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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百官志”、“礼志”的
编纂及特质
———从中古正史相关志书的演变说起

　 　 　 黄　 桢

摘　 要:　 正史制度类志书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若干转变ꎬ如“百官志”出现并取代“百

官表”ꎬ“舆服志”成立ꎬ以及“郊祀志”遭到取消等ꎮ «宋书»的«百官志»«礼志»在此类

志书的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ꎮ 本文详细梳理了«宋书»二志的资料来源ꎬ指出沈约的取

材对象不只包括典章和史传ꎬ经注、诗赋与诸子都在其检索范围内ꎮ 搜罗广泛这项特

质ꎬ植根于南朝贵博尚通的学风ꎮ 另外ꎬ沈约不满足于搬运、转述史料ꎬ他频繁地同记叙

对象展开对话ꎬ力图为制度的进展提供深刻的阐释ꎮ 强烈的研究性实为«宋书»二志的

又一特色ꎮ 这是制度书写在南朝走向成熟的结果ꎬ同时也跟沈约对于官制礼仪的学术

兴趣密切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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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研究向来是中古史园地内的热门方向ꎮ 正史“百官志”、“礼志”作为了解各代官制礼仪的门

径ꎬ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然而ꎬ同围绕制度的激烈讨论相比ꎬ以这些制度文献为本位的考察略显冷清ꎬ直到

近年才出现触及其资料来源、篇目设置与内容安排的论著ꎮ 关注志书的编纂问题ꎬ一方面能让我们更准

确地理解制度文本ꎬ为制度研究构筑扎实的史料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通过挖掘“百官志”、“礼志”的书写理

念ꎬ我们可以窥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制度的思考和认识ꎬ而这正是官制礼仪得以生发、演进的土壤ꎮ
沈约«宋书»的«百官志»«礼志»在中古正史相关志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ꎮ 本文首先梳理中

古“百官志”、“礼志”的编纂情况ꎬ指出演变的关键环节ꎮ 稍后深入剖析«宋书»二志的取材与编纂ꎬ进
而揭示它们在南朝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下形成的特质ꎮ

一、中古正史“百官志”、“礼志”的撰述情况

(一)百官志

班固于«汉书»立«百官公卿表»(以下简称“汉表”)ꎬ官制内容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始获得固定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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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表”分为两部分ꎬ卷上为职官概述ꎬ卷下以表格形式记录西汉一代公卿的迁转ꎮ 东汉国史«东观汉

记»“表”的篇目仿«汉书»而设ꎮ① «史通古今正史»提到桓帝时期崔寔、曹寿等为«东观汉记»作«百
官表»ꎮ② 佚文显示ꎬ此表记述了东汉职官的设置与沿革ꎬ③将其与“汉表”相关部分比较ꎬ可发现两者在

项目安排与撰写方法上颇为相近ꎮ④ «东观汉记百官表»整卷很可能都是以“汉表”为模板编制的ꎬ同
样包括官制述要与公卿迁转表两部分ꎮ

不过此后ꎬ“百官表”迅速淡出ꎬ“百官志”开始显现ꎮ 孙吴治下谢承撰写的«后汉书»是«东观汉记»
后第一部东汉王朝史ꎮ⑤ «史通书志»明确指出该书设有题为“百官”的志书ꎮ⑥ 西晋司马彪叙述东汉

史ꎬ继续使用“百官志”来讲述职官制度ꎮ «续汉书百官志»与“百官表”区别明显:记录官员名字、迁
转的表格不复存在ꎬ通篇以职官沿革、员额、职掌为内容ꎮ 晚些问世的诸家“后汉书”、“晋书”以及南北

朝正史在专论一代制度时ꎬ全都沿袭“百官志”的形式ꎬ⑦唯何法盛«晋中兴书»例外ꎮ
«晋中兴书»设«百官公卿注»ꎬ该篇在隋唐类书里又被引作“百官公卿表注”、“百官公卿志”ꎮ «史

通表历»论“表”的变迁ꎬ谓:“至法盛书载中兴ꎬ改‘表’为‘注’ꎬ名目虽巧ꎬ芜累亦多ꎮ”⑧由此可知ꎬ
«晋中兴书»采用了“表”这一书体ꎬ只是改称“注”ꎮ 何法盛选择遵从«汉书»«东观汉记»两书为公卿立

表的做法ꎬ«百官公卿注»中当安排有百官迁转的表格ꎮ
“百官志”取代“百官表”ꎬ是正史官制记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ꎮ 根据以上梳理ꎬ转折发生在汉

魏之际ꎮ 它的背景是什么?
首先应注意的是ꎬ“表”这一书体在魏晋以来的正史中遭到取消ꎮ 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纪传体史

书ꎬ如司马彪«续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等ꎬ均未安排史表ꎮ «晋中兴书»是
唯一一部有明确材料可供说明的设表的史著ꎮ 因为表的整体缺席ꎬ“百官表”失去了存在的依凭ꎮ

“百官志”能够取而代之ꎬ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汉末制度之学兴起以后ꎬ职官制度在知识界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ꎮ⑨ “百官表”的重心是官场中的人事变动ꎮ 虽然«汉书»«东观汉记»的«百官公卿表»都有对官制

的记述ꎬ但毕竟只是表格的附庸ꎬ内容也比较简略ꎮ 例如ꎬ“汉表”关于职掌、沿革的介绍ꎬ基本上限于三公

九卿及郡县首长ꎮ 各府属官等更低级官吏员额、置废、职任的情况无法由此获知ꎮ 东汉后期以来ꎬ随着胡

广、应劭等学者的倡导与实践ꎬ知识群体对官制的关注程度、认知深度得到巨大提升ꎮ 这种风气下ꎬ史书

编纂者的焦点也发生了转移ꎮ «隋书经籍志»史部职官篇的小序早已揭示两者间的关联:

今«汉书百官表»列众职之事ꎬ记在位之次ꎬ盖亦古之制也ꎮ 汉末ꎬ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
不具ꎬ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ꎮ 是后相因ꎬ正史表志ꎬ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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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将“百官志”的出现归因于汉末制度之学的认识ꎬ可称精准ꎮ 自汉魏之际谢承纂修«后汉书»开始ꎬ
史家对官制本身的注重大胜以往ꎬ专记制度的“百官志”由此创立ꎮ 这种新型志书登场后ꎬ正史包含的

官制信息随之充实起来ꎮ
这段时期ꎬ“百官志”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值得留意的动向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九卿”在叙述编排中的

位移ꎮ 我们知道ꎬ“三公九卿”不仅是儒家经典中的上古圣王之制ꎬ两汉也以此作为中央官制的基本架

构ꎮ “汉表”、«续汉书百官志»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ꎬ关于九卿的记述紧接在诸公之后ꎮ 世入魏晋南

朝ꎬ九卿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大幅走低ꎬ卫尉、太仆等职还一度遭到废弃ꎮ① 另一方面ꎬ尚书、门下、中
书、秘书等机构成为新的朝政核心ꎬ各省长官在官品位阶上也已超过诸卿ꎮ 有意思的是ꎬ撰成于南朝后

期的«宋书»«南齐书»二书ꎬ在“百官志”中依然将“九卿”部分安排在仅次于诸公、诸将军的位置ꎮ 关于

尚书、门下、中书、秘书的部分尽管篇幅更大、内容更精细ꎬ却只能屈居于后ꎮ 该现象说明ꎬ“三公九卿”
这一组合在南朝学者的观念里仍具影响ꎬ“汉表”以来形成的记述顺序被坚持采用ꎮ “百官志”与政治实

态的脱节ꎬ至隋唐修史才被克服ꎮ «隋书百官志»介绍萧梁职官ꎬ三公之下便是尚书、门下诸省ꎬ诸卿

排在御史台、谒者台之后ꎮ② 唐修«晋书»的«职官志»也以相似顺序展开叙述ꎮ 该志在材料上大量吸收

了旧晋史的成果ꎬ但诸卿、诸省的位置一定出自初唐史官的重新安放ꎮ
(二)礼志

对礼制的专门记述ꎬ在«史记»中已经存在ꎮ «礼书»论礼的兴衰ꎬ«封禅书»则述三代以来人君奉天

地鬼神之事ꎮ «汉书»的«礼乐志»«郊祀志»继承了这种分野ꎮ 蔡邕为东汉国史编纂“十志”ꎬ«礼乐志»
«郊祀志»之设乃沿袭旧例ꎬ新创制的«车服志»«朝会志»专论舆服、朝会方面的仪制ꎮ 关于«东观汉记»
以后正史中礼仪类志书的设置情况ꎬ我们以表格形式列出其中有明确依据的部分:③

书 志 依据

谢承«后汉书» «舆服志» «史通书志»④

司马彪«续汉书» «礼仪志»«祭祀志»«舆服志» 今存

范晔«后汉书» 计划撰写«礼乐志»«舆服志»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⑤

臧荣绪«晋书» «礼志»«郊祀志»«舆服志»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臧荣绪«晋书»”条⑥

唐修«晋书» «礼志»«舆服志» 今存

沈约«宋书»⑦ «礼志» 今存

南齐国史 «礼乐志»«郊祀志»«舆服志» «南齐书文学檀超传»⑧

萧子显«南齐书» «礼志»«舆服志» 今存

魏收«魏书» «礼志» 今存

“五代史志” «礼仪志» 今存

　 　 能判明志书篇目的正史虽然不多ꎬ但以上梳理已足以反映“礼志”编纂在汉唐间的若干趋势ꎮ 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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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有两点ꎬ一是“舆服志”的出现ꎬ二是“郊祀志”的消失ꎮ
先看前者ꎮ 关注和思考“轮騑冠章”ꎬ是东汉后期兴起的制度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①“舆服志”因

而得以在汉魏之际走入纪传体史书ꎮ “舆服志”此后成为中古正史的固定篇目ꎮ «宋书»«魏书»及“五
代史志”虽无“舆服志”之名ꎬ但在其«礼志»或«礼仪志»中均辟有独立篇幅讨论车服制度ꎮ

“郊祀志”于齐梁之际退出正史ꎮ 齐初议定体例、后由江淹等撰成的南齐国史ꎬ尚有«郊祀志»之设ꎮ
沈约«宋书»诸志完成于齐末梁初ꎬ②“郊祀志”这一篇目遭到取消ꎮ 沈氏在«志序»中批评了前代史家在

“礼仪志”之外另设“郊祀志”、“舆服志”的做法:“班固«礼乐» «郊祀»ꎬ马彪«祭祀» «礼仪»ꎬ蔡邕«朝
会»ꎬ董巴«舆服»ꎬ并各立志ꎮ 夫礼之所苞ꎬ其用非一ꎬ郊祭朝飨ꎬ匪云别事ꎬ旗章服物ꎬ非礼而何? 今总

而裁之ꎬ同谓«礼志»ꎮ”③不过ꎬ细审«宋书礼志»的内容可以发现ꎬ沈约在编排上仍未彻底摆脱“礼仪”
与“祭祀”并立的传统ꎬ«礼志三» «礼志四»实为“郊祀志”的延续ꎮ «礼志三»卷首序言对此有清楚的

说明:

司马迁著«封禅书»ꎬ班固备«郊祀志»ꎬ上纪皇王正祀ꎬ下录郡国百神ꎮ 司马彪又著«祭祀志»
以续终汉ꎮ 中兴以后ꎬ其旧制诞章ꎬ粲然弘备ꎮ 自兹以降ꎬ又有异同ꎮ 故复撰次云尔ꎮ④

«宋书»是这场转变中的过渡环节ꎮ 梁代萧子显则完全摈弃了以是否属于神祀为标准将国家礼制区别

为“礼仪”、“祭祀”的二分法ꎮ «南齐书礼志»内部ꎬ用«周礼»“五礼”对礼制进行归类ꎬ复按照吉、嘉、
宾、军、凶的顺序记述萧齐一朝的礼仪ꎮ 以往安置在“郊祀志”的内容ꎬ主要被纳入了吉礼的部分ꎮ 此后

出现的魏收«魏书»、“五代史志”、唐修«晋书»等ꎬ均为这一新型编排方式的继承者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进程ꎬ是“郊祀志”消失的根本原因ꎮ 魏晋以降ꎬ«周礼»之学繁荣

昌盛ꎬ«周礼»在制度建设中的角色也日益重要ꎮ 具体到礼制方面ꎬ«周礼»“五礼”的体系逐渐成为王朝

治礼的框架ꎬ学者亦开始将其作为认知各类礼仪的基点ꎮ⑤ 这一倾向在齐梁之际达到顶峰ꎬ最显著的表

现是齐武帝永明二年(４８４)开始ꎬ在尚书令王俭的主持下ꎬ新设职局ꎬ采集古今ꎬ修纂以吉、凶、宾、军、嘉
为纲的王朝礼典ꎮ⑥ 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举动ꎬ«南齐书礼志»卷首序言特别强调了该事件ꎬ从中可以

看出它对该志礼制叙述产生的影响ꎮ 汉魏以来正史书志“礼仪”、“祭祀”并立的做法ꎬ已不再符合南朝

中后期史家对王朝礼制的认识ꎮ 于是我们看到ꎬ以萧子显为代表的学者ꎬ用«周礼»“五礼”的结构改造

了纪传体史书的礼制书写ꎮ⑦

在篇目的兴废之外ꎬ“礼仪志”内容的变化也不应忽视ꎮ 比如对读«汉书礼乐志»与司马彪«续汉书

礼仪志»ꎬ可以发现两志差异巨大ꎮ 前者以时代为序ꎬ介绍诸帝治下与礼制建设相关的代表性事件ꎻ后者

则将各类礼制放在«礼记月令»的四时框架中阐述ꎬ内容以礼仪开展的具体程序为主ꎮ «续汉书礼仪

志»祖自蔡邕为东汉国史所撰«礼乐志»ꎬ⑧也就是说ꎬ“续汉志”的特点实际上与蔡邕关系颇深ꎮ 蔡邕是汉

末制度之学的代表人物ꎬ从该时期涌现的«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等制度著作以及蔡氏自己的«独断»可
以看出ꎬ这些学者对官制礼仪的运作细节抱有强烈的关注ꎮ «东观汉记礼仪志»的记载重心转向仪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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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ꎬ当受到这一学术风气的影响ꎮ 至于«礼记月令»被用作组织叙述的框架ꎬ固然与“月令”在东汉政治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ꎬ①更直接的原因在于蔡邕自己就是«月令»的专家ꎮ② 对«礼记月令»的看重ꎬ促
使蔡氏将各类礼仪安排在合乎“月令”精神的时序当中ꎮ «续汉书»之后的“礼仪志”ꎬ在展开论述时并不坚

持以“月令”为纲ꎬ但沿袭了将仪节或者围绕仪节的讨论作为内容主体的做法ꎮ

二、«宋书»“礼志”、“百官志”的取材

在中古的制度类志书中ꎬ沈约«宋书»的«礼志»«百官志»尤其重要ꎮ 上文展示了它在篇目演进史

上的地位ꎬ除此以外ꎬ二志还因史实丰富备受青睐ꎮ③

接下来就从材料来源的角度考察«宋书»二志的编纂ꎮ 首先需要了解ꎬ选材工作出自沈约还是另有

现成基础?
我们知道ꎬ今本«宋书»大幅吸收了何承天、徐爰所撰刘宋国史的成果ꎮ 志书也不例外ꎬ在«志序»

中ꎬ沈约交代了“八志”与何承天“宋志十五篇”的密切关系:

元嘉中ꎬ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ꎬ其志十五篇ꎬ以续马彪«汉志»ꎬ其证引该博者ꎬ即而因之ꎬ
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ꎮ 其有漏阙ꎬ及何氏后事ꎬ备加搜采ꎬ随就补缀焉ꎮ④

由引文可知ꎬ何承天的志书将接续司马彪“续汉志”作为目标ꎮ 易言之ꎬ从曹魏到当前刘宋文帝时期的

律历、天文、礼乐、职官等方面的情况ꎬ都属于何承天记录的对象ꎮ 沈约诸志不以刘宋为限ꎬ叙事起自黄

初之始ꎬ正是受到何氏的影响ꎮ 在“宋志十五篇”的基础上ꎬ沈约开展了两项比较具有原创性的工作ꎬ一
是为何承天已撰成部分查漏补缺ꎬ二是缀续元嘉后期至宋末的史事ꎮ 后者很容易判定ꎬ而要从«宋书»
“八志”对宋文帝以前历史的叙述中找出何承天、沈约各自的贡献ꎬ绝非易事ꎮ 我们以«礼志»关于曹魏

元会的记载为例稍作说明:

魏国初建ꎬ事多兼阙ꎬ故黄初三年(２２２)ꎬ始奉璧朝贺ꎮ 何承天云ꎬ魏元会仪无存者ꎮ 案何桢

«许都赋»曰:“”王沈«正会赋»又曰:“”此则大飨悉在城外ꎬ不在宫内也ꎮ 臣案魏司空王

朗奏事曰:“”如此ꎬ则不在城外也ꎮ⑤

据“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之语ꎬ何氏的“礼仪志”由于材料缺乏而对曹魏元会着墨不多ꎮ “案”字
以下属于沈约的补充ꎬ他搜集了何桢«许都赋»、王沈«正会赋»及王朗奏事中的相关材料并加以考释ꎮ
此处因为有明确的提示ꎬ我们能够分辨何承天与沈约的劳动ꎮ

然而ꎬ像“案”、“何承天曰”这样的标记并不常见ꎬ多数情况下已无法对何、沈的成果进行区分ꎮ 下

文具体讨论«礼志»«百官志»的取材ꎬ在此过程中必须怀有的一项认识就是ꎬ两志关于宋文帝以前制度

的资料ꎬ部分出自何承天的搜集与整理ꎮ
(一)礼志一至礼志四

为便于讨论ꎬ我们把«宋书礼志»五卷分为两个部分ꎬ专记舆服制度的«礼志五»稍后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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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制度书写的首要资源自然是朝廷制定的法则与章程ꎮ 在礼制方面ꎬ王朝以仪注作为活动开展

的规范ꎮ «宋书礼志»即大量援引仪注来说明魏晋以来的礼制状况ꎮ 明确点出来源的就有晋武帝皇

后先蚕仪注、晋咸宁元会仪注、晋穆帝纳皇后何氏仪注、晋孝武帝纳皇后王氏仪注、宋文帝藉田仪注、宋
文帝大蒐仪注、宋文帝太子监国仪注等多种ꎮ 还有不少段落虽未明言所出ꎬ但内容为仪式的详细程序ꎬ
亦可判定为仪注的转抄ꎮ 如«礼志一»“殷祀”条:

殷祠ꎬ皇帝散斋七日ꎬ致斋三日ꎮ 百官清者亦如之ꎮ 上水一刻ꎬ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ꎬ升金

根车ꎬ到庙北门讫ꎮ 凡禘祫大祭ꎬ则神主悉出庙堂ꎬ为昭穆以安坐ꎬ不复停室也ꎮ (第 ３４９ 页)

引文具体介绍了宗庙褅袷礼仪中皇帝、百官在穿着、站位、行进路线等方面的要求ꎮ 如此富含细节的规

则当取自仪注无疑ꎮ 不过ꎬ«礼志»没有交代这项仪注制定及施用的时期ꎮ 后世的制度著作ꎬ如杜佑«通
典»ꎬ笼统地将此条作为刘宋的仪节ꎮ① 根据文中皇帝所乘乃金根车这一点ꎬ结合孝武帝大明四年

(４６０)改以玉辂祀郊庙的史实(第 ５２３—５２４ 页)ꎬ该仪注可以被判定为刘宋中期以前的制度ꎮ 另外ꎬ“皇
太子及蕃王冠”、“纳后”、“临轩”、“读时令”、“南郊”、“殷祠”、“社稷”、“合朔”、“释奠”、“明堂”等条目

并未过多言及这些礼制在东晋、刘宋的开展方式ꎬ而是以“官有其注”一笔带过ꎮ 该现象显示ꎬ沈约为

«礼志»编修搜集材料时ꎬ曾对现存的仪注类文献进行过充分的检阅ꎮ
君臣之间围绕礼制的讨论亦在«礼志»中占有极大分量ꎮ 我们知道ꎬ自西晋开始ꎬ以行政文书为基

础编辑的“起居注”ꎬ成为了国史的重要素材ꎮ② «礼志»收录的晋宋两朝的诏敕表奏ꎬ就主要来自起居

注ꎮ 这一取材方式ꎬ在文献中留有证据ꎮ 比如ꎬ«初学记礼部»引«宋起居注»曰:“今太庙、太极ꎬ既以

随时ꎬ明堂之制ꎬ国学之南ꎬ地实京邑ꎬ爽垲平畅ꎬ足以营建ꎮ”③«宋书礼志» “明堂”条所载大明五年

(４６１)“有司”的奏议里有几乎一致的文句:“国学之南ꎬ地实丙巳ꎬ爽垲平畅ꎬ足以营建ꎮ”(第 ４３４ 页)可
以推测ꎬ«礼志»与«初学记»抄撮的是«宋起居注»中同一篇关于明堂设置的公文ꎮ «礼志»另有对东晋

穆帝时期王彪之议合朔问题的记载:“至永和中ꎬ殷浩辅政ꎬ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ꎮ 王彪之据咸宁、建元

故事ꎬ又曰:‘«礼»云ꎬ诸侯旅见天子ꎬ不得终礼而废者四ꎬ自谓卒暴有之ꎬ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

缪错ꎬ故不豫废朝礼也ꎮ’于是又从彪之ꎬ相承至今ꎮ”(第 ３５３ 页)«太平御览时序部元日»所引«晋
起居注»是对同一事件的记录ꎬ且更为详瞻ꎮ④ «礼志»这段文字应是基于«晋起居注»的缩编ꎮ

三国时代不存在撰述起居注的制度ꎬ«礼志»中魏、蜀、吴君臣的公文答对ꎬ当主要取自旧史ꎮ 从遗

留的痕迹看ꎬ东晋人孙盛所著编年体三国史«魏氏春秋»是«宋书»作者十分倚重的材料ꎮ 关于曹魏明帝

时期的宗庙制度ꎬ«礼志»云:

至景初元年(２３７)六月ꎬ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ꎬ曰:“”孙盛«魏氏春秋»曰:“夫谥以

表行ꎬ庙以存容ꎬ皆于既殁然后著焉ꎮ 魏之群司ꎬ于是乎失正矣ꎮ”(第 ４４４ 页)

此处“群公有司”的奏议内容较«三国志明帝纪»所记更为周全ꎮ⑤ 引文末尾是孙盛关于奏议的批判ꎬ
说明«魏氏春秋»原文就有对该事件的记载ꎮ 可以推知ꎬ以上整段文字均来自«魏氏春秋»ꎬ«礼志»在移

植史料的同时ꎬ也将孙盛此处的评论一并吸收ꎮ «晋书孙盛传»载ꎬ孙氏的作品问世后受到很高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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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ꎬ“咸称良史”ꎮ① 学者又根据«三国志»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佚文指出ꎬ忠实地收录长篇诗文是孙盛

著史的一大特点ꎬ陈琳撰写的檄曹操文、刘表遗袁谭书、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曹冏论封建的上疏等长文都

是依靠«魏氏春秋»才得以完整保留ꎮ② 或许正是这些优点ꎬ让«宋书»将孙盛著作列为重要的取材

对象ꎮ
«礼志»对孙盛著作的重视ꎬ还体现在«晋阳秋»的引用上ꎮ 东晋太兴三年(３２０)ꎬ元帝与群臣就庙

祭之礼展开讨论ꎬ«礼志»记此事曰:

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乙卯ꎬ诏曰:“吾虽上继世祖ꎬ然于怀、愍皇帝ꎬ皆北面称臣ꎮ 今祠太庙ꎬ不
亲执觞酌ꎬ而令有司行事ꎬ于情礼不安ꎮ 可依礼更处ꎮ”孙盛«晋春秋»曰:“«阳秋传»云‘臣子

一例也’ꎮ 虽继君位ꎬ不以后尊ꎬ降废前敬ꎮ 昔鲁僖上嗣庄公ꎬ以友于长幼而升之ꎬ为逆ꎮ 准之古

义ꎬ明诏是也ꎮ”(第 ４４９—４５０ 页)

引文中包含«晋阳秋»对该事件的议论ꎬ按照上文的推导办法ꎬ我们认为整段文字均采自孙盛的著作ꎮ
又ꎬ«礼志一»“正朔服色”条、«礼志二»“丧服”条以“孙盛曰”的形式引用了孙氏的评议ꎬ他针对的都是

晋代推出的礼制措施(第 ３３３、３９９ 页)ꎮ 这两次事件的记载与孙盛的史论一起ꎬ都应当源出«晋阳秋»ꎮ
在«礼志»编纂者那里ꎬ«晋阳秋»发挥了补充起居注的作用ꎮ

为«礼志»提供素材的史著ꎬ还可以举出习凿齿的«汉晋初秋»ꎮ «礼志二»“丧服”条载:

晋文帝之崩也ꎬ羊祜谓傅玄曰:“”玄曰:“”祜曰:“”玄曰:“”习凿齿曰:“傅

玄知无君臣之伤教ꎬ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ꎬ岂不蔽哉”(第 ３９２ 页)

引文的主体是羊祜与傅玄关于晋武帝是否应行三年之丧的问答ꎮ 从末尾习凿齿对傅玄观点的批评来

看ꎬ羊、傅二人的讨论是«汉晋春秋»中既已存在的记载ꎮ 正是借助«汉晋初秋»这一媒介ꎬ«礼志»才得

以收录这场官员间的私下对话ꎮ
仪注与礼议是«礼志»的主体ꎬ以上根据遗留的线索ꎬ就史料来源进行了尽可能的探讨ꎮ 此外ꎬ沈约

在文中多次针对具体仪节提出自己的考释ꎬ该部分的取材对象更为丰富ꎮ “三礼”等经典以及郑玄的注

释自然常被引用ꎮ 沈约也大量参考了前代学者的礼制专书或涉及礼制的著作ꎬ如卫宏«汉旧仪»、何桢

«冠仪约制»、挚虞«决疑注»、虞喜«志林»等ꎮ «礼志»还从文赋中搜集可用于说明礼制的材料ꎬ包括张

衡«南都赋»、张超“与陈公笺”、刘桢«鲁都赋»、何桢«许都赋»、王沈«正会赋»、王俊«表德论»、傅玄«元
会赋»等ꎮ

(二)礼志五

«礼志五»实为“舆服志”ꎬ由两个部分构成:车服的制度规定和围绕车服制度的重要事件ꎮ
本卷卷首序言回顾以往出现的舆服文献ꎬ举出了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西晋颁布的«服制令»

以及徐广«车服注»(第 ４９３ 页)ꎮ 此三书正是前一部分的重点取材对象ꎮ 稍微对比«续汉书舆服志»
与«礼志五»标明“汉制”的文字ꎬ即可看出编纂者对司马彪书的大量吸收ꎮ 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冠以“汉
制”ꎬ但通过查证ꎬ亦可将源头上溯至“续汉志”ꎮ 比如“进贤冠”条曰:“进贤冠ꎬ前高七寸ꎬ后高三寸ꎬ长
八寸ꎬ梁数随贵贱ꎮ 古之缁布冠也ꎬ文儒者之所服ꎮ”(第 ５０３ 页)司马彪«舆服志»载:“进贤冠ꎬ古缁布冠

也ꎬ文儒者之服也ꎮ 前高七寸ꎬ后高三寸ꎬ长八寸ꎮ 公侯三梁ꎬ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ꎬ自博士以下至

１４

黄桢　 «宋书»“百官志”、“礼志”的编纂及特质

①
②

«晋书»卷 ８２«孙盛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版ꎬ第 ２１４８ 页ꎮ
乔志忠:«孙盛史学发微»ꎬ«史学史研究»ꎬ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ꎬ第 ３２ － ４０ 页ꎮ



小史私学弟子ꎬ皆一梁ꎮ”①可见ꎬ«礼志五»此条是根据“续汉志”进行的改写ꎮ 这里不再特意标示“汉
制”ꎬ说明进贤冠的形制一直得到延续ꎮ

关于«礼志五»以«服制令»为素材的问题ꎬ小林聪已有专门的研究ꎮ 在服制部分ꎬ巨大的篇幅被用

于讲述皇太子、诸王、三公直至黄门鼓吹等小吏的印绶、冠服ꎬ这段内容实际摘取自西晋«服制令»ꎮ②

«车服注»是徐广在东晋末年葺理车服制度过程中留下的著作ꎬ书中对历代君臣舆服进行过考释ꎮ③

在«礼志»中可以数次见到沈约对该书的称引ꎮ 不过ꎬ沈氏对徐广说法的援用并未一一标明ꎮ 比如“轻
车”条云:“轻车ꎬ古之战车也ꎮ 轮舆洞朱ꎬ不巾不盖ꎬ建矛戟幢麾ꎬ置弩于轼上ꎬ驾二ꎮ 射声校尉司马吏

士载ꎬ以次属车ꎮ”(第 ５１９ 页)«续汉书舆服志»载:“轻车ꎬ古之战车也ꎮ 洞朱轮舆ꎬ不巾不盖ꎬ建矛戟

幢麾ꎬ輻車辄弩服ꎮ 藏在武库ꎮ 大驾、法驾出ꎬ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ꎬ以次属车ꎬ在卤簿中ꎮ”刘昭于“輻車辄

弩服”下注引“徐广曰”:“置弩于轼上ꎬ驾两马也ꎮ”④可见«宋书礼志»在此句处选择了遵从徐广的说

法ꎮ 因«车服注»佚文有限ꎬ我们难以估计该书所提供的材料的分量ꎬ但可以肯定的是ꎬ该书对«宋书
礼志»的影响比目前确知的还要大很多ꎮ

«礼志五»第一部分很少专门提及刘宋的情况ꎬ第二部分则主要由刘宋君臣关于舆服的诏敕表奏构

成ꎮ 这批材料当通过查阅起居注得来ꎮ 比如«礼志»载ꎬ宋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ꎬ建安王休仁参议认为皇

太子车驾“宜降天子二等ꎬ骖驾四马ꎬ乘象辂” (第 ５２４—５２５ 页)ꎮ «隋书礼仪志»也引用了同一篇奏

议ꎬ但出处标为“宋起居注”ꎬ⑤这也正是«宋书»此段文字的来源ꎮ «礼志»又记有同年宋明帝关于车服

制度改革的诏书ꎬ由此确立了大冕、法冕、绣冕等构成的五冕体系ꎬ并且区分了五辂五冕适用的场合(第
５２５ 页)ꎮ 而«南齐书舆服志»云:“宋明帝泰始四年ꎬ更制五辂ꎬ议修五冕ꎬ朝会飨猎ꎬ各有所服ꎬ事见

宋注ꎮ”⑥“宋注”即«宋起居注»ꎬ说明该事件在起居注中有详细的记载ꎬ«礼志»同样取材于此ꎮ
除了上文整理的主要取材对象ꎬ沈约亦广泛搜罗资料进行扩充ꎮ 数次被引用的“徐爰曰”的内容当

出自徐爰为刘宋国史所撰“舆服志”ꎮ «晋令»«晋先蚕仪注»是先代的制度规定ꎮ «宋志»同样吸收了应

劭«汉官»、董巴«舆服志»、挚虞«决疑注»、傅畅«晋公卿礼秩故事»等制度专著的成果ꎮ 傅玄«傅子»、虞
喜«志林»涉及舆服的部分也被参考ꎮ «礼志»对张衡«东京赋»及其薛综注的利用ꎬ更彰显了沈约开阔

的视野ꎮ
(三)百官志

«宋书志序»云:“百官置省ꎬ备有前说ꎬ寻源讨流ꎬ于事为易ꎮ”⑦由是可知ꎬ前人在官制方面的研

究已十分丰富ꎬ沈约据此较为轻松地完成了«百官志»的编纂ꎮ 稍晚撰成的«南齐书»在其«百官志»卷
首序言中ꎬ罗列了各代官制领域的代表性文献ꎬ包括«周礼» «汉书百官公卿表» «续汉书百官志»
«晋令»«齐职仪»等ꎮ⑧ 这份书单反映了齐梁时期学者了解职官历史的门径ꎮ

«周礼»至«晋令»ꎬ很可能也是«宋书百官志»宋以前官制记述的主要取材对象ꎮ 沈约在文中有

时会标示资料的出处ꎬ可以证明序言举出的«周礼»«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以及应劭

«汉官»、鱼豢«中外官»等著述确曾被参考、引用ꎮ 除此之外ꎬ«宋书»还搜集经注类、文赋类的材料进行

补充ꎬ既包括郑玄的«周礼注»、王肃的«尚书注»ꎬ亦吸收了刘向“与子歆书”、皇甫规“与张奂书”、枣据

«追远诗»的相关内容ꎮ

２４

黄桢　 «宋书»“百官志”、“礼志”的编纂及特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续汉书舆服志»ꎬ«后汉书»ꎬ第 ３６６６ 页ꎮ
小林聪:«六朝時代の印綬冠服規定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ꎬ«史淵»ꎬ第 １３０ 号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７７ － １２０ 页ꎮ
黄桢:«书籍的政治史———以‹晋公卿礼秩故事›‹晋百官表注›为中心»ꎬ«中华文史论丛»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第 ７９

－ ９８ 页ꎮ
«续汉书舆服志»ꎬ第 ３６５０ 页ꎮ
«隋书»卷 １０«礼仪志五»ꎬ第 ２０６ 页ꎮ 原文标点有误ꎬ应参照«宋书»修正ꎮ
«南齐书»卷 １７«舆服志»ꎬ第 ３４０ 页ꎮ
«宋书»卷 １１«志序»ꎬ第 ２０５ 页ꎮ
«南齐书»卷 １６«百官志»ꎬ第 ３１１ 页ꎮ



尽管汉晋间的制度沿革占据较大篇幅ꎬ但«宋书百官志»的框架、条目毕竟是以宋制为据设立的ꎬ
诸官在刘宋的品秩、员额、废置等情况也常被言及ꎮ 不过这部分的材料来源ꎬ在志中没有留下线索ꎮ 如

果可以稍作猜测的话ꎬ除了宋廷颁布的品式章程ꎬ«南齐书百官志»提到的由范晔、荀钦明、虞通之、刘
寅等人编纂的刘宋«选簿»、«百官阶次»应是沈约重点关注的对象ꎬ宋齐之际出现的通代性官制著作«百
官春秋»«齐职仪»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料库ꎮ①

三、«宋书»“百官志”、“礼志”的特质

上节的考述已给人留下«宋书»“百官志”、“礼志”取材广泛的印象ꎬ这正是两志在编纂上的第一项

特质ꎮ 梁代阮孝绪在其«七录»中建立的图书分类法ꎬ②是南朝学者对书籍文献与知识领域的一种划分

方式ꎬ我们以此进一步展示«宋书»二志的取材规模ꎮ «七录»的第二大类名为“记传录”ꎬ相当于«隋书

经籍志»的“史部”ꎬ其下包含十二个子目ꎮ «礼志» «百官志»的主体材料就来自“记传”类中“国史

部”、“注历部”等多个子目的书籍:

国史部
如班固«汉书»、司马彪«续汉书»、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孙盛«晋阳秋»、习凿

齿«汉晋春秋»
注历部 如«晋起居注»«宋起居注»
职官部 如应劭«汉官»、傅畅«晋公卿礼秩故事»
仪典部 如卫宏«汉旧仪»、董巴«舆服志»、«晋先蚕仪注»、挚虞«决疑注»、徐广«车服注»
法制部 如«晋令»

此外ꎬ两志援引的«尚书»«周礼»等经典以及后人的注释ꎬ属于«七录»的“经典录”ꎮ 傅玄«傅子»、
虞喜«志林»乃“今诸子”ꎬ③«七录»将其列入“子兵录”ꎮ 被大量利用的汉晋间诗赋材料是出自“文集

录”的文献ꎮ 也就是说ꎬ«礼志»«百官志»作者搜集材料的范围ꎬ绝不局限于史传ꎬ而是囊括了«七录»分
类体系下除“技术录”、“佛录”、“道录”以外的所有图籍ꎮ

与早前成书的«续汉书»相关志书比较ꎬ可以凸显«宋书»二志的这一特色ꎮ «续汉书百官志»的
撰写体例是:源自东汉“官簿”的“正文”叙述职官及其官属的名称、员额与秩级ꎬ西晋司马彪所作“注
文”叙述职官的职掌与沿革ꎮ④ 该志的取材对象当为官府档案以及与官制有关的法令规章、国史旧文ꎮ
«礼仪志»的主题为祭祀以外诸礼的施行仪节ꎬ材料的源头是东汉的仪注ꎬ«宋书礼志一»的序言已有

说明:“司马彪集后汉众注ꎬ以为«礼仪志»ꎮ”(第 ３２７ 页)«祭祀志»介绍封禅、郊庙、明堂、社稷等礼制ꎬ
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时间、神位、牲器、用乐等行礼仪节ꎻ二是君臣的相关讨论ꎻ三是历代行礼实

录ꎮ⑤ 第一类的史源同样为汉廷制定的仪注ꎬ后两类当主要采自东汉一代持续编修的国史ꎮ «舆服志»
的取材对象稍广ꎬ除了制度章程ꎬ如卤簿、明帝颁布的冕服规定等ꎬ学者的研究也被吸收ꎬ多次引用的

“胡广说曰”即为例证ꎮ⑥ 总的来看ꎬ«续汉书»诸志的材料来源比较单一ꎬ如果按照«七录»的书籍分类ꎬ
其选材对象仅限于“记传录”ꎮ

正史制度书写取材范围在西晋南朝间的变化ꎬ首先反映的是史家视野的拓展ꎮ 在«宋书»作者那

里ꎬ建立针对职官礼制的论述ꎬ不再满足于从仪注、律令与旧史中抄录材料ꎮ 无论是经注、诸子还是诗

赋ꎬ只要有涉及制度的内容ꎬ都被纳入了查考的范围ꎮ 于是我们看到ꎬ«傅子»«志林»的相关论说被采掘

而出ꎬ张衡«东京赋»可用于解说“充庭之制”ꎬ枣据«追远诗»被当作阐释刺史循行的材料ꎬ王俊«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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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则成为魏末碑禁的证据ꎮ 当然ꎬ这种对史料丰富性的追求ꎬ不是«宋书礼志»«百官志»编纂过程中

的特有现象ꎮ 广泛搜集素材、充分占有史实ꎬ是南朝史学领域的整体倾向ꎮ① 它的形成ꎬ受到当时学术

氛围的滋养ꎮ 南朝堪称“知识至上”的时代ꎬ“博学多识”被大力推崇ꎬ②«颜氏家训»所谓“夫学者贵能博

闻也ꎬ郡国山川ꎬ官位姓族ꎬ衣服饮食ꎬ器皿制度ꎬ皆欲根寻ꎬ得其原本”即士人群体学术态度的写照ꎮ③

沈约自己就是这股学风的代表人物ꎮ 沈氏曾自述“少好百家之言ꎬ身为四代之史”ꎮ④ «梁书沈约传»
云“好坟籍ꎬ聚书至二万卷ꎬ京师莫比”ꎬ又称其“该悉旧章ꎬ博物洽闻ꎬ当世取则”ꎮ⑤ 另外ꎬ«南齐书崔

慰祖传»«梁书刘显传»都有沈约策问后辈学者经史故实的记载ꎬ⑥这类事迹说明他在博学上的造诣

得到了知识阶层的推重ꎮ 正是经沈约之手ꎬ南朝贵博尚通的学术特点被注入制度撰述ꎬ正史的相关志书

因此呈现出材料多元、内容丰富的面貌ꎮ
众多涉及官制礼仪的书籍的存在ꎬ是沈约得以广泛取材的条件ꎮ 汉魏以降ꎬ史书数量激增ꎬ纪传体、

编年体著述大量问世ꎮ⑦ 晋宋官方对修史制度的整备ꎬ使国史、起居注的编纂得以稳定运作ꎮ⑧ 至沈约

撰«宋书»时ꎬ关于汉宋间历史的记录已有可观的蓄积ꎬ为其搜检官制礼仪类的事迹、诏奏提供了深厚的

基础ꎮ 沈氏利用的史著ꎬ可以确认的就有«魏略»«魏氏春秋»«晋阳秋» «汉晋春秋» «晋起居注» «宋起

居注»等多种ꎮ 更重要的是ꎬ制度之学在汉末兴起以后ꎬ专门记述职官、礼仪、舆服的著作呈喷涌之势ꎮ
据«隋书经籍志»载ꎬ三国至刘宋时期出现的制度撰述多达二十余部ꎮ⑨ 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丙部”
中有与“史记”并列的“旧事”、“簿”、“杂事”ꎬ«七录»设立 “职官部”、“仪典部”ꎬ来自书目分类的重视

亦可说明制度书写的繁荣ꎮ 该学术领域的积淀ꎬ极大地方便了«宋书»相关志书的采编ꎬ用沈约自己的

说法就是“备有前说ꎬ寻源讨流ꎬ于事为易”ꎮ 对比东汉中期学者面临的“藏于几阁ꎬ无记录者”的窘

况ꎬ可谓天翻地覆ꎮ
另外ꎬ从沈约引述材料的方式可以看出制度文献在南朝社会广泛流通ꎮ 上文已经提到ꎬ«礼志»“皇

太子及蕃王冠”、“纳后”、“临轩”、“南郊”、“社稷”、“合朔”、“释奠”、“明堂”等条目并未详细记载此类

礼制在东晋、刘宋的开展方式ꎬ而是以“官有其注”一笔带过ꎮ «宋书»这项处理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官方

已经制定、颁布了相关仪注ꎬ«礼志»也就不必重复叙述ꎮ 换言之ꎬ晋宋仪注不是藏于宫廷的奇篇秘籍ꎬ
对于与沈约同时代的人来说ꎬ是熟悉、易见的资料ꎮ 前引«南齐书百官志»的序言也可为制度文献的

流通提供例证ꎮ 序言曰:“诸台府郎令史职吏以下ꎬ具见长水校尉王珪之«职仪»ꎮ”查«百官志»内文ꎬ
“诸台府郎令史职吏以下”的官职确实罕见述及ꎮ «齐职仪»曾于永明九年(４９１)上呈ꎬ入藏秘阁ꎬ但从

萧子显之语可知ꎬ该书在齐梁社会亦曾广泛传阅ꎬ低级职官的情况已由其阐明ꎬ«南齐书»便可不再赘

言ꎮ 处士阮孝绪编纂的«七录»ꎬ虽据秘阁目录有所增补ꎬ但毕竟以士人藏书为根基ꎬ其“职官部”记录的

“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与“仪典部”记录的“八十种、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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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散在民间ꎮ 南朝聚书之风盛行ꎬ①“四境之内ꎬ家有文史”ꎬ②由以上梳理可见ꎬ制度撰述在宫廷以

外的民间藏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ꎮ
«宋书礼志»与«百官志»的第二项特质表现在沈约对制度的讨论与考证上ꎮ 两志当中ꎬ作者常常

打断对于制度历史的描述ꎬ插入自己的判断ꎮ 略举数例ꎮ «礼志一» “元会”条提到放置于殿庭的白

虎樽:

正旦元会ꎬ设白虎樽于殿庭案«礼记»ꎬ知悼子卒ꎬ未葬ꎬ平公饮酒ꎬ师旷、李调侍ꎬ鼓钟ꎮ
至于今ꎬ既毕献ꎬ斯扬觯ꎬ谓之“杜举”ꎮ 白虎樽ꎬ盖杜举之遗式也ꎮ 画为虎ꎬ宜是后代所加ꎬ欲

令言者猛如虎ꎬ无所忌惮也ꎮ (第 ３４５ 页)

引文由两部分构成ꎬ第一句记录相关仪节ꎬ此后沈约以“案”字引出他本人的理解ꎮ 在第二部分中ꎬ沈约

列出«礼记»的材料说明白虎樽的来历ꎬ并推测了“画为虎”的寓意ꎮ «礼志五»叙帽、帢曰:

徐爰曰:“”史臣案晋成帝咸和九年(３３４)制ꎬ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白帢低

帻出入掖门ꎮ 后乃高其屋云ꎮ (第 ５２０ 页)

此处ꎬ沈约在“史臣案”下提供了自己关于士庶日常所著冠的看法ꎮ 同卷车制部分在记录东汉卤簿之

后ꎬ沈约用“案”、“史臣案”的方式探讨了“云罕”、“旄头”、“木牛”等物件(第 ４９９ － ５００ 页)ꎮ 这段文字

在广泛引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作者本人的观点ꎬ内容丰富细致ꎬ是沈约诸考证中篇幅最大者ꎮ
再看几条出自«百官志»的材料ꎮ “博士”条云:“班固云ꎬ秦官ꎮ 史臣案ꎬ六国时往往有博士ꎬ掌通古

今ꎮ”(第 １２２８ 页)这是沈约对前人说法的修正ꎮ 关于太尉府掾属ꎬ志云:“案掾、属二十四人ꎬ自东西曹

凡十二曹ꎬ然则曹各置掾、属一人ꎬ合二十四人也ꎮ”(第 １２２１ 页)案语的目的在于分析掾属人数的内在

缘由ꎬ结论颇为合理ꎮ 还应注意的是ꎬ沈约围绕官制礼仪的考证ꎬ并未都用“案”、“史臣案”一一标明ꎮ
最明显的例子是针对官职名称的解说ꎮ 如“大司马”条云:“司ꎬ主也ꎮ 马ꎬ武也ꎮ”“廷尉”条曰:“凡狱必

质之朝廷ꎬ与众共之之义ꎮ 兵狱同制ꎬ故曰廷尉ꎮ”(第 １２１９、１２３０ 页)此外ꎬ«百官志»在述及光禄勋、少
府、大鸿胪、导官令、尚书仆射、尚书、度支尚书、给事黄门侍郎、长水校尉诸职的段落ꎬ均对其官名含义有

所讨论ꎮ 这类文字同样属于沈约个人的见解ꎮ
在此前问世的«汉书»«续汉书»相关志书中ꎬ我们很难见到相似内容ꎮ 面对制度变迁ꎬ班固、司马彪

的身份近于旁观者ꎬ二人的工作主要限定在史料的搬运与转述ꎮ 沈约却不满足于整理、记录历史现象ꎬ
他频繁地与叙述对象展开对话ꎬ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官制礼仪提供更深刻的解释ꎬ使得«宋书»的«礼
志»«百官志»呈现出浓烈的学术性ꎮ

正史制度书写的这一崭新面貌ꎬ与制度之学的持续进展密切相关ꎮ 撰«汉官解诂»的胡广、撰«独
断»的蔡邕、撰«汉官仪»的应劭等制度之学的初代学者ꎬ在搜求、编排相关资料的同时ꎬ已开始将自己的

思考通过训释的方式注入著述当中ꎮ 晋宋间涌现的官制礼仪著作同样不止步于罗列条文、描述沿革ꎬ由
«晋公卿礼秩故事»«晋百官表注»«车服注»的佚文可以看出ꎬ傅畅、荀绰、徐广在制度考证方面投入了

大量心力ꎮ③ 齐梁之际问世的«齐职仪»代表了制度之学在南朝达到的新高度ꎮ 该书作为官制通史ꎬ述
历代分职ꎬ“凡在坟策ꎬ必尽详究”ꎮ 作者王珪之眼界开阔ꎬ将等级掌司、黜陟迁补、章服冠佩这些素来被

分别讨论的内容汇聚于一书ꎮ④ 该书留存在唐宋类书中的不少段落ꎬ如关于“乘黄令”、“尚书八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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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名的分析ꎬ①彰显着制度之学的考释传统得到继续发扬ꎮ 上文已指出ꎬ«宋书礼志»与«百官志»
的编纂曾广泛参考汉宋间制度学者的专题著述ꎮ 两志在分析探究方面的积极作为显示ꎬ除了材料和观

点ꎬ制度之学对于官制礼仪的学术态度也被继承ꎮ
当然ꎬ«宋书»二志得以充分融入制度之学的脉络ꎬ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ꎬ关键因素在于作者沈约ꎮ

设官分职与礼制朝仪ꎬ其实是沈约长期关注的问题ꎮ 这可以从沈氏对王朝制度建设的深入参与看出ꎮ
礼制方面ꎬ比如«隋书礼仪志»载ꎬ天监六年(５０７)梁武帝与群臣商讨元会仪ꎬ沈约对仪注中的升殿方

式提出了修正方案ꎮ② 另外ꎬ«五礼仪注»的撰修ꎬ是萧梁在礼制领域的巨大创获ꎮ 沈约乃重要促成者ꎮ
据徐勉«上修五礼表»ꎬ修礼机制由沈约领衔议定:“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ꎬ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ꎬ人各

自举学士二人ꎬ相助抄撰ꎮ 其中有疑者ꎬ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ꎬ随源以闻ꎬ请旨断决ꎮ”后因“礼仪深广ꎬ
记载残缺”ꎬ“宜须博论ꎬ共尽其致”ꎬ沈约又与张充、徐勉同参厥务ꎮ③ «隋书经籍志»史部职官篇所载

沈约«新定官品»又为我们了解沈氏与官制改革的关系提供了线索ꎮ④ 萧梁初期ꎬ官方曾对官品位阶进

行过两次大调整ꎮ 萧衍称帝后不久ꎬ即命尚书删定郎蔡法度定九品ꎮ⑤ 至天监七年(５０８)ꎬ革选ꎬ十八班

体系推出ꎬ官品也开始析分出正从上下ꎮ⑥ «新定官品»应是对梁初这一系列制度变动的记录ꎬ⑦反映沈

约曾参预其中ꎮ 从“二十卷”的篇幅来看ꎬ该书内容不限于刊载品阶规定ꎬ很可能包含沈约的考释和解

说ꎮ 综合上述ꎬ围绕王朝制度的思考和研究ꎬ是沈约学问体系的重要部分ꎮ⑧ 因此ꎬ撰写«宋书»二志期

间ꎬ沈约不只站在正史编纂者的立场ꎬ他还具有官制礼仪研究者的身份ꎮ «礼志»«百官志»实际上是沈

约制度之学的系统表达ꎮ

四、小结

以上主要从材料选取的角度对«宋书»“礼志”、“百官志”的编纂进行了考察ꎬ并结合南朝的社会环

境以及作者的学术基础阐释了二志的特色ꎮ 稍后问世的«南齐书»之«礼志»«舆服志»«百官志»在一定

程度上延续了«宋书»的风格ꎮ
南朝实为制度撰述的鼎盛时期ꎮ 对«隋书经籍志»史部“职官篇”、“仪注篇”略微一瞥即可有所

领会:该时期制度著作不仅名目繁多ꎬ且动辄数十上百卷ꎮ 进一步看ꎬ南朝学者关注的官制礼仪不再限

于本朝的范围ꎬ陶藻«职官要录»、周迁«古今舆服杂事»等都是稽考历代的著作ꎮ⑨ 与此同时ꎬ制度书写

也受到王朝官方的极大重视ꎮ 齐、梁、陈三代的“五礼仪注”ꎬ以及作为政典的«齐职仪»«梁官»ꎬ均为政

治权力推动的成果ꎮ 取材广泛、考辩精深的«宋书»«南齐书»“礼志”、“百官志”ꎬ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

期的官制礼仪之学在正史志书的框架内所能达到的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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