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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历史：文本来源与叙述差异
——以唐代妇女史研究为例

焦 杰 刘 薇

摘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是史学研究必须利用的最基本的文献。由于来源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记

载也有所不同。以唐代妇女史资料为例，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关于唐代妇女尤其是姬侍婢妾群体的记载

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叙述差异的出现与文本来源和记录者有关，也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载妇女群

体所属的社会分层有关，同时也与她们个体的生活经历和际遇有关。目前的妇女史研究，史料单一和研究

手法单一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研究的内容大多停留于复原而难以进入更深更广的层次，尚需要从整合史

料和研究手法方面多下功夫。而从整个历史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孤立。为了促进历史研究的科学

性，采用多元的研究手法、综合多种资源，多方位多角度、客观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非常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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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史研究虽然在中国大陆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

经由边缘渐渐向主流靠拢，但是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困难之一是史料的发掘与应用，困难之二

是妇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就目前来看，唐代妇女史研究资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世文献，

即唐宋时代各种官修和私修史书及各类野史笔记、个人文集；二是出土文献，即唐人留下的墓志祭文。

在资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这两种文献既是缺一不可，同时也是不可偏废的。笔者从2009年以来先

后主持教育部项目《唐代女性与宗教》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墓志中女性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翻

阅和整理了大量唐代妇女资料，发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关于唐代妇女，尤其是姬侍婢妾群体的记

载有着较大的不同，她们的形象、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生存环境和家庭地位有明显的差异，好像不是

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又说明了什么问题？面

对不同文本与不同的叙事，妇女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本文由唐代妇女史研究为例切入，

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就历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姬侍婢妾形象

姬侍婢妾是中国古代社会（不仅仅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是父权社会一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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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婚姻制度下，男子性配偶和父系血缘家族繁衍的补充方式，她们的存在显示了妇女群体的复杂性

与差异性，她们的生活状态、家庭和社会地位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她们与父权社会的关系

是探寻妇女解放之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唐代，蓄养姬侍婢妾的风气非常流行，据新旧《唐书》的记

载，王公贵族、豪门权贵动辄拥有姬侍婢妾几十甚至上百人，而且皆衣罗绮、绝艺上色。①各类传世文

献中也多见姬侍婢妾资料。这些文献对她们的记载注重于外部形象与才能技艺，及其以歌舞侍人的

特点。比如代宗时权相元载声势显赫，富可敌国，家中的高级婢仆曳罗绮者多达百余人，最受宠的姬

侍薛瑶英色艺双绝，“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她

不仅为元载侍寝，也常侍宴佐欢，其中“贾至、杨炎与元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时”。②司徒李汧家里

也有女奴一百多人，个个才貌双全，其中叫秀奴和七七的最受宠，“皆聪慧善琴，兼筝与歌，时令奏之”。③

白居易年轻时风流好色，多有风流韵事，年迈之时家中仍然养了两名歌舞伎，歌姬名樊素，舞伎名小

蛮，他常观赏二人歌舞，并赋诗赞美“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晚唐咸通年间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

业有爱妾名非烟，出落的“容止纤丽，若不胜罗绮，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④，故深

得武公业的宠爱。在传世文献中，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中下层社会，姬侍婢妾的形象一定是美貌而

有才艺的，但关于她们的性情人品，她们的人生经历，传世文献是从不提及的。

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唐代姬侍婢妾的来源非常复杂，有的是皇帝赏赐的宫女或女乐，有自纳的

官伎和乐籍女，有买卖来的，有以强权谋取的，有他人赠送的，有以礼纳娶的，也有互相交换的。她

们的出身大抵比较低微，较好的就是良家子出身的宫女了，基本见不到仕宦家庭出身的女子做侍

妾。⑤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唐朝政府根据品级对官员纳妾人数做出明确规定：“凡亲王，

孺人二人，视正五品，媵十人，视正六品。嗣王、郡王及一品，媵十人，视从六品。二品，媵八人，视

正七品。三品及国公，媵六人，视从七品。四品，媵四人，视正八品。五品，媵三人，视从八品。降

此外皆为妾。”⑥孺人和媵相当于皇帝的妃嫔，是有品级的命妇，礼法地位有保障，只有王公和五品

以上官员可置，属于社会上层。妾任何人可置，没有礼法的保障。孺人、媵妾虽然稍有所不同，但

嫡庶差别却使她们处于同一礼法地位。庶出之子做了五品以上官只可封嫡母，“无嫡母，封所生

母”。⑦丈夫殴打妻妾，伤妻“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伤妾“减妻二等……若杀妾者，止减凡

人二等”。妻妾逆夫处罚不一样，对妻处罚要轻，“媵及妾犯者，各加一等”，然而“妻殴伤杀妾，与夫

殴伤杀妻同……妾犯妻者，与夫同”。⑧这些规定使媵妾在家庭中处于半奴半主的地位，生存质量

完全由夫主及主妻对她们的态度决定。至于那些提供声色服务的歌舞伎则完全是性奴隶了，她们

不仅为主人侍宴佐欢，也会为主人的客人侍寝，如白居易《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诗曰：“九烛台前

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翩翻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

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⑨

在传世文献里，姬侍婢妾的命运是惨不忍睹的。年轻貌美受宠时锦衣玉食，一旦年老色衰或夫

主另有所爱，就会被扫地出门，她们今天还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明天很可能就“花钿委地无人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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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七《芸辉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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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五《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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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被娶了新婚妻子的夫主杀害，如扶风窦凝娶妻博陵崔氏，“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

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①，半路上，窦凝残忍地杀害了刚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妾，同时也杀

死了一对女婴。有的一言不和而惨遭夫主处死，如侍御史王弘流放雷州，随行的是他平素最宠爱的

少姬花严。王弘不想去南蛮荒地，在船中伪造敕书，假装奉敕还京，花严劝谏说：“事势如此，何忍更

为不轨乎？”王弘大为恼怒，骂道：“此老妪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

百而死”。②手段极其残忍，没有一点怜惜之意。有的成为夫主向朝廷表示忠义的牺牲品，如安史之

乱时，雍丘城遭叛军长期围困，矢尽粮绝，为鼓舞士气，坚守城池，守将张巡竟然“出其妾，对三军杀之，

以飨军士”。③除了夫主外，姬侍婢妾们还会受到主妻和其他主子的虐待乃至性侵，一不留神便死无

葬身之地。中唐以前上层社会惧内之风盛行，主妻残害姬侍婢妾致死的事件很多。其他主子如嫡子

嫡孙及甥侄们会看中姬侍婢妾们的色相，伺机性侵，有的将父祖姬侍婢妾分掉，卖嫁出去来谋钱财。④

当然，在传世文献中，姬侍婢妾的命运也不是百分百悲惨的。如果主妻懦弱，强悍的侍妾也会

依恃夫主宠爱，欺负主妻，比如玄宗时，两道采访使齐澣纳刘戒女为妾，即“凌其正室，专制家

政”。⑤如果妾室甚得夫主欢心，而主妻又去世的话，也会在夫主的支持下，超越礼法而获得本不属

于她的荣宠。比如中唐名相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妻子梁氏去世，杜佑遂将宠妾李氏扶正，并上书

朝廷“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⑥当然能让朝廷破例同意的，也只能是像杜佑这样劳苦功

高、深为皇权倚重的大人物了。即便如此，杜佑的声誉还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从传世文献的记载

来看，这种情形是极少的。

二、出土文献中姬侍婢妾的形象

在出土文献中，唐代姬侍婢妾的形象是非常美好的。她们大多有着出色的容貌，有着一技之

长，或通音律，或擅歌舞，有的还懂诗文。此外，她们还有着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人品和性情，个个

恭顺有礼，妇德可佳，俨然是夫主的贤内助。比如《大唐故范氏夫人墓志》载志主范如莲花“凝脂点

柒，独授天姿，妇德女功，不劳师氏”⑦；《前邢州刺史李肱儿母太仪墓志》载陈太仪“妙通音乐，曲尽

其妙，兼甚工巧。……处身有道，事长待幼各尽其礼”⑧；李德裕亲撰《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一

文，不吝辞藻对妾徐盼的容貌和品格进行了热情的赞美，说她“有绝代之姿，掩于群萃；有因心之

孝，合于礼经。其处众也，若芙蓉之出苹萍，随和之映珉砾；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泽，菊英之耀

岁寒”⑨。在所有的墓志中，描述侍妾形象最全面的要数《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

高氏是邠王李守礼的媵，德才貌艺兼备。志文说她“银汉降灵，彩云孕质，雅渐胎教，天生丽容，保

傅无所施其能，粉黛不足增其美，膏沐箴诫，狎玩组训，葛覃之咏既彰，关雎之思何远。……奉元妃

以肃敬，睦诸下以柔谦，淑慎其身，先人后己，演贯鱼之序，陈授环之仪，喜愠忘怀，与物无竞”，“至

若绕梁之声，马上之曲，朱唇微动，超北方而更新；玉手才挥，遇西施而知美。绝广陵于昭代，閟阳

① 李昉：《太平广记》卷一三〇《窦凝妾》，第919页。

② 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③ 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忠义传》，第4900-4901页。

④ 焦杰：《唐代的姬妾及其社会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⑤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第5038页。

⑥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第3983页。

⑦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页。

⑧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1页。

⑨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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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于夜台”。①不仅赞美她貌美如仙，有《葛覃》《关雎》之美德，柔顺知礼、处事低调谦让，而且还对

她歌舞音律之技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在出土文献中，姬侍婢妾的来源比较单一，尽管她们的出身各不相同，有的是平民，有的是乐妓，

有的是没落的仕宦之女，但她们大都是被夫主纳为侍妾的，未见有买卖、抢掠、强取的记载。比如《唐

张氏墓记》载道：“张氏者，号三英，许人也。家为乐工，系许乐府籍。伯姊季妹及英，悉歌舞縻于部内。

咸通五年，有刘异自凤翔节度使移镇于许，始面张氏。八年，纳而贮于别馆。”②大多数情况下，墓志通

常用归、纳、聘和嫔字样来说明纳取的经过。比如上党樊氏是前申州刺史崔君的侧室，她的志文是崔

君的侄子所写，志文说她是仕宦家庭出身，后来家道中落，从小流落民间，“十九归于吾叔”。③唯一不

使用归、纳、聘和嫔字样的是奴婢收房的妾，这种妾常见于唐代男子婚前，称之为侍巾栉者，如《唐故

宋州单父县尉李公招葬墓志》载志主“以官薄未娶，有长女贞，次女顺，悉为侍巾栉者所育。”④

墓志对姬侍婢妾的家世及其生平记载较详，比如沈亚之所撰《卢金兰墓志铭》记载其妾道：“卢金

兰字昭华，本亦良家子。家长安中，无昆弟，有姊四人。其母以昭华父殁而生，私怜之，独得纵所欲。

欲学伎，即令从师舍。岁余，为绿腰玉树之舞，故衣制大袂长裾，作新眉愁嚬顶鬓，为娥丛小鬟……年

十五，归于沈居。”⑤太原王氏出自宫掖，良家子出身，没有值得炫耀的家世，但《室人太原王氏墓志铭

并序》一文却写的冠冕堂皇：“祖训府君，衣冠之秀也；父德府君，礼乐之英也。……年符二八，名入宫

闱。彩袖香裾，频升桂殿；清歌妙舞，常踏花筵。及夫思命许归，礼嫔吾室。”⑥如果出身于仕宦，墓志

的记载更为详尽，比如渤海高氏是开元时期宗室亲王邠王李守礼的媵妾，志文历述其“曾祖裕，皇任

澄州刺史……祖智惠，皇任汝州司法参军……父思业，吏部常选”。⑦韦夏卿的妾段夫人是初唐名将

段志玄的后代，《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载道：“其四代祖褒国公、扬州都督、赠辅国大将军讳志玄，

有战功在国史。大将军生曾祖宣州长史，讳弘圭。弘圭生大父鄜州刺史，讳怀本。怀本生王父衢州

司田参军，讳岌。夫人，司田岌之第二女也。”⑧当然，这些出身于仕宦家庭的女子通常是给身份更高

的男子做妾的。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最明显的差异是绝对见不到姬侍婢妾饱受虐待被迫害致死之事，姬侍婢

妾们的生活状态不错，有人颇得夫主看重，生儿育女，感情深厚，如《前邢州刺史李肱儿母太仪墓

志》记载志主二十一岁嫁为妾，在夫家生活了二十三年，生有五子二女，其夫“册其名曰太仪”，亲自

撰写墓志，说“予甚重焉”。⑨从行文来看，俩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有的姬妾与舅姑和夫族家人

相处和谐，甚至掌管家事，完全是家庭主妇的形象，且声誉很好，得宗族称赞。如《唐前申州刺史崔

君故侧室上党樊氏墓志铭并序》载志主“内和外敬，志洁诚端，承正室之苹蘩，主宾馆之馈遗，胤绪

昌矣，姻族赖之。使吾叔蒞于王事无内顾之忧者，樊之力焉。生男子三人……女子三人……”⑩再

如知盐铁汴州院事监察御史里行孙虬的侧室杜氏也是“为人恭谨柔顺，出自生知，处于侪流，无纤

①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3-554页。

②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8页。

③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76《唐前申州刺史崔君故侧室上党樊氏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38页。

④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长庆0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页。

⑤ 董诰等：《全唐文》卷七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20页。

⑥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页。

⑦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46《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第553-554页。

⑧ 程章灿：《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

⑨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30，第2401页。

⑩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76，第2438-2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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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之失。能御僮仆，善治生业，聪智明敏，可谓天资。……有男五人……女六人……”①樊氏生育儿

女六人，杜氏生育儿女十一人，显然她们与夫主的关系很亲密，享有专房之宠的，或许其夫主只有

她们一位姬妾也未可知。有的姬妾与主妻相处和睦，主妻待其非常宽厚，比如《亡妻太原王夫人墓

志铭》是志主太原王氏的丈夫所写，行文对妻子的宽容不妒表示了感谢：“又有女奴，每许侍余之

栉。以己之珍玩之物，俾自选以宠与之，其宽容柔顺恤下如此也。”②志文显示，唐代的姬侍婢妾有

一个相对比较温情的生活环境。

三、文本来源与叙述差异探究

对比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唐代的历史似乎在姬侍婢妾那里发生了错位，她们好像是生

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事实上，她们就生活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她们就是妇女群体中的一分

子，只是在不同的文献里，她们的形象和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造成这种不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与

文本来源与记录者的身份有关；二是与姬侍婢妾的主人所属社会阶层及姬侍婢妾个人际遇有关。

传世文献的史料来源大体有三类，一类是国史或档案文献，如新旧《唐书》《唐语林》《唐摭言》

《册府元龟》等。国史和档案文献来源于唐代国史馆。国史馆制度起于隋，唐承隋制，除了编《实

录》《日历》《时政记》以外，也根据行状、家传来为大臣们编撰个人的传记，内容包括其一生的经历，

主要是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有关的内容，间或涉及其日常生活，所以在新旧《唐书》的个人传记

里可以看到王公大臣们婢妾数十数百的记载。一类是耳闻目睹或道听途说，如《朝野佥载》《唐阙

史》《北梦琐言》等，这类或杂记名人佚事，或记奇趣异事，男人与姬侍婢妾的情感纠葛属于风流雅

事，多见于此中。一类是抄摘前人的文献，如《本事诗》《唐诗纪事》《云溪友议》《太平广记》等，而被

抄摘的文献本身可能来自于前两类，比如《太平广记》所收文献甚广，文史各类皆有。另外，有些文

献既抄摘国史或档案文献，也记录了作者耳闻目睹或道听途说之事，比如《因话录》等。不论其史

料来源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记载上流社会和名人佚事为主。

传世文献的记录者与被记录者生存的时代晚得多，即使当时人记当时事，也与被记录者关系

不大，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通常不需要为尊者或亲者讳，往往是据实而写，或有夸大成份，其

中所记录的姬侍婢妾的生活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情况。比如姬侍婢妾受主妻虐待之事

大多发生在中唐以前，这与中唐以前上层社会妇女悍妒和男子惧内风气比较流行是一致的③；比如

姬侍婢妾受宠时“万千宠爱在一身”，但一言不合或某种原因，都可以促使夫主翻脸无情，置其于死

地，与夫主与姬侍婢妾的主奴关系是相吻合的；比如年轻貌的姬侍婢妾会受到其他男主子的迫害

与性侵，甚至被分掉嫁卖，也是与姬侍婢妾的法律地位相一致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位高权重、

财大气粗，姬侍婢妾就是供他们寻欢作乐的玩物，加之姬侍婢妾成群，随时又可更换，所以姬侍婢

妾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值钱，随意处置毫不可惜。

墓志就不一样了。唐代流行刊刻墓志的风俗，不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条件许

可，一般都会刻写墓志埋入墓中。墓志内容与碑文大致相同，主要记载志主一生经历，包括郡望、

祖先世系、仕途履历、宗教信仰、人品学识、婚姻和生卒年等。妇女也有墓志，体例与男性大体相

同，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缘故，女性墓志相对简单，比较复杂的多为婚姻家庭生活。墓志的作者通常

①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60《唐监察御史里行孙君侧室杜氏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5页。

②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③ 牛志平：《唐代妒妇述论》，《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牛志平：《说唐代惧内之风》，《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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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志主或志主的亲属有一定的关系，有时是丈夫为妻妾而写，有时是父亲为子女所写，有时是子侄

为姑舅所写，有时是延请朋友而写。亲友关系就决定了墓志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为尊者亲者讳

是必然的。在唐代纳姬娶妾的风气也很流行，姬侍婢妾遍及各个社会阶层，有些姬侍婢妾也会留

下墓志，因此墓志所载姬侍婢妾的材料反映的社会阶层范围较广，墓志所见姬侍婢妾的生活形态

与传世文献明显不同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相对于主妻来讲，姬侍婢妾的墓志少得可怜，这本身说明姬侍婢妾这一群体的家庭地位跟主

妻是没法比的。除个别以外，这些有墓志传世的姬侍婢妾的夫主大都属于社会中层群体，他们通

常结婚较晚，往往是在三四十岁得到功名以后。在结婚之前，出于性和生育及生活的需要，唐代士

子往往要纳姬娶妾，纳娶的标准不是门第而是才貌，故姬侍婢妾们大多是美貌有才艺，她们若是知

书达礼，处事得体，就能博得夫主的欢心，委以家事。如果她们运气够好，夫主一直未能婚配，她们

就成为事实上的家庭主妇。比如《唐故颍川陈氏墓记》载志主陈兰英“凡在柳氏十有七年，是非不

言于口，喜怒不形于色，谦和处众，恭敬奉上，而又谙熟礼度，聪明干事”，因为其夫柳知微“位卑禄

薄，未及婚娶，家事细大，悉皆委之”。①有的妾是主妻去世后所纳，或者主妻去世较早，夫主未再娶

妻，她们的情况与这些婚前所纳之妾无多大差别。这一群体的男子财力有限，做不到姬侍成群，对

他们来说，姬侍婢妾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侍宴佐欢，而在于执妇道、备中馈，生儿育女。

除了明确没有主妻的外，大多数姬侍婢妾的墓志都未提及她们与主妻的关系，既便有提及的，

似乎关系也不错，联想唐代的社会现实，恐怕为亲者尊者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毕竟，残害姬侍婢

妾并不是值得称道的事，擅自处死也是违法的，比如房孺复继室崔氏既妒且悍，“一夕杖杀孺复侍

儿二人，埋之雪中”。②房孺复因此被贬为连州司马，崔氏被勒令与丈夫离异。事实上，“姬人常妇

所恶”③是唐代的社会现实。墓志和传世文献都显示，唐代士子婚娶之时，如果妻子出身名门，姬侍

婢妾们通常会被送出，姬侍婢妾们的儿女会留在夫家。如监察御史归仁晦妾支氏被出，所生儿女

留在夫家，儿子长大成人后请求父亲为母亲写了一个墓志。④类似这样被遣回的姬侍婢妾在唐代

应该非常普遍，《大唐洛阳县尉王师正故夫人河南房氏墓志铭并序》记载房氏为人慈爱，对丈夫婚

前所育儿女“爱抚若己出，有幼者留其母，长之育之”。⑤“幼者留其母”即说明了出妾的事实。这些

出妾若是还年轻美貌，会成为他人的妾侍，年老色衰则嫁个平民百姓过平常日子，也有终身不嫁如

支氏的。相比窦凝妾，这些被遣回家的姬侍婢妾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当然，墓志资料显示有些生活于豪门大户或权贵家中的姬侍婢妾过的也不错，主人和她们的

感情相当好。比如前文提到的张三英是封疆大吏刘异的爱宠，“明眸巧笑，知音声”，她十八岁跟刘

异，二十四岁死去，刘异非常伤心，直呼“痛乎天也！”⑥李德裕的妾徐盼，十六岁跟了李德裕，也是年

仅二十四岁去世，李德裕依依不舍，伤心得“洒余涕兮沾巾”⑦。可以想象，她们的生活虽然不及“龙

绡之衣”“金丝之帐，却尘之褥”⑧的元载宠妾薛瑶英奢华，但也一定是锦衣玉食的。然而二十四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假如她们活到了三四十岁，是否还会蒙主恩宠？与那些被迫害致死和被嫁

①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5页。

② 刘昫：《旧唐书》卷一一一《房孺复传》，第3325页。

③ 李献奇、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之《郝氏女墓志铭并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④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76《支氏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7页。

⑤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长庆0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6页。

⑥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96《唐张氏墓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8页。

⑦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25《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4页。

⑧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七《芸辉堂》，第1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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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的姬侍们相比，张三英和徐盼的早逝倒是一种幸福了。

四、应对错位的策略与研究方法

在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中，唐代妇女史研究是出现较早、研究队伍相对比较强大的，从20世纪

80年代至今日，一直领先于妇女史学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一直为学

人所忽略，那就是史料单一的问题。在21世纪以前，唐代妇女史研究主要利用传世文献，研究的内

容从早期的个性解放、悍妒现象、参政议政、妇女地位，到中期的群体与个体差异、社会分层与权力

关系，研究的对象侧重于上层社会妇女群体，和与社会名流有关的女性，唐代妇女的风流潇洒与个

性张扬得到了很大的体现；21世纪以后，唐代妇女史研究又以墓志为主，侧重于研究唐代妇女的主

观能动性与生命体验，包括婚姻生活、生育、母亲权力、家庭关系等。于是，被传世文献所掩盖的唐

代妇女史的另一面展现出来。然而出土文献的使用及其研究又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挑战，因

为墓志资料显示，从一而终、夫死不嫁在唐代社会仍然是主流①，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与传统文献

中的悍妇妒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给治史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哪一种记录更能真实反

映唐代妇女的情况？历史研究者如何对待这些叙述差异？

除姬侍婢妾外，原配妻子、继室妻子、在室女、出嫁女等女性群体的形象，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

献中也有很多不同。比如武则天时宰相韦承庆的继母王氏在墓志中颇具慈母风范，不但“抚存训

奖，慈爱无隆”，而且还教导亲生儿子韦嗣立等人说：“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

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②但是在传世文献中，王氏却“遇承庆甚严”，韦

嗣立心疼哥哥，“每有杖罚，必解衣请代，母不听，辄私自杖，母察知之，渐加恩贷”。③同一个人却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说哪一个为真、哪一个为假都有点武断。《韦嗣立传》的记载可能有夸张成

份，以突出韦嗣立的孝悌美德；志文应该有溢美成份，但不排除王氏被儿子所感，渐渐对承庆慈祥

起来的事实。除却夸张、虚美和讳言之外，这两种文献都反映了唐代社会继母与继子之间相处不

易的现实。叙述差异的存在恰好说明了历史本身便是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为历史中的客体——

妇女，由于她们在父权文化结构中的依附性质与非主体性，她们是被看和被书写的对象，所以文献

中所展现出来的她们的形象与生活，只是记录者观察和看到、甚至是想象的，并非是全面客观和完

整及真实的。每一种文献只反映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个体，或某一个时段，只有将不同的文献资

料综合起来加以利用，认真分析每一条与妇女有关的材料，分析她们的生存环境，考察她们的个人

际遇，进而分析其真实的心态，才能相对客观地再现唐代妇女的生活。

除了文献使用比较单一之外，研究手法也存在着相对单一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父权制、

妇女交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群体和个体差异理论先后流行，21世纪初以来，身份认同、话语、经验、

主体能动性、妇女口述史又先后占居了主流。这些妇女史理论无疑促进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

但是很少有人将它们综合起来使用。父权制、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等强调分析解构与批判，探寻传统

社会压迫妇女的因素；身份认同、经验、能动性等强调个人生活感受，侧重于还原妇女的真实生活。

虽然都是在研究妇女史，但因为侧重点不同，对材料的使用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其中主观能

① 严耀中：《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邓小南主编：《唐宋社会与女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

②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万岁通天004《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王氏墓志铭》，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③ 刘昫：《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附子嗣立传》，第2345页。



·46· 焦 杰 刘 薇：错位的历史：文本来源与叙述差异

动性在目前的妇女史研究中相当受到推崇，于是，妇女如何利用母、妻的身份通过男人对历史发生影

响，妇女如何在父权制社会中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

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等①，成为妇女史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呈现了妇女对历史文化发展的

推动作用，将妇女从边缘拉入了中心，但显而易见的是，妇女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父权

制社会对妇女控制的需求。比如“贞女现象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它的形成证明年轻女性并非处于历

史的边缘。她们的行为对塑造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②再比如《女诫》是班昭为妇女

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是东汉由群体自觉意识走向个体自觉意识的标志”。③这种回避意识形态范

畴的研究方法，其结果便是“社会僭越了妇女，妇女成了影响历史过程的深层原因”。④

有学者指出：“研究者研究的落脚点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还原”是研究的基础或第一步，而不

是目的），更多是通过历史的叙述来为现实的变革提供各种可能的路径。……在怎样的理论框架或

概念范畴内书写妇女史，既关系到对妇女过往历史的认知，也关系到对人类未来历史的重构。”⑤妇女

史的出现本是女权主义学者的一种探索，意欲从中寻找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为妇女的平权发展提供

借鉴，如果研究只停留在还原阶段，而不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那就违背了妇女史产生的初衷。更何

况，主观能动性的探究能真正窥探到妇女内心深处么？毕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是男人书写的，

长期生存在父权文化机制内的妇女，她们的言行所表达的一定是妇女的主体意识么？如果说贞女守

节不嫁“并非只是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的变化做出反应”⑥，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着贞女采

取极端的方式拒绝再次议婚呢？再比如春秋时代楚王之妹季芊，随哥哥北上与鲁国联姻途中遇盗，

幸被勇士钟建背负着突围。后来楚王再提与鲁联姻之事，季芊委婉辞道：“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

钟建负我矣。”⑦谁又能肯定地说“男女授受不亲”就是季芊的主体意识！所以妇女史研究不能止于“复

原”，而应在“复原”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究，即探究促使妇女做出这种，而不是另一种选择的真正

原因。这就需要采取多元化的分析手法，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都不可少，而“既注意当时

当地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同时又站在今天的高度进行评判”⑧，则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唐代妇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历史研究中，不论是研究政治经济史

还是社会文化史等，还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也包括民族研究、考古研究、宗教研究等，材料单

一、研究手法单一，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总体说来，大多数的研究还是重主流文献，即正史、编年

史、政书、别史、档案文献、宗教经典等传世文献，轻视野史、笔记、方志、出土材料和民族志调查材

料，研究方法仍以文献考据和历史复原为主，很少或基本上不使用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和心理

学等方法探寻背后的原因；而重视视野史、笔记、方志、出土材料和民族志调查材料，倡导使用人类

学、神话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者，往往又重文化解释而忽略了文献考据与探寻

历史本真；研究政治经济史的忽视社会史文化史材料，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的又忽视政治经济史材

料；研究民族学的重视人类学和民族志材料，忽视主流文献；研究考古的又忽视传世文献和人类学

和民族志材料。正因为存在这些局限，很多因文本来源与文献叙述而产生的历史错位无法得到圆

① 伊沛霞：《内闱·自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③ 苏萍：《班昭〈女诫〉的教育思想探析》，《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1期。

④ 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⑤ 畅引婷：《妇女史是怎样被书写出来的？》，《美国史教学与研究》2017年11月30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TY⁃
wMzg5Mw%3D%3D&idx=2&mid=2247485230&sn=25aad8c8aaee315584fe370fbeaccd4e。

⑥ 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秦立彦译，第258页。

⑦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五“定公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140页上。

⑧ 高世瑜：《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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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解释，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也就受到了质疑。所以，从事历史研究，也包括其它人文学科的研究，

一定要采用多元的研究手法，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尽可能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不同角度，多方位

多角度将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呈现出来。

History Misplaced: Original Texts and Narrative Differences:

A Case Study on Women’s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Jiao Jie, Liu Wei

Abstract: Transmitted document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are the essential sources that have to be used in histori-

cal studie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origins, their records of historical events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 case of the re-

sources about women’s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transmitted document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appear to have very

different records about the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particularly the group of concubines. The narrative differences

are related with the textual origins and the recorder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women groups recorded in the trans-

mitted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situations. In the study of women’s history at present, it

is still common that both historic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s are uni-directional, that most research aims at repro-

ducing the past in conten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various historic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in-

depth and broader studies about women’s history.

Key Words: Transmitted Documents; Unearthed Documents; Narrative Differences; Women in Tang Dynasty; His-

tor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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