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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魏晋南北朝是河北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 ,思想活跃 ,学术繁荣 ,名家辈出 ,经学、哲学、宗教、史学、

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成就斐然。 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文化大融合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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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南北朝是中国历 史上社会和 政治最为纷 乱动荡

胡诸国 及北朝诸君 ,皆以儒 教、经 学立国。 后赵 石勒重视

的时期 ,史家 称之 为“离乱”年 代。 在 这近 四百 年的 时间

儒学 ,以“明经”的吏员充任 太学、小学的教师 ,还设 博士、

里 ,国家大多处在 南北分裂、政权割 据、干 戈不息、兵连祸

经 学祭酒等职 ,并“始 立秀、孝 试经之制” ,“下书 令郡国立

结的战乱状态。 221年 ,曹丕以邺城 (今临漳县 )为王业之

五经博士”。前燕慕容 皇光崇尚经学 ,以经学考试学生 ,优异

基 本 ,置 冀州、幽 州 ,冀州 治信 都 (今冀 州市 ) ,辖 10郡 3

者 委 以重 任 ; 慕容 日韦 在位 时 ,受经 于 博士 王欢、 尚锋、杜

国 ; 幽州治蓟 (今北京 ) ,辖 11郡 1国 ,其中 6郡 1国在今

诠 ,并以明经讲 论于左右。 前 秦苻坚“颇留心 儒学” ,在立

河 北境内。 西晋分全 国为 19州 ,司 州所辖“三魏”及幽冀

国 之初便任命硕学耆 儒苏通、刘祥为《礼记》祭酒、《仪 礼》

二州即 今河北之地。 十 六国时期 ,控制河 北的有前赵、后

祭 酒 ,曾下诏“偃武修 文 ,增 崇儒教”。 北魏诸帝 都积极采

赵、前 燕、前秦、后燕、北燕等 6国。 南 北朝时期 ,北魏广置

用 并推崇 儒家 思想 ,他们 亲自 到太学 听经、讲经 ,地 方官

州 郡 ,河 北的 幽冀二 州是 其政 治、经 济发 展的重 要区 域。

学也以儒学为主要课程。

东魏、北齐也都以邺城为都 ,幽冀二州实为畿辅之 地。

魏 晋南 北 朝时 期 战 乱纷 繁 ,社 会 剧烈 动 荡 ,谈风 日

河 北地处 中原 与北部 边陲 的接 壤地带 ,特 殊的 地理

盛 ,老、庄学 说盛行 ,学术研究 并非仅局限 于经学 ,出现了

位置和经济地位 ,历来是争夺的热点地区。 这一时期河北

儒、玄、佛、道诸家并存 ,学术争 鸣昌盛 的活跃 局面。 如曹

先后经历了 “八 王之 乱”、十六 国大 乱、北魏 统一 和东 魏、

魏 曹操治 兵家 ,管辂 治阴 阳家 ; 西晋 张忠“劝 教但至 道虚

西魏及 北齐、北 周的对峙。 尽 管兵燹频仍 给河北的经 济、

无为 宗” ,传道 教 之 说 ; 南朝 清 河张 讥 “讲《周 易》、《老》、

生产造成 极大破坏 ,但是统治 河北的诸少 数民族政权 ,为

《庄》而 教授焉” ,并传 授佛教知 识 ,其教 学将儒、玄、佛、道

了 加强 统 治 ,缓和 阶级 矛 盾和 民族 矛 盾 ,大量 吸 收汉 文

融为一体。北朝赵郡李士谦“善谈玄理”。与玄、道相比 ,河

化 ,尊儒 重教 ,重 用河北 士族 知识分 子 ,在客 观上却 促进

北的佛教思想较为繁盛。 佛教在 河北的传播始于后赵 ,龟

了河 北文化 教育 的发展 ,使 河北的 文化 教育 进入了 一个

兹 高 僧佛 图 澄到 邺传 教 ,深 受石 勒、石 虎尊 崇 ,“所经 各

前所未 有的兴盛时期。 本 文将就魏晋 南北朝河北 文化教

州 ,纷立佛寺 ,凡八百 九十三所” ,一 时间“中州胡晋 ,略皆

育的概况、特点及原因加以粗浅探讨。

奉佛” ,“皆营造寺庙 ,相竟出家” [ 1]。到北齐时 ,邺都有寺院

一、学术思想以儒学为主 ,多元并存

4000所 ,僧 尼 8万 余人。[ 2 ]常 山扶柳 高僧 释道安 ,曾 在太
行恒 山创立寺塔 ,弘扬佛教 ,“徒众数百 ,常宜 法化” ,他整

自汉 武帝“罢 黜百家 ,表彰六经 ”以后 ,儒家学 说成为

理、翻译了许多佛家 经典 ,对佛教思想 的传播和 后世佛教

官方正统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统治河北的各政权为了

教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而北魏高允、孙惠蔚、李同轨、崔

能 够长治 久安 ,仍把“大 一统”的儒 家思 想作 为统治 的主

光、刘献之等大儒 ,皆兼通佛学。 可见 ,当时河北学术思想

导思想而大加倡励。 曹魏政权极力倡 导儒学 ,魏明帝颁诏

十分活 跃 ,众家 并存。 虽然儒 家学说受到 冲击 ,但实际上

规 定“贡士 以经学为先” ,强调“尊儒贵学 ,王之教 本”。 五

极受统治者的提倡 ,所以仍被奉为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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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道幼 ,为 医 母疾 ,钻 研 医术 ,成 为 名 医 ,后世 代 相传 医

二、河北士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

术 ,其子许 智藏 以“医术 自 达” ,许 道幼 的同 宗许

魏晋南 北朝政治上 的突出特征 是士族专权 ,有“门阀
政治”之称。 在北方 ,河北的士族专权 更具典型性 ,他们不
仅 有雄厚 的经 济基础 ,而 且在 政治上、思 想上、文化 上也
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家庭世 代为宦 ,致位显通 ,名高望重 ,
在学术上自成一家 ,有着世代相承的家学。 因为豪族要保
持 其门 第的尊 贵 ,不 光是 “爵 位蝉联 ” ,还必 须有 “文 才相

、子许

澄 ,“亦以医术显” ,父子俱以医术“名重于周、隋二代”。
河北士 族的家学、家传不 仅保持了门 风优势 ,而且对
河北的文化教育的继承和发展也起到 了推动作用。

三、文化领域成就斐然 ,名家辈出
1.经学

继”才行 ,而 且世家望族 多累世传经 ,不乏 饱学之士 ,具备

汉代 河北经学在 全国影响较 大。 魏晋时河 北经学几

开设家学 的基本条件 ,因而多 开设家馆 ,延请名师 教授子

乎 停滞。 十 六国 时期河 北经 学开始 复兴 ,至 北魏时 河北

弟 ,卢景 裕、李同 轨、张 雕、李铉、刁 柔、石曜、鲍 长暄 等都

“儒林 转 兴”。 北 魏 崔 浩 注 《急 就 章》、《孝 经 》、 《论 语》、

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 从这个意 义上说 ,士族门阀不

《诗》、《尚书 》、《春 秋》、《礼 记》、《周 易》等。 高 允著 《左传

仅仅是一 种社会组织 ,也是一 种文化组织 ,是河北 文化传

解》、《公羊释》、《毛诗拾遗》等百余篇。 “海内儒宗”刘献之

承的主体。 陈寅恪对士族在保存、传播文化方面所起的作

撰《三礼大义》 4卷、《三传 略例》 3卷、《注毛 诗序 义》 1卷。

用持肯 定态度 ,他 说: “中原经 五胡之乱 ,而学术文 化尚能

李铉撰《三礼义疏》、《三传异同》、《周易义例》 30余卷。 熊

保持不坠 者 ,固由地 方大族之 力 ,而汉 族之学术文 化变为

安 生作《周礼义疏》 20卷、《礼 记义疏》 40卷、《孝 经义疏》 1

地方化 及家门化矣。 故 论学术 ,只有家学 可言 ,而 学术文

卷。 武邑 孙惠蔚在世 宗左右“敷训经典 ” ,封赐男爵 ,官至

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刺 史、 光 禄 大 夫 ,史称 “魏 初以 来 ,儒 生 寒 官 ,蔚 最为 显

[ 3]

魏 晋南 北 朝河 北 士族 家 学 多集 中 在经 学、文 学、书

达”。 此外 ,博 陵崔绰、崔建、许堪 ,范阳祖迈、祖侃 ;渤海高
毗、高济、李钦、刁冲 ,赵郡李诜、李灵、李遐、吕季才 ,中山

法、医学和科技等才艺方面。
清河 崔氏家族地位 显赫 ,陈寅恪曾云: “崔氏父子 (玄

刘 策、郎 苗、张纲 ,广宁 燕崇、常 陟 ,长乐 潘天 府、杜熙 ,上

伯与 浩 ) ,乃北魏汉人士 族代表及 中原学术中 心也。 其家

谷张诞、侯辩 ,河间邢 颖、邢 祜 ,常 山许琛 ,燕刘遐 ,北平阳

世所传者 ,实汉及魏晋之旧物。” 范阳卢氏家族也以经学

嘏 ,广平游雅、程骏等 ,都 是有名的 士儒。 东魏 北齐 ,燕赵

传 世 ,卢玄 在政治 上、学术上 达到 巅峰 ,“辟召儒 俊 ,以玄

“横 经受 业之侣 ,遍 于乡邑 ” ,卢景 裕、李铉、杨元 懿、宗惠

为首 ,授中书博士。”

振、马敬德、李同轨、熊安 生等 ,皆为河 朔大儒。 北 朝河北

[ 4]

[5 ]

长期生 活在邺城的 曹操、曹丕、曹 植父子是建 安文学

的经学颇 有影响 ,范阳儒士 卢辩、卢诞、卢 光西入关 中 ;河

的 代表人 物 ; 《北史 · 文 苑传序 》记 载河 北的 文学之 士有

东乐逊从徐遵明学经于赵魏 ,学成后投奔宇文氏。 北周灭

范阳卢氏、清河崔 氏、赵 郡李氏、渤海高氏 等 ,他们 都有着

北齐 ,宇文邕入 邺 ,礼重 儒士 ,熊安生归于 北周 ,在长安任

深厚的文学家传渊源。

露门学博士。 他们都对关中经学的发展起到推 动作用。

北 魏清河 崔氏、范阳 卢氏 ,以 书学 见称 于世 ,为 北方
书法名家。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 ,为世摹楷。玄伯祖

2.哲学、宗教
魏 晋南北 朝河 北思想 界除 了儒 学外 ,玄学 也十 分活

,而具

跃 ,刘 劭的《人物志 》对 汉末 学术思 想向 魏晋 玄学过 渡起

司索靖之草 ,皆尽其妙。 谌 传子偃 ,偃传 子邈 ; 悦传子 潜 ,

到了 中介和 桥梁 作用 ,同时 该书也 是我 国古 代唯一 一部

潜 传玄伯 ,世 不替业。” [ 6] 玄 伯之 子崔 浩又 以隶 书见 称于

人 才学 理论 专 著。 在玄 学 兴盛 时期 ,欧 阳 建著 《言尽 意

世 ,次 之崔 简也以 善书 知名。 崔浩 族子 崔衡、崔 光、崔高

论》 ,向唯心主义玄学发难。

悦与范阳卢谌 ,并以博艺著名。 谌法钟繇 ,悦法卫

客、崔 亮、崔 浑、崔 挺等 ,卢 谌 子 卢偃、孙 卢 邈 ,均 擅长 书

北朝 河北佛教兴 盛 ,释 道安译佛经 10部 ,著述 60余

法。 后来 ,崔盛而卢绝 ,后 世的书 法家郭 祚、黎 景熙等 ,皆

种 ,其 中《西 域记》是我 国第 一部从 佛教 文化 角度介 绍西

习崔浩的书法。

域诸 国情况的专著 ,还编有《众经目 录》 ,这是我 国第一部

祖 氏家族 祖孙 五代都 擅长 制造、天 文、历算 ,尤 以祖

佛 经目录。 高僧竺道 生著《二谛论》、《佛性当 有论》等 ,译

冲之成就最为辉煌。 祖冲之的祖父祖 昌 ,即是南朝刘宋掌

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等。 与此同时反佛思想也

管建筑、工程的长官大匠卿。 祖冲之继承家学 ,擅长数学、

涌现 出来 ,李 王易 斥责佛教为“鬼权” ,邢邵与杜弼 还就佛学

天文和机 械制造 ,他 将圆周率 计算到小数 点后七位 ,并制

形神 问题进行辩论 ,在思想 界影响较大 。 杨

《 大明历》。 其子 日桓之 ,“少 传家业 ,究 极精 微 ,亦 有巧 思。

伽蓝记》也抨击了 北魏的佞佛 风气 ,并 记载了洛 阳的佛教

… … 父 所改 何承 天历 时尚 未 行 ,梁天 监初 ,时 日桓 之 更修

建筑、帝都风物、佛教僧 徒、佛 教与社会的 关系等 ,内容广

之 ,于是似行焉”。 日桓之的儿子祖皓 ,“少传家业 ,善算历”。

泛 ,在史学、文学、地理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长于医术的崔

,其子景哲“亦以医术知名”。 高阳人

之的《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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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学

发展大有裨益。 我国古代国力强 大的朝代 ,大体文化教育

西晋 束皙 ,撰 《晋 书》帝 纪、十 志 ,整 理“汲 冢书”。 徐

也是兴盛的。 但是为什 么魏晋南北朝“离乱”时期 ,河北的

光、宗历、傅畅、郑 忄音等撰《上党 国记》、《起居注》、《赵书》。

文化教育却逆势而出现兴盛局面呢? 笔者认为 ,下列几点

前燕田融撰《赵书》 10卷。后燕董统撰《后燕 书》 30卷。“以

是其根源所在:

文 华显”的魏 收 ,编撰《魏书》 ,其 史学价值在 于首创“释老

1.固 有的 社会 政治体 系被 打破和 儒学 的中 衰 ,导致

志” ,记述了 佛教、道 教在中国 的传播 ,还详细记录 了北魏

人们的思想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进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政 治、经 济、文化 教育、自然 地理等 史实 ,极 具史 料价 值。

东 汉末期 ,农 民起 义 ,军 阀混 战 ,社会 进行 着激 烈的

清 代 《四库 全书总 目》、王命 盛《十七 史商榷 》等都对 其给

变革 ,汉王朝大一统 的局面已 不复存 ,整个社会 固有的政

予肯定。 此外 ,北齐阳休之撰《幽州人物志 》 30卷 ,许亨撰

治 体系被 打破 ,“独 尊儒 术”遂失去 了赖 以存 在的社 会政

《齐书》并《志》 50卷 ,遇乱亡佚 ,后撰《梁史》 58卷。 王邵撰

治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 的“百家争鸣”也是在诸侯争霸、社

《齐书》 16卷 ,李德林注纪传 27卷。

会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同时儒学信仰危

4.文学艺术

机 已露端 倪 ,人们对 充斥 着谶 纬迷信、繁 琐杂糅 、空 疏无

曹魏 之时 ,以 曹氏父子为 代表的“建安文学 ” ,在古代

用的 汉代经 学失 去了原 有的 热情 ,儒家 的伦 常礼教 已难

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西晋 河北又出现了张华、

以 继续承 担巩固 封建统 治的 作用 ,“独尊儒 术”也就 丧失

张协、刘 琨的 文学名 家 ,张华 著有 《情诗》、《杂 诗》多 篇及

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心理条件。 儒学不再“独尊” ,人们被禁

笔记小说《博物志》 ;张协著有《杂诗》 10篇及散文《七命》 ;

锢的思想 得到了解放 ,玄学、佛学、道教纷 纷登台 ,与儒学

刘琨著《文集》 9卷 ,《别集》 12卷。 另外 ,邢邵著《思公 子》、

既相互争 胜 ,又 相互吸纳 ,致使人 们视野开阔 ,思想 活跃 ,

《三 日华 林苑公 宴》 ,魏 收著《南狩 赋》、《庭 竹赋 》及 《聘游

思想呈 多元化发展 的态势。 同时 ,还要看 到 ,思 想的多元

赋》等。

化 ,势必带来人 性的解放 ,使人们 感情奔放 ,富于创 新 ,勇

北 魏崔 玄伯、崔 浩、卢谌、崔 悦、黎锦 熙、魏收、邢 邵、

于 探索 ,正如宗 白华 所说: “汉末魏 晋六 朝是 中国政 治上

赵仲将等均为燕赵幽冀著名的书法家。 北魏杨子华有“画

最 混乱、社会 上最苦 痛的 时代 ,然而 却是 精神上 极自 由、

圣”之 称 ,其作 品《斛律金 像》、《北 齐贵 戚游 宫苑 图》、《邺

极 解放、最富 于智慧 、最 浓于 热情的 一个 时代 ,因此 也就

中 百戏狮猛图》、《宫苑人物 屏风》、《邺中北宣寺 》等 ,名噪

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8]

一时。 此 外 ,高遵尝作有《二殿图》 ,高孝珩作有《朝士图》、
《苍鹰图》 ,刘杀鬼作有《邺中大定寺》 ,也都有一定影响。

2.少 数民 族统 治者爱 好经 学和重 视文 化教 育 ,直接
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曹 魏在邺城建 有铜雀、金凤、冰井三台。 北齐 在雕塑

河 北文化 教育 的兴盛 ,与 少数 民族统 治者 自身 的素

艺 术上颇富成就。 高洋建娲 女皇 宫 ,凿石窟、石雕和 摩崖经

质和重 视程度有着很 大的关系。 各少 数民族政 权均采取

刻 ,并立石碑 ;又在响堂山南北开凿石窟 ,修建寺院。

了崇儒 重教的文教 政策。 一方面 ,重视自 身教育 ,石勒不

5.科学技术

识 字 ,却常常让 人读书给他听。 慕容广
鬼 著《家令 》 ,慕容 皇光

魏晋南 北朝河北科 学技术成 就令人瞩目。 南 朝著名

“雅好文籍” ,慕容俊“博览史书”。 苻坚 “博学多才艺”。 另

数学家祖冲之 ,“著《易》、《老》、《庄 义》 ,释《论语》、《孝经》 ,

一方面 ,统治者重视 王族子弟 的教育 ,石勒令太 子石宏随

注《九章》 ,造《缀述》数十篇” [ 7]。 他编制的《大明历》 ,规定

杜嘏习经 学 ,随 续咸习律学 ,随任 插、刘徵 习兵书 ,随王阳

一年 为 365. 24281481天 ,对于日 月运行周 期的计 算比当

习 击刺 ;慕容广
鬼 命其子慕容 皇光及国 胄前往东庠受业 ;慕容

时的其 他历法更为准确 。 他是世界上 第一个把圆 周率精

皇光著《典诫》 15篇

确 计算到小数点后第 七位的数学 家。 其著作《缀术》是唐

教 胄子”。 北 朝河北的卢 景裕、李同轨、张雕、李铉、刁柔、

代国子监算 学馆 的教 材。 北朝 地理 学家 郦道 元著 《水经

石 曜及北 齐邢峙 ,均 做过 王族家 馆的 教师 ,“授皇太 子诸

注》 ,是一部 融自然、经济、城市及历史 等多门学科 于一体

王经 术”。 统治者对 经学的爱 好和对文化 教育的重 视 ,无

的综合性力作 ,极具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北朝信都芳著

疑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 推动作用。

《五 经宗》、《乐 书》、《遁甲 经》、《四 术周 髀宗 》、《灵宪 历》。
北 周 著 名 科 学家 甄 鸾 精 通数 学、 天文 ,曾 注 释 《孙 子 算
经》、 《数 术 记 遗》 ,著 《五 曹 算 经》、《五 经 算 术 》及 《天 和
历》。 北魏名医李修撰药方百余卷 ;王显撰药法 35卷。

四、魏晋南北朝河北文化兴盛的原因

,以教胄子” ;慕容俊“立小 学于显贤里以

3.河 北士 族知 识分子 得到 重用 ,对文 化教 育的 继承
和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 方少数 民族 南下建 立政 权 ,他们急 需汉 族地 主阶
级 的支 持 ,从 士族 中选 拔 一些 士人 做 谋士 ,参 与 政治 管
理 ,而河北士族名士 ,亦多依委其间。 后赵石勒重用张宾、
卢湛、石璞等士族名 士。 前秦建 元八年 (公元 372年 ) ,王

任 何时代 的文 化教育 都是 建立 在一定 的政 治、经济

猛举荐 冀幽士族 房旷、房 默、崔 逞、阳陟 、田勰、阳瑶、郝略

基 础之上 的 ,政治统 一 ,经济 繁荣 ,无疑 会对 文化教 育的

等人。 北魏神 鹿
加 四 年 (公 元 431年 )征诏 世族 ,名士卢 玄、

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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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绰、李灵、邢颖、高允、游雅为 博士。 出身 士族高 门的司

速封建化 进程 ,自上 而下实行 汉化 ,各 少数民族 政权在文

徒崔浩也曾推荐河北士族名士 23人。 北魏时河北著名的

化领域内皆采取了崇儒的文教政策。

。东魏、北齐

北方少 数民族的汉化 不仅仅局限 在接纳汉 族的礼仪

时河北 士族仍有不少位 居政要者。 河 北士族都有 着世代

风俗 和生活 方式 ,更深 层次 的汉化 则是 学习 汉族的 政治

相 承的家 学 ,他们政 治地 位的 巩固 ,更有 利于其 门风、学

制度、经济制度、学术 思想和 文化教 育。 尊儒、兴学、援引

业的 因袭与 弘扬 ,因而 必然 会对整 个河 北的 文化教 育的

汉族士 族名士都是少 数民族汉化 的具体措施 。 同时汉族

继承和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外 来文化 也表 现出包 容和 接纳的 宽大 胸怀 ,这种 开放

国子官员 有李顺、李月轨、房景先、高允、高

4.开 放融 合型 文化模 式 ,使文化 教育 的发 展更 富于
生机和活力。

融合型的 文化 ,无论 在形式上 还是内容上 ,都会 比单一封
闭 型文 化 更为 宏富、多 样 ,进 而导 致 文化 教育 的 日趋 繁

北方各 少数民族原 是以畜牧、狩猎为 业的游牧民 族 ,
进入中原 建立封建国家 以后 ,还需要进一 步封建化 ,否则

盛。 从这个意义上讲 ,魏晋南北朝河北文化的兴盛是汉文
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

难以在有着先进文化的中原地区站稳脚 跟。 于是 ,为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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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education in Hebei during the Wei,
the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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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 ti tu te of Educati on Science, Heb ei N ormal U niv ersi t y, Shijiazh uang , Hebei , 050091, Chi na)

Abstract: The Wei , t he Jin ,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 hern Dy nasties saw the zeni th of educati on
in Hebei. During this period , many schools o f thought cam e i nto exi stence , a lot o f f amous scholars
w ere cul tiv at ed, and g reat achiv ements w ere made i n Co nf ucia nism , philosophy , relig ion, hi st ory , art
and li t era ture, sci ence and technolog y, w hi ch was the o utco me o f t he blending of Ha n cult ure and the
culture o f nati onal minoriti es.
Key words: t he Wei, the Jin, a nd the So uthern and No rthern Dy nasties; Hebei; Confucianism;
schola rs; cul tural blendi 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