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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唐代河北藩镇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许多

学者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河北藩镇问题。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试图从分析唐后期河

北地域文化的特点入手，通过考察这些特点与藩镇政治发展的联系，

来说明民族文化对河朔藩镇政治的影响。

    全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前言，说明选题原因，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状况的回顾，根据相关

研究的特点找到本文在学术上的突破点，并说明本文论述过程中的相

关问题。

    第一章，通过分析河北地区部分人物的文化表现、胡汉人口的地

区分布、胡汉文化交融的地区差异来说明河北地域文化的两个特点:

一、河北地域文化既存在胡化情况，也存在汉化情况;二、胡化和汉

化的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并不是平衡的，而是存在差别的。

    第二章，通过分别考察藩镇与中央关系、藩镇内部政治运作两者

中的胡汉文化因素来说明河北地域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对藩镇政治的

影响。

    第三章，河北地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上的地区差

异，在唐末，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发展趋势。本章通过这种趋

势与河朔三镇政治发展的关系来说明河北地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对

藩镇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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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Hebei military prefecture in Tang Dynasty is a long discussed problem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Many scholars try to study this problem from ethn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dopting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ebei

region in the late of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Fanzhen policy, this thesis explains the influence

of ethnical culture on the Heshuo Fanzhen policy.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Introduction part explains the reason of subject choice, and then presents a

review of relative research. From those relative research fords out this originality of

this thesis, and illustrate the interrelate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monstration.

    Chapter One locates on the people's cultural embodiment in hebei province,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of the Hu and Han rac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gion

where this two races amalgamate to point out the two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ebei

region: the first is the amalgamation of Hu and Han in Hebei region, the second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gions in Hebei.

    Chapter two through the HuHan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zhen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inside Fanzhen, explains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on fanzhen policy.

  Chapter Three points out that in the long development of Hebei culture, as a result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n last phase of Tang Dynasty，

different regions come into being different cultural developing tendencies. This

chapter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developing tendencies and

the Fanzhe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explains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on

Fanzhen policy.

    KEYWORDS: Culture, Fanzhen ,Hu's culture ,Han'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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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选题原因:

    选择此题作为我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具体的研究阶段以中原王朝的隋

唐五代为断限，所以力求从隋唐五代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来确定学位论文的研究主
题。另外，我的指导老师李鸿宾教授当前主要对唐代北部边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包含在李老师的研究框架之内，可以得到李老师更为详
细、综合的指导，以便更好地完成学位论文。
    二、唐代前期，中央王权的威势十分强大，所有缘边藩镇均在其强有力的控

制之下，然而，在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域形成了典型的割据落镇。河北藩镇涉
及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许多学者也在这些方面做
出了成功的探讨。但是我通过阅读相关的史料及学术著作，认为对河北藩镇问题
在民族与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根据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
想对河朔藩镇问题所体现的民族与文化因素进行一些新的探讨，并以此完成自己
的硕士学位论文。

    相关学术动态:
    唐代河北藩镇问题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形成的论著也较多，

综合起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河朔落镇割据的原因
    河朔藩镇割据的原因是河北藩镇所有问题中最受关注的，许多学者研究河北

藩镇都是以探讨河北藩镇割据的原因为出发点的。陈寅格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
述论稿》一书中就指出了河北藩镇割据在民族与文化上的原因，即河北藩镇之民
间社会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
立命之归宿，。王寿南也分析了河北藩镇之独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他也认为河
北三镇在文化上与中央的脱节造成了与中央政治的不协2。吴光华通过对安史之
乱以前幽州边军的本土化 (包括边兵的本土化、边兵的招募化、边将的土著化、
节帅的土著化)和幽州文职官吏的本土化的分析，做出了结论:成德、魏博地域
主义的形成是在安史之后，而幽州地域主义在安史之乱以前即己形成3。张国刚
在对唐代藩镇进行分类分析的时候，把河朔藩镇划为割据型藩镇.他认为唐代藩
镇主要分为四个类型:①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流
风余韵及于河南部分地区)，其代表则是魏、镇、幽三镇;②防遏型，主要集中
在中原一带;③御边型，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④财源型，主要在东南。
河朔割据型藩镇的社会基础是那些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无业
游民今。这与韩国磐的观点不同，韩国磐认为唐代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大

，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10页。
2王寿南:《唐代落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311页。
“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晚唐的社会与文化》，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
  学生书局印行，1980年版，第208页.
‘张国刚:《唐代落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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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庄园经济5。孟彦弘认为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使河北藩镇长期存在6。刘运承
和周殿杰根据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区的民族状况，提出藩镇割据的基础是建筑在
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上的。他们指出，河朔落镇军队体现了少数民族结构特点和落
后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的残余。河北地区出现盘根错节的藩镇割据势
力，主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强大影响。唐廷由于自身力量的衰弱，不
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把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看成少数民族自治的羁糜地区7。黄
新亚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河北地区自唐初以来遍布内附的东北牧业民族，后
来幽州、梓州、青州、汁州、宋州、徐州、均是藩镇割据的主要基地。河北道遍
布的内附牧业民族，才是落镇割据的基本社会条件。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既非大
土地所有者，也非破产农民，而是在地方军阀指挥下由东北少数族任主力的军士
“。马驰又从唐代幽州境内的侨治羁糜州的角度考察了河朔藩镇的割据。他说安
史之乱以前，幽州境内大量侨治蕃州的设置将长官世袭、刑赏自专、赋税自私等
有关羁糜府州的一套制度植入幽州社会，使该地区出现了浓重的胡化、羁糜化倾
向。安史之乱中，幽州境内侨治羁糜州的蕃众，被“一切驱之为寇”。于是，原
来比较集中的蕃户、蕃兵在战乱结束后，则分散于整个河朔地区，并在“部落之
名无存”的情况下，同胡化极深的当地汉人组合为类似部落和蕃州的新共同体。
所以，马驰将河朔藩镇割据视为羁廉州体制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和扩大9。方积六
则对此问题进行了综合考虑，他认为河朔三镇军事力量的强大(包括兵多、骑兵、
三镇连衡、有利地势)而唐朝缺乏征讨河朔三镇的足够兵力(包括兵力不足、战
斗力差);河朔经济雄厚，唐朝财政严重困难(财源不足、运输困难);河朔三镇
官僚地方化以及地主豪强的统治，唐朝内部矛盾重重。这些军事、经济、政治上
的因素是河朔三镇得以长期割据的重要原因。河朔地区的历史因素及民族关系对
河朔三镇长期割据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李鸿宾将唐朝后期中央王权的衰落作为
地方藩镇势力跋雇强大和周边民族势力崛起的前提，安史之乱后，中央的权威逐
渐丧失，地方作为一种势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其中的一部分则转变成与中央抗衡
的力量，至少不再完全、毫无保留地听命于中央11。总之，对于河朔藩镇割据的
原因和基础，学界对其论述颇多，也提出了很多极具价值的观点，对我这篇论文

的写作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关于河朔落镇割据的特点
    贾艳红认为河朔三镇的割据大致可以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763-779)扩充军力、抢夺地盘;第二阶段(780- 820)势同患均、结盟抗
唐;第三阶段 (821- 874)祸起萧墙、骄兵逐帅;第四阶段 (875- 922)晋

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0
年10月版。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
刘运承、周殿杰:《民族同化和唐代藩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第
6期。
黄新亚:《庸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4年第2
期。

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魔州与河朔落镇割据》，《唐研究》第4卷，第199页。
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2月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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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争雄、三镇覆灭’2。姜密对三镇之间割据特点的差别作了分析，他认为三镇之
中，成德镇割据时间最长，军乱较少，形成了独特的“家镇”管理模式.而魏博
和幽州两镇，节帅离镇和受镇原因以被杀被逐和军事拥立居多，内部权力结构也
不如成德镇紧凑，3。
    三、关于河朔落镇与唐朝中央的关系
    王寿南对整个唐代藩镇与中央朝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唐代藩镇对中央

之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跋雇、叛逆与恭顺。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迄于唐亡，成
德、魏博、幽州三镇除有极短暂的时间受命中央外，均呈跋鹿.叛逆相继的状态。
他对唐朝自代宗朝起直至唐亡各个时期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力、对藩镇的策略进行
了分析，认为唐末藩镇在本质上具有违抗中央的特性。他对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
进行研究时所作的各种统计表格极具学术价值14。但是，有的学者也注意到河朔
藩镇的割据并不是完全与中央对抗，张国刚在前引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指
出河朔割据藩镇对唐廷中央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双重特点，并对这一特点
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分析，认为尽管河朔藩镇荣鹜不羁，但仍然与唐

廷保持若即若离的羁魔关系‘，。
    四、关于河朔藩镇的御边功能
    李剑波撰文指出，幽州地处中原王朝的东北边，临近蒙古草原和东北平原，

与活动在那里的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有着毗邻和交往的关系，当这些强悍的民族
向南发展时，幽州便首当其冲，或者成为一道遏阻其南下，保卫华北平原的屏障，
或者成为南犯者的大门。幽州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位置，使它对中原王朝的安
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不折不扣的边要之地16。傅海波和崔瑞德主编
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也指出，契丹和奚都与以今天北京为基地的范阳(后
改名卢龙)节度使保持着长期的特殊关系，此节度使习惯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职，
安禄山叛乱之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卢龙节度使仍然保留着这一官职，并且履行
其职责，此书还认为幽州镇在与奚和契丹进行和平交往的同时，也成功防御了东
北少数民族的南下搔挠，保卫了唐王朝的东北边疆’7。张国刚也注意到了这一情
况，他在前引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指出，在河朔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唐廷可
以不用担心东北两蕃的入寇，并说河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在拼御奚、契丹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唐廷的相当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进而影响到唐廷对河朔藩镇
的政策is。黄永年在《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幽州镇与奚、
契丹的关系，他认为设置幽州节度使并赋予大权是责成他集中人力物力来对付
奚、契丹，安史之乱以后幽州节度使仍然继承初建以来的这一传统，在制御奚、
契丹上仍起着积极作用。在唐末五代初年，河北藩镇中成德、魏博两家已因投靠
朱梁而失去独立性，只有刘仁恭的幽州仍为河北重镇，继续起着遏制奚、契丹的
作用19

比贾艳红:《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济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9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
15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09页。
0李剑波:《唐幽州都督府与节度使考》，《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
1,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57
  页。

，吕同注释15，第135页。
1，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年1月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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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河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民族与文化，也是考察唐后期河北地区历史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在探讨河

朔藩镇割据的原因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上文已经说到的，在此不再
重复。

    马文军认为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便达到了全是胡化的高潮，这在各镇镇帅
出身和日常生活中，在军事组织的军事民主中，在整个社会中都表现的极为明显，
此后河北地区又开始逐步汉化，汉化原因有内地士人大量入仕河北，各镇帅力行
汉化等”。傅乐成说:“河北藩镇，其将士多为胡人，故其所控制之地区，日益胡
化，卑弃文教，崇尚武力”2，。毛汉光认为，河北胡化程度又有地区区别，似乎
镇州暨掉沱河一线乃安史乱后之社会文化分界线，在此以北之幽、易其人以武质
为主，其极端者如范阳卢需，镇州、淖沱河一线以南，虽然政治上是强藩统治，
在军事上职业军人是最有力量者，社会上仍有若干士人，而士族家庭亦不失家学
家风。但是随着河北地区胡化之加深，河北南部地区的士人又不断南移22
    李鸿宾指出，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民族意识得以升华，忠诚于朝廷的胡系

部族，因中央权威的丧失而处于肆意发展的状态中’3。苑汝杰在文章中指出，燕
赵地区的大唐子民，几乎完全是少数民族，在总体气质情感上，具有粗犷凶悍的
共同点as李凤先认为安史之乱后幽州文化是少数民族劲悍之气与幽州尚武风尚
的组合再塑气
    关于河北地区的民族文化的流动与交融，崔明德撰文指出，安史乱军具有突

厥、契丹、奚、回纶、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鞋蝎、九蕃胡、居
住在回绝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成
份。但是安史乱军中也存在大量的汉人26。陈述经过研究认为，有一些士人因不
能在长安得志而到河北，在河北地区的人们，又多逃亡以入契丹，形成波浪式的
连锁影响，阿保机又主动地掳掠招纳，发展投下城，更有带领数州人民投入契丹
的，他们本可自成一小集团，在阿保机看来，直以为某一部落，即自成一大首领
或一投下。故阿保机的迭刺部实际上己形成了草原外缘的新区域。这一区域是极
富汉风的契丹，由于河北地区是极富胡风的大唐，故迭刺部队与契丹草原的情形
则是:(一)自为一势力 (二)此势力中汉风甚盛 (三)有些不得志于河北的士
大夫，多投入此区27
    在唐末五代初年幽州地区有大量军民为了逃避战乱和暴政逃亡到契丹，同时

契丹又主动南下掳掠幽州居民到契丹，在人居契丹的幽州人中，不乏精英分子，

2“马文军:《试论唐代河北地区汉化与胡华的两种倾向》.《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zi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第219页。

2Y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一一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晚唐的社会与文
  化》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上元王仁钧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1980年版，第105页。
a，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2月版，第157页。
2‘苑汝杰:《唐代河朔藩镇情态考— 从唐五代小说看河朔藩镇之暴虐现象》，《求实》。2009
  年第 11期

2，李凤先:《尚武之风与劲悍之气的组合再塑— 唐代幽州社会风尚变迁的历史考察》，《刊
  中刊》，第21页。
26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中国边强史地研究》，2001年9月，
  第10卷，第3期。
z7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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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的在契丹政权中得到重用.魏洪祯、于宝林、陈述、张正明、姚从吾等史
家对这一现象都有积极的评价28
    六、其他方面
    王义康考证了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屯田和蚕桑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河朔

几镇所辖州的户口数并未大减于天宝，且根据后期河北藩镇的兵数推测，河北藩
镇下辖民户最低应有一百五十万，且不计邢、it,磁三州29。唐后期幽州地区屯
田的地理分布，北边一线西起文德县的雄武军，中经如 檀、蓟诸州，东至平、
营二州，南至琢州。在此区域内，屯田分布的特点是，妨.檀、蓟、平、营诸州
屯田生产明显高于民间耕地水平，幽、琢二州民间农业生产高于屯田。而且除了
军屯之外，各地还有一些民屯3。。唐后河北地区的丝织业承继了安史之乱前的发
达状况31。贾燕红认为唐后期河北道地区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均
己赶上并超过了前期32。彭文峰考察了河北藩镇的进奉和两税法在河北藩镇的实
施情况，认为河北落镇尽管游离于中央的直接统治之外，但他对中央政府的进奉
始终存在33。两税法作为征税原则，在河朔地区得到了完全实施气

    相关说明:

    前人对河北藩镇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陈寅悟先生在论及唐代河北藩镇时说:“故论唐代河北
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关于河朔地区的
民族与文化，陈寅洛先生论述说: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之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城，即以东南
    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
    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
    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
    身立命之归宿.36
    但是许多学者似乎主要抓住了胡化这一特点，而且将关注点较多的放在了胡

化对藩镇割据的影响上，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汉化的问题，但胡化与汉化对藩镇
内部政治的影响论者不多。
    对于河北地区民族与文化在内部区域上的差别，毛汉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但是没有揭示出河北地区的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不同倾向及其对
藩镇政治的影响。

TB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10月版;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魏洪祯:《契丹兴国灭国与汉人》，《学思》，第3卷，第2

  期，1943年1月;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东北史论丛》，正中书局，1959年

  版。

2，王义康:《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90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T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期。

92贾燕红:《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第4期。
”彭文峰:《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彭文峰:‘唐代河朔三镇两税法实施情况略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1
  期.

as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10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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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文想主要抓住以上两个突破点，试图从分析唐后期河北地域文化的特
点入手，通过考察这些特点与藩镇政治发展的联系，来说明民族文化对河朔藩镇
政治的影响。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胡化与汉化的确切含义，“河朔藩镇之人可分为两类:其

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
化，与胡人不异”3，。可见，胡化有种族与文化两层含义。相应地，汉化应该包
括两类人:一为种族为汉人，文化上未被胡化之人，另一类为种族为胡人，但是
文化表现为汉文化。另外，“胡族”又被称为“蕃族”，所以“胡化”有时候也叫
“蕃化”，在本文论述当中，为了行文的方便，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对这几
个词分别予以采用，“胡族”与 “蕃族”、“胡化”与“蕃化”分别具有相同的意
义。
    还需要说明一下幽州镇与卢龙镇的关系。安史之乱后，幽州与卢龙趋于合一，

两镇在幽州节度使统一指挥下事实上已合为一体。卢龙节度使就是幽州节度使，
卢龙军就是幽州军，卢龙不过是幽州在不同时期、不同史籍上之异称m。本文在
论述过程当中，除了引用古籍和他人研究成果外，将单独使用幽州这一名称，以
免杂乱。

”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12
  页。

”冯金忠:《从王公淑墓志看唐代卢龙镇》，《文物春秋》。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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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河北地域文化的特点

第一节 河北地域文化之胡汉共存

    论及河北地域文化胡化特征的论著除了陈寅格先生外，还有很多39，我认为
这些论述是符合事实的，就不再重复论述，仅举一例作补充说明。据(唐人轶事
汇编》卷二十六记载:

        咸通庚寅岁，卢龙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封张直方杭表诸修入舰之礼，
    优诏允焉。⋯ 至京，撼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徽道
    之职。往往设采置于通衡，则犬竞无遗，减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
    ‘擎毅之下，不可专杀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邓?’则俊枚可知也.
    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升，天子不忍笠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伴分洛
    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古者，攫走者，见
    皆识之，必群噪长味而去.‘，
    张直方到京师后仍然飞苍走黄，在大街通衡设网猎人犬民，仍然是以在幽州

时的意识与习惯来行事。其母甚至认为张直方为地位最尊贵者，可见她非常不熟
悉礼教，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皇帝的存在.这两人所代表的河北藩镇地区与中央
“在精神文化上形成两个截然不同之区域”‘，。但是又有学者指出，唐后期河北
地区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单纯的胡化，而是具有胡化与汉化两种倾向呜，。
    与北部的游牧民族相比，河北地区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典型的汉地农业经济，

“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已经成为农耕地区。原来司马迁所规画的褐石龙
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河北道中部这一段，这时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
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妨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半农
半牧地区还应包括妨、营两州之间的燕山以北各地。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北界
不能距离燕山过远.再北当为游牧地区”‘3。可见，唐后期的河北地区在其燕山
北部地区存在少量的游牧经济，但是从河北地区的总体情况看，农耕经济仍然在
河北地区占有基础地位。
    再联系到两税法在河北藩镇的实施，“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颁行之后，处于

”如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陈述:《契丹政
  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糜州与河朔藩镇
  割据》刊《唐研究》第4卷;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2月版。
qo《唐人轶事汇编》卷26《张直方》，周勋初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第1440页。
,I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第219页。
v马文军认为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便达到了全是胡化的高潮，这在各镇镇帅出身和日常生
  活中，在军事组织的军事民主中，在整个社会中都表现的极为明显，此后河北地区又开始
  逐步汉化，汉化原因有内地士人大量入仕河北，各镇帅力行汉化等。详见马文军:《试论
  唐代河北地区汉化与胡华的两种倾向》，《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二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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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状态的河朔藩镇与唐王朝控制下的其他承顺地区大体同步推行了中央的新
税法。⋯⋯就征税原则而言，两税法在河朔地区得到了完全的实施”“。关于两
税法的征税原则，《旧唐书》有记载: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
    十之一。居人之视，秋夏两征之.各(俗)有不便者，三(正)之。余征赋悉罢，
    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
    税无过十一月.违者进退长吏。令黯险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
    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
    很明显两税法的征税对象是耕田民户，那么两税法作为征税原则在河朔藩镇

得到了完全实施，说明当时河朔藩镇的主体居民为耕田民户。这更能证明河北地
区农耕经济的基础地位。
    从唐后期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看，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较为突出，幽州节度

使张仲武“以边塞既宁，尤勤抚育。每春则劝农，至夏则亲行县。以较其民之稼
墙。见株荞不去者必挞之，见滋长如春者，必生于木荫，赐汤茗以厚之”‘已。这
只是河北地区发展农耕经济的努力，农耕经济发展的成果也非常显著，成德节度
使王铭曾连续拿出金20万两、布帛70万匹和粮食20万石供给河东李克用，唐
朝中央镇压庞勋叛乱时幽州节度使张允伸“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4，。
朱全忠代唐自立后，魏博罗绍威“自以魏久不用兵，愿伐木安阳淇门为船，自河
入洛，岁潜谷百万石，以供京师”‘旧。这些都是明显的农耕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外，在唐前期，河北地区是丝织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开元、天宝年间，

河北道有怀、博、魏、相、卫、邢、沼、镇、冀、深、赵、定、德、棣、易、幽、
攘、莫等十八州上贡丝织品”49。而在唐后期“节度使会府所在地幽、定、镇、
魏等是其辖区贡丝织品种类最多的州，成为丝织业核心地区，带动着其他地区丝
织业的发展。成书于后唐时期的《失名行记》描述了当时河北地区桑麻千里、一
派兴盛的景象:河北道六节二十四州，南北两干里，东西一千里，‘桑麻映日，柳槐
交阴’，养蚕植桑业的繁荣直接导致丝织业的发达，幽州 ‘平广膏腆，地产绞罗，
偏丰梨粟’，定州 ‘俗丰梨麦，又产续罗’，镇州 ‘绞罗匹帛，故不外求，物产肥浓，
田畴沃野’，魏州 ‘土出绞罗，多丰黎(梨)，商贾填便(骄)”，59。唐后期河北地区
农桑经济的发展更是显示了河北以汉地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在此农业经济
基础上，河北地区居民的文化面貌应该不会完全胡化。
    唐后期河北地区仍有一些儒学之士，即通常所谓之 “士人”，例如:

        李益，肃宗朝宰相按之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益不得意，北游河

44彭文峰:《唐代河朔三镇两税法实施情况略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1
  期，彭文峰在文中指出两税法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两税法包括征税原则和税
  收分配原则两方面，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关系;狭义的两税法则专指
  征税原则，是纯粹的经济制度。两税的征税原则，也就是两税的征收方式，包括征税的对
  象、时间、标准等。
‘，‘旧唐书》卷48《食货志》，第2093页。
48《册府元龟》卷678《牧守部·劝课》，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6月版，第8170页。
‘，引日唐书》卷180《张允伸传》，第4679页。
4B《新五代史》卷39《罗绍威传》，第417页。
49王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期。
so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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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幽州刘济辟为从字.”
    彭悦，身长六尺，性佣优，善属文.工楷隶，广德中，有季父仕于恒，

因省遇乱，来游幽蓟，与弘农杨麟太原王潘河东柳挺以文相友，为当时高唱。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述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
    淹难。滔自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
    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词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贯从鸳被暖，
    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录，啼多清沈植。试留青贷着，迥日画眉看。又令代
    妻作诗答曰:蓬翼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
    时底不归。滔遗以束书，放归.53
      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构小节，自布素中以饮博为事，渔阳士子多忌

    之。.，⋯有马郁者，少负文艺.匡威曾问其年.郁曰:“弱冠后，两周星。”
    傲形于色.后匡威继父为候，首召马郁问曰:“子今弱冠后几周星岁?”郁
    但顿颗谢罪。54
    陈寅格先生评论李益之事时指出:“又可知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犹

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召南之北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55。
而且陈先生认为这是河北文化独立于中央之证据，然而，李益为进士，自然是汉
化之人，他北游幽燕且被刘济辟为从事，不就把中央之汉文化带到幽州了吗?河
北诸镇“竟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浦。这说明，具有较高汉文
化之士人北游河朔并不是个别现象。再据所举资料来看，当时河北地区确实存在
以马郁、杨鳞、柳挺为代表的一批“士人”。
    河北藩镇个别的节度使还通晓儒家经典，武宗时的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通左

氏春秋”二了，德宗时的幽州节度使刘济“游学京师，及进士第”53,魏博田弘正
“颇读书，性恭逊”59。成德王元速:“识礼法”而“岁时贡献如职，帝悦，诏尚
绛王悟女寿安公主。元速遣人纳聘网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仓具、奴裨，
议者嘉其恭”肠。以上事实均证明河朔地域文化不只是“胡化”，同时还具有“汉
化”内容。
    把河北地域文化与游牧民族的文化进行对比更可以看出河朔地域文化所具

有的汉化特征。据 《旧五代史》记载:
        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自周德威攻围幽州，燕之军民多

，，引日唐书》卷137《李益传》，第3771页。
5，《唐该州景城县主薄彭君权殡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852页。
53《唐人轶事汇编》卷18《朱滔》，周勋初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第949页。

54《唐人轶事汇编》卷27《李全忠》，周勋初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第1530页。
5，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12
  页。

55《新唐书》卷131《李石传》，第4515页。
57《新唐书》卷212《藩镇传·张仲武》，第5980页。
5a《新唐书》卷212《藩镇传·刘济》，第5974页。
5s《资治通鉴》卷238唐纪54宪宗元和七年八月条，第7692页。
即《新唐书》卷211《落镇传·王元速》，第5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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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寇(契丹)所掠，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以文法，由是渐盛.“，
    如果河朔地域不存在汉文化， 幽燕之人如何教契丹 “文法”?
    同时河北地区的胡汉文化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往往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

两种文化特征的结合，如:
        府君讳再初，⋯⋯遂累迁授勋爵。为州橡，即肃清郡宇，统亲务，即储

    实盈屯。为文操赋，谈论鸡牌;乘武习戎，密机牛火.又宰花邑，布化一同，

  犬鹤无喧，人歌五挎。62
      府君性温氏，讳令缓，⋯⋯府君夙亲庭训，回然孤标，器贮青云，情高

    秋鹤.抱仁义以溅珠玉，履忠口而重贤良，博达经书，精烂韬略，蕴拥砂添
    奄之术，妙遗勒沃熏之机，说剑而边邀尘清，应弓而云天雁落。武能靖乱，

  行以移忠。63
    这两个人的身上集中了胡汉两种文化，既懂文赋，又有勇武的精神。更能表

现出河北地域文化之胡汉共存特征。

第二节 河北地区胡汉分布的地区差别

    唐后期的河北地域文化不仅具有胡汉共存的特征，而且在地区分布上也具有
差异性。似乎镇州暨津沱河一线乃安史乱后之社会文化分界线，在此以北之幽、
易其人以武质为主，其极端者如范阳卢需 镇州、潭沱河一线以南，虽然政治上
是强藩统治，在军事上职业军人是最有力量者，社会上仍有若干士人，而士族家
庭亦不失家学家风。6‘。
    “人是文化的载体”‘5，河北地区的胡汉文化的地区差异性是由胡化与汉化

人口的分布决定的，安史之乱以前，胡化人口应当包括羁糜府州的胡族民户、边
镇军队中的胡族及胡化军人、普通居民中的胡化者。首先来看羁糜府州，杨小燕
和马驰都对河北地区的羁糜府州做过统计，根据他们的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分布
在河北地区的羁糜府州的情况可以列表如下:“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契丹》，第1827页。
62《唐故蓟州刺史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上柱国宋府君夫人蔡氏
  合附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12月版，第1021页
67《唐故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太中大夫试殿中监温府君合附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
  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114页。
69毛汉光:《论按时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 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晚唐的社会与文
  化》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上元王仁钧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1980年版，第105页。
“李凤先:《尚武之风与劲悍之气的组合再塑一一唐代幽州社会风尚变迁的历史考察》，《刊
  中刊》，第21页。
肠杨小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附录I,《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主编，上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04页;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廉州与河朔藩
  镇割据》，《唐研究》第4卷，第200-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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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州名 部族名称 户口数 所在地区

顺 州 东突厥突利可汗
部

天宝时户 1064口
5171

幽州

瑞 州 东突厥乌突汗达
千部

天宝时户195口624 幽州良乡县之故广阳
城

燕 州 粟末鞋辐突地稽
部

天宝时户 2045口
11603

幽州北桃谷山

慎 州 粟末鞋鞠乌素固
部

天宝时户250口984 幽州良乡县之故都乡
城

夷宾州 粟末鞋辐愁思岭
部

天宝时户130口648 幽州良乡之古广阳城

黎 州 粟末鞋辐乌素固
部

天宝时户 569 口
1991

幽州良乡县之故都乡
城

鲜 州 奚饶乐都督府部

落

天宝时户107口367 幽州潞县之古潞城

崇 州 奚饶乐都督府部
落

天宝时户200口716 幽州潞县之古潞城

归义州 奚李诗锁高部
落、契丹李诗部
落

开元二十年户 5000
帐

卢龙塞下

顺化州 奚、霭、室韦 营州

玄 州 契丹曲据部即隋
时李去间部

天宝时户 618口
1333

范阳之鲁泊村

威 州 契丹内稽部 天宝时户 611口
1869(初领户729口
4222)

幽州良乡之石窟堡

昌 州 契丹松漠部 天宝时户 281口
1088

幽州安次县古常道城

师 州 契丹、室韦部落 天宝时户 314口
3215

幽州良乡县之故东间
城

归顺州 契丹松漠弹汗州
部即绝边部

天宝时户 1037口
4496

幽州

沃 州 契丹松漠部 天宝时户159口619 幽州蓟县回城
信 州 奚乙失活部 天宝时户 414口

1600

范阳县

青山州 契丹曲据部 天宝时户 622口
3215

幽州范阳县界水门村

凛 州 降胡 天宝时户 648口
2187

幽州范阳县界

归义州 新罗 天宝时户195口624 幽州良乡之古广阳城
带 州 契丹乙失革部 天宝时户 569 口

1990

幽州昌平县之清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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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夷州 栗特、突厥 营州

礼 州 营州

松漠都督府的
契丹鲁苏部落

契丹契丹鲁苏部
落

幽州

    这些羁魔府州中户口数可考者总共有蕃族民户10528，人口44341，归义州
  (奚李诗锁高部落、契丹李诗部落)的户数是5000，按照这些蕃州当中户数和
口数比例最小的玄州的户数口数之比推算，此归义州的口数也当在10000以上。
那么这些蕃州总人口约55000多人。从地区分布上看，这些羁魔府州都分布在以
幽、营、平为代表的河北北部地区。
    其次，再来看藩镇军队，安史之乱前河北道有平卢、范阳两大军镇。安禄山

于开元二十九年 (741)任平卢节度使，又于天宝四载 (745)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职权，在其执掌幽州的十一年的时间里，带动
了大量的胡商、降俘、蕃汉官员到幽州。与万岁通天年间开始至玄宗开天之际的
那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各少数民族不是以设立蕃州的形式整
部落地流入幽州，而是由安禄山直接编入军队盯。如“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
八千余人，谓之 ‘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m。这八千人都是蕃族人。
杨晓燕所做的《安禄山魔下人物表》中共列人物67人，其中粟特人19，奚人2,
突厥人3，契丹人2，鲜卑人1，乌洛侯人尹，但是看范阳、平卢两节度军队
的分布:

        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
    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
    六千五百走，衣踢八十万走段，军根五十万石.经略军，在幽州城内，管军
    三万人，马五千四百足。威武军，在植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走。清夷
    军，在幼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走。静塞军，在蓟州城内，管兵万六千
    人，马五百足。恒阳军，在恒州城东，管兵三千五百人。北平军，在定州城
    西，管兵六千人。高阳军，在易州城内，管兵六千人。唐兴军，在英州城内，
    管兵六千人.横海军，在沦州城内，管兵六千人.
        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鞋辐，统平卢、卢龙二军，椅关守捉，安东

    都护府.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走。平
    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足.卢龙军，在平州城内，
    管兵万人，马三百足.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入，马
    百走.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走。7a
    存在大量胡化人的范阳、平卢两节度军队，其驻屯的地理位置最南也不过恒、

定二州，驻扎在恒州的恒阳军6000人，驻扎在定州的北平军6000人，即使这两
军的军人都是胡族和胡化汉人，但他们面对天宝时恒州“户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三，
口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三十四”’‘。定州“户七万八千九十，口四十九万六千六百

6，宁欣、李风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3年第3期。
m《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大宝十年(75D正月条，第6905页。
的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附录1,《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04页。
，。6旧唐书》卷39(地理志》，第1486页。
，‘同上，第1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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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这么庞大的汉族人口，他们仍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这样范阳、平
卢两镇军队中的绝大部分胡化兵将也都分布在河北地区的北部。在恒定二州及其
以南的河北南部地区并没有多少胡化兵将的分布。
    再次，看汉族普通居民中的胡化人口。史朝义杀史思明后，幽州城内进行了

一场权力的争夺战，当时:
        战斗皆在城市间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刻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

    人之故，又百性至于妇人儿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
    由此可见幽州地区的一般居民胡化之普及。而安史之乱前的河北南部地区，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碎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
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
之者”’‘。安禄山起兵向南，河北南部地区的表现与幽州地区居民的“皆闲习弓
矢”相比就可看出两地汉族人口胡化程度之差别。
    陈寅格先生说:“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

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7，，通过认识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地区胡化人口的
分布情况，可以认为陈先生所说的“河朔地域”应当指的是以幽州、营州、平州
地域为代表的河北北部地区。
    分布在河北道北部的大量胡族人口在安史之乱开始后随着安史乱军的南下

开始进入河北南部地区，史称“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
州界内，以州名羁糜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
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巴。安史之乱后，原分布在河北道北部的
胡化人口大量散居在河北各地。
    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月一、奚、回纶、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

水鞋蝎、九蕃胡、居住在回绝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
扶余、新罗等民族成份77。虽然南下的军队不一定完全由胡族兵将构成，但是从
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的胡化程度来看，这些军人应该大部分是胡化之人。成德将石
神福的经历体现了这一南下的过程

        生于雄武，长在蔚州，口岁从师，弱冠好武，事亲唯孝，训弟唯和，五
    郡亲仁，六亲谈美，遇安史作乱，漂泊至恒阳，尊父早亡，哀荣葬毕，及乎
    攻武，便得传杨.君主亦知，收于戎伍，频经战伐，暴效疆场，勇毅前冲，
    杀戮无数，叙功见录，八座亲命俯临，悦畅君心，迁授大将。为征马事，重
    委在腹心，兼令匀当右厢军马事， .⋯其词曰:英雄将军，武艺超群，煞戮
    前奔，收功见录，独授崇勋，纪名贞石，不朽千春.’旧
    安史之乱结束时，安史旧将薛篙据相、卫、邢、铭、贝、磁六州，田承嗣居

魏、博、德、沧、派五州，李宝臣据恒、赵、深、定、易五州，张孝忠居易、定

    《旧唐书》卷39《地理志》，第1486页。
7s蓟门纪乱》转引自昊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晚唐的社会与文化》，淡江大
  学中文系主编，台北:学生书局印行，1980年版，第207页。
    《资治通鉴》卷217唐纪玄宗天宝十四载 (755)十月条，第6935页。

了5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30
  页。

  《!日唐书》卷39《地理志》，第1527页。
，，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9月
  第10卷第3期。

抢《大唐故成德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石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周
  绍良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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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州，随着这些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在以上诸州驻屯下来，安史军中的胡人和胡化
汉人也就散落到了这些地区。

    这样安史之乱结束时，安史乱军中的胡人和胡化汉人在“部落之名无存”的
情况下分布到了河北中南部地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安禄山起兵时所率领军队
人数为十五万，这十五万人是南下打仗的，既然是战争，就会有伤亡，在安史之
乱结束后，留在河北地区南部的安史军队应该不足此数，而且在安史之乱中，并
没有大规模地从范阳调兵南下。他们在安史之乱结束时分布到了相、卫、邢、治.
贝、磁、魏、博、德、沧、派、恒、赵、深、定、易、定等十七州，这样推算下
来，平均每一州不到一万人。
    唐后期河北地区的人口，王义康作了考证，认为在唐后期，河朔几镇所辖州

的户口数并未大减于天宝，且根据后期河北藩镇的兵数推测，河北藩镇下辖民户
最低应有一百五十万，王先生还对各镇的户口数作了统计7e
    幽州:天宝时总户数二十三万六千五百零七，人口一百四十六万三千零八十

一。而在唐后期幽州镇所统九州中，幽、琢二州实有民户不会逊于幽州天宝年间
之民户 (唐后期的幽、琢二州即天宝时的幽州)。贞元时滚州的民户数纵然比天
宝时大减 ，也有数万，蓟、平、营、檀、0五州的民户数与天宝户数相差不远。
    易定:易州开元户三万七千二百七十，定州开元户六万五千四百六十，易定

二州在唐末的户数不会少于开元户数。
    沧景:天宝时为沧州，户数十二万四千零二十四，口八十二万五千七百零五.

晚唐时沧景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
    魏博:五州天宝户为四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后唐时魏博的户数还比较接近

于天宝时。

    这里，王先生没有考证成德镇所辖州的户口数，但在文中指出成德镇在唐后
期其军额至少保持在五万，按照王先生所说的五户养一兵的标准，则成德镇所辖
州的民户数应是二十五万。
    这样可以对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的胡化与汉化人口的分布做一分析。在河北

北部的幽州地域，在安史之乱前就存在大量的胡族民户，安禄山叛乱时“一切驱
之为寇”，但是安禄山所率领的应该是胡族军人，而并非所有的胡族民户，即使
每个胡族民户当中所有的青壮年男子被带上战场，并且“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
这些蕃州民户应该还在幽州继续存在。而且乱前就己经存在的大量的普通胡化汉
族居民并没有南下。成德、魏博地域(安史之乱结束时易定二州属于成德镇，沧
景二州属于魏博镇)的总人口少则百万、多至二百万以上，而随安史乱军入居两
地的胡化人口不足十五万，其余的应该就是汉化人口。由此可以看出河北南部和
北部地区的胡化和汉化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别。根据以上分析，若以藩镇的辖区为
分界，幽州镇之胡化人口与汉化人口的数量比例应该高于成德和魏博两镇不少。
“河北三镇之辖区，除卢龙外，成德、魏博均属内地，其境内之人，虽染胡风，
究以汉人居多”气

7s王义康:《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的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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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胡汉交融的地区差别

    在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 “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努力控制自己管内的
人口，就史籍记载来看，藩镇之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存在大量胡化人
口的幽州镇的人口也没有向南部大规模流动。成德、魏博两地之文化交融就以内
部少量胡化人口与大量汉化人口的互动为主。幽州镇的文化交融则是本地区内部
的流动及与北方、东北各民族的交流更为活跃“。
    首先是幽州镇保持了对东北各族的外交职能。安史之乱以前，“范阳节度使

临制奚、契丹”“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鞋鞠,'8，，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在东北
边疆只有幽州镇一个落镇面对东北和北部诸蕃。幽州节度使仍然兼任押奚、契丹
使，如“以前琢州刺史兼御史中A刘抨为幽州长史、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
大使，兼知节度管理度支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等军使”.，。由幽州节度
使的所兼职位可知代表唐王朝与奚、契丹等蕃族进行交往是其职责之一。在唐后
期幽州节度使的官职名称当中，常常见到“押奚、契丹”等词语，相比较之下，
成德和魏博节度使并没有这样的称呼。我们知道，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节度使
的官职中，如“中书令”、“御史大夫”等类的名称己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唯
独幽州节度使的“押奚契丹使”具有实际意义。
    至德后奚、契丹“其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长三五十人

赴阔，引见于麟德殿，赐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以为常”’‘。在这里幽
州镇承担了一部分接待奚、契丹入唐的交往人员，并且“率以为常”，可见幽州
镇执行对外交往任务并不是偶然现象，已经形成制度性职能。会昌二年(842年)
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奏，“称契丹新立王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鹊印，今恳请当
道闻奏，乞国家赐印。’伏望圣慈允许。武宗救旨答曰:‘宜依’，仍以 ‘奉国契
丹之印’为文”吕，。这是契丹通过幽州节度使请求唐朝赐印。另据 《资治通鉴》
卷246记载:

      初，(回鹤鸟介)可汗往来天德、振武之间，剧掠羌、浑，又屯把头烽
    北.朝廷屡遣使谕之，使还澳南，可汗不奉招.李德裕以为“那领吸屯于山
    北，乌介恐其与奚、契丹连谋邀遮，故不敢远离塞下。望放张仲武谕奚、契
    丹与回鹤共灭那顿吸，使得北还.”及那领吸死，可汗扰不去.A
    唐朝中央通过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谕奚和契丹，更能表现出幽州节度使所承担

的外交职能。

    幽州镇还直接与东北的其他蕃族政权聘使往来，《全唐文补遗》就有这样的
记载:

      公讳建章，既馆口揭石，太保李公厚遇，磨之安次尉。蹄年，李公入A>
    弘农杨仆射受钱.星纪在周，渤海国王大葬定遣司宾卿贫守谦来聘。府选报

引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旧唐书》卷38《地理志》，第1387页。
幻《旧唐书》卷12《德宗纪》，第623页。
翻《唐会要》卷96《奚》，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1720页
“《唐会要》卷96《契丹》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1719页
幼《资治通鉴》卷246唐纪武宗会昌二年 ((842)五月条。第7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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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议先会主，假滚州司马朱衣使行.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
    秋秒，达忽汗州.州即把姿故地.弃震重礼留之，岁换而返.口王大会，以
    丰货、宾器、名马、文革以饯之.九年仲秋日，复命.日了
    在这里，渤海国作为一个东北的蕃族政权，到中原进行外交活动，舍弃中央

王朝，而直接与作为地方的幽州镇联系。幽州镇并没有就此事向中央朝廷请示，
而是通过“府选”选出本地官员进行回聘，在整个过程当中，唐廷中央没有任何
参与。可见在唐后期，幽州镇面对东北的蕃族政权时能很自主地行使着外交职能。
我们还发现，如果没有幽州的配合唐廷中央则很难与奚、契丹直接进行交往。文
宗太和七年(833)“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莺、送奚、
契丹使尹士恭”肠。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后，凡藩镇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谓之
官告使。焦奉莺以赐春衣，尹士恭以送两蕃使者，同时至幽州，故皆为所留”日，。
    唐朝派遣的送奚、契丹使在经过幽州时被幽州节度截留，而中央对此并没有

什么办法。如果幽州镇不与中央配合，中央朝廷与东北蕃族交往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是幽州镇与东北蕃族的战争。“设置幽州节度使并赋予大权是责成他集

中人力物力来对付奚、契丹”9D。据《新唐书》卷216记载:
        故事，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后，藩镇撞地务自安，郊

    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
    对于唐后期幽州镇扦御北部诸蕃的作用，黄永年做了专门的研究，他说，幽

州镇在临制奚、契丹上能继承范阳节度使初建以来的的老传统，一直起着积极作
用。到了唐末五代初年，河北藩镇中成德、魏博两家已因投靠朱温而丧失独立性，
只有刘仁恭的幽州仍为河北重镇，继续起着遏制契丹和奚的作用。即使是在五代
时期，契丹对幽州节镇仍有很大的顾忌，如果不是后唐的北平王即幽州节度使赵
德钧妄图称帝，自弃根本而投靠契丹，即使石敬塘甘愿割弃幽州，契丹未必能轻
易到手92“在河朔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唐廷可以不用担心东北两蕃的入寇，并说河
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在扦御奚、契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唐廷的相当重视，
在一定程度上进而影响到唐廷对河朔藩镇的政策”93。幽州镇对东北蕃族的防御
战争可以用下表来表示:

                                      表2

时间 节度使 事件
贞元十一年 刘济 幽州奏破奚王吸利等六万余众。
贞元年间 刘济 时乌桓、鲜卑数寇边，济率军击走之，深入千余里，

虏获不可胜纪，东北晏然。
大和四年 李载义 (契丹)复盗边，卢龙李载义破之，执大将二百余人，

缚其帅茹揭来献，文宗赐冠带，授右晓卫将军。
会昌二年— 张仲武 时回鹃有将勒那领叹拥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帐，东逼渔

的《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
  国赐紫金鱼袋安定张公 (建章)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三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年5月版，第289页。
四《资治通鉴》卷244唐纪文宗太和七年(833)三月条，第7884页。
的同上。
嘟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97页。
    《新唐书》卷216《北狄传·契丹》，第6172页。

兑同注释90,
s2张国刚:《唐代落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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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元年 阳。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
兵三万人大破之。前后收其侯王贵族千余人，降三万
人，获牛马、囊驼、旗鑫、厨幕不可胜计。

大中元年 张仲武 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
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辐贮五百乘，献
京师。

光启年间 刘仁恭 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契丹)乃钞奚、室韦，小
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刘仁恭穷师逾摘星
山讨之，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
乞盟，献良马求牧地，仁恭许之。复败约入寇，刘守
光戍平州，契丹以万骑入，守光伪与和，帐饮具于野，
伏发，禽其大将。群胡拗，愿纳马五千以赎，不许。
钦德输重赂求之，乃与盟，十年不敢近边。

    这只是见于史籍的几次战争，但是据 《资治通鉴》记载: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

    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幕土兵守之。
    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增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
    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筷其去，选晓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
    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踢助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
    由“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可知，契丹兵锋之南下是经常的事情。

幽州镇的边疆守军则要经常与契丹作战。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战争中有许多的蕃
族人进入到幽州地域，补充了幽州地区的蕃族人口。兴元元年(784)朱滔援朱溉
之反“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马、案它倍之”9‘。
这次起兵中仍然有“虏兵三千”。可以看到在唐后期幽州镇通过自己的外交职能
及与胡族的战争不仅保持了与东北胡族的交往，而且还带动了大量的胡族人口进
入幽州。

    小结: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可以认为唐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有两个特点:一、
河北藩镇内既存在胡化的情况，也存在汉化的情况;二、从胡汉人口在各镇的分
布来看，幽州镇之胡化程度高于成德、魏博两镇，汉化则相反，成德、魏博两镇

高于幽州镇。从唐后期河北地区的胡汉交融来看，成德、魏博等镇主要是以内部
少量之胡化人口与大量汉化人口的互动为主，幽州镇继续保持了内部大量胡化人
口，而且与东北蕃族的交流继续保持。

第二章 胡汉文化与藩镇政治

    陈寅格先生说:“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
其真相所在也”%。河北藩镇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的因素之一就
是民族与文化，即民族文化对藩镇政治产生了影响。河北地域文化所同时具有的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纪均王贞明三年 ((917)正月条，第8812页。
《新唐书》卷212《藩镇传·朱滔》，第5972页。
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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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化与汉化特征对藩镇政治的影响，将在本章内容中进行阐述。

第一节 胡化对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文化上与中央之脱节形成‘魏燕赵之地莽为盗区，
叛擎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的现象，河北三镇成为胡化地区⋯⋯自然造成政
治上对中央强大的离心力”97。河朔地区的胡化本来是一种民族与文化现象，但
是胡化兵将控制了藩镇的政治权力。“他们视自己管内若蕃州，在这些人的感觉
世界里，其所在藩镇就是一个大部落，藩镇所管州县，与大大小小的部落并无二
致。事实上他们也正是以这样世界观去改造周围的世界，如推行全民皆兵的部
落兵制以及牙兵制等等。又，部落之所以为部落，还在于其强烈的排他性，它以
血缘为纽带将本部落的人有力地聚合在同一地域、同一经济生活、同一文化的稳
定的共同体中。而河朔藩镇则主要以地缘为纽带将蕃人和蕃化土著汉人组合成部
落式共同体，同蕃人部落一样，其排他性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强烈”98。幽州地域
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胡化，通过边军的本土化 (包括边兵的本土化、边兵的招
募化、边将的土著化和节帅的土著化)和文职官吏的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的地域主
义。成德和魏博两镇也在安史之乱后形成自己的地域主义”。这样可以视为幽州
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建立了蕃州体制。安史之乱后大量的胡族和胡化汉人
散落到河北南部地区，建立了成德、魏博这样的蕃州化的藩镇。河朔落镇军队体
现了少数民族结构特点和落后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的残余100。而朝廷对
河朔诸落镇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没有也不愿看到河朔藩镇的蕃州性质，从一开
始就把河朔诸镇等同于内地藩镇101。这样，依蕃州体制而建的河朔藩镇，为了维
护自己的蕃州体制开始了在政治上与中央朝廷的冲突，表现为中央与河朔落镇的
控制与反控制战争。

    当朱希彩杀李怀仙后，朝廷曾经任命王绪为幽州节度使，以朱希彩为幽州留
后。这一任命证明朝廷试图部分地对幽州进行控制.但是王给入幽州时，“朱希
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绍晏然而行，希彩迎渴甚恭。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余日

而还，，.92
    这当是唐后期河朔藩镇与中央朝廷的第一次冲突，只是这次由于中央采取了

妥协的态度而没有以极端的军事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德宗即位后“志欲扫清河
朔”，后来的宪宗、穆宗都继续了这样的努力。这当然与河朔藩镇的蕃州体制产
生了矛盾，这就引发了河朔藩镇与中央的军事冲突。这些冲突事件情况如下:

叨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337页。
叮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糜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第4卷，第209页。
9s昊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晚唐的社会与文化》.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
  学生书局印行，1980年版，第208页。
goo刘运承、周殿杰《民族同化和唐代藩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第
  6期，第99页。

im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糜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第4卷，第205页。
ioz《资治通鉴》卷224唐纪代宗大历三年(768)六月条，第7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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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帝朝 时间 藩镇 人物 结果

代宗 大历八年— 大历
时三年

魏博 田承嗣 诏复官爵，子弟皆仍故官，
复赐铁券。

德宗 建中二年— 建中
三年

成德 李惟岳 被部将王武俊所杀，但朝廷
随之授王武俊成德节度。

德宗 建中元年— 兴元
元年年

幽州

魏博
成德

淄青

朱 滔
王武俊

田 悦
李正己
李 纳

诏赦田悦、朱滔、王武俊、
田悦、李纳等。

宪宗 元和四年一一元和
五年

成德 王承宗 承宗上表三封，乞自陈首，
朝廷以承璀宿师无功，国威
日沮，乃全以六郡付之。

宪宗 元和十年— 元和
十二年

成德 王承宗 下诏承宗可依前银青光禄大
夫、检校吏部尚书、镇州大
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
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
等使。

宪宗 元和十三年— 元
和十四年

淄青 李师道 斩赞师道逆谋者二十余家。
上命杨于陵分李师道地，于
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
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
为三道，使之适均:以哪,
曹、淮为一道，淄、清、齐、
登、莱为一道，竟、海、沂、
密为一道，上从之。

穆宗 长庆元年 幽州 朱克融 以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穆宗 长庆元年— 长庆

二年
成德 王廷凑 帝不得己，乃赦廷凑，检校

右散骑常侍、成德军节度使。

    从表中河朔藩镇与中央的冲突来看，大历年间的田承嗣因其吞并相卫节度而
与中央发生军事冲突，德宗时朱滔在被赦免后仍然反对唐王朝，并想帮助其兄朱
拢共同推翻唐王朝，其他的都是藩镇为维护自己的蕃州体制而与中央发生的冲
突。

    李惟岳反抗中央的原因是“宝臣死，军中推为留后，求袭父位，帝不许,> W7
田悦反抗中央的原因是“建中初，黝险使洪经纶至河北，方闻悦军七万。经纶素
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令归农亩”‘。‘。李正己反抗中央的原因是“及刘晏
死，藩帅益惧，又传言帝且东封泰山，李勉遂城汁州;而李正己惧，率兵万人屯
曹州，乃遣人说悦同叛”‘。，。王武俊反抗中央的原因是“怨不得节度而失赵、定”

M《新唐书》卷211《藩镇传·李惟岳》。第5958页。
1.《旧唐书》卷141《田悦传》，第3839页。
105《新唐书》卷210《藩镇传·田悦》，第5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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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更是害怕“侠平魏之日，使马仆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而”’盯。王承
宗第一次对抗中央的原因是“承宗既献二州，朝廷不欲别命将帅，且授其亲将⋯⋯
冀渐离之”’.。第二次对抗中央的原因则是看到朝廷讨平淮西吴元济，感到了朝
廷对自己的压力。至于长庆年间河朔再乱的原因，正是河朔落镇对朝廷命帅而破
坏自己蕃州传统的反抗。
    而且，河朔藩镇中的某一镇蕃州体制受到中央的破坏时，另外的藩镇往往感

受到压力而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原因恐怕就是田悦使许士则游说朱滔的内容:
        田悦闻之，遣判官王佑、许士则间道至深州，说朱滔曰:“司徒奉诏讨

    李惟岳，旬朔之间，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史，故王大夫因司徒胜势，得
    以袅惟击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诏书，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
    隶本镇.今乃割深州以与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
    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类;若魏存，则燕、
    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
    万世之利也。’的
    当德宗讨伐成德王武俊和魏博田悦时，幽州节度使朱滔开始采取与中央合作

的态度，但是朱滔被田悦派人游说后，意识到这时帮助朝廷攻打成德和魏博不符
合自己的利益，就反过来与他们合作共同对抗中央，于是发生了幽州、成德、魏
博、平卢四镇称王的叛乱事件。在四镇联合对抗中央后，德宗对河朔藩镇不再持
有强硬的态度了‘to。然而这并不代表唐廷中央承认了河朔藩镇的蕃州体制，放弃
了控制藩镇的努力，从以后宪宗和穆宗的作为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宪宗虽
然没有完成对河朔藩镇的全面控制就去世，但我们把宪宗时期和穆宗时期连在一
起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穆宗继承了宪宗对藩镇的政策，继续扩大中央王朝的权
威“L。于河朔藩镇而言，这仍然是中央试图破坏自己蕃州体制的努力，虽然幽州
是由于节度使刘总自动上表请求中央派遣幽州节度使，并把幽州一分为三，紧接
着成德、魏博分别为忠于中央的田弘正和李想掌握，这确实是中央恢复对藩镇控
制力的一个成果。可是穆宗的政策在河朔失败了，长庆元年的幽州朱克融首倡之
乱及后来的成德和魏博相继军乱杀逐中央委派的节度使，中央与三镇爆发了战
争。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控制努力的失败。如果我们单纯以单个的
皇帝在位时间为界来看，宪宗似乎成功了，穆宗失败了，但是我们从唐后期的整
个历史发展来看，无论宪宗还是穆宗，他们都代表唐朝中央。这次冲突的结果是

1.《新唐书》卷211《藩镇传·王武俊》，第5965页。
1.《资治通鉴》卷227唐纪德宗建中三年(782)二月条，第7321页。
1.《旧唐书》卷142《王承宗传》，第3968页。
明‘资治通鉴》卷227唐纪德宗建中三年(782)二月条，第7319页。
u0李鸿宾师在文章中指出:德宗意识到情况的复杂，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之后，他对藩镇的
  态度有了转变，即从以前的严厉遏制到尽可能地维持现状。这不是德宗的内心本意，而是
  现实逼迫他不得不如此，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处置.于是，唐朝对藩镇的政策也发生了
  变化，至少坚持强硬政策的痕迹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了。见《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68页。
，”李鸿宾师根据《旧唐书》卷172《萧挽传》的记载:“穆宗乘章武 (宪宗)恢复之余，即
  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愧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
  不宜黔武，劝穆宗休兵僵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语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
  限八人逃死，谓之 ‘消兵’”.认为穆宗采纳这个想法正说明他继承了宪宗对落镇的政策，
  继续扩大中央的权威。见 《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
  族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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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央试图打破河朔藩镇蕃州体制努力的失败。
    从德宗到穆宗唐廷中央面对蕃州化的河朔藩镇，试图用中央的力量来消除河

朔藩镇的蕃州体制，但藩镇采取对抗的手段，经过多次与中央的军事冲突。除了
淄青镇外，其他三镇维护了自己的蕃州体制。长庆年间河朔再乱以后，中央朝廷
并没有再做出试图控制河朔落镇的努力，蕃州体制得到中央朝廷的承认。这时的
河朔藩镇也满足于中央对自己蕃州地位的承认，不再主动向中央权威发出挑战。
中央与河朔藩镇的关系表现为双方的相互承认与相安无事。具体的表现就是，中
央对河朔藩镇自立节度使不再进行干预，穆宗以后，查诸史籍并没有发现中央主
动干预河朔节度使的任命，而只是针对他们自立留后，给与朝廷正式的族节，以
此来维持其对中央象征性的顺服。仅仅有一次皇帝对幽州自立节度的担忧，太和
五年 ((831)春，正月:

        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载义与救使宴于球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
    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上召宰相谋之，
    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
    万婚而无丝毛所获.今日志诚得之，扰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挥北
    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u2
    皇帝担忧的结果是“不必计其逆顺”。中央己经认识到鉴于河朔藩镇的力量，

不可能全面控制河朔藩镇。而河朔藩镇也发现自己并不能取唐朝而代之，当中央
承认自己的蕃州利益时，就维持了对中央的形式上的顺从.据《资治通鉴》记载:

        自用兵(讨刘棋)以来，河北三镇每遗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
    “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
    使大将邀宣慰款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
    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沦景，
    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遗大将遮放使
    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
    以其言白上，上日:“要当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河朔藩镇的蕃州体制维护的只是本藩镇内部的地缘利益，在中央朝廷承认这

种利益的情况下，藩镇并没有反对中央朝廷的利益驱动。在藩帅看来，只要能够
“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胧辞相依，以土地传子孙””4，
他们就对中央朝廷没有其他的政治野心。形成了“礼藩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
矣””5这样的政治原则。
    这样，胡化就由一种民族文化现象，通过胡化人建立的的蕃州化藩镇，表现

出其政治影响之一，即支撑了河朔藩镇与中央的对抗，但当中央朝廷承认蕃州体
制的时候又促使藩镇安于自身的地位而不再有其他的政治野心。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河北藩镇对抗中央以及保持对中央的象征性服从有多种原因(如经济原因、军
事原因等)，但胡化作为原因之一是不可忽视的。

nz《资治通鉴》卷244唐纪文宗太和五年 (831)正月条，第7874页。
O7《资治通鉴》卷248唐纪武宗会昌四年 ((844)正月条，第8010页。
，，‘《新唐书》卷210《藩镇传》，第5921页。
“，《新唐书》卷211《落镇传·王景崇》，第5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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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胡化对藩镇内部政治的影响

    上面己经说到了胡化对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影响，但是胡化对藩镇内部之影响
同样不可忽视，即胡化对藩镇节帅的地位有着重大的威胁，从而不利于藩镇内部
的稳定。河朔藩镇的节度使都希望“以土地传子孙”，但河朔藩镇并没有完全做
到世袭。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更替情况如下:

(一) 幽州镇藩帅更替情况表:
表4

藩帅 任前官职 更替过程

李怀仙 安史降将
朱希彩 幽州兵马使 大历三年，魔下朱希彩、朱溉 .溉弟滔谋杀怀仙，斩阁

者以入，俄希彩至，共斩怀仙，族其家。希彩自称留后。
朱 批 幽州大将 (怀仙)鹜态不轨，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缓间众之怨，

杀之，共推朱溉为留后。
朱 滔 幽州大将主

帐下亲兵
戍 (径州)还，乃谋夺批兵，诡说日:“天下诸侯未有朝
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孙安矣。”没信之，因入朝。
稍不相平，没遂乞留，西讨吐蕃。以滔权知留后，兼御
史大夫。

刘 抨 琢州刺史 及滔死，军中尽推评，乃总军事。俄诏为节度副大使、
彭城郡公。

刘 济 莫州刺史 及抨卒，(子刘济)嗣节度，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

M 总 幽州行营都
知兵马使

总性阴贼，尤险诱，已毒父，即领军政，朝廷不知其奸，
故诏嗣节度，封楚国公，进累检校司空。

张弘靖 宣武节度使 朝廷任命。

朱克融 幽州都知兵
马使

俄幽州乱，囚弘靖⋯⋯因推克融领军务。⋯⋯朝廷度幽

蓟未可复取，乃拜克融检校左散骑常侍，为幽州卢龙节
度使。

李载义 幽州都知兵
马使

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残用其人。载义因众不忍，杀
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检校户部尚书、卢龙军节度
使，封武威郡王。

杨志诚 幽州后院副
兵马使

载义宴天子使者鞠场，志诚与其党噪而起，载义走，因
自为都知兵马使。文宗更以嘉王领节度，用志诚为留后。

史元忠 幽州兵马使 (志诚)为下所逐，推部将史元忠总留后。
张仲武 雄武军使 会昌初，(史元忠)为偏将陈行泰所杀。行泰邀节制，未

报。次将张绛杀行泰，起求帅军，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
诏下，绛果为军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检校工部尚
书、兰陵郡公。

张直方 幽州节度副
使

子直方，以幽州节度副使袭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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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伸 幽州都知兵
马使

(直方)举动多不法，畏下变起，乃托出败奔京师。军
中以张允伸总后务.

张公素 平州刺史 允伸卒，以兵来会丧，军士素附其威望，简会知不可制，
即出奔。诏公素为节度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茂勋 幽州大将 陈贡言者，燕健将，为纳降军使，军中素信服，茂勋袭
杀之，因举兵，给称贡言反。公素迎击不利，走，茂勋
入府，众始悟，因推主州务，以闻，诏即拜节度使。

李可举 卢龙节度副
使

(李茂勋)俄以病自上，诏进尚书右仆射致仕。表子可
举代，遂领留后，进为节度使，援累检校太尉。

李全忠 幽州军将 全忠 (攻易州)遁还，尽失当粮仗恺，俱得罪，乃衷余
众反攻幽州，可举度不支，引其族登楼自播死。⋯⋯可
举死，众推为留后。光启元年，拜节度使。

李匡威 卢龙节度留
后

子匡威嗣，领留后，进为使。

李匡筹 卢龙兵马留
后

匡威自将援 (王)铭行，置酒大会。其弟兵马留后、检
校司徒匡筹妻张，国艳，匡威酒酣，报之，弟怒，匡威
军次博野，乃据城自为留后。天子即授检校太保，为节
度使。

刘仁恭 将兵戍蔚州 (仁恭)数以策干克用，请步骑一万东取幽州，且为导。
克用攻匡筹，匡筹遁去。仁恭与符存审入城，封府库以
待。克用悦，留仁恭守之，以亲信分典其兵。乾宁二年，
克用击王行瑜，表仁恭为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

刘守光 幽州牙将 子守光需思妾，事觉，仁恭滴之。李思安来攻，屯石子
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无备。守光引兵出战，思安去，
因回攻大安，虏仁恭，囚别室，杀左右牌腾，遂有卢龙。

(二)成德镇节度使更替情况表:
表5

藩帅 任前官职 更替过程
李宝臣 安史降将

李惟岳 恒州刺史 宝臣死，军中推为留后，求袭父位，帝不许。

王武俊 成德兵马使 武俊使裨校任越牵惟岳出，kb之戟门下，并杀郑洗、他
奴等数十人，使子士真传首京师。⋯⋯授武俊检校秘书
监兼御史大夫、恒冀观察使。

王士真
1 。、 。通 。。 ，__ 。 一

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群臣奉慰天子，如浑碱故事，
赠太师。有司谧威烈，帝更为忠烈。(子)士真袭位。

成德节度副

使

王承宗 成德都知兵
马使

(元和)四年 (士真)死，赠司徒，溢曰景襄。军中推
其子承宗为留后。

田弘正 魏博节度使 朝廷任命。

王廷凑 成德牙将 田弘正至镇州，诏以度支绪钱百万劳军，不时致，廷凑
暴其稽以观众心，众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称留后，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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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军表请节。⋯⋯明年，魏牙将史宪诚叛，田布众溃于
南宫。帝不得已，乃赦廷凑，检校右散骑常侍、成德军
节度使。

王元速 成德都知兵
马使

大和八年 (王廷凑)死，赠太尉。军中以 (其子)元速

请命，帝听袭节度。

王绍鼎 成德节度副
使

子绍鼎袭。

王绍豁 成德节度留

后

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速次子绍兹为留后以嗣，俄为节

度使，累封太原县伯，加检校司空。
王景崇 成德都知兵

马使

咸通七年死，赠司徒。以绍鼎子景崇嗣。··一监军上状，
Fa宗悦，摧景崇为留后，寻进节度使。

王 熔
1 众， . ‘ -

子铭，年十岁，军中推为留后，授检校工部尚书。成it Iff M99

使

(三)魏博镇节度使更替情况表:
表6

田承嗣 安史降将

田 悦 魏博中军兵

马使

承嗣爱其 (田悦)才，将死，顾诸子弱，乃命悦知节度
事，令诸子佐之。帝因诏悦自中军兵马使、府左司马摆
留后，俄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

田 绪 魏博行军司

马
悦于饮食衣服，俭裔有节，绪常苦不足，颇怨望，故作
难。⋯⋯诏即拜绪节度使。

田季安 魏博节度副
使

(绪)暴疾死，年三十三，赠司空。少子季安嗣。

田弘正 魏博都知兵
马使

(季安)妻元谊女，召诸将立其子怀谏，最幼，不能事，
政决于私奴蒋士则，数易置诸将，军中怒，取田兴为留
后，所谓田弘正者。

李 想 昭义节度使 朝廷任命。

田 布 径原节度使 朝廷任命。

史宪诚 魏博中军先
锋兵马使

长庆二年，田布之自杀也，军乱且嚣。时宪诚为中军兵
马使，颇言河朔旧事以摇其众，众乃逼还府，擅总军务。
穆宗以朱克融、王廷凑方盗幽、镇，未有以制，即以节

度使授之。

何进滔 魏博衙内都
知兵马使

宪诚死，军中传靛曰:“得何公事之，军安矣!”进滔下
令曰:“公等既迫我，当听吾令。”众唯唯。“孰杀前使及
监军者，疏出之。”凡斩九十余人，释胁从者。素服临哭，
将吏皆入吊。诏拜留后，俄进授节度使。

何重顺 魏博兵马留
后

开成五年(进滔)死，赠太傅，溢曰定。子重顺袭。

何全啤 魏博左司马 咸通七年 (重顺)死，赠太师。子全啤袭，明年，拜节
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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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君雄 魏博军将 全啤年少好杀戮，下有小罪，鲜纵贯，人人危惧。后军
中相传唆减粮帛，众遂叛，全啤单骑遁，众推韩君雄以
总军事，而杀全啤。

韩 简 魏博节度留

后

子简，袭留后。俄授节度使，进累检校太尉、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封魏郡王。

乐彦祯 擅州刺史 简还攻之 (黄巢之诸葛爽)，爽迎击新乡，简大败，乐彦
祯以一军先还，简奔归，疽发背死。彦祯代之。

罗弘信 魏博军将 己而军乱，果囚彦祯，迫为桑门，寻杀之，推大将赵文
弃总留后。⋯⋯从训自相州以军三万傅城，文 弃不敢
出，众惧，杀之，更推罗弘信帅军。⋯⋯诏摧知留后，
再迁节度使，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豫章郡
公。

罗绍威 魏博节度副
使

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北平王，溢曰庄

肃。子绍威袭。

    可以发现，节度使位置不稳定的主要威胁来自于藩镇内部，即节度使职位往
往被藩镇内部军人通过军事手段夺取，即使是在家族内部，也并不能做到顺利的
传承，有时也需要通过军事手段，刘总代替其父刘济，李匡筹代替其兄李匡威，
刘守光代替其父刘仁恭，一田绪代替其兄田悦，看起来都是家族内部的世袭，但是
从过程看，他们都是通过暴力手段而非和平的世袭方式获得节度使职位的。从世
袭的情况看，成德镇为三个家族，魏博镇出现世袭情况的家族是五个，幽州镇出
现世袭情况的家族是六个。成德镇虽然看起来一直是世袭统治，但成德镇节度之
位从一个家族到另一个家族的转变都是通过内部的军事变乱完成的，没有一个家
族能够做到一直的传承。这说明在成德镇内部军事变乱仍然是节度使职位稳定传
承的巨大威胁。只不过在这一点上成德镇不如魏博镇和幽州镇突出。在魏博镇，
除真正的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外，节度使在其内部共转换了十三次，其中通过军事
变乱手段完成转换的是七次。幽州镇的表现最为突出，除朝命以外，幽州节度使
在内部共更换了二十一次，其中通过军事变乱手段完成转换的是十四次。在河朔
藩镇的蕃州体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部落兵制和牙兵制。“河朔地区的牙兵，
是河朔旧事得以实现的基础，同时也是最为骄悍的藩镇军队之一，是割据势力对
外战争的主力，但在藩镇内部也是严重威胁节度使自身安全的心腹大患川’“。部
落兵制也是节度使自身安全的威胁之一，藩镇军队中的军将“是在军队中处于节
度使之下，士兵之上的各级将校，他们大多数来自军队的基层，通过征战防戍、
军功积劳而登上将位的是一些勇敢剿悍的人员，他们以军功起家、有的世为将家、
终身任职、父死子继、同时还可以将自己的子侄亲属带入军队、作为自己的亲信
力量。⋯⋯由于这些军将和士兵之间的血缘因由，加之常年带兵，在军中的势力
根深蒂固。兵将之间的关系较为亲密。从而助长了他们的骄悍行为，他们扰乱军
政，凌横于军中，无视节帅的权威。”’‘了。从上表所列的任前职位看，凡是通过
军事变乱来夺取藩帅职位的，或为牙将，或为在外统兵之军将。可见，这种蕃州
化的军事体制容易造成藩镇内部的军事变乱。
    通过军乱手段夺取节度使职位的藩镇内部军将，往往具有较深的胡化特征，

通过军事变乱来夺取藩帅职位的有:朱没、刘总、朱克融、李载义、杨志诚、史

46陈长征:《论唐代中后期落镇内部的军事集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川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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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忠、张仲武、张允伸、张公素、李茂勋、李全忠、李匡筹、刘仁恭、刘守光、
王武俊、王廷凑、田绪、田弘正、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
从这些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上看，张仲武、田弘正、乐彦祯、李全忠四人可以看作
是部分汉化之人，韩君雄、史元忠没有关于其文化面貌的直接记载，其他的都是
富于勇武精神的胡族或胡化之人(这些人的文化面貌可以参照第三章第一节的表
七— 表十五及表十Il)。这些人文化上呈现胡化而缺少汉文化中的“忠义”精
神，对中央朝廷固然没有什么向心力，但同时也不能以“忠义”的态度来对待藩
帅，一旦对藩帅不满，就以其胡化的思维来采取行动，即通过军事变乱逐杀藩帅。
胡化表现出了对藩镇内部政治的影响— 不利于藩镇内部的稳定。

第三节 汉化对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影响

    上文己经说到河朔地域文化既存在胡化情况，也存在汉化情况。胡化分别对
藩镇与中央关系、藩镇内部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汉化对二者有没有影响
呢?
    在唐后期的河朔藩镇人物中，汉化较深者大多都有倾向于中央朝廷的态度。
    张仲武— 钾“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余，通书，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

廷久矣”’‘，，张仲武通儒书，其个人品质影响到了他对中央的态度，说他“性忠
义”指的就是他对中央的友善态度。
    田廷价— “尚儒学，不乐军旅”，当田悦自立为节度时，“忌廷价之正，召

为节度副使。廷价至，让悦曰:‘而承伯父绪业，当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贵，何苦
与恒、邻为叛臣?自兵兴来，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谁邪?而志不俊，盎杀我，无令
我见田氏血污人刀也玄’遂称疾不出。悦过谢之，杜门不纳，愤而卒”119。观其
所言，其政治态度无疑是倾向于中央朝廷的。
    田弘正— “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IN“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

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
公史例》十卷，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
悉命彻毁之，以正厅大侈不居。乃视事于采访使厅。宾僚参佐，请之于朝。颇好

儒书，尤能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2‘。而他能够做到“守朝廷法令，
申版籍，请官吏”’2，。
    田布一一“布丧服居恶室，去族节导从之饰;及入魏州，居丧御事，动皆得

礼”’23。而他“能以死谢家国，心志决烈”’”。
    史孝章— “幼聪悟好学，孝章以父在镇多违朝旨，尝雪涕极谏，备陈逆顺

，‘.《新唐书》卷212《藩镇传·张仲武》，第5980页。
119《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第3850页。
X20《资治通鉴》卷238唐纪54宪宗元和七年 〔812)八月条，第7692页。
121同注释1190
，，，同注释120，第7694页。
127《旧唐书》卷141《田布传》，第3852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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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而他能够“谨身畏法，以保初终”12s
    张茂昭— “幼有志气，好儒书”，“表请举族还朝。邻藩累遣游客间说，茂

昭志意坚决，拜表求代者数四”126
    王承元— “承元资仁裕”’2，，而他能够“年十六，劝承宗鱼引兵共讨李师

道，⋯⋯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
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可
先请之’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
乎?’众日:‘惟所命’，乃视事牙阖之偏，约左右不得称留后，事一关参佐，密

表请帅于朝”128
    王元选:— “识礼法”而“岁时贡献如职，帝悦，诏尚绛王悟女寿安公主。

元速遣人纳聘阀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仓具、奴婶，议者嘉其恭。其后刘
棋叛，武宗诏元速为北面招讨使。诏下，即日师引道，拔宣务壁，破援军尧山，
攻邢州降之，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9。
    王景崇-— “祖母章惠长公主蔑，景崇居丧得礼，朝野称之。”这说明王景

崇具有一定的汉化程度，而他能“乾符末，盗起河南，黄巢犯胭，驾幸剑南;景
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驰檄藩邻，以兵附处存入关讨贼，奔问行在，贡输相继。

关辅平定，以功真拜太尉”130
    由此可以看出，河北地域文化的汉化特征有助于消解藩镇与中央的对抗。事

实上，那些掌握了藩镇实权的汉化之人往往主动与中央接近。在胡化支撑藩镇对
抗中央的同时，汉化则对这种对抗起到了缓和作用，正如杨志玖先生所说:“在
和唐中央对抗最激烈的和河北藩镇中，儒家学说，曾经起到缓和甚至制止他们对
抗中央的作用”Ia1。这一点在何弘敬 (何重顺)的身上体现的更加突出。关于何
弘敬本人的文化特征，新唐书和旧唐书并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他的墓志铭说明
了问题。“臣倾任怀州刺史，东接卫州，往来游宾，皆游于魏，闻何某(何弘敬)
教诸子，皆付以先生，时自阅试，苟讽念生梗，必加捶挞。今虽儒流寒士，亦不
能如此”132。由此可以看出何弘敬是比较熟悉儒书的，他的儿子们也应当熟悉儒
书。何弘敬“欲以四事归朝廷，惜哉当其时以无人听受其谋，使夺于所习。其一
欲州县官僚请由锉任;其二六郡赋税并请上供:其三管内铜盐之利归于有司。⋯⋯
四者不终其请，语于其徒，虑有想德”133。何弘敬的儿子何全埠也是汉化之人，
他也比较倾向于中央，“上问曰:‘今 (全)眸何处见卿?礼度如何?’告遂以郊
7$闻。上曰:‘全埠年几?’对以所闻之年二十有七。上曰:‘如此少年，便知奉
朝廷，显其父矣’”134。何弘敬父子作为熟知儒书之人，对待唐朝中央可谓是忠

，，‘《!日唐书》卷181《史孝章传》，第4687页。
Ize《旧唐书》卷141《张茂昭传》，第3858页。
127《新唐书》卷211《藩镇传。王承元》，第5943页。
‘2.同上。
IS 新唐书》卷211《藩镇传·王元速》。第5961页。
13a《旧唐书》卷142《王景崇传》，第3980页。
131杨志玖:《论唐代的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0年第
  17期。

.as《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15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
  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幕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
  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57页。
133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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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究其个人原因则是“未有知书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从文化上来讲就是
汉化之人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央朝廷。可以看出，汉化在政治上有缓和藩镇与中央
关系的作用。

第四节 汉化对藩镇内部政治的影响

    上面分析了汉化对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影响，汉化也对藩镇内部政治运作产生
了影响，即汉化有助于稳定藩镇内部政治。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很喜欢自己的儿子李惟诚，“惟诚，惟岳异母兄，以父荫

为殿中承，累迁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好儒书理道，宝臣爱之，委以军事;性谦厚，
以惟岳嫡嗣，让而不受。”在这种情况下，汉化较深的李惟诚，维护了嫡长世袭
的节度使传承方式。若李惟诚没有受到汉化的影响，而仍然保持自己文化上的胡
族特征，他有很大的可能来争夺节度使职位。
    兴元元年(784)幽州节度使朱滔南下助兄朱沈叛唐失败后，“心既内惭，又

恐范阳留守刘评因败图己。坪悉发留守兵夹道二十里，具仪仗，迎之入府，相对
悲喜，时人多之”176
    关于刘抨的的文化表现，史籍没有直接记载，但从刘坪的谧号 “恭”来看，

刘坪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汉化。“少为范阳裨将，以亲老疾宜侍，辄去职”’3?，可
见他有较大的孝心，“朱滔时，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
稍迁琢州刺史。滔之讨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众心”’3。。综合起来看，刘坪
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汉化，能以忠义对待失败的朱滔，而“人嘉抨忠于所奉”139
    如上文所说，河北地区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且藩镇管内还存在大量汉化

人口，藩镇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利用一部分汉化之人的理政才能。例如:
        司马姓宗氏，名序， 二幼习文武，长攻郡艺，性孤且直，有古人之风‘

    方伯知贤，起家授奉议郎，试左武卫长史，判献奉作坊。事庞剧务，人讶
    清廉，掌出纳而人不我欺，口口邪而力有余勇。魏率以忠勤可录，改摄大雄
    军骑曹参军，分碟列政，偏课尤加。子饯宽和，随会柔真，居历星岁，丁
    外氏忧，哀戚之情，追乎灭性.大垂相以其欲选忠臣，必求孝子，义从抑
    夺，特变礼经，因起复依旧天雄军骑曹参军，三命而乃承命.未几，加节度
    要籍，司张钱谷。王黑居官，扬雄任侠，公奉以严格，加于利用，启闭有
    节，出纳无欺。加节度随军天雄军司马.主务殷繁，军司最大，六州枢要，
    咸莫由斯。公为政清通，皆得其所。’犯
    这里，宗库明显地具有汉化特征，他所表现出来的理政才能正是他的汉化所

136《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
  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
  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57页。
136《资治通鉴》卷231唐纪德宗兴元元年(784)五月条，第7432页。
137《新唐十帅卷212《藩镇传·刘抨》，第5990页。
，，.同上。
139同上。

    《唐故魏博节度天雄军司马南阳郡宗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
  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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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的。首先是他因才能而受到重用，“方伯知贤，起家授奉议郎”，后来又“加
节度要籍，司张钱谷”。从有效治理藩镇辖区的角度来说，落帅不能只用勇武好
斗的军人，还需要具有理政才能的汉化之人来参与藩镇对地方的政治管理。周元
长也是这方面的例子:

      有唐故汝南周府君讳元长，⋯⋯植性明敏，案气惠和，识智才辫，天假
    神授，属文游艺，不师于人，发言立词，唯孝与义，居先君丧，绝装七日，
    几不胜哀。 ⋯⋯贞元末，游于渔阳，太守异席待之，⋯⋯长庆初，⋯ 改
    摄蓟州司马.采司武之能，郡无狡吏，明年，却复旧职，奉正议大夫、检校
    太子中允、兼监察御史，权知蓟州军州事.居守如真。边俗歌谣，根负归业。
    宝历岁，横海胆命，太保武威王总戎，有诏伐叛，⋯ 或教奏天阀，或将命
    邻封.陈七纵之机权，结两地之欢好。遂见鸿恩曲鉴，四境钦承，事合于宜，
    抗辞必直。’们

    周元长能得到重用自然是因为他的才能 而他的才能就是其本人汉化的表
现，如果他只有勇武好斗之能，而无辞才，如何能够“陈七纵之机权，结两地之
欢好”?

    其次，看宗库的起用过程，藩镇节度使在挑选官员的时候也要看其是否忠心
于自己，宗库因“忠勤可录”被用为大雄军骑曹参军，又因为是孝子而被起复。
这说明藩镇节度使也认识到了汉化对于自己政治地位的稳定大有好处。可见，藩
镇内部所存在的汉化，是可以帮助稳定藩镇内部的政治运作的。
    小结:河朔地域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即同时具有的胡化和汉化特征对藩镇政

治产生了不同方向的影响。胡化由一种民族文化现象，通过胡化人建立的的蕃州
化藩镇，表现出其政治影响之一:胡化是藩镇与中央的对抗的原因之一，但当中
央朝廷承认蕃州体制的时候，胡化的河北藩镇安于自身的地位而不再有其他的政
治野心，能够与中央相安无事，而且以唐朝臣民自居。不仅如此，蕃镇内部的政
治发展也受到胡化的影响，即节帅的职位，经常受到蕃化之兵将的威胁。汉化在
河朔地域的存在也起到了缓和甚至制止藩镇与中央对抗和冲突的作用，同时也起
着稳定藩镇内部政治的作用。

第三章 文化之区域差异与藩镇政治

    如上文所说，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胡汉分布与胡汉交融
的地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河北地域文化在唐后期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产
生了怎样的发展倾向?这样的倾向又对藩镇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
章内容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第一节 成德和魏博的汉化趋势

  《唐故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兼殿
  中侍御史充威武军团练等使汝南周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
  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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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已经说到，相对于幽州在玄宗之世就开始的胡化，成德与魏博的胡化则

是随着安史乱军的南下开始的。南下的胡化人，包括胡族和胡化汉人，与成德、

魏博地域的原住人口相比，他们仍是人口的少数。而且，在安史之乱以前，成德、

魏博地域均是汉文化发达地区。这些少数的胡化人在安史之乱后虽然给这些地区

带来了强劲的胡风，但他们在此长期定居后，面对多数的汉人，面对发达的汉文
化，能将胡风坚持下来吗?能一直感染此地的人胡化吗?可以通过他们家族后代

的情况来考察这一问题。

(一)

李宝臣— 李惟岳

          李惟诚
          李惟简— 李元本

                — 李株

李宝臣一{范阳城旁奚族也。幼善骑射。
李惟岳 宝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即杀大将辛忠义、卢

椒等。

李惟诚

一

惟岳异母兄，以父荫为殿中压,累迁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好儒书理道，
宝臣爱之，委以军事;性谦厚，以惟岳嫡嗣，让而不受。

李惟简 宝臣第三子。元和初，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俄
拜凤翔陇右节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赠尚书右仆射。

李元本 生于贵族，轻薄无行。
李 锋 好学多识，有儒者风。

(二)

王武俊— 王士真— 王承宗
          王士清— 王承元

          王士平

          王士则

表s

王武俊 契丹怒皆部落也。年十五，能骑射。
王士真 武俊长子。少a悍，冠于军中，沉谋有断。士真佐父立功，备历艰苦;

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货财，名为进
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

王士清 以父勋累加官至殿中少监同正。元和初，为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
北海郡王，早卒。

王士平 以父勋补原王府咨议。贞元二年，选尚义阳公主，加秘书少监同正、
附马都尉。

王士则 士平异母兄。承宗既立为节度使，不容诸父，乃奔于京师，用为神策
大将军。及承宗叛逆，盗杀宰相，士则请移贯京兆府。

王承宗 士真长子，元济平，承宗大恐，使牙将石泛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

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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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诣绷下请命。李师道平，奉法益谨，表所领州录事、参军、判司、
县主簿、令，皆丐王官。

王承元 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领节钱，奏承元为观察支使、朝议郎、左金吾
卫胃曹参军，兼监察御史，年始十六。劝承宗以二千骑佐王师平李师
道，承宗不能用其言。承宗死，众将请以为帅，其以效忠于国为条件。
邻镇以两河近事讽之，承元不听。后归朝历任凤翔节度使，平卢军节
度、淄青登莱观察等使，又请盐法，承元宽惠有制，所理称治。

(三 )

王廷揍— 王元速— 王绍鼎— 王景祟一一王铬
                      王绍鹅

                                    表，

王廷凑 本回鹃阿布思之种族，绕果善斗，沉勇寡言，雄猜有断。
王元逢 元连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藩垣，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辙于

途，文宗嘉之。

王绍鼎 为人淫酒自放，性暴，厚衰敛，升楼弹射路人以为乐。众忿其虐，欲

逐之。会病死，赠司空。

王绍鼓 政简易，咸通七年死，赠司徒。以绍鼎子景崇嗣
王景崇 祖母章惠长公主募，景崇居丧得礼，朝野称之，黄巢犯胭，驾幸剑南;

景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驰檄藩邻，以兵附处存入关讨贼，奔问行在，
贡输相继。关辅平定，以功真拜太尉。

王 铭 仁而不武，未尝敢为兵先，他兵攻赵，常藉邻兵为救。当是时，诸镇

相弊于战争，而赵独安，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
为嬉游。桦于富贵，又好左道，炼丹药，求长生，与道士王若;4留游
西山，登王母祠，使妇人维锦绣牵持而上。每出，逾月忘归，任其政
于宦者。

(四)

张孝忠— 张茂昭— 张克让、张克恭、张克礼、张克勤
          张茂宗

          张茂和

                                表1o

张孝忠 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孝忠以勇闻于燕、
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阿劳，孝忠本字;没诺干，
王武俊本字。孝忠形体魁伟，长六尺余，性宽裕，事亲恭孝。

张茂昭 茂昭，本名升云。幼有志气，好儒书，以父魔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
自安、史之乱，两河藩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请举族还
朝。邻藩累遣游客间说，茂昭志意坚决，拜表求代者数四。上乃命左
庶子任迪简为其行军司马，乘异赴之。以两郡之簿书、管钥、符印付
迪简，遣其妻季氏、男克让、克恭等先就路。将行，诫之曰:“吾使尔

曹侍亲出易者，庶后之子孙不为风俗所染，则吾无恨矣!”时五年冬也。
行及晋州，拜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河中晋绛慈碾等州节度观察等

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师。
张茂宗 以父魔累官至光禄少卿同正。贞元三年，许尚公主，拜银青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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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官验马都尉。太和五年，入为左津吾卫大将军，充左卫使，转左龙
武统军卒。

张茂和 元和中为左武卫将军。后复用为诸卫将军，卒.

张克让 至诸卫大将军。克礼尚襄阳公主。
张克恭 官至诸卫大将军。

张克勤 长庆中左武卫大将军。

(五)

史宪诚— 孝章

表ii

史宪诚 其先出于奚虏，始以材勇，随父历军中右职，兼监察御史。宪诚为中

军都知兵马使，乘乱以河朔旧事动其人心，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
帅，国家因而命之。

史孝章 幼聪悟好学，孝章以父在镇多违朝旨，尝雪涕极谏，备陈逆顺之理。
朝廷闻而嘉之，谨身畏法，以保初终。

(六)
田守义— 田承嗣— 田 悦

                    田 绪— 田季安— 田怀谏
田延挥— 田廷价— 田弘正— 田 布— 田在有

                — 田 牟
                                    表 1z

田承嗣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生于朔野，志性凶逆。

田 悦 勇冠军中，晓勇有普力，性残忍好乱，而能外饰行义，倾财散施，人
多附之，故得兵柄。承嗣卒时，(田)绪年幼稚。承嗣虑诸子不任军政，

以从子悦便弓马，性狡黯，故任遇之，伸代为帅守。性俭音，衣服饮

食，皆有节度。

田 绪 承嗣第六子，凶险多过，颇纵豪侈，酒色无度。
田季安 季安幼守父业，惧嘉诚之严，虽无他才能，亦粗修礼法。及公主亮，

遂颇自态，击鞠、从禽色之娱。其军中政务，大抵任拘情意，宾僚将

.校，言皆不从·性忍酷，无所畏俱。
田怀谏 幼，未能御事。

田廷珍 幼敦儒雅，不乐军职，起家为平舒:7R a
田弘正 本名兴。祖延挥，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弘正廷价之第二子。少

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
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
颇好儒书，尤能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

田 布 居丧御事，动皆得礼。能以死谢家国，心志决烈，得燕、赵之古风焉
田 群 太和八年为少府少监，充入吐蕃使，历棣州刺史、安南都护。
田 牟 会昌初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历武宁军节度使。大中朝为竞海节度

使，移镇天平军。诸子皆以边上立功，累更藩镇，以忠义为谈者所称。

田在肴 大中年为安南都护，颇立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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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薛篙- 薛平

薛雄

表 13

薛 篙 绛州万泉人，高少以门荫，落拓不事家产，有替力，善骑射，不知书。

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

薛 平 离卒，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平知留后务，平伪许之，让于叔父鳄，
一夕以丧归。及平李师道，朝廷以东平十二州析为三道，以淄、青、
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以平为节度、观察等使。宝历元年，归朝，
进加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

薛 雄 初为离属吏，知卫州事，篙段，特诏授卫州刺史。魏博节度田承嗣诱
为乱，雄不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

(八)

程元皓— 程日华— 程怀直— 程权
                                  表 14

程元皓 事安禄山为帐下将，从陷两京，颇称勇力，史思明时为定州刺史。

程日华 宽厚。
程怀直 怀直荒于败猎怀直因来朝现，贞元九年也。德宗优容之，依前检校右

仆射，兼龙武统军，赐安业里甲第，妓女一人。后归沧州。
程 权 (元和)十三年，至京师，表辞戎帅，因命华州刺史郑权代之，以靖

安里私第侧狭，赐地二十亩，令广其居。寻迁检校司空、分区州刺史、
那宁节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赠司徒。权兄弟子侄在朝列宿卫者三
十余人。

(九)

罗弘信— 罗绍威

罗弘信

罗绍威

                            表15

字德孚，魏州贵乡人，善骑射，状貌雄伟。
好学工书，颇知属文，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威性明敏，

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

赋咏，甚有情致。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
使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
所为曰 《偷江东集》，凡五卷，今邺中人士讽咏之。

    通过这些家族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南下的胡化人，在胡汉文化交融中逐

渐走向了汉化，从家族来看，胡人家族由王廷凑的“a果善斗，沉勇寡言，雄猜

有断”到其后代王馆的 “仁而不武，未尝敢为兵先”。从藩镇的角度看，是成德、
魏博等河北南部诸镇的藩帅逐渐失去了胡风。“河北三镇藩帅之文化程度如何，

史籍未有详载，如观察其性格言行，则可视为有两点为大多数藩帅所共同具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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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尚武好斗，一为无礼教轻法纪”142。可是根据上面的分析，包括成德、魏博
两镇落帅在内的南下胡族和胡化汉人到唐末己失去了尚武好斗的糟神，开始有礼
教重法纪。虽然安史乱军的南下，给本来汉文化发达的河北南部地区带来强劲的
胡风，甚至被认为是让河朔地区胡化了，但是这些军人相对于本地汉人仍然是少

数，他们的精神文化面貌不能改变这一地区文化的长期发展。相反，他们在经过

长期在当地居住后，被当地发达的汉文化所征服，并有一部分人开始进入中央政
权，成为唐廷的官员。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趋于汉化和中央化的胡族或胡化汉人
均分布在河北中南部地区，即安史之乱后胡化人开始散居的地区。说明这些南下
的胡族或胡化汉人，在面对乱前即在此地居住的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汉人，他们

逐渐失去了其原来的文化特征，而表现为越来越趋同于汉文化。

    从时间上来看，在黄巢之乱以前，魏博、成德两镇地域的凡是趋向汉化的节
度使往往被更具胡化特征的人所取代，如史宪诚取代田布，王武俊取代李惟岳。
但是黄巢之乱以后，可以发现两镇汉化的节度使的地位在其藩镇内部比较稳定，
并没有内部的胡化者向其地位发出挑战(成德最后一任节度使王铭被军将张文礼
所杀，但是张文礼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成德军将，“张文礼，燕人也。初为刘仁恭
裨将，性凶险，多奸谋，⋯⋯及从刘守文之沧州，委将偏师。守文省父燕蓟，据
城为乱。及败，奔于王铭搏政事，遂曲事当权者，以求街达。”143)。这样的情势
则可以视为两镇在唐末五代地域文化汉化趋势的加强。

第二节 汉化趋势与成德魏博的政治发展

    在唐末，成德和魏博两镇的经济实力不可谓不强，成德镇 ，’(王)铭介于其
间，而承祖父百年之业，士马强而畜积富，为唐累世藩臣”‘“。但是唐末的两镇
节度使如上文所说，都毫无勇武精神也无军事本领，两镇的原来所具有的胡化精
神已经消失。进而导致了两镇对外抗衡能力的削弱。
    在南下的蕃族和蕃化汉人所建立的落镇中，易定已经由于汉化之节度使张茂

昭主动归朝而重归中央朝廷控制，相卫镇己经被魏博吞并而消失。剩下就是成德
镇和魏博镇。在唐末五代成德和魏博两镇的政治表现可以用下表说明:

成德镇:

表 16

时间 事件

景福二年 (893) 王铭遣兵救邢州，李克用败之于平山，铭惧，请以兵粮二十万
助攻邢州，克用许之.

光化三年 (900);K全忠以王铭与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榕惧，铭以其子节度川使昭柞及大将子弟为质，以文增二十万稿军，全忠引还。
开平四年 (910) 上(朱全忠)疑赵王铭贰于晋，且欲因邺王绍威卒除移镇、定。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337页。
143引日五代史》卷62《张文礼传》，第786页。
144《新五代史》卷39《王铭传》，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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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熟主守光发兵屯沫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
徽临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声言恐燕兵南寇，助赵守御。又
云分兵就食。赵将石公立戍深州，白赵王铭，请拒之。铭逮命

开门，移公立于外以避之.后王榕知梁之谋求救于燕、晋，晋

为之出兵。铭又因而附于晋。

    由成德镇的这几次表现可以看出成德镇的独立性已经逐渐消失，或依附于朱

全忠，或依附于李克用。

魏博镇:
表17

时间 事件

文德元年 (888)魏博牙军逐节度使乐彦祯，又杀朱全忠使者，彦祯子从训求救
于朱全忠。全忠遣都指挥使朱珍等分兵救乐从训。败魏军万余
人，获其将周儒等十人。朱全忠欲假道魏博攻河东，魏博节度
使罗弘信不许，朱全忠因为攻魏博。

大顺二年 (891) 罗弘信军于内黄，朱全忠击之，五战皆捷，到永定桥，斩首万
余级。弘信惧，遣使厚币请和。全忠命止焚掠，归其俘，还军
河上。魏博自是服于汁。

乾宁三年 (896)河东将李存信兵侵暴魏人，弘信击之，自是与河东绝，专志于
汁。

光化二年 (899) 幽州刘仁恭欲兼河朔，攻魏博，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朱全
忠。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张存敬将兵救魏博，且败刘仁恭。

绍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
天枯三年 (906) 罗绍威欲借朱全忠兵以诛魏博牙军。朱全忠发兵七万与绍威奴

客合击牙军，合营歼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绍威虽除其逼
迫，然势弱，为全忠牵制，比州刺史矣.

    在朱全忠即帝位时:
        太祖即位，将都洛阳，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前殿，浮河而上，

    立之京师。太祖叹曰:‘吾闻萧何守关中，为汉起未央宫，岂若绍威越千里
    而为此，若神化然，功过萧何远矣!’踢以宝带名马.145
    后来:
        绍威自以魏久不用兵，愿伐木安阳淇门为船，自河入洛，岁潜谷百万石，

    以供京师。太祖益以绍威尽忠，遣将程厚、卢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绍威病，
    乃表言:“魏故大镇，多外兵，愿得梁一有功重臣临之，请以骸骨就第。11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魏博镇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了朱全忠。魏博节度使罗

绍威死后:
        太祖鱼命其子周翰监府事，语使者曰:“巫行，语而主，为我强藩，如

    有不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今使周翰监府事，尚冀卿复愈耳.”绍威仕梁，
    累拜太师兼中书令，卒年三十四，赠尚书令，谧曰贞壮。

115《新五代史》卷39《罗绍威传》第417页。
L“同上，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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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三人，廷规，官至司农御卒。周翰袭父位，乾化二年八月为杨师厚所
    逐，徒为宣义军节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为宣义军节度使，年十岁，
    拨镇忠武.明年，为秘书监、V马都时、光禄抑。唐庄宗时为金吾大将军，
    明宗以为匡国军节度使，罢为上将军.晋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规姿梁
    太祖二女，一曰安阳公主，一曰金华公主。周翰姿末帝女，曰寿春公主，周
    敬亦娶末帝女，曰晋安公主。147

    不但魏博镇被朱梁政权吞并，其节度使之后代也完全融入了朱梁政权的宫僚

系统。成德将张文礼杀掉王铭后，被河东李存m攻灭。虽然朱梁政权和河东沙陀
政权是由藩镇发展而来，但当他们建立王朝时，都是以中原王朝的姿态出现的，
他们的文化理念也是继承了前代中原王朝的。朱梁政权以天子姿态处理其内外政
治，如朱全忠曾经试图册封阿保机，俨然以天子之态对待契丹。河东沙陀政权还
以唐朝正朔自居。可以说，成德、魏博两镇在唐末五代初是重归中原王朝的治下。
    成德、魏博两镇重归中央王朝的有效治下，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地人在文化上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段时间内的胡化后，又重
新回到了汉化的轨道，他们不再自视若夷狄，而是像罗绍威这样“伏膺儒术，招
纳文人”，不再以胡化的行为方式来要求自己，也不再以胡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
外部世界。从其藩镇节帅来看，汉化使他们放弃了维护自己藩镇独立性的精神动

力，王铭 “他兵攻赵，常藉邻兵为救”，罗绍威自弃根本，而主动请朱全忠消灭
本镇最有战斗力的牙军。成德、魏博两镇在割据百年之后，从 “人望之若回99.
吐蕃”148，发展为“仁而不武”，安史军队中南下的胡化之人，“效战国，胧牌相
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休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
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149，而到了唐末，他们的子孙却
对朱全忠表示:“魏故大镇，多外兵，愿得梁一有功重臣临之，请以骸骨就第”’5。。
在这种情况下，成德、魏博重归中原王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节 幽州镇的胡化趋势

    相对于河北南部地区的文化发展方向，作为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胡化了的幽
州地域，又因为在唐后期保持了与东北游牧民族的交往，而保持了胡化趋势。我

们以幽州镇的节度使的情况来说明幽州在唐后期胡化倾向的保持:
                                                轰 18

李怀仙 柳城胡人也，善骑射，有智数。

朱希彩 既得位，暴横自态，无礼于朝廷。

朱溉 幼壮伟，腰带十围，骑射武艺亦不出人。外若宽和，中颇残忍。然轻
财好施，每征战所得赏物，辄分与摩下将士，以是为众所推，故得济
其凶谋。

朱滔 性变诈多端倪。

，‘，《新五代史》卷39《罗绍威传》。第417页。
14B《资治通鉴》卷244唐纪文宗太和七年 〔833)七月条，第7887页。
，‘，《新唐书》卷210《藩镇传》，第5921页。
1.同注释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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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评 以宽缓得众心，人皆嘉抨忠义。
刘济 游学京师，及进士第。
刘总 济之第二子也，性阴贼险诱。
朱克融 以偏校事刘总。总将入朝，虑后有变，籍其军材勇与黯暴不制者，悉

荐之朝，冀厚与爵位，使北方故艳，无甘乱心，克融在遣。
李载义 自称恒山憨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
杨志诚 事载义为牙将，载义宴天子使者鞠场，志诚与其党噪而起，载义走，

因自为都知兵马使。文宗更以嘉王领节度，用志诚为留后。俄检校工
部尚书，摧节度副大使。逾年，进检校吏部。诏下，邸吏白宰相曰:“军

中不识朝廷仪，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进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
复为尚书，则举军惭，使者势不得出。”既志诚果怨望，军有谩言，囚
中人魏宝义及它使焦奉莺、尹士恭，而遣部将王文颖入谢，让还所命。

张仲武 范阳人，少业 《左氏春秋》，掷笔为蓟北雄武军使。
张直方 性暴率，好驰猎。

张允伸 性勤俭，下所安赖，未尝有边鄙虞。
张公素 ，范阳人，性暴厉.
李茂勋 本回鹤阿布思之裔。张仲武时，与其侯王皆降，资沈勇，善驰射。
李可举 可举兵锋方盛，欲与镇人分易、定。
李全忠 范阳人。仕为棣州司马。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临戎甚有威政。

李匡威 领留后，进为使。少年好勇，不拘小节，自布素中日以饮博为事。性
豪爽。其为弟所逐，将入翔京师，属京师大乱之后，闻匡威来朝，市

人震恐，咸曰“金头王来谋社被”，士庶有亡窜山谷者。
李匡筹 逐其兄匡威，自称节度留后。

刘仁恭 深州人，为人豪纵，多智数，有大志。
刘守光 通其父之爱妾，又囚其父。后受朱全忠册为尚父，但其不知尚父为人

臣，问何得无郊天、改元之事。不喜儒士。

    在这些人当中，刘抨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风尚上文已经作了分析(见第z7页)，
刘济能“及进士第”，具有较为明显的汉化特征，但刘济在节度使任上时，东北蕃
族数次寇边，刘济率军击走之，深入千余里，虏获不可胜纪，使东北晏然.可见，
刘济身上同时也具有勇武的精神，紧接着他的儿子刘总 “性阴贼险诵”，从家族
发展方向上来看，仍然是胡化之保持。张仲武可视为具有较大程度的汉化者，可
是他后来却“掷笔为蓟北雄武军使”而弃文从武，再来看他的儿子和妻子的情况
(见第7页)，可以看出，张仲武的家人及后代并没有受到多少汉化的影响，说
明在当时幽州的整体文化氛围中仍然是一个胡化的氛围。
    李全忠“少通春秋”，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汉化程度，但是他能够“临戎甚有

威政”也表现出了勇武的精神，而他的儿子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日常以
饮酒博斗为事、性格豪爽。李匡筹虽然没有关于其文化面貌的直接记载，但是从
他驱逐其兄的行为来看，应当不会有很深的汉化程度。
    张允伸也可以视其为较少程度的汉化者。李可举从其历次带兵打仗来看，也

并不是儒弱之人，即使他们两个是胡化的例外，也并不能代表一种趋势。这样，
在幽州镇，从玄宗之世开始，直至唐末五代，幽州地域文化一直保持了胡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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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 《旧唐书》“赞曰:碍石之野，气劲人豪。二百余载，自相尊高”’5，。

  第四节 胡化趋势与幽州政治发展

    “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的控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安
史之乱以后中央一直未能以兵力制服河北三镇，同时，也由于文化上河北地区的
鄙野与中央的文雅发生脱节的现象，由于文化的脱节造成了河北地区与中央政治
的不协”152。与成德、魏博两镇文化上走向汉化的不同，在唐末五代幽州继续保
持自己的胡化趋势，从而也在政治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便于同成德、魏
博两镇进行比较，关于此时幽州镇的政治表现也用表来说明:

                                                轰 19

时间 事件

景福二年 (893) 李匡威弟李匡筹攻成德之乐寿、武强以报匡威之仇.
乾宁二年 (895) 李克用攻入幽州，命李存审、刘仁恭将兵略定巡属，二月，李

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壬子，还晋阳.
乾宁四年 (897)李克用欲发幽州兵共定关中，刘仁恭辞以契丹入寇，须兵扦御，

请侯虏退，然后承命。克用大怒，八月自将击仁恭，结果大败。
光化二年 (899)刘仁恭发幽、沧十二州兵十万，欲兼河朔。因而与朱全忠发生

争斗。

开平三年 (909) 刘守光上表告攻沧州之捷，且言埃沧德事毕，为陛下扫平并寇，
亦致书晋王，云欲与之同破伪梁。

乾化元年 (911)刘守光于是年八月称帝。

    从这几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幽州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从幽州镇的藩
帅来看，他们保持了胡化的特征，仍然以胡化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来要求自己，面
对其他藩镇的军事进攻，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放弃抵抗。刘仁恭引导河东兵进攻幽
州，幽州节度使李匡筹一直坚持战斗直至大败。当李存颤进攻幽州时，节度使刘
守光也是战至最后。虽然李存勋最终占据了幽州，但是凭借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击败幽州军队，并不是像成德、魏博两镇那样主动放弃了独立地位。幽州镇不
但保持了独立性，而且还在寻找进一步的扩张，李匡筹“恃燕、蓟劲兵处，轩然
有雄天下意”153。刘仁恭“由是兵益张，显图河北。悉幽、沧步骑十万，声言三
十万，南拘魏、镇”154。刘寿光后来又谋图称帝。
    综合起来看，文化上失去了勇武好斗精神的成德、魏博两镇或依附于河东，

或依附于朱全忠，并视其为新的中央。为成德、魏博地域重新划归中原王朝控制
作了文化上的准备。与此不同，保持了胡化传统的幽州镇在失去了唐廷中央后，

则走向寻求自身的更大程度的独立— 以自己为中央，即其节度使的几次欲吞并
河朔及后来的刘守光称帝。
    在唐末五代，幽州在胡化的基础上，与契丹的交流更加频繁。“刘守光末年

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自周德威攻围幽州，燕之军民名为a 丹)所枝

《旧唐书》卷180，第4683页。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A，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331页。
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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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以文法，由是渐盛”155。十世纪开始，契丹族也不断南下，
掠略人口和财物，于是，更多的中原汉人进入辽朝境内。在这些人中，祖籍燕云
者居多’，。一方面，幽州的军民为了逃避暴政和战乱而入契丹，另一方面契丹主
动俘掠幽州军民进入契丹，现将其这些情况列为下表:

                                            裹 20

时间 事件

天 复 二 年
(902)

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
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

天 复 三 年
(903)

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

天 复 五 年

(905)

及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开 平 元 年
(907)

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襟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

乾 化 元 年

(911)

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

贞 明 元 年
(915)

夏六月，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诏
授检校尚书、左仆射，赐名兀欲，给其城食。

神 册 元 年
(916)

夏四月乙酉朔，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以为幽州兵马留后。

神 册 二 年

(917)

春二月，晋新州刺史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来降。进攻其城.
刺史安金全遁，以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

神 册 二 年
(917)

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平、镇、定、魏五州
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杀李嗣恩之子武八。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实鲁为先锋，东出
关略燕、赵，不遇敌而还。

神 册 六 年

(921)

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

神 册 六 年
(921)

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
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

神 册 六 年

(921)

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侄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费甚厚，而徙
其侄于演水之南。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

天 赞 元 年
(922)

春二月庚申，复拘幽、蓟地。

天 赞 元 年
(922)

夏四月甲寅，攻蓟州。戊午，拔之，擒刺史胡琼，以卢国用、
涅鲁古典军民事。

天 赞 元 年

(922)

十一月壬寅，命皇子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北。

天 赞 二 年
(923)

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

}ss《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契丹》，第1827页.
何天明:《论辽政权接管燕云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辽金史论集》第4辑，中国辽金史
学会编，北京:书目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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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赞 二 年
(923)

二月，契丹攻幽州，抄掠而退。

天 赞 二 年

(923)

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及王郁拘地燕、赵。

天 赞 三 年
(924)

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天 赞 三 年
(924)

夏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

天 赞 四 年
(925)

二月乙亥，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

    不仅是一般的民户，还有一些河北地区的才能之士在河北之不得志而亡入契

丹的。
表21

人物 入契丹之过程
康默记 本名照。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魔下。一切蕃、

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
韩延徽 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延徽少英，

燕帅刘仁恭奇之，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同冯道抵候院，
授幽州观察度支使。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

赵思温 字文美，卢龙人。少果锐，普力兼人，隶燕帅刘仁恭幕。李存歇问罪
于燕，思温统偏师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溃血，战犹不已。为存动将
周德威所擒，存助壮而释其缚。久之，日见信用。与梁战于萃县，以
晓勇闻，授平州刺史，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神册二年，太祖
遣大将经略燕地，思温来降。

韩知古 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
稳所得。后来殡，知古从焉，未得省见.久之，负其有，快快不得志，

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
语，贤之，命参谋议。

赵延寿 本姓刘，恒山人。父邝，令落.梁开平初，沧州节度使刘守文陷藉，
其稗将赵德钧获延寿，养以为子。少美容貌，好书史。唐明宗先以女
妻之，及即位，封其女为兴平公主，拜延寿附马都尉、枢密使。明宗
子从荣恃权跋馗，内外莫不震慑，延寿求补外避之，出为宣武军节度
使。清泰初，加鲁国公，复为枢密使，镇许州。石敬塘发兵太原，唐
遣张敬达往讨。会敬达败保晋安寨，延寿与德钧往救，闻晋安已破，
走团嫁高。太宗追及，延寿与其父俱降。

张 砺 一滋州人，初仕唐为掌书记，迁翰林学士。会石敬塘起兵，唐主以砺为沼讨判官，从赵德钧援张敬达于河东。及敬达败，砺入契丹。

张希崇 字德峰，幽州蓟人也。少好学，通 《左氏春秋》。刘守光不喜儒士。
希崇因事军中为偏将，将兵戍平州。其后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

其儒者也，以为卢龙军行军司马.
卢文进 范阳人，文进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为侧室，文进以其大将不敢拒，

虽与，心常歉之也，因与乱军杀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
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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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由汉地入居契丹的人，他们给契丹带来了强劲的汉风，“在此特区(河
北)的人们，有多逃亡以入契丹，形成波浪式的连锁影响，阿保机有主动地掳掠
招纳，发展投下城，更有带领数州人民投入契丹的，他们本可自成一小集团，在
阿保机看来，直以为某一部落，即自成一大首领或一投下.故阿保机的迭刺部实

际上己形成了草原外缘的新区域。这一区域是极富汉风的契丹，由于河北地区是
极富胡风的大唐，故迭刺部队与契丹草原的情形则是:(一)自为一势力 (二)
此势力中汉风甚盛 (三)有些不得志于河北的士大夫，多投入此区”，”。
    这些入居契丹的幽州人在契丹的情况怎么样呢?面对或降或掠来到契丹的

大量幽蓟军民，阿保机设置了“汉城”来安置他们，“就汉城的居民说，东京汉
城的军民，大部分是河朔之民。西楼汉城的军民，据同时人的记载所说，有织绞
绵的工匠，有官者，有翰林，有教访，有杂耍，有秀才、和尚、尼姑、道士，九
流三教，无所不备，而幽汾并蓟迁来的人尤多”158。这样，进入契丹的汉人得到
了较好的安置，史称 “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座市，如幽州制度，汉

人安之，不复思归”159。这却与唐末五代幽州地区的战乱纷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唐朝与辽、五代嫂递之际，仅十世纪初至936年耶律德光接管燕云十六州的三
十六年中，与本地区相关的主要战争就有三四十起，这些战争或以燕云为战场，

或从这里征兵抽晌”160
    进入契丹的才能之士更是得到了阿保机的重用，“汉人既到契丹后，量能授

职，备受朝廷之欢迎，辽帝屡下诏官俘人，摧降虏，对汉人且设中国官制以引诱
之”’6，。这些人在帮助阿保机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契丹政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据
  《新五代史》记载:

        刘守光暴虐，幽、琢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
    其人民，依唐州县五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
    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162
    他们首先帮助阿保机确保了权位。随后他们又跟随阿保机建功立业，受到阿

保机的重用，上面说到的韩延徽等人就是这样。

                                        表22

人物 受重用过程

康默记 ’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趁。催禁’
网者，人人自以为不侣础顷之，拜左尚书。

韩延徽 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
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
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殿大学
士，中外事悉令参决。

Is,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98页。
}sa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212
  页 。

i59《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886页.
叨何天明:《论辽政权接管燕云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中国辽金史
  学会编，北京:书目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00页.
1s1魏洪祯:《契丹之兴国灭国与汉人》，《学思》，1943年第2期
iez同注释1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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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知古 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
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
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
中书令。天显中卒，为佐命功臣之一。

赵延寿 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
天显末，以延寿妻在晋，诏取之以归。自是益自激昂图报。

赵思温 太宗即位，以功捆检校太保、保静军节度使。天显十一年，唐兵攻太
原，石敬塘遣使求救，上命思温自岚、宪间出兵援之。既罢兵，改南
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
赐协谋静乱斓圣功臣，寻改临海军节度使。

    张希崇和卢文进虽然后来又归降后唐，但是他们在契丹期间都受到了重用，
张希崇为卢龙行军司马，卢文进为平州刺史。张希崇“少好学，通《左氏春秋》”，
他在文化上是汉化之人，其归降后唐不足为怪。卢文进到后唐后，“始屈身晦迹，
务为恭谨，礼接文士，谦谦若不足，其所谈论，近代朝廷仪制、台阁故事而己，
未尝言兵”163。可见卢文进在后唐并不得意。
    韩延徽曾经因“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164。但是很

快他就又回到了契丹并对阿保机说:“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
在陛下。臣是以复来”165。他又回到契丹的原因是“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
，“。说明韩延徽在后唐并没有得到重视，并仅仅是因为与别人有矛盾而被迫离开，
而他回到契丹后又被重用，这就证明了其在后唐之不得志而得志于契丹。

      陈寅烙先生说河北藩镇的居民在文化上 “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
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167。在唐后期，“几乎大部分的河北人对中央政治
情形及礼俗结构缺乏基本应有的认识，在此情形下，对中央政治的向心力自无由
产生”’6吕。唐末五代的幽州军民却是以北入契丹为安身立命之归宿。因为一般民
户能在契丹安定从事自己的生产，而一些上层人物则或为契丹征战，或为契丹典
政并受到重用，而且许多幽云地区的才能之士在契丹形成了“彼 (契丹)失我，
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的情况。所以，唐末五代的幽州军民形成了对北方
契丹政权的文化认同，在此种文化认同下，可以看到幽州并入契丹治下的文化前
奏。

    在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幽州与东北契丹所生成的一种蕃汉互动的关系，进而形
成了幽州军民对契丹政权的文化上的认同，构成了幽州地区在后晋被割让给契月
的民族与文化前奏。“到五代，石敬塘父事契丹，一举割燕云十六州。当地居民，
久染胡化。精神上反而与异族接近，因此割地时竟无丝毫阻碍”卫’“。如果说没
有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那么即使石敬塘心甘情愿割让燕云地区给契月一，恐怕

援新五代史》卷48《卢文进传》第482页。

《辽史》卷7《韩延辉传》第266页。
同上。

同上。

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10页。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352页。
同注释164,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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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也不会轻易占据幽云地区。正是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发展，才铸就了这样的一
种格局，即幽州一带从此被从中原版图中割离出来，转而从属于中国北方民族割
据政权并长达300余年‘71
    小结:河北地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即胡化汉化的地区差异性，使安史之乱

中南下到成德、魏博地域的胡化人口在经过长期的与原来居于本地的大量汉人的

文化交融，在唐末又走向了汉化，这种汉化表现在藩镇政治当中就是成德、魏博
两镇在唐末独立性的消失，并重归中央王朝。而在河北北部的幽州镇，在唐后期
一直保持了胡化的方向，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藩镇独立性的保持。
    在唐末五代，幽州与契丹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起来，幽州地区的大量军民或

为了躲避战乱而逃亡到契丹，或被掳掠到契丹。同时幽州的一部分才能之士也在
此过程中到了契丹，进入契丹的一般平民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才能之士也因才

干而得到重用，在这过程中幽州军民越来越在文化上认同强大起来的契丹。而这
也为契丹占据幽云地区作了民族与文化上的准备。

任爱君:《契丹史实揭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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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唐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河北藩镇内既存在胡化的情况，也
存在汉化的情况;二、从胡汉人口在各镇的分布来看，幽州镇之胡化程度高于成
德、魏博两镇，汉化则相反，成德、魏博两镇高于幽州镇。从唐后期河北地区的
胡汉交融来看，成德、魏博等镇主要是以内部少量之胡化人口与大量汉化人口的
互动为主，幽州镇继续保持了内部大量胡化人口，而且与东北蕃族的交流继续保
持。

    河朔地域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即同时具有的胡化和汉化特征对藩镇政治产生
了不同方向的影响。胡化由一种民族文化现象，通过胡化人建立的的蕃州化藩镇，
表现出其政治影响之一:胡化是藩镇与中央的对抗的原因之一，但当中央朝廷承
认蕃州体制的时候，胡化的河北藩镇则安于自身的蕃州地位而不再有其他的政治
野心，能够与中央相安无事，而且以唐朝臣民自居。不仅如此，蕃镇内部的政治
发展也受到胡化的影响，即节帅的职位，经常受到蕃化之兵将的威胁。汉化在河
朔地域的存在也起到了缓和甚至制止藩镇与中央对抗和冲突的作用，同时也起着
稳定藩镇内部政治的作用。
    河北地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即胡化汉化的地区差异性，使安史之乱中南下

到成德、魏博地域的胡化人口在经过长期的与原来居于本地的大量汉人的文化交
融后，在唐末又走向了汉化，这种汉化表现在藩镇政治当中就是成德、魏博两镇
在唐末独立性的消失，并重归中央王朝。而在河北北部的幽州镇，在唐后期一直
保持了胡化的方向，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藩镇独立性的保持。
    在唐末五代，幽州与契丹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起来，幽州地区的大量军民或

为了躲避战乱而逃亡到契丹，或被掳掠到契丹。同时幽州的一部分才能之士也在
此过程中到了契丹，进入契丹的一般平民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才能之士也因才
干而得到重用，在这过程中幽州军民越来越在文化上认同强大起来的契丹。而这
也为契丹占据幽云地区作了民族与文化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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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时光存蒋，三年很快就过去了，2003年秋天刚刚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来报到

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的我，心情固然很激动，但同时也是忐忑不安的，同

学和朋友的美好祝福，家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对即将开始的三年研究生生

活，并没有一个成熟的规划，不知道自己将以怎样的姿态对待这种全新的生活。

随后的学习与生活似乎很平淡，上课、查资料、做笔记等。恍惚之间，已临毕业，

学位论文也己经完稿，想来，无论是我的学习，还是论文的写作过程，都离不开

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在此，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向他们致以最真诚

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李鸿宾老师。李老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待人和蔼。

三年来，李老师对我的学习谆谆教诲，对我的生活关怀备至，能够成为李老师的

学生我感到很幸运。李老师在我的论文选题、提纲确定、写作细节方面都给出了

非常好的建议和指导，帮助我最终完成了学位论文，在此，对李老师表示最诚挚

的感谢。

    其次，感谢李德龙老师和雷虹霏老师对我论文的指导。同时感谢所有给我上

过课的老师，是他们给我传授知识，解释疑惑，使我开阔了视野，引导我在知识

的海洋遨游。

    再次，我系04级研究生郎杰、张建宁、马春华同学为我查阅资料、校对文

章提供了很多帮助;文传学院孙明慧同学、北京大学郭丽同学在我撰写论文过程

中都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师兄何春明、师姐张晓曦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直给

我以极大的关心和照顾。在这里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一直支持我、鼓励我的家人，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有你们的理解与

包容，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

    李恺彦

200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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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

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作

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

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

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送

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民族

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

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和汇编学位论

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鲍华一日期:上巡一年工月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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