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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贾姓稿件的采访和资料，得到

四川贾姓研究者贾载明
先生的大力支持。

贾渊画像。

贾思勰塑像。

清朝光绪版《齐民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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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姓氏文化
品读四川悠久历史

贾弼之：中国最早编修家谱的人

姓 氏
系列报道·贾姓⑥

我
的

南北朝时期，贾姓多个家族在南北各大政权中非常活跃，说文有文，要武有武，交相辉映，璀璨史册。如原
籍河东郡襄陵县（与贾逵家族原籍相同）的一个贾姓家族，跟随晋皇室南渡，出现了以中国家谱学（谱牒学或谱
学）重要奠基人、谱学大家第一人贾弼之为首的一大家族；北魏政权中，出现了以贾思伯、贾思同兄弟为首的家
族；还有写出中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的贾思勰，以及其他在各个领域的突出贾姓人物。

贾弼之修族谱，谱学大家第一人

贾弼之，小名翳儿，历
任员外郎、琊琅府参军。

晋 元 帝 司 马 睿 东 渡
时，中原有100个大姓士族
跟随，他们是东晋朝廷的
特权家族，一般的家族不
能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

为把他们与一般的家
族区分开来，晋孝武帝司
马曜叫贾弼之修撰《十八
州士族谱》。

贾弼之“广集众家，大
搜群族”，撰成《十八州士
族谱》100 帙、700 多卷，缮
写抄定后藏在官府中，由
专人看管。由此建立了正
式的士族家谱档案。

当时非常讲究门阀士
族制度，而且等级森严。
贾弼之奉命修撰的《十八
州士族谱》有什么用处呢？

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
相互通婚都得用上它。选
拔某个人才前，先得查一
查这个人才和姻家的出身
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士
族。

怎 么 查 呢 ？ 查 谱 牒
（又叫簿状）。

作为官修的《十八州
士族谱》，具有法律效力，
是唯一的根据，所谓“有司
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
伪”，“官之选举，必由于簿
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

系。”
所以，贾弼之为此做

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中
国谱学大家第一人是名副
其实的。

贾弼之有一个传说故
事。据说他在任琊琅府参
军时，一天晚上做梦，梦到
一个相貌丑陋、浑身毛发、
鼻子大而丑的人。

这个人对他说：“你长
得很帅，我想和你换个脑
壳，行不？”贾弼之回答：

“开啥子玩笑！人各有自
己的头脸，啷个能换？”

第二天晚上，他又梦
到这个人喊换脸。贾弼之
被纠缠得有些烦了，随口
说“好嘛，好嘛”。

早上起来，见到他的
人都吓得转身就走。贾弼
之觉得奇怪，拿来镜子一
照，我的天，自己怎么变成
梦中的那人相貌了？

贾弼之明白了，自己
真的和梦中那人换了脸。
经过解释，大家才慢慢地
相信了他。

此后，贾弼之只有半
边脸能笑，但他能两只手
同时写文章，而且写得文
采飞扬。

有人考据说，贾弼之
可以说是中国“换脸”整容
第一人。

世代相传谱学，形成了谱学世家
贾 弼 之 的 儿 子 贾 匪

之，子承父业，也是家谱学
家、历史学家。撰有 10 卷

《后汉杂事》、3 卷《汉魏晋
帝要记》等。

贾匪之在刘宋政权中
官 至 太 学 博 士 、骠 骑 参
军。刘劭杀父自立发动宫
廷政变时，贾匪之被杀害。

贾匪之的儿子贾渊，
字希镜，曾用名贾泉，继承
家学，成为一代谱学大家，
中国谱牒学的杰出人物。

刘宋孝武帝刘骏当政
时，青州（今山东淄博市境
内）有人挖掘古墓，发现

“青州世手，东海女郎”的
墓志。

孝武帝问左右饱学之
士，这个“东海女郎”是谁，
都没人知道。

问 到 贾 渊 ，贾 渊 说 ：
“她是司马越的女儿，嫁给
了苟唏儿。”通过核对，果
然如贾渊所说。

贾渊因此受到孝武帝
的器重，由此进入仕途。

前面我们说过，最初
跟随晋室南渡的 100 家士
族享有特权，此后南渡的
北方士族就只能是一般的
家族。

享有特权的家族很看
不起后来的士族，把他们
蔑称为伧人。伧人士族为
享受同等权利，削尖脑壳
想进入那 100 家士族家族

中。
贾渊在出任长水校尉

时，有个叫王宝泰的伧人
跑来贿赂贾渊。

贾渊把王宝泰的家族
续入琅玡王氏的家谱中，
结果被发现了。贾渊因此
被 捕 下 狱 ，论 罪 该 被 处
死。他的儿子贾栖向南齐
明帝苦苦哀求，贾渊最终
被赦免。

贾 渊 一 生 专 攻 家 谱
学，编著有《氏族要状》《见
客谱》《百京谱》《官族传》

《冀州姓族谱》《人名书》
《百家谱》《通志》《士族谱》
《谱记》等数十部姓氏著
作，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
谱学大家。

贾渊的儿子贾执，官
至梁朝行参军知谱事，也
是家谱学家，撰有 100 卷

《姓氏英贤》、5卷《百家谱》
等。

贾渊的孙子贾冠，也
继承家谱学事业，撰写有

《梁国皇太子序亲簿》、4卷
《国亲皇太子传》等。

贾弼之家族世代相传
家谱学，绵延 200 多年，形
成一个典型的谱学世家，
在中国谱学史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

我们现在进行相关家
谱的研究，真的要感谢贾
弼之家族当年留下来的珍
贵文献资料。

贾思伯贾思同，官高位显皆帝师

北魏时，出现了以贾思伯、贾
思同兄弟为首的贾姓家族。

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县
（今山东寿光市）人。贾思伯是贾
谊的后人，第10世祖是贾诩，贾诩
儿子贾玑的直系后裔。

贾思伯的父亲贾道最，历任
青州主簿、青州中正、齐郡太守；
伯父贾元寿，中书侍郎，死后被追
赠为青州刺史。

贾思伯幼年聪慧过人，10 岁
能诵诗，“工草隶，善辞赋，文苑儒
宗，遐迩归属。”可谓是一个不可
多得的人才。

21岁那年，贾思伯进入仕途，
历任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中
书侍郎等，很受孝文帝赏识。

北魏太和23年（499），贾思伯
随孝文帝南征。孝文帝临终时，
贾思伯执笔代写遗诏。

此后，贾思伯又历任辅国将
军、河内太守、鸿胪少卿、荥阳太
守、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光禄
少卿、兖州刺史、给事黄门侍郎、
右将军、太尉清河王府长史、廷尉
卿等职务。

正始 4 年（507），贾思伯以持
节军司身份，跟随任城王拓跋澄
围攻钟离郡（郡治在今安徽凤阳

县临淮关），结果兵败。
撤退时，贾思伯负责断后。

拓跋澄认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
难了，没想到贾思伯后来竟安全
归营。

拓跋澄称赞他说：“仁者必有
勇，今于军司见之矣！”贾思伯很
谦虚地说，他是因为迷路才凑巧
脱险，一点也不表功。

太保崔光病重，推荐贾思伯
担任侍讲，教授年幼的孝明帝《杜
氏春秋》。

贾 思 伯 性 格 谦 和 ，礼 贤 下
士。走到街上，见到学者，他会停
下马来，诚心诚意地接受学者的
指教，没有一点厌倦的表现。

孝昌元年（525），58岁的贾思
伯在洛阳去世，后归葬于青州，被
追赠为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使
持节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谥号

“文贞”。
他的儿子贾彦始，官至淮阳

太守。
贾思伯的弟弟贾思同，字仕

明，“少厉志行，雅好经史”，与贾
思伯一起在北海拜阴凤为师。兄
弟俩很有志向，勤奋好学，“俱为
乡里所重。”

贾思同历任彭城王国侍郎、

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镇远将
军、中散大夫、荥阳太守、平南将
军、襄州刺史等。在襄州任上，他
为官清廉，不滥施刑罚，百姓们安
居乐业。

永安 2 年（529），北海平王元
详的大儿子元颢叛乱，攻入都城
洛阳，贾思同坚决不投降。

孝庄帝元子攸平息叛乱回到
洛阳，封贾思同为营陵县开国男
爵位。贾思同又与国子祭酒韩子
熙并为侍讲，教授静帝元善见《杜
氏春秋》。

贾思同在担任侍讲时，国子
博士卫翼隆对他讲解的《杜氏春
秋》提出了63处不同的看法。

贾思同回驳了卫翼隆的10多
个错误，相互争论的文章累积达
10卷。

皇帝为此下诏，召集众多学
者进行考证。可惜的是，问题还
没完全弄清楚，兴和2年（540），贾
思同就去世了。

贾思同去世后，被追赠为尚
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
号“文献”，与贾思伯葬在一起。

贾思伯和贾思同兄弟两人都
官高位显，同为帝师，被誉为“双
凤”。

贾思勰写农书，《齐民要术》为第一

与贾思伯、贾思同同一时期
的北魏，还有一个鼎鼎有名的贾
思勰。

清朝武威籍著名学者张澎在
《凉州府志备考》中指出，贾思勰
很可能是贾思伯、贾思同的同族
兄弟。

理由是，北魏灭掉北凉后，把
在姑臧的一些士人、工匠迁到北
魏，贾思伯、贾思勰的先辈可能就
在此时到了北魏，后来到山东一
带做官。

贾思勰也是齐郡益都县人，
曾任高阳郡（今山东淄博市临淄
区）太守，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
家，以撰写的《齐民要术》著名，被
称为“农学之父”。

贾思勰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
的书香门第，祖上喜欢读书、学
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
的学习和研究，对贾思勰的一生

有很大影响。
贾思勰走上仕途后，到过山

东、河北、河南等地。每到一个地
方，他都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
农业生产技术，向丰富经验的老
农请教，获得不少农业方面的生
产知识。

卸任回到故乡后，贾思勰开
始经营农牧业，掌握了多种农业
生产技术。

在前代农学的基础上，他用
11 年系统总结了 6 世纪以前近
400 年间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农业科学技术，尤其是以今
淄博市为中心的齐地农业等方面
的科学技术，撰写了农学名著《齐
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保
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一部确立
中国农业大国地位的“第一农
书”。

《齐民要术》共分10卷92篇，
10多万字，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
方面。列举的许多经验技术，比
世界上其他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
三四个世纪，有的甚至更长。

《齐民要术》出版后，受到历
朝历代的重视。

北宋天禧4年（1020），曾官刻
全书，发放各地作为指导农业生
产的教科书。

该书在唐宋时传到日本，19
世纪传到欧洲，也成为研究古物
种变化的经典。据说达尔文在研
究进化论时，曾参考了《齐民要
术》。

为表彰贾思勰所作的巨大贡
献，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修建了贾
思勰纪念馆。

1980年11月20日发行的《J58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4
枚，第2枚就是贾思勰的画像。

贾坚射牛一事，衍生出两个成语

贾显度和贾智，弟兄以武居高位

贾玄硕，姑臧人，估计是贾谊
的后裔，是前秦开国皇帝苻健的
左长史、军师将军、中书令，相当
于是宰相了，位极人臣。

永和 6 年（350），氐族人苻健
入关，占据长安。

第二年，苻健想当皇帝，征询
贾玄硕的意见。

贾玄硕不知是真没理解到苻
健的意图，还是想阻拦，劝谏苻健可
以借鉴当初刘备的做法，先称王。

苻健对贾玄硕很不满意，但
贾玄硕威望高，拿他没办法。

第二年，在贾玄硕的推动下，
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国号秦，
史称前秦。

由于只当了天王没有当上皇
帝，苻健对贾玄硕恨得咬牙，决定
找机会除掉他。

同年，后赵政权的将领王朗、
司马杜洪等与东晋梁州刺史司马
勋联合，率军进攻苻健。

双方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
境内）开战，司马勋屡战皆败。苻
健趁机派人诬陷贾玄硕与司马勋

暗中有勾结，把贾玄硕和他的儿
子全都杀死。

贾显度，无极县人，父亲贾道
监，官至沃野镇长史。贾显度相
貌堂堂，身材伟岸，从小就很有志
气。

北魏建义初年，贾显度出任
汲郡太守、假平东将军。后又因
战功升任抚军将军、光禄大夫、都
督，封石艾县开国公。

元颢叛乱平息后，贾显度升
任广州刺史、假镇南将军，转任南
兖州刺史。

节闵帝元恭普泰初年，贾显
度升任卫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
禄大夫。

出帝元脩即位之初，贾显度
出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左宰
相），不久加任骠骑大将军、开府
仪同三司、定州大中正等。

贾显度的弟弟贾智，字显智，
“少有胆决”，也是一个了不起的
人物。

贾智在任都督时，一次战斗
中，亲临前阵，一支箭射中他的胸

口，仍继续战斗，异常勇猛。
在平息元颢的叛乱中，贾智

因功被封为持节、征南将军、金紫
光禄大夫，义阳县开国伯爵位。
后又出任假卫将军，加侍中、骠骑
大将军，东中郎将、加散骑常侍
等。

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举兵进攻
洛阳，贾智坚决不降，招募民众与
其对抗。

孝庄帝元子攸听说后，非常
欣赏贾智，任命他为右光禄大夫、
武卫将军，进爵为侯。

尔朱世隆执掌北魏政权后，
封贾智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
将军、左光禄大夫、假骠骑大将
军、荆州大都督，进爵位为公。

出帝初年，贾智任散骑常侍、
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沧州刺
史。不过，贾智在沧州任上却贪污
成性，出帝得知后，把他召回京师。

不久，贾智加授侍中，出任济
州刺史。后来，贾智因涉及他人
案件被连坐而死，时年才45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除几大家族外，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贾姓人还有勃海郡（今河
北沧州市一带）人贾坚，雁门（今
山西原平市崞阳镇东）人慧远、慧
持大师，姑臧人贾玄硕，毋级县
（今河北无极县）人贾显度、贾智
兄弟等。

贾坚，字世固，祖父、父亲都
曾在晋朝做官。

贾坚少年时崇尚气节，在后
赵政权出任殿中督。

冉闵灭掉后赵建立冉魏后，
贾坚弃官回到家乡，招募当地各
大家族子弟，保卫乡里。

永和 6 年（350），前燕政权重
臣慕容评派人招降贾坚，贾坚坚
决不干。

双方开战，贾坚被俘，只得归
顺前燕，被任命为乐陵郡太守。

升平2年（358），东晋徐州、兖

州二州刺史荀羡向泰山郡山茌县
（县治在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境
内）进攻。

贾坚时任泰山郡太守，驻扎
在山茌县，手里只有700多士兵。

部属都认为，固守城池是上
策，但贾坚认为只有出战才有胜算。

贾坚身先士卒，与部属杀死
上千晋军才回到城里。

晋军攻城，眼看守不住了，贾
坚让部属先逃命，自己骑马立于
城门桥上，拿弓朝左右方射击，不
少晋军被射死。最后，晋军把桥
弄塌，贾坚跌落被擒。

荀羡想用民族大义招降贾
坚，贾坚说，晋朝“自弃中华，非吾
叛也”，坚决不投降。

荀羡把贾坚绑在外面淋雨。
数日后，贾坚在悲愤中去世。

贾坚死后，他的儿子贾活被

任命为任城郡太守。
贾坚臂力过人，射术高超，能

开三石之弓。
有一次，前燕皇帝慕容儁想

看看贾坚的本事，把一头牛放在
百步外，叫他射那头牛。

当时已经 60 多岁的贾坚说，
他年轻时射不中，老了就能射中。

慕容儁的弟弟慕容恪听了大
笑，很不以为然。

贾坚射了两箭，一箭擦着牛
背而过，一箭贴着牛肚而过。

慕容恪讥笑着问贾坚还能不
能射中，贾坚说，射箭重在以射不
中为奇，要射中有什么难的？说
着，一箭射去，射在牛身上。

贾坚射牛这个故事，出了附
肤落毛、拂矢贾坚两个成语。附
肤落毛，比喻赋闲无正事可做，拂
矢贾坚比喻射术精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