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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河北藩鎮研究的最新進展 

──馮金忠《唐代河北藩鎮研究》評介 

張天虹*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馮金忠研究員（以下簡稱作者）懷著深切的鄉

梓情感，甘於坐冷板凳，十多年來一直辛勤耕耘，終於將多年積累的學術成果——

《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以下簡稱「馮著」）呈現在

讀者面前。筆者擬就該書的主要內容作一簡介，並將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就教於

作者和方家。 

 

一 

  雖然作者謙稱「當時選這個題目，談不上有多大的學術追求，在很大程度上

是鄉梓情感在驅動」，1但讀者們卻不能將其理解爲一部普通的地方史著述。清代

史學家趙翼曾敏銳地指出，「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2

河北地區在中古時期政治軍事格局轉換中具有重要地位。陳寅恪也很早就說，安

史之亂以後的唐代政治社會史，「可分中央及藩鎮兩方敘述」。3陳寅恪這裡所說的

                                                      
*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爲與原書作者區別，以下稱「筆者」；爲了體現學術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行文簡略，文中凡提

到先賢及時賢，一律省去了「先生」、「師」等稱呼。 
1 

 馮金忠，《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後記〉。以下凡出自該書的內

容，均以文中夾注頁碼的形式出現，特此說明。 
2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20，「長安地

氣」條，頁443。 
3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收入《隋唐制度淵源略

論稿（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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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多數情況下就指河北藩鎮。4因此，對河北藩鎮的研究看似只是一個區域研

究，觀照的卻是中國歷史全局的走向。這也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河北藩鎮格外引

人注目，學術積累深厚的原因之一。5但是正如作者在緒論中所指出的那樣，經過

學者們多年研究，儘管對於藩鎮研究的大致框架得以確立，卻仍有很多問題還未

得到解決。作者認爲，河北藩鎮研究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和不足：對於河北

藩鎮社會的地域差異和時間差異注意不够，缺乏細化和具體化研究；缺乏長時段

的研究視角；未能從河北藩鎮本身的角度來認識河北社會（頁3-4）。因此，針對

這些不足，作者展開了其具體細緻的研究。 

  全書正文共十三章，分別探討了以下問題：第一、二章主要關注於制度層面，

研究了唐代河北藩鎮的組織體制，儲帥制度的變遷與作用；第三、四、五章主要

討論河北藩鎮的社會流動問題，其中第三、四章研究了武職僚佐在河北地區與中

央和順地藩鎮間的遷轉流動，第五章則關注了河北藩鎮的人口流動問題；第六、

七章涉及的是河北藩鎮的軍事與經濟的地理格局問題：主要集中於對軍鎮防禦體

系的布局與演變，屯田經濟的分布、發展與管理等問題的探討；第八、九章探討

的是河北藩鎮統治下的佛教發展問題；第十、十一章分別討論了河北藩鎮中的兩

個重要群體：士族以及粟特人的仕宦、婚姻和遷徙流動。第十二章回到宏觀層面，

對河北藩鎮的歷史走向和命運進行探討，第十三章是對幽州鎮的個案研究，從而

凸顯河北藩鎮彼此間的差異。可見，該書廣泛涉及了唐代河北藩鎮的政治制度、

軍事、社會、經濟、文化和民族等各個方面。而書末附錄所載的四篇論文，則全

部爲有關唐代河北藩鎮的最新史料，而所議之問題亦與正文所討論的主題相呼

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堪稱「預流」。因此稱該書爲「第一部較爲系統的研

究唐代河北藩鎮的專著」（版權頁），絕不爲過。 

                                                      
4 

 陳寅恪特別强調，自安史之亂後，唐代中國疆土之內，除擁護李氏皇室的區域之外，「尚別

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並將河北藩鎮的問題上升到種族和文化的高度。見陳寅恪，《唐

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收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

頁186-187、189、204。 
5 
 有關於河北藩鎮的研究成果，參見拙文，〈唐代藩鎮研究模式的總結和再思考——以河朔藩

鎮爲中心〉，《清華大學學報》，26:6（北京，2011.11），頁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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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代河北藩鎮研究的學術積累深厚，研究成果令人目不暇接，這部專著究竟

「新」在何處？ 

  第一，馮著使用了新材料並廣泛徵引學界已有研究成果。作者在本書中大量

使用石刻題記材料，並廣泛發掘後世的地方志，可謂涸澤而漁，使得其論述建立

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本書的四篇附錄，使用的全部是新材料。其中〈王士真墓

誌〉乃馮著首發。2007年筆者即從新聞報導上得知此方墓誌出土的消息，但一直

無緣得見。事隔五年，此方墓誌錄文和拓片圖版通過本書，才得以呈現於世人面

前，實在難能可貴。而〈恒嶽禪師碑〉展現了唐代定窯的生産與管理概況，亦屬

難得一見的史料。作者在注重原始材料的發掘和開拓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學界已

有的研究成果，甚至像筆者這樣初入學界的年輕學人的著述都囊括了進來。大陸

學界以往在這方面下的功夫還很不够，對於他人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給予足够的

重視。作者這種尊重前人研究的作風，不但爲後學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也使得該

書立論更加扎實，新意更加突出。 

  第二，馮著採取的是長時段的研究視角，把河北藩鎮放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

去觀察和分析，上溯魏晉南北朝，下迄五代宋遼，同時還關注了明清時期的很多

方志，從而力圖對河北藩鎮的社會發展，進行更準確、全面的定位和評價。有唐

一代，河北地區與其他地區在民族、社會文化構成方面的差異，以及河北內部各

鎮之間的差異，向來爲治遼史者所注意，並成爲他們從更長的一個歷史時段研究

遼之所以能立足於河北北部的重要依據。6但是治唐史者卻往往未必都能關照到後

面的歷史，尤其遼的歷史。針對唐代的河北藩鎮研究，馮著能夠立足於長時段的

視角，在以往的相關研究中是不多見的。打通斷代，是近些年來史學界的一致呼

聲，馮著在這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第三，就唐代藩鎮研究中的既有議題，作者進行了更加細化的研究，將細緻

入微的考證與宏觀的理論關照有效地統一起來。馮著的大部分章節都是在討論河

北藩鎮的具體問題，作者自己也多次謙稱「只是選擇了自己覺得有心得的幾個問

                                                      
6 

 參見陳述，《契丹史論證稿》（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1948），頁99；范恩實，

〈石敬瑭割讓燕雲（幽薊）的歷史背景〉，王小甫主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30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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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未涉及比較重要或爭論較大的問題（後記）。但是作者對這些微觀問題進

行精細的考證背後，存在若干個中心議題，其中不乏藩鎮研究的已有框架：河北

藩鎮與中央的關係；河北藩鎮與順地藩鎮之間的關係；河北地區內部各藩鎮彼此

之間的關係。作者以具體的微觀實證研究，不同程度地回應了上述議題。 

  藩鎮與中央的關係，一直是唐代藩鎮研究的中心議題，自宋代起，就有學者

不斷地加以討論。現今，主要得益於王壽南和張國剛的研究，7使得我們基本可以

廓清二者之間的關係。河北藩鎮與中央截然對立的觀點雖已被摒棄，但是割據和

跋扈似乎仍是一般研究者對河北藩鎮的印象。作者贊同河北藩鎮對中央既有依附

性又有游離性的觀點。他在文中雖也以〈竇建德碑〉、〈宋儼墓誌〉等材料說明河

北與中央的疏離，但他認爲，以往的研究對於河北藩鎮與中央的依附性還是強調

不够。因此他在文中多次指出，河北藩鎮（有時他專論河北三鎮）「仍是中央王朝

下的地方行政區域」（頁38）；本質上「仍然是唐中央政府下的一級地方政權」（頁

139）；唐武宗時期的滅佛政策在河北地區的部分推行、〈王士真墓誌〉的缺筆避諱

等等，都是其證據。從房山石經題記所反映的巡禮活動中，他看到了河北藩鎮並

沒有獨立發展，而是與中央和順地進行了頻繁的文化交流。他進而批評：某些似

是而非的看法直到今天仍很有市場，「例如，過多地強調了三鎮的獨立性，把三鎮

視爲與其他順地截然不同的區域。這些研究者頭腦中往往事先有一個藩鎮爲地方

勢力代表的預定假設。」（頁66） 

  更爲重要的一點是，作者還注意到了河北藩鎮並非鐵板一塊，河北各個藩鎮

與中央的關係因地理區位、歷史傳統、經濟實力的不同而存在差異，這一點非常

重要。例如，作者指出幽州鎮由於其地理位置較孤立，必須借助中央力量才能不

爲鄰鎮所吞併，卸任或逃亡唐廷的節度使較多，而幽州在保障唐境安寧方面也有

重要作用，因此較魏博、成德而言，有較強的恭順性。（頁89、220）而作者對於

河北屯田經濟分布的考察，更是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河北藩鎮的戰爭機器依

靠什麼來支撐？這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問題。浪漫主義者總是看到常山趙子龍的英

勇，而現實主義者則往往看到戰爭的後勤保障。從文字上看，作者在該章中並未

就河北藩鎮與中央及順地藩鎮的關係發表任何議論。但是讀者卻能從作者的論述

中感覺到經濟實力也是影響各鎮與中央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唐文宗稱「易定地

                                                      
7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張國剛，《唐代藩鎮研

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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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8的寥寥數語，可謂一針見血。作者也引用了這段話，從

而說明易定鎮在經濟上對中央的依賴。（頁115-116）由此，我們自然會想到爲何

地處河北的易定鎮只能是半割據型方鎮，至少筆者對此是深有同感的。9馮著沒有

機械地、簡單地來討論藩鎮與中央的關係，對這一傳統命題的研究，在方法上具

有極大的啓發性。 

  對於河北藩鎮的胡化和漢化命題，作者謙稱「學力未逮，不能有所推進，就

略而不書了。」（後記）唐五代時期的民族混溶是一個大問題。在筆者看來，馮著

並沒有脫離這一主題，第十章〈唐代河北藩鎮統治下的世家大族〉和第十一章〈唐

代河北藩鎮統治下的粟特人〉即可看作是對這一主題的回應。河北藩鎮胡化說的

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有大量少數民族遷居於此，粟特人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

對此，學界已多有論述。10而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考察粟特人在河北藩鎮的

具體活動：分布、遷徙、婚姻、仕宦。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粟特人

在河北地區的流動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向心型流動，提示我們不能只注意到大

量粟特人遷居河北的現象（頁182-183）；至於河北粟特人的仕宦和婚姻，按馮著

的論述，也無不體現了河北地方化的色彩。粟特人本是商業民族，但在河北地區

的仕宦經歷基本爲武職；其婚姻雖保持一定數量本民族內的通婚，但跨民族的通

婚越來越多；他對19例實際可查的粟特人婚姻情況進行統計後發現，可查與粟特

人通婚的有7人，非粟特的則有13人。從而指出粟特人的內部婚姻圈逐漸被打破。

而即便是粟特人內部的婚姻也已經逐漸淡出了族群的色彩，而是演變成爲一種政

治婚姻。（頁155-193）按筆者的理解，河北藩鎮可說是以武立鎮，軍事人才是其

基本的人才需求。11沒有太多文化資源的粟特人在河北地區立足，只能在武藝方

                                                      
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246，「開成三年十月乙巳」條，頁

7936。 
9 

 拙文，〈唐易定鎮的張氏家族與陳氏家族——「河朔故事」研究之二〉，《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2（北京，2012.4），頁8-16。 
10

 參見森部豐，〈略論唐代靈州和河北藩鎮〉，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中國歷

史地理論叢》增刊，1998），頁258-265；森部豐，〈唐後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溫晉根譯，

《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本輯，榮新江等主編），《法國漢學》第10輯《粟特人在

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26-234；榮新江，〈安

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2（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頁102-123；孫繼民，〈新出唐米文辯墓誌銘試釋〉，《河北新發現石刻題記與隋唐史

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57-69。 
11

 拙文，〈「書劍雙美」：唐河朔藩鎮的軍事技能培養與文化教育——基於社會流動的視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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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功夫；而另一方面河北藩鎮「姻黨盤互」，12即藩帥與文武僚佐以及各級僚佐

彼此之間，往往通過聯姻交織成各自的勢力網，任何進入河北藩鎮的個人或群體，

若要謀求發展，便不能置身其外。因此，粟特人的仕宦與婚姻，都無不體現了他

們在河北藩鎮謀求立足和發展的一種順勢應對，是粟特人河北地方化的一種表

現。這種「地方化」還體現在河北藩鎮統治下的士族身上。中古時期的士族往往

以儒學繼世，並將其內化爲家族的禮法門風，可視爲漢文化的集中代表者。毛漢

光的研究，表明了唐代的士族有中央化的趨勢，同時注意到了有些士族並未遷出

河北，從而提出河北地區的社會文化分界線問題。13馮著則更加具體地討論河北

藩鎮的在籍士族與外籍士族，發現無論在籍還是外籍，士族都有武質化的傾向，

且不同程度地參與藩鎮地方政權，其通婚儘管仍維持高門之間通婚的傳統，但已

不純粹。（頁172）筆者認爲，士族的武質化、參與地方政權，甚至其婚姻關係等，

都是他們對藩鎮統治的一種順勢應對。尤其是婚姻，已不是完全維持高門通婚的

傳統。作者於文中所舉的李守宏與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之長女的結合等多個案例，

無不體現了政治婚姻的色彩。（頁171）而筆者在研究中也曾發現河朔藩鎮外來士

人在婚姻關係中有向本地政治勢力靠攏的傾向。14由於筆者當時分析的只是一個

個案，是結合河北藩鎮的社會背景得出的結論，尚有一絲疑慮，今天讀畢馮著，

頗有石頭落地之感。在河北藩鎮中，無論粟特群體或士族群體，其政治和社會行

爲所體現出的是河北地方化，反映了他們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生存和發展策略。

在河北藩鎮的仕宦與婚姻關係中，實際上存在一種淡化門第觀念同時凸顯現實的

政治身份的取向。因此，從這個意義而言，正如鄧小南所指出：「以『漢化』或『胡

化』籠統概括中唐以後民族混溶的過程，恐怕都會失之簡單化。」15在河北地區

同樣不存在一個單向的民族融合或文化塑造的過程。所以，在筆者看來，作者沒

有觸及「胡化」、「漢化」這樣的命題，絕非學力未逮，而是選擇了一種更爲合適

的處理方式，可謂得其要者！ 

                                                                                                                                                   

京大學學報》，48：6（南京，2011.11），頁99-110。 
12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210，〈藩鎮魏博·羅弘信傳〉，頁5942。 
13

 毛漢光，〈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之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爲例〉，淡江大學中文系主

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學生書局，1990），頁99-111。 
14

 拙文，〈從新刊唐代〈李仲昌墓誌銘〉看安史之亂後士人「北走河朔」〉，《河北大學學報》，

36：3（保定，2011.6），頁130-136。 
15

 鄧小南，〈論五代宋初「胡/漢」語境的消解〉，《文史哲》，5（濟南，2005.10），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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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對於業已存在的藩鎮研究框架，作者用更爲精細、更爲恰當的研究加

以了豐富和補充。 

  第三，馮著還提出了河北藩鎮研究中的新鮮議題。例如關於河北藩鎮的社會

流動，作者研究河北藩鎮的武職僚佐與中央朝官和順地藩鎮之間的遷轉流動，這

種社會史的視角非常新穎。看來，唐廷與河北藩鎮的博弈是全方位的，不僅限於

通常我們所關注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關係，人才的爭奪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而作

者提出的一些觀點或結論也頗有啓發性。例如，棄帥來投的方式，在「（河北）三

鎮軍將與朝廷聯繫很少的渠道中佔有重要地位，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頁36）

爲什麽這種方式會成爲河北軍將流動的主要方式，其背後反映的重要推手是什

麽？這些問題都是馮著給我們帶來的新思考。另外，像南禪在河北地區的傳播，

以宗教爲中心的人口流動等等，也都是前人沒有或較少關注的問題。 

三 

  學術研究貴在求異。下面也就文中的部分觀點和論證，談一些自己不成熟的

歧見。 

  首先，作者似乎更加突出的是河北藩鎮與中央的聯繫，甚至是對其的依附。

有些地方作者似乎走得有些過遠（或者說矯枉過正）。例如，關於唐武宗的滅佛政

策是否在河北藩鎮得以推行，學界經常引用日本圓仁和尚對河北藩鎮「不拆寺舍，

不條流僧尼」16的這段史料，給予否定的回答，但作者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他引

用了方廣錩的意見，即「圓仁本人在會昌滅佛期間沒有到幽、魏、鎮三鎮去過，

他的記敘想必只是得之傳聞。故詳情如何，還需要進一步考證。根據金石材料，

起碼幽州（今北京地區）還是受到廢佛浪潮的衝擊，大批寺廟被拆毀。」17但方

廣錩並未舉出一條金石材料的證據。作者引用的證據主要有〈重藏舍利記〉、遼代

所立〈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順天府志》（大典本）、《正定縣志．雜記》轉

引〈無染碑記〉、智本〈百巖寺奉敕再修重建法堂記〉。從馮著的論據來看，幽州

鎮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滅佛政策，應可接受，但隨即說「幽州如此，魏博和成德

                                                      
16

 日．圓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卷4，頁496。 
17

 方廣錩，《中華文化通志．佛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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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當例外」（頁139），則似乎缺少有力證據。作者證明成德鎮參與滅佛的文獻證

據是《正定縣志．雜記》轉引的〈無染碑記〉。其文曰：「佛龕上有一匣，開匣內

有古錦，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以前免拆毀敕書。」此條材料的最早出處實見

於南宋張端義的《貴耳集》：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

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拆殿

敕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

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18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貴耳集》疏漏之處較多。〈無染碑紀〉收錄此文時

也認爲「女善人楊氏必太真無疑，然亦未聞其善書，題後既稱大唐皇帝，又云李

三郎，稱謂極可笑也。」（光緒《正定縣志．雜記》）且正定之大曆寺似乎並不見

於唐五代以及北宋時期的文獻記載。要用明清時期的方志資料求證唐代正定已有

大曆寺，似乎應該需要唐代的相關史料提供佐證，方能最終成立。 

  至於智本〈百巖寺奉敕再修重建法堂記〉所載的百巖寺，的確被毀，但作者

似乎弄錯了該寺的位置。他認爲該寺在魏博鎮的衛州衛縣轄下。然而此文實有對

百巖寺位置的描述：「唐之勝氣，壯懷川之佳景者，太行山焉。其山東連白鹿，西

接□壇，南眺盟津，北暨燕岱，中有山曰天門。」對照《元和郡縣圖志》和《太

平寰宇記》的記載，19百巖寺的位置當在懷州修武縣（今河南省焦作市境內），並

不在衛州，而懷州也絕非在魏博鎮管轄之下。可見，此條材料根本無法說明滅佛

令在魏博鎮的推行。 

  此外，作者列舉河北部份地區考古發現的佛像殘身來試圖說明唐武宗滅佛政

策在河北地區的推行。因爲時代久遠，導致佛像殘身的原因很多，似亦難據以判

                                                      
18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2783册，頁

58。 
19

 「天門山，今謂之百家巖，在縣西北三十七里，以巖下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見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6，〈懷州．修武縣〉，頁446；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53，〈河北道二．懷州．修武縣〉，

頁1097；羅寧對此亦有詳細考證，參見氏著，〈百岩禪師懷輝事迹及史料考辨〉，鄭炳林、

樊錦詩、楊富學主編，《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頁

4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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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就是會昌滅佛期間所爲。可見，成德和魏博是否推行了滅佛政策，實在是一個

疑問。再者，從作者其他章節上所主張的比較研究法來看，其對滅佛政策的論述

也存在相互矛盾之處。作者強調河北三鎮存在差異，尤其是最後一章專論幽州鎮，

認爲幽州鎮相對於成德、魏博兩鎮比較恭順，那麽在這裡再得出「幽州如此，魏

博和成德也不當例外」的結論，似乎在邏輯上也難以成立。20
 

  其次，作者一方面指出，河北藩鎮形成的地域主義束縛了河北藩鎮的發展（第

十三章），「『河朔故事』說到底就是嚴重的地域主義」（頁207），但同時又說「過

多地強調河北地區地域主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頁66）可能作者對「地域主

義」尚沒有做出一個確切的定義，從而出現了這種論述上（至少是字面上）的矛

盾。我們暫且用「河朔故事」去理解「地域主義」。由於河北藩鎮政治集團的相對

封閉性，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河北再叛以後，唐廷和河北藩鎮之間長期相安無

事。河北諸鎮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於內部統治秩序的維持或是權力的爭奪，基本

無暇他顧。唐末及五代初期，在河東與河南集團的擠壓下，儘管從地方勢力的角

度，河北各鎮趨於消亡，但是其人才力量卻融入五代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中樞，

從而形成五代中後期至北宋初年的「河北優勢」。21放寬視野，「地域主義」正是

河北藩鎮積蓄力量，培養人才的重要推手。河北藩鎮在唐末五代的爭霸中雖未能

單獨豎起一面旗幟，卻在依附各個強藩的過程中，成爲五代中後期各朝立業的基

盤。從郭威到趙匡胤，兩次黃袍加身與河北藩鎮時期節度使的擁立場面何其相似，

而相似場景中的主角不都是河北軍人嗎？這似乎能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河北藩

鎮集團到底是真的淪爲附庸，還是用另外一種形式取得了安史之亂後兩百年間歷

史興替的最終勝利？ 

  本書的註釋規範，文字校勘精善，然而仍不免有百密一疏的情況。頁171倒數

第4-5行的「娶成德節度使先太師之長女」中的「娶成德節度使」幾字，並非《唐

代墓誌彙編》咸通○七○原文，乃為作者的考證結論，故而引號應當去除；再如，

「天佑」應作「天祐」（頁55倒數第2行）、「清理」應作「情理」（頁218第2自然段

最後1行）。另外，有些史料未注出處。例如「在朝廷的壓力下，張仲武封刀一口

                                                      
20

 如果相反，不够恭順的成德、魏博都推行了滅佛政策，幽州也如此，邏輯上倒是可以成立

的。 
21

 關於「河北優勢」的形成，參見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

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234-333；毛漢光，〈五代之政治延續與

政權轉移〉，《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41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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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居庸關關吏說，再有入關的僧人立即處死。」（頁139第2自然段）類似之處，可

能會給一些讀者帶來困惑，如能注明出處或直接引用史料，不僅文字上簡潔準確，

也能給讀者們回檢原文帶來極大的便利。相信作者在該書再版之時，一定可以對

此類微瑕作出訂正。 

  總之，《唐代河北藩鎮研究》不但充實和推進了已有的藩鎮研究，還開創了許

多新的研究議題。其最主要的貢獻是，給「藩鎮」這樣一個唐史學界的古老話題

以更多新的啓迪。借用一句作者自己的話，唐代河北藩鎮的研究「遠未到已經題

無剩義的程度」，  相信這部專著必將吸引更多學者對唐代河北藩鎮問題進行更加

廣泛而深入的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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