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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朝前期的文馆制度与
文学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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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馆指古代从事图书典籍编撰、整理工作的学

辑之任，秘书省为书籍之任。 五胡十六国因是乱世，

术文化机构。 古时这样的机构除作为官府的秘书监

书籍无多，但军国公文的撰写却有迫切的需要，故书

外，还有很多非常设机构，可统称文馆。 狭义的文

籍之任退居次要，而以制诰、国史、撰集当先。 晋秘

馆，可简称馆阁类，为文馆的主流和正宗，并非各朝
都有，而秘书省和草诏的部门却每朝都有，亦带文馆

书监，“ 南省文章，门下撰集” ，无所不统。 北朝前期
模仿此制，以两类人员主文：以中书省的中书侍郎掌

性质。 因是官署，故可简称官署类。 若把这个也算

诏令，著作局的著作郎掌史任。 前者当王言之重，后

作文馆，则北齐以前的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没有馆阁

者为载笔之司，均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

类，只有官署类。 直到北齐末成立文林馆，北朝文馆
才走上南朝化道路，局面始变于前，始可另当别论。

立。 关于此事，《 魏书》 《 北史》 《 北齐书》 《 史通》 言
之颇详。 据前三书，北朝诏敕，由中书郎专掌，受帝

故可将五胡十六国及北魏文馆称为北朝前期文馆，

王指派作诏。 北魏围绕修史一事，调集国家最好的

视为一个独立时代，就其与文学之关系加以探讨。

写手。 高允、高闾、崔浩、魏收、邢邵、温子升等北魏

就此而言， 魏晋文馆是北朝文 馆 的 效 仿 对 象。

最著名的作家，都曾以本官领著作郎，撰国记。 另一

北朝前期文馆制度的特点之一在于有官号，无官署。

部分官员如元熙、崔徽、高演、穆建、穆浑、谷季孙，都

《 魏书》 《 北史》 《 资治通鉴》 《 十六国春秋》 载有不少

因文才而迁秘书郎、秘书中散、秘书监，或参史职，修

北魏秘书、著作、校书，但多数只见人名、官号，不见

史作文。 其撰史既有总结前朝得失的意味，也能起

所属官署，更无员额、待遇的说明。 这是北朝政府模

到笼络人心，安置人才的作用；并且是以史存文，寓

仿南朝官制设的官号，虽称官署但实未定员，人员多

文于史，撰史之事及所撰史书， 都带有较强的文学

少、品级高下，随时而异，跟正规官署有距离。 特点

性，文与史不是分离的，而是依存的。

之二在于虽为官号而实同学士。 学士的本质特征之

如果把文馆学士撰写的各体文字视为文馆创

一是仅为职务，不是官员；之二是才能为先，不拘品

作，那么北朝前期的文馆创作是一种制度化写作，是

级。 即使是卑官，只要 “ 才堪任学士” ，照样可锡以

文学政治化、写作实用化的产物。 体式以文章为主，

学士。 北魏文馆官制一同魏晋。 宫中置有秘书、著

少有诗歌。 内容以提供建议，服务政治为主，少有自

作，但均为兼职，不为专任。

鸣自放之作。 常见的文学作品，一是文翰，二是诏

根据以上，就有理由相信，北朝前期的秘书、著

令，三是史籍。

作，实即当时文馆，而带秘书、著作官号的官员，则是

诏令的地位最高。 两汉以尚书作文书，魏以中

其中学士。 这种官署化的文馆，是中朝官制在北朝

书监、令掌诏命，晋以中书省郎司诏命。 五胡十六国

的表现形态，并不可因名义不同就否定它的存在，质

及北魏尊晋制，以中书令、郎掌文诏。 无论作者为

疑它的性质。
北朝文学以文章称，诏令、碑志、史传，可合称北

谁，都是代帝王传命，所谓“ 王言之制” ，要求极高，
选任极重。 诏令被视为比一般诗赋高的文学样式，

朝文章三体。 这三体能在北朝得到较大发展，主要

发号施令，洋洋洒洒，辞义多伟。 诏令不仅措辞典

是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推力。 碑志和史传有官方与民

雅，还可根据内容采用相应文风，其组织结构、措辞

间两大作者阵营， 不可一概而论， 诏令则为官府所

命意都体现了文学性，故即使是崇尚实用，反对虚华

专。 此三体之文，可从文馆文学角度解析。 自古儒

的北朝，也视为文学典范，并不因是应用文就认为不

臣典领文学之任，其职有四：制诰、国史、撰辑、书籍，

好，恰恰相反，既有应用性，又富文学性，才被认为是

中书和翰林为制诰之任，史馆为国史之任，著作为撰

理想状态。 在北人看来，诏诰是最重要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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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此事，最能反映文才高下。 修史虽在史学范围，

丞郎和著作郎等官位来培养作家的。 这些职位，都

然亦事情重大，甚关文学才能。 这种观念，反映出北

作为培养作家的岗位和发展文学的途径而存在，秘

朝人重文章，轻诗歌，重实用，轻抒情的特点。 北朝

书省也因此而成为官方写作的主要职场。 诏书、碑

文馆之所以将诏令文翰看成重要文学，与当时社会

志、史传为其产品。 经过这里的培养，往往成为名

对文学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正史书目对诏令的著

家。 留下诗文的也多为秘书省、著作局的官员。 这

录也有同等的说服力。 《 隋书·经籍志》 集部总集
类著录诏集 １８ 部，注解另载诏集 ５０ 部，还被区分为

些人本来就以长于写作而被选入秘书、著作。 到任
以来，经过职业训练，文笔又更为老练，成就、地位、

杂诏、诏草等小类，还有《 诏集区分》 等专门的分体

声名也更卓著，其文誉和从事的职业有关。 从官署、

总集。 诏令的受重视程度，居应用文体之首位。 北

职掌、人员选拔和作品入手，就可看到其任职和写作

朝史籍之所以多载诏令，另一重要原因是北朝帝王

的关系。 由于是官制体制下的制度写作，写作都带

勤于王政，有亲自过问庶务的习惯。 在位之时，重视

有实用目的和功利性质，制度之外的自由写作，多被

诏令，很多其他国家或朝代不必用诏令的，在北朝都

排斥在外，不能进入此域的作者，无法受到锻炼，而

由皇帝下诏。 在位较长的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

且品种单一，因此对文学发展是存在不利一面的。

孝文帝，莫不躬行俭素，诏令殷勤。 受这几位帝王的

文馆作家经过职业训练，具备了较强的写作能力，故

影响，起用的诏令作家也最多，诏令一事成了培养北

即使是调离之后的写作，其风格、能力也是缘于此。

朝作家的重要途径。

而且因为作者地位较高，成就较著，还能影响他人，

其次是军书、谏书、碑颂，皆学士所掌。 军书草

培养人才。 古代没有职业作家，更无培养作家的专

于军前，用于军事。 谏书用来劝谏君主，拾遗补阙，

业或机构，而官场却有着职业化写作的强烈需要，文

都切实用，故撰述较多。 受社会环境、文化观念影

馆则是文史服务于时政的专职部门，培养作家的主

响，北朝作家的写作特长，全在应用文写作。 较之南

要阵地。 北朝长期处在战乱状态，因此在模仿中原

朝，碑颂在北朝更受重视；较之诏令，碑传的写作也

官制，设置秘书省官的同时，也根据实际做了适度调

更有北朝地域特色。 其做法始于东汉。 自东汉起，

整，将校勘和著述等寻常之事简化，把有限的资源，

碑颂的制作就成为社会风气， 从上到下都很重视。

都集中到草诏、撰碑和撰史三事上，加之民间作者也

学士因是国家的主文之官， 故撰碑是其分内之事。

普遍重文章，轻诗赋，因而就形成了北朝文章发达，

文馆学士常受帝王指派，临时撰写碑传赋颂。 东汉

诗赋寂寥的局面。

的兰台、东观，各有十多位校书、著作，奉诏作赋颂，

北朝尽管有几个朝代， 在文化 上 却 是 一 体 的。

撰铭诔。 崔骃、李尤为铭文的光辉典范，傅毅、刘陶

北朝前期牵于战阵，制度草创，文馆发育未完，故文

是碑诔的代表人物，此四人在《 文心雕龙》 中反复出

学也是有偏向的。 后期则随着社会发展，文馆制度

现，反映出东汉宫廷尚典雅、主颂美的文风。 这种文

也走上规范化道路，且对北朝后期及隋唐文学发生

风，也延续到北朝宫廷，主要代表是帝侧的著作、秘

影响。 这种影响，一在制度层面，一在文学层面。 制

书。 其时所谓能属文者，十之八九为擅长此体者。

度层面，有两个显著变化：其一是秘书省建置的规范

第三是实录、国史。 北朝仿效晋制，以著作郎当

化，从首长秘书监到底层办事职员都有，编校图书，

此任，撰史书，载国事。 晋泰始以来，大事皆由著作

修撰史籍，撰述文章，教学生徒，各种馆务都常态化

郎撰录。 又置著作佐郎八人，协助撰史作文。 这项

开展起来。 其二是开始出现真正的文馆，北齐有仁

制度传到北方，北朝前期，都有此制。 凡秘书省官而

寿、文林二馆，北周有麟趾、通道、露门三馆。 北朝后

带著作之号的，都是修史的，不带此号的不参史务。

期文馆的建设已经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正是因为有

著作意即著国史，作文章。 孝文帝诏秘书丞李彪、著

北朝后期文馆建设的成效，继起的隋唐才能在文馆

作郎崔光依纪传之体，改析国记。 此前此后，有傅

和文学上更进一步。 文学方面，一是文学人才成长

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程灵虬、崔光、李彪等

加快，文馆储才育才的功能强化。 二是文馆和文学

十多人任著作郎，以文才而被举修史。 《 魏书》 《 北

的关联增强，和儒学的关系转疏。 大量修文之士厕

齐书》 中，任过著作郎的多达数十。 查其来历，都是

身于史学之列，名为修史，实则修文，史学名家被当

从其他部门转任。 所修之书，号为国记、国籍、国书，

成最杰出文学家。 长于文学者不仅容易博得统治者

帝王亲自过问。 围绕国史和前代史的修撰，集中了

的喜爱，也更易得到社会好评。 沿波讨源，上述现

北朝前期的主要作家，大小二十多人，可见重视的程

象，都可从北朝前期文馆建设中找到或疏或密的联

度。 与诗文不同，史书从体裁到行文，都有很多讲

系。 由此可见制度与文学研究对于北朝这样的朝

究。 其文学性不单体现在文采上，而是材料的剪裁、

代，具有特殊的意义。

事件的叙述，再加上文采之美。
综上，北朝政府主要是通过在秘书省设置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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