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载
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李元俭一支

家族世系考订

吴炯炯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唐人墓志， 详述家族世系。 若出身中古世家大族者， 尤为注重。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收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 相较传世文献中之记载， 已颇为详细。 现已经搜

集到该家族成员碑志 ２３ 种， 利用墓志中有关家族世系的记载， 补出 《宰相世系表》 原本阙载的李元

俭之子李勖 （字玄成）、 孙李义琳， 复原了李元俭孙六人的排行与官履， 同时补入该家族后代多人，

将 《宰相世系表》 中所录李元俭以下 （含本人） ２５ 人的谱系增加 ４８ 人， 对这一支世系有了更加清楚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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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俭， 出自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其五世祖为北魏名将李宝， 自称出身于陇西

贵胄凉武昭王李暠家族， “李宝， 字怀素， 小字衍孙， 陇西狄道人， 私署凉王暠之孙

也”。①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以下简称 《表》 ） 阙载李元俭之子， 载孙五人： 义

璹、 义珙、 义璋、 义瑛、 义琛。 仅义琛一人有传附于从祖兄义琰传之后， 《旧唐书·李

义琛传》 云： “义琰从祖弟义琛， 永淳初， 为雍州长史。 时关辅大饥， 高宗令贫人散于

商、 邓逐食。 义琛恐黎人流转， 因此不还， 固争之。 由是忤旨， 出为梁州都督， 转岐州

刺史， 称为良吏。 卒官。”② 《新唐书》 本传所载稍详： “义琛擢进士第， 历监察御史。
贞观中， 文成公主贡金， 遇盗于岐州， 主名不立。 太宗召群御史至， 目义琛曰： ‘是人

神情爽拔， 可使推捕。’ 义琛往， 数日获贼。 帝喜， 为加七阶。 初， 义琰使高丽， 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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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榻召见， 义琰不拜， 曰： ‘吾， 天子使， 可当小国之君， 奈何倨见我？’ 王词屈， 为

加礼。 及义琛再使， 亦坐召之， 义琛匍匐拜伏。 时人由是见兄弟优劣。 累迁刑部侍郎。
为雍州长史， 时关辅大饥， 诏贫人就食商、 邓， 义琛恐流徙不还， 上疏固争。 左迁黎州

都督， 终岐州刺史。 子绾， 为柏人令， 有仁政， 县为立祠。”① 如果单从传世文献的角

度出发， 《表》② 虽然弥补了正史记载中有关该支世系的阙失， 十分可贵。 赵超在 《新
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③ 一书中， 汇集清人沈炳震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譌》、 今人周绍

良 《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校异》④ 二书有关李元俭家族世系的考订， 主要利用了

《全唐文》 中相关记载， 对 《表》 中的记载进行了校补， 但所得不多。 所以， 当我们仍

旧遗憾该支谱系记载不甚完整时， 随着近年来该家族成员的碑志的出土， 我们可以从中

辑录有关李元俭一族世系的记载， 对该支世系进行进一步的补正。
　 　 显庆三年 （６５８） 正月二十六日 《大唐故谭州总管府长史李府君 （勖） 墓志铭并

序》： “君讳勖， 字玄成， 陇西狄道人。 ……曾祖瑾， 魏黄门侍郎、 齐州刺史。 ……祖

蒨之， 齐吏部侍郎、 光州刺史。 ……父元俭， 周太原郡守。 ……有子义璹、 义琛等。”⑤

据此志所载可补入 《表》 所阙载李元俭子李勖， 字玄成。 入唐后为谭州总管府长

史， 时间约在武德初。 下文所引其后人墓志多讹谭州为潭州， 称其为李玄成， 可能其以

字行。
１ 李义璹一支

开元二十四年 （７３６） 十一月十五日 《大唐故潞州屯留县令李府君 （璹） 墓志铭并

序》： “府君讳璹， 字义璹， 陇西成纪人也。 五代祖魏吏部尚书、 司空、 文恭公韶。 曾

祖光州刺史倩之。 祖吏部郎、 太原郡守元俭。 父济北郡守玄成。 ……一子允望， ……孙

昙等。”⑥

义璹之父， 此志作济北郡守玄成。 又 《表》 亦不载义璹之官职及以下世系， 是志

作： 义璹， 屯留县令； 子允望， 孙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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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成， 潭州都督府長史。

义璹， 屯留令。

允望。

昙。

　 　 ２ 李义珙一支

调露元年 （６７９） 十月二日 《唐李慈同墓志》 （无首题）： “夫人讳慈同， 陇西狄道

人也。 曾祖元俭， 隋太原郡守。 祖玄成， 潭州总管府长史。 ……父义珙， 洛州司兵参

军。 ……夫人同生者八人， 己为伯姉。”①

依此志所叙， 义珙有子女八人， 据下引墓志所载仅得三人， 余皆失载。
开元二十四年 （７３６） 十二月十五日 《大唐故雍州明堂尉陇西李府君 （惠） 墓志铭

并序》 （朝请大夫行青州司马上柱国吴兴沈宇撰）： “公讳惠， 字惠， 陇西成纪人也。 凉

武昭王十一代之孙。 ……曾祖讳元俭， 隋朝司农丞。 祖玄成， 隋潭府长史。 考义珙， 皇

朝洛州司法。 ……嗣子守延， 兖府士曹。”②

《表》 不载义珙官职及以下世系， 据此志， 义珙， 洛州司法； 义珙生惠， 明堂县

尉； 惠生守延， 开元二十四年时任兖府士曹。
贞元十五年 （７９９） 正月十六日 《唐故扶风郡司法参军李公 （澄） 墓志铭并序》

（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郎赐绯鱼袋郑士林撰）： “公讳澄， 陇西狄道人。 ……高祖玄成，
皇潭州长史。 ……曾祖义珙， 皇洛州司法参军。 ……父泰， 皇河南府福昌县主簿。 ……
孺人荥阳郑氏， 云阳县令谌之女。 其子祐， 皇邢州参军。 哲人早亡， 积庆良胤。 继室清

河崔氏， 万泉县令恕之女。 一子宪， 前舒州司兵参军。 二女： 长适范阳卢子珣， 幼适范

阳卢少华。 ……后室弓高县主簿范阳卢濬之女。 一子噩， 早夭， 一女适博陵崔儋。 ……
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正月景午朔十六日辛酉， 嗣孙邢州之子、 前扬州江阳县丞仲将， 承

舒州叔父宪及长兄前金华县尉廉之命克奉先远。”③

又， 贞元七年 （７９１） 七月二十三日 《唐故宣义郎行钜鹿郡参军李公 （祐） 墓志铭

并序》： “公讳祐， 字镜微， 陇西狄道人， 兴圣皇帝之十二代孙也。 曾祖义珙， 皇洛州

司法参军。 祖泰， 皇洛州福昌县主簿。 父澄， 皇岐州司法参军。 ……公即岐州府君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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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 ……长子金华县尉廉， 次子乡贡明经仲昌， 季子扬州江阳县丞仲将。 ……八弟舒

州司兵参军宪撰。”①

据上述二志所载可知， 义珙另有一子泰， 福昌主簿。 泰生澄， 扶风郡法曹。 澄生

祐、 宪、 噩 （早卒）。 祐， 钜鹿郡参军， 生廉、 仲昌、 仲将。
元和八年 （８１３） 二月二十八日 《唐故摄相州刺史兼监察御史里行陇西李公 （仲

昌） 墓志铭并叙》 （前试大理评事王建撰）： “公讳仲昌， 字令绪， 其先陇西人。 ……曾

祖泰， 皇河南府福昌县尉， 夫人范阳卢氏。 祖澄， 皇岐州司法参军， 夫人荥阳郑氏。 皇

考祐， 皇邢州参军， 夫人范阳卢氏。 公参军弟二子也。 ……有子四人： 孟曰贽、 仲曰

卞、 叔曰元、 季曰宗文。”②

又， 开成三年 （８３７） 十月八日 《唐故魏博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里行赐绯鱼袋李府君

（仲昌） 夫人荥阳郑氏合祔墓志铭并序》： “适李氏， 产二子： 长曰丕， 前任澧州慈利县

令。 次曰芣， 而行义有闻。 庶子二人： 长曰贽， 次曰□。”③

据上述二志， 仲昌四子中郑夫人所出二子， 庶子二人， 但四子名字两志所记不同，
今据 《李仲昌墓志》 所载补入。

义珙， 洛州司法。

泰， 福昌尉。 惠， 明堂县尉。

澄， 岐州司法参军。 守延， 见任兖府士曹。

噩。 宪， 舒州司兵。 祐， 钜鹿郡参军。

仲将。 仲昌， 相州刺史。 廉， 金华尉。

宗文。 元。 卞。 贽。

　 　 ３ 李义璋一支

景龙二年 （７０８） 五月二十八日 《唐故泗州录事参军李君 （义璋） 墓志铭并序》：
“公讳义璋， 字琬， 陇西成纪人也。 ……祖元俭， 齐太子洗马、 吏部侍郎。 ……父玄

成， 皇朝谭州都督府长史。 ……嗣子绍， 朝请大夫行郑州阳武县令。”④

此志追述前代世系时， 与诸志略同。 《表》 阙载义璋官职， 此志作泗州录事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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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年不详 《唐故汝州司兵参军新授幽州大都督府士曹参军李府君 （潜） 墓志》：
“潭州长史玄成， 君之曾。 泗州录事参军义璋， 君之祖。 太常博士□， 君之考。 君讳

潜， 字晏， 陇西成纪人也。 ……嗣子怦， 性邻毁灭， 感彻幽冥。”①

因潜父之名残泐， 暂列其后俟考。

义璋， 泗州录事参军。

某， 太常博士。 整。 绍。

潜字晏， 幽州士曹

怦。 晋。 震。

晊

　 　 ４ 李义瑛一支

神龙二年 （７０８） 七月二十日 《大唐故卫州共城县令李府君 （义瑛） 墓志铭并

序》： “君讳义瑛， 字叔琬， 陇西成纪人。 凉武昭王暠之九世孙也。 七代祖宝， 仕魏，
代居邺下， 今为魏州魏县人也。 五代祖瑾， 字道瑜， 齐通直散骑侍郎、 尚书三公郎、 使

持节齐州诸军事齐州刺史。 曾蒨之， 字曼容， 司空府主簿、 尚书考功郎、 太子洗马、 吏

部侍郎、 光胶二州刺史。 ……祖元俭， 并州田曹参军、 邢州龙岗县令、 东平郡守。 父

勖， 字玄成， 隋徐州参军、 济北郡主簿、 齐州章丘县令、 皇朝谭州总管府长史。 ……君

即长史公之第六子也。 ……以调露二年四月十七日， 薨于东都河南县崇业里之私第， 春

秋七十有四。 ……有子曰巢、 乔、 绮、 规、 颎、 咸、 沼。 巢， 殿中侍御史。 乔， 润州江

宁县主簿。 规， 绛州龙门县丞。 颎， 太子率更令。 咸， 中大夫、 行安国相王府掾。 沼，
宣州绥安县主簿。”②

此志详叙李瑾以下世系， 义瑛父勖， 字玄成， 历仕隋唐两朝， 入唐后官至谭州总管

府长史， 与前引 《李勖志》 所载相合。 义瑛为玄成第六子， 可知其昆季至少六人，
《表》 仅载其五。 义瑛七子： 巢、 乔、 绮、 规、 颎、 咸、 沼。 巢， 殿中侍御史。 乔， 润

州江宁县主簿。 规， 绛州龙门县丞。 颎， 太子率更令。 咸， 中大夫、 行安国相王府掾。
沼， 宣州绥安县主簿。 《表》 只列颖、 咸、 巢， 无乔、 绮、 规、 沼， 又多弼， 又颎作

颖， 不知孰是？ 《新唐书·李义琰传》 载李巢为义瑛从祖兄弟李义琰之子， 今可知 《新
书》 误， 而 《表》 不误， 但混淆其兄弟排行， 当据志纠正。③

开元七年 （７１９） 五月十四日 《大唐故饶州司仓参军事李府君 （皛） 墓志并序》：
“君讳皛， 陇西成纪人也。 ……曾祖玄成， 潭州长史。 祖义瑛， 卫州共城县令。 父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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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褐监察御史， 再迁殿中侍御史。 ……君始鲜兄弟， 终寡胤嗣。”①

是志亦证巢为义瑛子， 又可补入巢子皛， 饶州司仓参军。 据墓志： “君始鲜兄弟，
终寡胤嗣。” 的记载， 皛无兄弟子嗣。

天宝元年 （７４２） 十一月八日 《大唐故钜鹿郡平乡县主簿李公 （湛） 墓志铭并

序》： “公讳湛， 字万顷， 其先陇西人也。 ……七代祖韶， 大魏兵吏尚书、 兼侍中、 姑

臧公， 赠司空。 ……曾祖讳玄成， 隋潭府长史、 济北郡太守。 祖义瑛， 皇朝散大夫、 卫

州共城豫州上蔡二县令。 ……考讳颎， 兵部郎中、 宣州刺史、 左领军卫将军、 东都留

守、 上柱国、 姑臧县开国侯。 ……嗣子偘”②

此志可证义瑛子颎， 《表》 作颖有误， 当据志正之， 又可补入颎官职及以下世系。

义瑛， 共城令。

沼。 咸。 颎， 东都留守。 规。 绮。 乔。 巢， 殿中侍御史。

湛， 平乡主簿。 皛， 饶州司仓参军。

偘。

　 　 ５ 李义琛一支

长寿三年 （６９４） 五月十三日 《大周故成均监明经李君 （准） 墓志铭并序》 （仲兄

亘撰）： “君名准， 字幼均， 陇西城纪人也。 十代祖暠， 晋凉武昭王。 五代祖韶， 魏吏

部尚书、 雍州刺史， 赠司空， 谥文恭。 ……曾祖元俭， 齐吏部郎、 太原郡守。 祖玄成，

唐谭州长史。 ……父义琛， 唐雍州长史、 岐州刺史。 ……君即岐州府君第六之幼子也。
……一子昌奴， 年登小学。”③

天宝七载 （７５１） 十一月三十日 《唐故宣州参军郑府君 （季远） 墓志铭并序》：
“夫人陇西李氏， 雍州长史义琛之孙， 著作佐郎亘之女。”④

玄成诸子， 惟义琛 《新书》 有传， 附列从祖兄琰之后， 但后嗣无闻。 《表》 载义琛

五子： 绾、 亘一、 辿、 焘、 准。 而此志称准为义琛第六之幼子， 可知 《表》 失书一人。
《表》 失书准官职及子嗣， 可据此志补入。 志称仲兄亘， 《表》 作亘一， 《郑季远志》

亦作义琛子亘， 著作佐郎， 可证 《表》 有误。
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 十一月八日 《唐故通议大夫宗正少卿上柱国陇西李府君 （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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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并序》 （从弟大理少卿昇期撰。 长男前京兆府美原县丞睿书）： “公讳辿， 字季

珍， 陇西成纪人也。 十代祖凉武昭王。 ……六代祖韶， 魏吏部尚书， 谥曰文恭。 曾祖元

俭， 周太原郡守、 吏部郎。 祖玄成， 济北太守。 考义琛， 工部侍郎、 雍州长史。 ……长

子睿、 次子裕等。”①

大中二年 （８４８） 三月二十二日 《唐故监察御史陇西李公 （俊素） 墓志铭并序》：
“公讳俊素， 字明中， 其先陇西人， 后魏姑臧公之裔也。 梁武昭王十三代孙。 曾祖辿，
考功郎中。 祖知古， 鄂州武昌县令、 太子文学。 父修， 太子右庶子， 赠吏部尚书。 先夫

人裴氏， 赠河东郡太君。 ……二男： 长曰荆玉， 守右内率府录事参军。 次曰何， 未仕。
三女： 长适前进士郑迈。 次许嫁外甥前进士窦戎。 次一人， 尚幼。”②

据上述二志可补入辿以下世系， 辿三子： 睿、 裕、 知古。 其中一子知古， 武昌令。
生修， 太子右庶子。 生俊素， 监察御史。 生荆玉、 何。

开元十六年 （７２８） 十月二十八日 《大唐故黄州刺史高府君妻陇郡夫人李氏墓志铭

并序》： “夫人字端淑， 陇州成纪人也。 ……曾祖玄成， 济北郡太守。 ……祖□ （义）
琛， 雍州长史。 ……考绾， 长安县令。 ……夫人即府君之第三女也。”③

天宝元年 （７４２）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唐故朝议大夫行豫州司马上柱国李府君

（惟） 墓志铭并序》 （崇文馆校书郎太原王利器撰）： “公讳惟， 字成务， 陇西狄道人

也。 ……十代祖晋凉武昭王暠， 洎魏吏部尚书、 司空、 文恭公韶。 韶生冠军将军、 齐州

刺史瑾。 瑾生光州刺史倩之。 之生吏部员外郎、 太原郡守元俭。 俭生济北郡守玄成。 成

生工部侍郎、 雍州长史、 岐州刺史义琛。 琛生吏部郎中、 长安县令绾， 至公凡七代矣。
……公即长安府君之元子。 ……嗣子洪、 汎、 长等。”④

大历三年 （７６８） 十一月二十日 《唐故朝议大夫赠宋州刺史上柱国李府君 （惟） 墓

志铭并序》 （朝散郎守河阴县令安定胡诵撰）： “唐故蔡□司马， 一赠太仆卿， 再赠宋州

刺史， 陇西李公讳惟， 字成务， 百代世家， 百氏鼎胄， 有晋凉武昭王十代孙也。 曾祖讳

玄成， 济北郡守。 大父义琛， 工部侍郎、 岐州刺史。 哲考绾， 吏部郎中、 长安令。 ……
公即长安之元子也。 ……是有嗣子曰长， 见任明州刺史。”⑤

天宝三载 （７４４） 六月四日 《唐故通义大夫使持节东阳郡诸军事守东阳郡太守上柱

国李府君 （先） 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先， 字开物， 成纪人也。 ……曾祖玄成， 隋济

北郡守。 祖义琛， 皇工部侍郎， 兼牧梁秦岐雍。 父绾， 殿中侍御史、 户部员外郎中、 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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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郎中、 长安县令。 ……时， 公自兵曹参军为泾阳令， 元昆他日亦如之。 元昆佐理蕲

春， 公亦无何典郡。 ……子顷曾、 乡柱、 佥峻等”①

据上引四志可知， 绾子： 惟 （字成务）、 先 （字开物）， 《表》 阙载惟官职， 据上

引两方 《李惟志》 可知， 终官豫州司马。 《表》 载惟有子长， 有梁肃所撰墓志， 收入

《全唐文》， 据天宝元年 《李惟志》 可知， 李惟尚有子洪、 汎。 《表》 失载先以下世系，
据 《李先志》 可补入三子： 顷曾、 乡柱、 佥峻。

天宝四载 （７４５） 七月十七日 《大唐故中散大夫襄阳郡别驾上柱国李府君 （庭芝）
墓志铭并序》： “君讳庭芝， 字邻几， 陇西狄道人也。 ……曾祖隋济北郡守讳玄成。 祖

义琛， 皇工部侍郎、 雍州长史。 ……列考皇扬州江阳县令讳坚， ……公即江阳府君之二

子也。 ……有三子， 曰劲、 曰颖、 曰稷。”②

《表》 不载义琛之子坚， 江阳令。 前引 《李准志》 称李准乃李义琛 “第六之幼

子”， 可推知坚乃准之兄无疑， 但不知兄弟间具体排行， 据此志可补入， 义琛生坚， 江

阳令。 坚生庭芝， 襄阳别驾。 生劲、 颖、 稷三子。
义
琛
︒

六
子
准
︒

坚
︐江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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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焘
︒

辿
︒

亘
︒

绾
︒

昌
奴
︒

庭
芝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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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

宾
喜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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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令
︒

裕
︒

睿
︒

琼
︒

先
字
开
务
︒

惟
字
成
务
︐豫
州
司
马
︒

稷
︒

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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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右
庶
子
︒

佥
峻
︒

乡
柱
︒

顷
曾

长
︒

汎
︒

洪
︒

俊
素
︐监
察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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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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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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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李义琳一支

长安二年 （７０２） 五月六日 《周故宋州砀山县令李府君神道碑铭并序》： “君讳义

琳， 字□□， 陇西成纪人也。 ……曾祖蒨之， 齐太子洗马、 考功郎中、 赠光胶二州刺

史。 ……祖为仁 （元俭）， 太原太守、 吏部侍郎。 ……父玄成， 隋北平郡主簿、 潭州都

督府长史。 ……君享年八十有二， 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遘疾终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复以长安二年岁次壬寅五月丁卯朔六日任申， 合葬于洛州合宫县伊汭乡旧茔。 嗣子

庄虞， 并早年即世。 少子诚， 克奉丧典， 六十不毁。”①

《表》 阙载义琳， 今据此碑补入玄成另一子义琳。 由碑可知义琳垂拱二年 （６８６）
十月三日卒， 享年八十二， 可推知其生当隋仁寿四年 （６０４）。 据前引 《李义璋志》 与

《李义瑛志》， 义璋调露元年四月卒， 春秋八十四， 可推知其生年在隋开皇十六年

（５９６）， 义瑛卒于调露二年②， 春秋七十有四， 可推知生于大业三年 （６０７）， 义璋长义

琳八岁， 义琳长义瑛三岁。 故当列义琳于义璋之后， 义瑛之前。

玄成。

义琳， 砀山令。

诚。 庄虞。

　 　 综上所考， 利用搜集到的该家族成员碑志 ２３ 种， 就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叙

世系， 主要补入元俭之子勖， 字玄成， 入唐后为谭州总管府长史， 勖又一子义琳， 官砀

山县令等。 同时， 又补入该家族的部分世系， 将 《表》 中元俭以下 ２５ 人的谱系扩展至

４８ 人， 为我们认识该家族提供了谱系支撑。

７３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载陇西李氏 “姑臧大房” 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考订

①

②

拓片图版见陈长安主编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第 ７ 册，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２０５
页。 录文见周绍良、 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长安〇〇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３８９－３９０ 页。 拓片图版及录文见 《洛阳新获墓志》 四〇， 第 ４０、 ２２７－２２８ 页。
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 公元 ６８０ 年， 是年八月改元永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