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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部到北周先世传说层累过程，体现了北周统治者为建构自身正统性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其不仅模仿《魏书·序纪》编纂了宇文氏的先世传说，同时亦将十六国时代有关宇文部政权的文本

一并进行修改，使得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得以解释。契丹建国之初同样利用了拓跋传说故事解释自

身政权正统性问题。北魏及其之后的北族王朝大多面临中原、草原双重正统性的建构，北周与契

丹亦从这两个向度使得自身法统得以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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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早期出现在中国北部的宇文部政权，曾见于诸多史书的记载之中，《魏书》及《北史》

将其称为匈奴，并记述其开国、征伐直至覆灭等诸多事件。① 而在晚出的《周书》相关先世表达

之中，将其稍作修改并注入新的内容———炎帝之后，直至契丹的先世传说之中同样使用了此种

说法。一言蔽之，《北史》《周书》《辽史》三书有关宇文部先世表达的内容带有某种承袭关系，如

若深入讨论三种文本内容的不同之处，我们会发现其先世传说是通过对某些真实发生事件的

不断层累记述之后而形成了多种文本。其迭代过程自公元４世纪开始，直至元末修辽宋金三

史为止。在以往的研究之中，②多半将处于不同时间节点的文本内容作混同处理，使得我们对

于族源、世系乃至一些具体事件的考量变得模糊含混，甚至出现某些不可调和的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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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２＆ＺＤ１３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之一。本文初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举办的“民族史学前沿论坛”第２期进行讨

论，点评人路育松、康鹏以及与会的彭丰文、周峰、贾益、孙昊、邱靖嘉等先生曾为本文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魏书》此卷早佚，宋人以《北史》补入，详见下文。

宇文部、北周宇文氏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研究对象，关于他们的研究，较为重要的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后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王希恩：《宇文部族属浅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景有泉：《汉晋之际鲜卑宇文部“九世

大人”世系考》，《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王希恩：《宇文部史迹勾勒》，《民族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５期。［苏］谢·阿·科

米萨罗夫著、王德厚译：《宇文与宇文部》，《黑龙江民族丛刊》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李海叶：《关于宇文部世系问题的考辨与补充》，

《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８期。杨翠微：《北周宇文氏族属世系考辨》，《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杨军：《宇文部世系及始迁

时间地点考》，《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李海叶、陈长琦：《宇文氏东迁时间及与拓跋鲜卑关系》，《文史哲》２０１６年

第３期。



本文即是通过对宇文部、北周以及契丹对于先世表述的文本形成过程进行研究，试图揭示

三种不同政权在各自表达中的目的与意涵，同时对罕见于历史书写之中的“炎帝之后”的真正

含义做出重新解读。

一、《北史》所见宇文部正统性的建立

《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云：

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

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时莫蝅部

众强盛，自称单于，塞外诸部咸惮之……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自言为天所指，每自夸大。

及此败也，乃卑辞厚币，遣使朝贡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①

有关《魏书》《北史》系统中这一卷的性质，笔者已有过一些讨论，即《宇文莫槐传》是北魏周

边政权传记中的一种。② 其本质在于通过《魏书》的修纂将段、宇文两部排出鲜卑之外，从而对

其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否定。而上述文本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即宇文部莫蝅（当作莫皀，避北魏

道武帝讳）曾经自称单于，而在逊昵延时代又获得玉玺三钮。由于这两件事与北周一方的正统

性直接相关，那么考辨“称单于”“获玉玺”两事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称单于”

既然《北史》中提到宇文莫蝅为“南单于”远属，那么在“单于”称号式微的十六国时代，作为

匈奴远属的宇文部自然是可以“称单于”的。③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符合一般情理的。但

问题在于自称单于之宇文部，在立国之初并不使用单于之称号，而被书写为“世为东部大

人”，④后自称单于。其自称单于之事当在段、慕容两部之前，但《北史》仅为孤证不足为据，如

以其他史籍来观察此事，似可得到不同的结论。

《魏书·序纪》凡见宇文部者共七处，除去平帝初作“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外，皆尽书为

“宇文部”。⑤ 虽然《序纪》书写目的在于重构拓跋部早期历史，⑥但有关拓跋部与宇文部之间交

往似乎没有再建构的必要，唯有“匈奴”两字似有后世修改的可能。《序纪》中对慕容部径直呼

为徒何，称石勒为羯胡，都与《魏书》传记中人物族属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大人”一名似乎反映

了当时情况，即宇文莫槐时期仍为“大人”，并非“单于”。而《序纪》对于诸国称单于皆为直接记

录并不曲笔，如“徒何大单于慕容蝅”，“羌姚襄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都可作为其直书的明证。

那么“称单于”之事，是否在随后的时代才出现呢？

《晋书》本纪提及宇文部则仅见一处，即“二月慕容?及鲜卑帅宇文归战于昌黎”。⑦ 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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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卷９８《匈奴宇文莫槐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２６７－３２６８页。

拙著《执壶鲜卑：段部源流三题》，《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十六国时代皆称单于之情况，可参见邱久荣：《单于杂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姚薇元认为《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中东部大人槐头为宇文莫槐之省称，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１８１－１８４

页。无论槐头与莫槐是否有关，我们都可以认为其为“世为东部大人”之事似乎有某种可信性。

《魏书》卷１《序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５－１１页。

姚大力认为其关键节点在于道武帝时期，见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复旦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罗新则指出在太武帝时期一统北方之后，北魏仍对国史进行了修改。参见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文史》２０１４

年第３辑。

《晋书》卷７《康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８６页。



（建元二年，３４４），宇文部首领之位已传至末代首领宇文逸豆归，而《晋书》并未将其认为是“单

于”，而作“鲜卑帅”，可见在东晋、北魏两方的认识之中，宇文部并未“称单于”，《慕容?载记》之

中虽然记述此事较为详细，但仍旧未见“单于”一词。

从《北史》叙事之初的宇文莫槐与末代首领逸豆归的称号来看，我们均未发现“单于”之号。

而“单于”之号唯见于《资治通鉴》，其云“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但此处《晋书·慕容蝅

载记》则作“宇文莫圭”，①恰恰少了最为重要的可以表明宇文族属、职官的文字。司马光作《通

鉴》之取材固然广泛，但在面对描述同时代材料时常自行将材料改动，②故而我们见到的“鲜卑

宇文单于”，可能就是综合了诸家之说，③对原始史料进行改动后才形成的文字。

以上，在除去《北史》《魏书》系统的《宇文莫槐传》之外的所有内容里，我们并未发现宇文部

有“称单于”的情况，易言之，如果对于两书之内容再进行否定的话，即可判断宇文部“称单于”

之事在十六国之时似有做伪的可能。

《北史》修纂所用材料并不完全同于《魏书》，而是遍采他书以充实自身之内容。高敏曾经

指出《北史》增补北朝诸史大体分为两种，一是补充原有本纪与列传材料，二是直接新增本纪和

列传。对于第一种增补，高敏的做法是以《北史》与相应时代的正史进行比对，从而寻找增补内

容，由于《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早佚，宋人以《北史》补入，故我们无法根据高氏之研究来判

断此传是否有增补的可能。但仅以同卷《蠕蠕传》观之，自“元象元年五月”一句始，至“中男以

下复，并取王公家”止，史源皆不出自《魏书》，④而《徒何段就六眷传》所见文字也与《通典·边

防典》有所出入。⑤

有关《北史》修纂时的史观问题，王鸣盛就曾指出南北之间当以北为正统，并以南北两方君

主死亡用语不同，说明南北之别。⑥ 何德章则进一步发挥王氏之观点，指出南、北史皆以魏、

周、隋为正统。⑦ 在此种“尊周抑齐”的史观之下，李延寿作《北史·宇文莫槐传》时，径改《魏

书》文字，而掺入《周书》有关宇文部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关这一点，《魏书》中并未佚失的材料同样有所反映。传统研究中常以宇文福、宇文忠之

二人传记作为证明宇文部先世族属的论据。细检史籍，《魏书·宇文福传》使用了“其先南单于

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⑧ 《北史·宇文忠之传》则同样写作“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

后入居代都”。⑨ 周一良即认为宇文福、宇文忠之两人与宇文泰的区别仅在于“宇文泰之先世

入魏复迁武川，而福与忠之先世居平城，再随孝文南迁，遂为洛阳人耳”。 我们发现，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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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勇：《〈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０６页。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并参见拙著《〈资治通鉴〉后赵史

料再讨论———以石邃谋反案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其除去综合《北史》中“称单于”的说法之外，似乎“鲜卑单于”的内容皆来自《通典》，见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

典》卷１９６《边防十二·北狄三·徒何段》自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３７１页。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１２、７００页。

见拙著《执壶鲜卑：段部源流三题》，《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５４“北为正”条、卷５５“北周为正”条、卷６６“以西魏为正统”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３９９、４２７－４２８、５５２页。并见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１３“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版，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统观》，《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魏书》卷４４《宇文福传》，第１０００页。

《北史》卷５０《宇文忠之传》，第１８３６页。

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１９２页。



宇文福还是宇文忠之，有关两人先世内容中从未提到“称单于”之事，其先祖仅为“大人”。① 而

两人一终于北魏，一由魏入齐，其先世表达似乎更符合《魏书》修纂目的，反而是后出的《周书·

文帝纪》出现了“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②之说，这种说法的潜台词即是将“天君”对应“宇

文”，再与“单于”做出某种等同，继而借“称单于”之事为自己因“鲜卑慕之，奉以为主”，故可为

北周承袭北魏，奠定舆论基础。

（二）“获玉玺”

有关“获玉玺”之事，《晋书·慕容蝅载记》记录慕容?击溃宇文归之后，曾获得了原属于宇

文部的玉玺，作“其营候获皇帝玉玺三纽，遣长史裴嶷送于建邺”，③同书《康帝纪》则作“三月，

慕容蝅奉送玉玺三纽”。④ 如此看来，两种史源不同的材料都证实了宇文部“获玉玺”之事为

确。且其流传过程是自宇文部发现，后被慕容部所得，再被慕容部献于东晋。但《晋书》明言为

皇帝玉玺三纽，为何在十六国的战乱纷繁之时，宇文部要自称获得了“皇帝玺三纽”，而非“天子

玺”？此种叙事间又有着何种不同？

《宋书·礼志》曾经略述传国玺与“皇帝六玺”的流传过程，其中提到传国玺之事时说：“传

国玺，魏、晋至今不废。斩白蛇剑，晋惠帝武库火烧之，今亡。晋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

又属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乱，晋穆帝代，乃还天府。”⑤若将宇文莫蝅与逊昵延父子声称

自己所获“玉玺三钮”之时代与晋怀帝被刘聪所俘的时间相排比，可发现极为接近。这让我们

不得不顺着《宇文莫槐传》的思路，认为其自称所获得“玉玺三钮”即“皇帝三玺”。“皇帝六玺”

与传国玺不知所踪当是事实，⑥但《晋书》记载“皇帝三玺”之一的“皇帝行玺”被前凉张萛所获，

并送至京师。其文曰：“（永嘉三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萛送皇帝行玺一纽。”⑦《张萛传》记述

此事更详。⑧ 所以此事当为直录不应有疑。那么宇文部所获之“皇帝三玺”又为何物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所谓“皇帝六玺”的功能为何，才能去解读宇文部记述自身事迹时为何

要选择“获玉玺”之事。《汉旧仪》云：

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诸侯王书；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

神，以天子信玺。⑨

阿部幸信在其论文中指出“皇帝”与“天子”之别在于“内”与“外”， 而在十六国时期“内”

“外”之别并不明显，在这种“内”的环境之下，能够代表“内”的“皇帝三玺”就变得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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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宇文福之子宇文善的墓志中同样未出现与单于相关的词语，反而是其“铭”的部分提及“轩黄是系”。录文及相关研

究，见吴志浩：《北魏〈宇文善墓志〉考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周书》卷１《文帝纪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版，第１页。

《晋书》卷１０８《慕容蝅载记》，第２８０７页。

《晋书》卷６《元帝纪》，第１５３页。

《宋书》卷１８《礼志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５０６页。

《刘曜载记》有“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曜”，按：诸玺应皆在刘曜之手，见《晋书》卷１０２《刘曜载记》，第２６８４页。

《晋书》卷５《愍帝纪》，第１２９页。

《晋书》卷８６《张轨附张萛传》，第２２２７页。

孙星衍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页。《隋书·礼仪志》则作：“其一“皇帝行

玺”，封命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玺”，与诸侯及三公书用之。其三“皇帝信玺”，发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玺”，

封命蕃国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玺”，与蕃国之君书用之。其六“天子信玺”，征蕃国之兵用之。”，见《隋书》卷１１《礼仪六》，

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３９页。

［日］阿部幸信：《西汉时期内外观的变迁：印制的视角》，《浙江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在北方政权眼中魏晋时期的华夏疆域甚至北方草原，皆是“内”，而在南方政权的视野里“内”“外”之别似乎略同于

“华夷之辨”。本文仅讨论对于北方的内容。



相对“天子三玺”而言，显然“皇帝三玺”在功能上重要得多，无论是“封命”“赐书”还是“发兵”，

此“三玺”的功能皆是永嘉前后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谁掌握了此“三玺”，谁就可以作为玺印的

所有者来代替皇帝行使这三项权力，继而在形式上取得某种资源优势。这也就是宇文部所获

的“玉玺”、张萛送至建康的“皇帝行玺”的情节之中“皇帝玺”频繁出现，而不见“天子玺”的关键

所在。基于这种理路，我们明晰了东晋一方为何在获得了“皇帝行玺”之后，仍旧通过慕容蝅献

玺之事，取得了名义上的“皇帝三玺”，并以获得“三玺”的方式，在礼制上取得了对于北方的政

治优势。

十六国时期“获玉玺”常作为一种祥瑞，用以说明政权的合法性，如刘渊于汾水中获“玉

玺”、①石虎“获玄玉玺”。② 上文已经谈到宇文部“称单于”之事似有造伪之可能，以“获玉玺”之

事来看，若无“称单于”之事，“获玉玺”似乎也就无任何必要了，从《晋书》的两条材料来看，“获

玉玺”虽然确有其事，但我们发现在《北史》宇文部传记之中，我们并未发现“皇帝玺”，而是通过

《慕容蝅载记》才明白宇文部所获得是“皇帝三玺”。直至《周书·文帝纪》对于此事的叙述之

中，将之改为“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③

在此，我们不妨再将思路略作深入，慕容蝅获得宇文部的玉玺是真，东晋获得慕容部所献

之玉玺是真，但所获、所献之“玉玺”是否“皇帝三玺”，似有做伪的可能，但无论《慕容蝅载记》与

《康帝纪》是否出于其他目的强调东晋一方获得“皇帝三玺”，此事作为文本保存下来并为后世

所知，却是已成定谳的。在《周书·文帝纪》修纂过程之中，北周之史官恰恰将宇文部“获玉玺”

的传说与已有文本中东晋一方得到的“皇帝三玺”相勾连，此举自然是为北周政治合法性的获

得做出一种铺垫。

与“称单于”一事后世造伪不同，“获玉玺”是将存在于既有文本中的两件真实事件拼合之

后，形成了后世《周书》的源头。而两事所构建的合法性也稍有不同，“称单于”面对的是如何构

建北周之于鲜卑继承合法性，草原民族之史学多为口传，故可大量造伪。而“获玉玺”之事，则

是假借曾获“皇帝三玺”之事构建对汉地的合法性，继而为自身法统的构建埋下伏笔。易言之，

记录或者书写此事的目的在于说明北周之先祖曾获得“三玺”，“三玺”非皇帝不可得，故其后人

自为帝皇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此，我们还要对草原正统性问题稍作解释，以证其为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另一种话语

体系。④ 在不断的建构与解构、记忆与失忆之间，北族有关草原正统的观念终于独立形成。一

言以蔽之，就是祖先曾为北族共主的，那么其后世子孙亦可成为北族共主。《南齐书》有“索虏

勃勃，匈奴正胤”，⑤赫连氏与最早的匈奴单于有关，故其可为草原共主，正是在这样的草原正

统观念之下，并未产生单于的拓跋部欲与正胤有所关联，最为快速、便捷的办法即是与之产生

姻亲关系。故拓跋焘迎娶赫连昌之女。⑥ 后拓跋部不断改造自身先世传说故事，终以“昌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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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晋书》卷１０１《刘元海载记》，第２６５１页。

《晋书》卷１０６《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６５页。

《周书》卷１《文帝纪上》，第１页。

胡鸿曾指出草原政权的正统依赖其历史记忆的建构，见胡鸿：《草原政权的“正统观念”与历史记忆》，《民族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南齐书》卷５７《魏虏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９８４页。

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帖木儿帝国建立之初，正是由于草原正统观的存在，帖木儿并未废除黄金家族可汗自立，而是

成为黄金家族的驸马。



子，受封北土”①的模式完成了新一轮的北族正统性建构。② 这种草原正统性一直持续至后世，

故《元朝秘史》中还有“虽裹上草，牛也不吃，裹着油脂，狗也不吃……我们仍应该奉他为大汗”

的谚语。③

以上对于“称单于”“获玉玺”两事的考察，发现在宇文周的话语系统里对于胡、汉两者之间

的差异通过建构不同“故事”，从而达到熔胡汉为一炉的目的。但对于后世而言，将《北史》《魏

书》之表述与《周书》拼合之后，却呈现了另一番景象，不得不说基于文本形成过程的考量是解

决宇文部与北周承袭关系的关键问题。进入周、隋、唐之后，层累过程愈发频繁，层累材料来源

也愈发多元，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周书》之中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以炎代黄：北周代魏的先世改造

《周书》开篇即点明北周宇文氏的姓氏来源，其文作：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

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

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④

这里有三点需要我们重视，一是北周宇文氏是被黄帝击败的炎帝之后；二是宇文氏最早的

先祖是葛乌菟，并非《北史》中提到的宇文莫槐；三是“宇文”意为“天君”，故以其为氏。

（一）炎帝之后

比较《周书·文帝纪》与《北史·宇文莫槐传》，我们发现原被称为“南单于远属”的宇文氏

摇身一变成为“炎帝之后”。这显然是王明珂所谓的“英雄徙边记”的一种，⑤通过这种对先世

传说的改造，宇文氏将自己由北族后裔重塑为华夏之后，但其关键则在于我们以往见到的“先

世改造”中多为黄帝之后，为何独独宇文氏选择了炎帝之后？况且，上文已经谈到“称单于”之

事有利于构建其在北族民众之正统地位，为何在此又要废弃不用而重建一种以往未见的炎帝

后裔故事呢？

所谓“南单于”，当为刘渊所奉之呼韩邪单于，《刘元海载记》中所提及的“复呼韩邪之业”⑥

即为明证。但刘渊在奉南单于⑦的同时，也使用了源于《史记》的世系传说故事，故《前赵

录》曰：

刘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⑧

淳维父夏桀，桀源出禹，禹父鲧，鲧父颛顼，颛顼父昌意，昌意父黄帝，⑨如以此世系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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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书》卷１《序纪》，第１页。

陈勇：《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有关这一谚语的最新研究，参见刘迎胜：《〈元朝秘史〉中两则谚语与相关史料的可靠性问题》，《民族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周书》卷１《文帝纪上》，第１页。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７－９３页。

《晋书》卷１０１《刘元海载记》，第２６４８－２６４９页。

陈勇曾对刘渊和南单于之间联系提出质疑，认为刘渊家族出于屠各，并非匈奴正胤。参见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

与屠各刘豹的崛起》，《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并见陈琳国：《休屠、屠各和刘渊族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

期。

《太平御览》卷１１９《偏霸部三》引《前赵录》，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８页。

此世系以《夏本纪》所述夏世系而作，见《史记》卷２《夏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９页。



那么所谓“南单于远属”当为黄帝之后。我们注意到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自称黄帝之后者甚多，

如慕容氏：

慕容蝅，字弈洛环，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①

慕容氏自称“有熊氏”较之屠各刘氏的淳维之后而言，将世系推进更前，直接跨越昌意、颛

顼、鲧、禹诸人，将北族之先世置于与中原同等地位之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通过对自身先

世改造，将其原本之种族与文化与华夏做出勾连的行为。与其相似，苻秦称有扈氏之后，②姚

秦称有虞氏之后，③赫连夏亦称夏后氏之后，④甚至连出于高句丽的慕容云，也自云为高阳氏之

后。⑤ 虽然其说荒诞不经，却表达了当时诸国的某种政治诉求。

北魏建立，《魏书·序纪》仍旧记录了某种联系拓跋部为黄帝之后的说法：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

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

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

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⑥

若将以上文字与《周书·文帝纪》对读，即会发现《周书·文帝纪》中最前面一段文字的叙

述目的与《魏书·序纪》相当，其结构顺序皆为总叙渊源、称雄北方、得姓来源。姚大力曾明确

指出《序纪》是依托中原古史重构而成。⑦ 但若将其置于十六国北朝前期来考察此事，我们却

可发现虽然拓跋部的“先世改造”并不十分成功，然较之上述诸国来讲，已有较大进步。⑧

《魏书》则对诸国族属表达多有改动，如慕容称徒何、赫连称匈奴、苻秦称临渭，与其自身先

世的改造过程似乎是带有某种互动过程的。⑨ 而在传统的中原古史之中，我们可以见到黄帝

代炎帝而立之事，宇文氏以炎帝之后自称，其中原委是在中原史书叙事之中，炎帝是先于黄

帝的。换句话说，宇文部“先世改造”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自称，以表达西魏对北周禅让是于古有

征的，即黄帝之后的“昌意少子”之土既得于炎帝，那么将其土地还给炎帝之后显然是具有法统

合理性的。而创造“炎帝之后”恰恰是在北周代魏之时急需做的一种先世伪冒。甚至我们可以

猜想，这种伪冒的创造当出于宇文觉代恭帝之时，而非源自宇文周本身的传说，故宇文觉称帝

之时才有“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之语。

（二）葛乌菟其人

陈寅恪称：“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

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 虽然

５２１

多重层累历史与双重正统建构：宇文部、北周与契丹先世史叙述的考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晋书》卷１０８《慕容蝅载记》，第２８０３页。

《晋书》卷１１２《苻洪载记》，第２８６７页。

《晋书》卷１１６《姚弋仲载记》，第２９５９页。

《晋书》卷１３０《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０２页。

《晋书》卷１２４《慕容云载记》，第３１０８页。

《魏书》卷１《序纪》，第１页。

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复旦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见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示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见《资治通鉴》卷１１０《晋纪》安帝隆安二年十二月条，

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３９页。

《史记》卷１《五帝本纪》，第３页。

《周书》卷３《孝闵帝纪》，第４６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页。



陈氏此一“关中本位政策”学说“或有时而可商”，①却抓住了齐、周并立之时的本质———两方立

国之根本不同。对于法统建立而言，北周较之北齐天然带有劣势，其原因在于孝武帝出奔关陇

之后，北魏之法统完全掌握在高齐手中，故而《魏书》谥孝武帝为“出帝”。宇文周除通过改造先

世表达，将“南单于远属”变为“炎帝之后”以外，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关中胡汉之群体融

为一炉，建立起其鲜卑共主之形象。这一迫切需要，使得不见于他处的葛乌菟其人终于出现在

《周书》的表达之中。

以往的研究之中，对于自宇文部世系的讨论较多，前文已经提及，于此不再赘述。但值得

注意的是《周书》中塑造的葛乌菟，其出现的时间较之《魏书》中拓跋部最为重要的首领神元帝

要早，甚至比王沈《魏书》之中提及的檀石槐还要早。② 众所周知，鲜卑在檀石槐建立部落联盟

之前各为部落，彼此之间并无联盟关系，而若将虚构的葛乌菟③置于鲜卑历史之中，我们即会

发现在檀石槐出现之前的葛乌菟已经成为“鲜卑共主”，显然是一种将虚构的部落祖先作为整

个集团共祖的模式，其目的当然在于通过这一表达强调自身乃“鲜卑正胤”，当为“鲜卑共主”。

元修辽史，其《世表》中有更为夸大的表达，其文曰：

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

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窻见于此。④

显然，此条材料与真实的历史相去更远，其拼合历史的印记班班可考，即以王沈《魏书》中

鲜卑得名之文字，与魏收《魏书·契丹传》、令狐德《周书·文帝纪》三书整合而成。其说荒诞

不经，但却似乎代表了元代对于宇文部、宇文氏乃至契丹的认识。

前文已经提到，《北史》中宇文部先世表达已经带有某种双重意味，即面对北族的“称单

于”，面对中原的“获玉玺”。而在《周书·文帝纪》中这种双重意味也同样存在，如果认为重塑

北周先世为炎帝之后和保留“获玉玺”之事，是对于中原统治合法性而作的话，那么将宇文莫槐

之世系前推至葛乌菟，显然带有某种建立草原法统观念的意味。

（三）宇文之得姓

宇文氏之“谓天曰宇，谓君曰文”一说必为杜撰而成。白鸟库吉曾指出“宇”字与阿尔泰语族

诸语言皆不能勘同，⑤周一良指出《广韵》所引《姓苑》中“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⑥当为《元

和姓纂》与《通鉴》胡注史源，并以碑铭证“宇文”常作“俟文”。⑦ 以音韵看，汾为?母文韵合口三等平

声字，文为明母文韵合口三等平声字，罗常培认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明母字常读为?母，⑧故而汾、

６２１

　《民族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与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商榷者有岑仲勉、汪、唐长孺等人，可以参见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清华大学

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有关上溯葛乌菟及宇文部世系的相关研究，参见杨军：《宇文部世系及始迁时间地点考》，《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

第２期。

除去《周书》以及以其为史源的史籍（《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辽史》）之外，我们并不能见到更早的材料

可以证明葛乌菟的存在，故而权且以其为虚构人物。

《辽史》卷６３《世表》，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４９页。

［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第８２－８５页。

《姓苑》一书已佚，周一良提示唐人对其有所增益。疑引文后“后世通称宇文，盖音讹也，代为鲜卑单于”一句非《姓苑》原

文，而是《广韵》内容。

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１９９－２００页。姚薇元通过同样材料获得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虽然姚

薇元硕士论文先于周氏完成，但姚氏书籍出版晚于周氏文章见刊，故无法判断两人先后问题。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１８１

－１８４页。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４２页。



文两字似可勘同。① 另一方面，《姓苑》为南朝宋何承天所作，②其时北方尚未为北魏一统，故其

记录可作为判断“俟汾”本意的依据。既然“俟汾”确为草之义，那么“天君”之意又从何而来呢？

《周书·文帝纪》之文字与《魏书·序纪》大有雷同之处，《周书》之“谓天曰宇，谓君曰文”，

显然化用《魏书》中“谓土为拓，谓后为跋”之语。后世更有“北人谓地为拔，谓其总有其地，时人

相贺，因氏焉”③的叙述。如是可见，北人解释“北语”之时颇为随意，④“拓跋”一词当与土、后无

关。究其根本，拓跋与土后对应，乃是后世黄帝说出现之后，用以附会“黄帝之后”才提出的观

点，⑤其目的是树立中原正统性，面对不懂北语的中原民众，选择以拓跋对应土后，从而证明其

为黄帝之后。

与拓跋部类似，宇文部塑造炎黄之后的目的、面对受众同样没有任何变化，与其保守地、隐

晦地使用土地之主，不妨直接使用天下之君来得更为直接。在后世的文献之中将“谓天曰宇，

谓君曰文”改作“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⑥也可以作为天君之旁证。另一方面来说，以炎帝对

黄帝、天对土、君对后，皆体现了宇文氏在这一层面对于拓跋魏的超越。

总的来说，《周书》中叙述宇文氏先世的部分，无论是叙述结构还是叙述目的皆本于《魏

书·序纪》，是北周代魏之后出于对北魏一方的压制，借用已成定说的宇文部事迹，不断层累有

利于统治的传说的产物。而杨隋代周、李唐代隋之后，虽然隋唐两代皆了解北周之先世传说为

虚构之产物，但为了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并未有人能够指摘其漏洞。

三、契丹先世传说与拓跋部之关联

在《周书》文本形成之后，唐宋之际仍有三种有关宇文周先世传说的文本出现，即《通典·

边防典》《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但其材料选用大体上是以《魏书·宇文莫槐传》

《周书·文帝纪》拼合而成，抑或是综述宇文部国灭之后至宇文泰世系情况，这是由其文体决定

的，故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而由北周所创造的先世传说作为一种政治遗产，跨越唐宋直至

元代修《辽史》之时，元人仍旧以辽之契丹为宇文之后，如《辽史·太祖纪》的赞曰部分：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

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颏领。颏领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

严而人化，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剌德，尝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札，是为懿祖。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

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

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突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靅，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

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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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秉琨也通过对现代语言的研究，认为汾、文两字可以勘同，见徐秉琨：《步摇与慕容鲜卑》，《文史》２０１４年第４辑。

《旧唐书》卷４６《经籍上》载：“姓苑十卷何承天撰。”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０１２页。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９，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虽然林安庆指出拓跋源自突厥语ｔｏγｂｇ意为土地之主，并得到罗新的支持，但其仍无法解释贺拔姓氏的对译词。

参见ＡｎＫｉｎｇＬｉｍ，＂Ｏｎｔｈｅ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ｏＰ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００；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

名》，《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４９－７９页。

李凭在其论文中提及此观点，并认为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同，但可惜并未将其观点展开。参见李凭：《黄帝历

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６，第８９９页。

《辽史》卷２《太祖纪下》，第２４页。



这段文字虽为元代史官所作，但其大部分史源应出于耶律俨。冯家癉以《辽史·世表》中

出现的耶律俨文字，认为耶律俨所修《实录》在《太祖纪》之前当有类于《魏书·序纪》的内容。①

若以冯氏之判断为确论，②我们即会发现上文并非无根之木，而是自“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

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一句后的所有文字，皆当本于耶律俨。③ 而“出自炎帝”的论断，

当与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无关，仅为元人修《辽史》之时的判断而已。

宋元之间大致有三种有关契丹祖先传说留存于世，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影响的当属“青牛

白马”的故事，《辽史·地理志》曰：

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

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

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④

刘浦江指出“青牛白马”故事不仅见于辽代石刻文献之中，且已经流传到宋朝一方，并被多

种材料所记录。⑤ 尽管学界对此传说产生时间与目的有过一些讨论，⑥但似乎众人并未发现其

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神人”“天女”皆不名。这种不具名的人物本身即充满了某种神秘色彩，

若从北族传说中寻找原始之母题的话，则会有更多发现。遍检诸史，此传说与《魏书·序纪》之

圣武帝遇天女一事在叙事模式上带有某种相似之处。⑦ 《序纪》云：

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见辎襬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

“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

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

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⑧

《魏书》中的叙事大体是，拓跋部圣武帝曾于野外见到天女并“同寝宿”，后天女生子，为“始

祖”。其与“白马青牛”故事区别主要在于相遇场面与生子人数不同，但此两处修改皆是化用故

事使其事“本土化”的必要措施。我们知道《序纪》乃是拓跋部口耳相传的《代歌》《代记》修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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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冯家癉：《冯家癉论著集萃》，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９页。

事实上，《金史》首卷的叙事与上引“赞曰”之文十分类似，但为何辽史未置《世纪》或《序纪》，我们不得而知。见《金

史》卷１《世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８页。

邱靖嘉提示引文中“涅里”改作“雅里”，故上引赞曰内容当出于陈大任，而非耶律俨。但首句是否为陈氏《辽史》似

可再做考量。

《辽史》卷３７《地理一》，第４４５页。杨军认为此文由两部分抄撮而成，即“相传有神人乘白马”之前与《辽史·营卫

志》有关，“相传有神人乘白马”之后与范镇《东斋记事》中“白马灰牛”有关。见杨军：《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首都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后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

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９－１２２页。

见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与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５－６期，后收入氏著《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１－６５页。田村(

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第一册，同朋舍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０１页。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

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史学汇刊》第４期，后收入氏著《契丹史论丛》，学海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３５－６２页。李桂芝：《关于

契丹八部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陈汉章认为耶律俨曾参考《魏书》，因契丹保鲜卑山，故契丹为鲜卑，又拓跋部为黄帝少子昌意后，故契丹亦为轩辕

之后。见氏著《辽史索隐》卷七“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为轩辕后”条，见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辽金元三史之属》，

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４２页。

《魏书》卷１《序纪》，第２－３页。



来，①其在北方影响颇大，故而有辽一代化用此故事，将圣武帝与天女故事修改为“神人”“天

女”乘“白马青牛”之事，也就是不足为奇了。② 而《序纪》之中“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一句，虽

然其出发点是为北魏统治服务，但在此处是被契丹统治者化为己用。其文本的形成时间，我们

将在下文讨论。

其次，是“阴山七骑”传说，③其事为王易《燕北录》所载：

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册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七祖

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也。赤娘子者，蕃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

一妇人，因生其族类。④

如果王易所言皆为实情，那么我们发现阴山七骑得一妇人之事似乎较为复杂，首先，我们

在文本之中并不能读出“得一妇人”之人是“七骑”之一，还是“七骑”的所有人。若是“七骑”之

一，我们似乎当将其理解为迭剌部始祖，其“得一妇人”随后有“其族类”，但从祭祀情况来看，

“赤娘子”被祭祀的顺序相当靠后，而且在祭祀顺序之中并未出现有关始祖的记载。如果认为

是“七骑”共得一妇人，妇所生七人之子乃是契丹之诸部的话，那么此种解读带有明显北族色

彩，虽然荒诞，但也见于中原视角的异族叙事之中。⑤ 如此一来，“赤娘子”似可被认为是契丹

诸部的“共祖”，⑥那么祭祀顺序上，自然是先从祭祀家族（迭剌部）祖先开始，然后才是祭祀部

族（契丹）祖先，换句话说“赤娘子”虽为契丹“共祖”，但其并不作为迭剌部的祖先受祭，故其受

祭顺序当晚于迭剌部先祖。⑦ 另一例证是耶律倍南奔之时曾作《吉首并驱骑图》，⑧此画今虽不

存，若以奇首（吉首）与“阴山七骑”共图，且七骑为奇首所驱使的话，那么正合契丹八部之数，且

为迭剌部当为契丹共主做出了另一种舆论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解释“阴山七骑”，

迭剌部与其余七部也仅为主从之间的关系，其远远不如“白马青牛”传说之中的“生八子……分

八部”。

于此，我们姑且将这两种传说认为是契丹人有关先祖记忆的两种不同形式，并将其产生顺

序自早而晚进行排序，先有“赤娘子与阴山七骑”后有“白马青牛”。“赤娘子之事”的发展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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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见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后收入氏著《拓跋

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０２－２３１页。又见Ｊ．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ａｉ：ＥａｒｌｙＴｏ

Ｐ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Ｗｅｉｓｈｕ，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１４１８。

川本芳昭曾经提出过相似的观点，其文中虽然列出辽、北魏先世传说的两种文本，但并未深入。川本氏仅在其论文

的后一部分讨论五德历运问题时，强调了契丹与北魏的在历运时的相似性。见川本芳昭：《辽金における正统
)

をめぐっ

て———北魏の场合との比较》，《史渊》２０１０年。

除去“白马青牛”与下述“阴山七骑”之外，宋代文献之中尚有一种“三主故事”的传说，由于其与本文讨论之内容关

系不大，且传入年代与传播途径亦不明确，故将暂时搁置。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漆侠先生纪念

文集》，第１１５页。吉本道雅也有类似观点并认为其史源当为《虏廷杂记》，吉本道雅：《契丹国志疏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

究纪要》２０１２年总５１期。

王易：《燕北录》，《说郛》卷３８《重编燕北录》，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重印本，第１６叶。学界对此书作者与内容亦有争议，

此处从《说郛》中的说法。如苗润博认为此书当为武皀《燕北杂录》，与王易书无涉。见苗润博：《〈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

问题发覆》，《文史》２０１７年第３辑。

见《魏书》卷１０２《鷏哒传》、《隋书》卷８３《吐火罗传》，两传皆有兄弟数任共娶一妇的记载，兹不缀。

任爱君认为“赤娘子”即“契丹之始祖母（木叶山可敦庙之可敦）”。见任爱君：《关于契丹族源诸说新析》，《蒙古史研

究》２００３年第７辑。但其说无法与《辽史·地理志》合。如果认为漏记拜祭可汗之事的话，我们也无法想象在有关先祖祭祀

之中将可汗、可敦之祭祀间隔是出于何种考虑。

康鹏提示“赤娘子是契丹女性始祖当无疑义。只是到了辽朝末年地位下降”。但“赤娘子”地位缘何会在辽朝末年

下降，还应该再做进一步考察。

《景印元大德本宣和画谱》，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１年版。



带有两种不同形态，即“七骑”获“赤娘子”而生契丹族类，或是“奇首与七骑”共获“赤娘子”而生

契丹族类。若仅以书写目的来看，“阴山七骑”似乎早于“白马青牛”故事，该表述与奇首可汗是

否相关，由于史料所限不能做出明确判断，仅以耶律倍画作猜测，其在太祖一朝亦当是结合奇

首可汗故事做出某种改动。“白马青牛”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是出现以后即成定式的，从《耶律羽

之墓志》中“其先宗分佶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已来世为君长”①来看，虽然会同五年

（９４３）已有将奇首、鲜卑两种传说做出某种联合的尝试，但并未出现“白马青牛”故事，任爱君、

杨军皆以此条材料判断奇首可汗传说与“白马青牛”传说无涉，两者之结合当由后世完成。②

诏修《始祖奇首可汗事迹》标志着“奇首可汗”与“白马青牛”传说的彻底结合，虽然我们无

法判断其成书时间与内容究竟为何，但似乎可以通过辽太宗之后的政治行为对其稍作解读。

辽太宗在会同九年获得了后晋出帝所送玺宝，《辽史》中说：“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

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③而在大同元年更是将后晋之人物、工匠以及书籍等物

送至上京。自此开始，辽人不断以“传国宝”之事发挥。④ 与之相对，为了进入华夏正统序列之

中，先世传说与华夏古史互相勾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拓跋部之北魏作为自己的类比对

象显然是最优之选，这种选择与未获中土之地时已有“派出石槐”之语恰好形成了一种暧昧且

和谐的关系。从随后的辽人皆以“北朝”自居、⑤出土文献中自称轩辕之后⑥到耶律俨《皇朝实

录》的“轩辕之后”皆表达了这一倾向。如以上不误，那么“白马青牛”说当在此后出现，并随着

《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开始编纂将两说成功融为一说，⑦也正是该传说作为官方定论之后，“三

主故事”与“赤娘子”皆被压制，仅通过宋人记述流传于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即王易的记录是在辽道宗时期（清宁四年，

１０５８）产生，⑧为何早遭压制的“阴山七骑说”仍能被宋朝使节所知晓？陈勇曾对北魏拓跋部

“匈奴说”进行过较为系统研究，他认为“匈奴说”在崔浩“国史之狱”（４５１）后即遭压制，至孝文

帝南迁的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后亦遭禁毁。⑨ 故而我们无法在北朝文献之中寻觅“匈奴说”的踪

影，但在南朝文献中仍有体现。 同样的出使归来携带的知识，同样的从压制再到禁毁，似乎

我们也可以用陈勇解释“匈奴说”屡禁不止的原因来解释南北两方为何皆会保有此说。陈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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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盖之庸：《耶律羽之墓志铭考证》，《北方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见任爱君：《关于契丹族源诸说新析》，《蒙古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７辑。杨军：《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首都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辽史》卷５７《仪卫三》，第９１３－９１４页。

见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６年第１期。郭松康：《辽朝夷夏观的转变》，《中

国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永清公主墓志》中有“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相关研究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中国

历史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５期。并参见赵永春：《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与之相似，拓跋部的传说亦经历若干阶段，经匈奴说、鲜卑说、李陵之后说最后确定为黄帝说，不能不说，这种由于

自身统治土地的扩大与统治人口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先世传说的不断改变，是所有北族王朝所要经历的必要过程，其本质在

于通过这种改造建构自身对于统治区域与民众的正统性。见陈勇：《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

第２期。

《燕北录》所记事件年代承康鹏提示，在此表示感谢。

陈勇：《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南朝两种有关拓跋魏先世传说的文本大体出自使节出使后的报告。魏宋之间常有使者往来，见郭硕：《北魏对刘宋

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烟台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又《南齐书·魏虏传》有“隆昌元年，遣司徒参军刘鰏、车骑参军

沈宏报使至北”（第９９３页）。



为“匈奴说”在北方得以流传的原因在于“匈奴系”人物在北魏早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辽代建立

之初，皇权传递秩序的混乱与述律氏诸后的干政，而以“阴山七骑”故事作为自身家族传说的契

丹贵胄们恰似北魏早期“匈奴系”人物，从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而言，“阴山七骑与赤娘子”确有

其可以继续传播的背景。而陈勇提到南方系统之所以记录“匈奴说”，其目的是通过记录贬低

北朝；上文已经提到“阴山七骑”可能具有的两种形态，亦可类比于此，说明宋人记录此事目的

所在。

综上所述，拓跋魏最后形成定本的传说故事，不仅在中原之地广泛传播，而且在辽阔的北

方草原亦影响深远。迭剌部成为契丹共主之后，将自己家族传说逐渐推广至整个契丹部族的

同时，也使用类似拓跋部的先世传说故事使其“政治遗产”为己所用，从而获得南—北、胡—汉

之间的法统。辽朝先世传说的改造，使得拓跋之“鲜卑—黄帝”说与契丹之“鲜卑—黄帝”说相

勾连，从而建立起自身对于中国北方统治的合理根据。

四、小 结

从十六国宇文部先世故事的造伪，到宇文周代北魏而立之后的“炎帝之后”，两种出于不同

史书的材料都发挥着属于自己的政治作用。而唐末大乱之后，迭剌契丹崛起于北方边地，随着

其统治范围的扩大，其先世传说的变化也在同步进行之中，其内核同样是将流传于北地之传说

与自身部族故事相结合，以建立自身政权的法统。

通过对宇文部、北周、契丹辽三个不同政权先世文本的观察，我们发现《魏书·序纪》之影

响在中原与北方草原的影响同样巨大，而后两者为达到其统治中国北部的目的，皆以《魏书·

序纪》作为蓝本进行了不同维度和方式的改造。这与其说是一种家族或是部落传说的再建构

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重构北方政治结构的行为。宋辽之分野，虽在宋人看来已经是国与国的

语境之下，①但在被宋人以外国视之的辽人眼中，这不过是第二次的“南北并立”而已。在如此

背景之下，其对先世传说的再建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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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