,又迁门下录事(从七品上) 、少府监丞(从六品下) 、上柱国(勋官,比正二品) ,寻加朝散大夫(文散

官,从五品下) ,除盛王府谘议(正五品上) ,累加中大夫(文散官,从四品上) ,虽历经七次迁转,四次进

阶,始终在集贤任职。 集贤院直官分有品职官和无品职官,朱元昊任流外书手,进阶为无品秩书直,要加

一系列阶官如兵曹参军以及中央各级职官寄禄官衔,其真正的执事仍在集贤院。 如朱元昊这种“以他

官任某官”的现象多见于史馆、弘文馆、集贤殿书院、翰林院中的“专业型的士人文官” ①。 正如清代史学

家钱大昕所言:“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 有官则有品,官有

迁转,而供职如故也。” ②这些专业型的官职最大的特点即在本机构、本体系内部长期任职,甚者不得迁

转他途。 如朱元昊从书手起家后,始终“自卑位不离于书府” ;又如书法家徐浩,初为丽正殿校理,后拜

集贤殿学士,前后于集贤殿任职约二十三年;③再如书法家史维则任集贤校理,于集贤殿任职三十余

年。④
 

朱元昊虽在书法史上籍籍无名,但能与著名书家一样直集贤院数十年,可见其书法技艺之精,亦从

侧面反映出唐政府对于专业人才的控制和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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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赖瑞和:《唐后期一种典型的士人文官———李建生平官历发微》 ,详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 第 17 辑,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年版,第 34 页。

 

钱大昕著,方诗铭等校点:《廿二史考异》卷 58《旧唐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49 页。
 

《旧唐书》卷 137《徐浩传》 ,第 3759-3760 页。 详见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0-279 页。

 

 

详见《职官分纪》卷 15《集贤校理》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382 页;陈思纂:《宝刻丛编》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01 页。

 



余 　 论

以往的书法史研究,书手基本被视为特例和附属,学者关注更多的是其书法作品表象而非背后成

因;关注的是书手个人而非群体面貌,其书法作品背后所包含的出身仕宦等背景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

挖掘。 现所见六方墓志虽然数量有限,却反映出书手不同的仕途迁转过程。 同为书手出身,仕进之路和

人生际遇迥然有别,足可见书手群体仕途发展的复杂性。 书手选拔途径较为多元,门荫是其获得出身的

重要途径,擅长书法是其获得出身的必要因素。 上至五品以上子孙、下级官员品子,下敷普通的能书士

人,皆可成为书手。 书手从流外无品升迁到从九品上阶乃至从七品下阶起家终至五品高官;从无权胥吏

到地方高级僚佐、行政长官、中央中级普通官员;从吏部、兵部常选到直接由皇帝提名授任的“制授官” ,
虽职轻位卑,确为唐代善书士子起家、释褐之好出路。

与“起家之良选” ①的校书郎相比,书手在唐官署中的设置以及定员人数远超于校书郎和正字的总

和。 据赖瑞和先生的统计,校书郎、正字的定员总共 34 员,而书手仅集贤殿即有 100 人,加之秘书省、弘
文馆、著作局等总数在 183 员。 书手经过一系列选拔得以入流之后,不论中央各台省府寺,还是地方刺

史县令,皆可以通过流内铨叙任。 书手与不同品级的校书郎和正字,在释褐之初具有类似的仕进之路,
但在往后的仕途迁转过程中呈现出较大差异。 究其原因,与唐代选官的清浊之别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唐

人对二者入仕的社会认同差异以及门荫制度的衰落。 陈寅恪先生曾言:“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
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 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

不齿。” ②由此可见,唐代社会关于入仕的心态即以担任清官为荣。 书手以流外入流,即在“冗浊”之路迁

转。 按唐制,非清流出身之辈,若无特殊原因,绝无转入“清官” “清望官”之可能。 如“有从勋官、品子、
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不得任京清显要等官” ③ “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

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 ④等敕文明确禁止流外出身者不得出任京清显要官。 墓

志所见书手王基、袁公瑶等虽官至中央各寺监五品上,较之同品阶“文人之华选”的中书舍人等,并非清

贵之资。 可以说,唐代书手入仕前景远不如科举入仕者,由于其吏职出身,跻身高位者未见繁多。
此外,书手的选拔除去出身因素,书法才能是朝廷考虑的最主要因素。 书手对于唐代书法生态的建

构作用巨大。 首先,书手之于典籍、公文、碑铭的抄写,是唐代书法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次,书手的抄

写是制度化的规范书写,亦是唐代书法“尚法”风潮的最直观体现;再次,书手出任地方官之后,参与当

地书法活动也推动了唐代书法的地域传播。 书手的入仕,不仅仅是人员迁转的政治活动,更是蕴含着书

法艺术继承与传播的文化活动。 唐代书法的繁荣昌盛,固然首先要重视那些载于史册的书法家,但也不

能忽视名不见经传的书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他们的书法或是走入仕途的“快捷方式” ,或是聊以生

存的实用工具,但是出自他们之手的不少作品亦堪称杰作,无名的书手也可以创造出颇具艺术价值的书

法。 书手以“书写者”和“官吏” 的双重身份,在帝王将相、精英名家的俯视下,默默无闻地在中国书法

史、文化史上书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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