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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守弘衆筋氏イ研究的新成果
― 《特集:弘衣(隼開)物氏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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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夫家族史、宗族史的研
究成力中ィト学界研究的熱点,学者↑コ対
京兆

～
氏、清河津氏t博隣樫氏、娘瑯重

氏、弘友物氏等世族多有幅目ど而在落
多研究P,日 本《強合史学》第 144号

(294?年 9月 )推出“弘衣砕、イ研究青
据,即 《特集:弘 衣(隼 明)協 氏祭合研
究》,可以況送是日本学界“弘次物氏カ

研究的最新成果。 l    t
《特集 :弘及(牛 開)楊氏然合研究》

由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気賀浮保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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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西北狭林科技大学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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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資料・凋査篇和研究・考

祭篇丙部分 ,而在此之前 ,

気賀洋保規教授在 《患

沿―■美子弘衣協氏祭合

的研究》中筒要闇述了対

“弘衆楊氏"遊行祭合研究

的重要性。‐資料・凋査篤包

括田中由起子《弘及物氏漕

系国》:梶山智史《北朝隋代

弘次物氏募志目示》,石野

智大《唐代弘衣楊氏墓志目

乗》、《弘及楊氏相夫文献目

景》和工雨《弘衆隼明楊氏

的実地凋査与考察》等内

容古研究・考察篇包括落合

悠究《奈双木魏晋時期弘衣

楊氏的動向》、会田大輔《キ
周宗室的婚姻動向一―以

(物文窓墓志〉力銭索》、堀

井裕之《〈北魏物的墓志〉洋

注与考察》和除涛《唐代物

於陵事述小考》等文章。

田中由起子 (明治大学源士研究
生)主 要依据《新唐弔・宰相世系表》之

1餡轡特蜜造邑雰築騒秩撞轟獲轄景
石亥叫墓志資料等,制作了弘衆物氏漕系

罵£隅臀裁曇陥彊穐罷号准呂
列挙了価 庫→,掌伸世系差》之外的材
料出姓。|   |  ‐ || ■

梶山智史 (明治大学兼任沸)W)主

要依据 《X勢南北朝墓志集祥》く《石刻

晶纏患鏑‐金:皆麓謝論
京国弔億蔵中国房代石刻拓本ヤE痴》、
《沢魏南北朝墓志に備》、《西安弾林全
集》、《洛旧出土北魏墓志逸猟》く《末洋
文岸戚中国石亥」拓本目乗》、《隋代墓志
銘に考》等資料60余神,制作了《北朝
陪代弘な協氏基志目示》b核目乗包括
墓志名称、究年、出土地点、岐蔵単位与

墓志出処‐等項内容 ,共著表墓志 81方
,

其中キ魏墓志33方、ガヒ弄墓志2方、西
魏墓志 9方、隋代墓志 37方。

石野智大 (明 治大学博士研究生 )

主要依据 《全唐来》、《唐代墓志拷に猟

附考》、《隋唐五代墓志7E猟 》、《唐代墓

志7E猟 》、《全唐文ネト遠》(第 lT9争 )、

《洛阻新荻墓志》、《全唐文ネト猟》、《西安

碑林博物億新蔵墓志7E偽 》、《新出唐墓

志百神》、《枚安新出墓志》等資料 28

神 ,制作了《唐代弘狭協氏墓志目示》。
核目乗包括墓志名称、犯年、募主父祖

等信息、墓志出処等項内容 ,共著乗弘

次協氏墓志 283方 ;其他慮代物氏墓志

72方。此外 ,核 目乗込将患共 355方墓

志均気賀浮保規教授所偽《新版唐代墓

志所在患和目求》(増 打放)的続号相対

度 ,遊■歩方便学者査洵。

《弘次物氏相夫文献目表》岐示了

2012年 1月 31日 以前的中日丙国有夫

弘次物氏研究的沿文目乗共 82条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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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文 70条く日文 12条。

落合悠究(明 治大学)在《末沢末魏

晋時期弘及物氏的動向》
=文

中,以物

奉一支和物乗―支力主要研究対象 1分

別考察了末渓末年弘衆物氏的動向、曹

魏時期弘次楊氏的動向、西晋町期弘及

協氏的動向和末晋時期弘及協氏的動

向6作者次力,弘及物氏在末X時期碗
立了|四世三公"的家族名声 ,不適在末

沢末的戯乱中,原来多塁社会的美系交

得淡薄,政治上也未微出炎出的並鏡。
因此,曹魏時期的史弔対其活動凡子没

有泥載,一般次力其社会影鴨力下降。
西普貴族社会的形成辻程中,協栓父子

均物強兄弟的査坊,順虚了時代潮流。

会田大輔(明治木学)在《北周宗室

的婚姻動向―T以 〈協文窓墓志〉力残

索》一文中,結合《協文窓墓志》和其他

史料 ,分丹」考察了西魏時期元氏、宇文

氏約婚姻動向,弘衣物氏埼北周宗室的
夫系;宇文伊筑治時期北周宗室的婚姻

動向和北周武帝、宣帝時期北周宗室的

婚姻動向。作者次力,宇文氏力了漁定

政棋基柚 ,宇文泰、宇文伊、武帝和当板

者毎次更換叫,都均胡族系元効通婚 ,

眼化政治張系。然而 ,楊墜纂奪北周政

板之隊;得季」了彼多胡族系元動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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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可兄宇文氏埼胡族系元動的通婚 ,

井未使北周政杖存狭。男外,西魏、北周

筑治者均沢人郡姓通婚的壊少,没有胸

建案密的婚姻夫系,至武帯推行削減宮

取、慶佛等措施 ,可 能使得宇文氏与沢

八郡姓的瑛ゑ有所疏近。事実土,楊墜

代周之隊,次人郡姓大都持支持悉度。
堀井裕之 (明治大学 )《 〈北魏物的

墓志〉洋注均考察》一文在対《楊均墓

志》洋注的基租上 ,考察了物約的事述

及其子コヽ的影鴨。作者次力,協均作カ

北魏后期弘次物氏的重要代表人物 ,是

弘衣物氏越公房的始祖 ,其子動ヽ如略代

的協素,唐高宗朝宰相楊弘武 ,唐文宗、
武宗朝学相物嗣夏 ,唐表帝朝学相物渉

等 ,都有重要的政治影「向。通道研究物
的 ,有助子探対弘次物氏越/AK房 持狭繁

策的原因。

際鴻 (北京姉滝大学房史学院)在

《唐代楊於陵事述小考》一文中,逸取唐

代中期弘狭物氏中辛常重要約二位代

表人物物於陵作力研究対象 ,洋郷考江

了其生平仕官 ,遊而分析了其重要政治

活z~0,最后探対了物於陵―支的家族影

鴨。作者次力 ,物於陵畠然出身弘荻物

氏,但是家世井不豆赫 1因 科挙入仕 ,房

任要取 ,遊而帯動其家族的災展 ,作 力
二世祖力新昌物家的米盛莫定了深厚

奉柚。弘衣物氏在唐代中后期以后影「向

復大す其中最早嘱起的就是物於陵。通

道研究作力唐代中期弘次物氏中重要

成員的物於陵 ,有助子我伺思考唐宋変

革期在旧問閲士族勢力下降道程中,弘

友物氏的勢力却出現共盛局面的原因。

《特集 :弘衣(牛開)物氏祭合研究》
的出版 ,有力地絵遊了学界対家族史的

研究 ,尤其是整理資料和制作目示的工

作,也力今后述‐歩深人研究弘夜物氏

莫定了墜実基柚。

(作者単位 :北京帰苅大学房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