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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

任爱君

　　

　　唐朝的羁縻统治是影响契丹部落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 ,结果导致大贺氏王权地位的衰微和王

族部落的变异 ,即由部落贵族演变为官僚地主家庭 ;王族部落 (弹汗州部落) 从八部之首演变为唐朝

的侨置羁縻州 ,并形成“幽州契丹”这个特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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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与唐朝的关系 ,始于 7 世纪初期。唐武德年间 (618 —626) ,一支契丹部落接受唐朝的

封赏 , ①被安置在辽州 ;贞观二年 (628) ,又有部落降唐 ,被安置在营州 ; ②以后 ,续有部落贵族

或成员降唐 ,都得到了唐朝的封赏和安置 ,直到唐太宗设立松漠都督府为止 ,已有大批的契丹

部落人口成为唐朝的“属部”。因此 ,唐朝政权对契丹部落及其依附人口的统治措施值得探讨。

一、唐朝契丹羁縻州的建立及其类型

所谓“羁縻州制度”,就是由朝廷任命部落首领兼任州、县长官 ,管理程序则沿袭部落原有

的管理方式 ;它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 ,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 ,不向中

央政府承担赋役 ,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 ,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

的区别。羁縻州制度 ,确立于唐太宗时期 ,是唐朝首创的管理周边民族部落的特殊方式 ,又称

为“蕃州”;“蕃州”的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 ,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 ,由朝廷的

派出机构 (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③

唐代的契丹羁縻州 ,存在着部落羁縻州和入内侨置羁縻州两种形式 ,最初都接受朝廷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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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

全书·中国历史·I》“羁縻州”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21 —422 页。

《资治通鉴》卷 192 ,太宗贞观二年四月丙申 :“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

丹。上谓使者曰 :契丹与突厥异类 ,今来归附 ,何故索之 ! 师都中国之人 ,盗我土地 ,暴我百姓 ,突厥受而庇之 ,

我兴兵致讨 ,辄来救之 ,彼如鱼游釜中 ,何患不为我有 ! 借使不得 ,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新唐书》卷 219《北狄·契丹》:“武德中 ,其大酋孙敖曹 ⋯⋯遣人来朝 ,而君长或小入寇边。后二年 ,

君长乃遣使者上名马、丰貂。”



的派出机构营州都督府的管辖 ,后来则分别接受营州都督府和幽州节度使的管辖。

所谓部落羁縻州 ,即以契丹本土部落组成的羁縻州。据《新唐书》记载 ,贞观二十二年

(648) ,任命契丹人窟哥为松漠都督 ,赐姓李氏 ,将契丹八部分置九州 ,即纥便部 (又名松漠部

落)为弹汗州 (即窟哥所属部落及松漠府治所) 、达稽部为峭落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

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何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分为匹黎和赤山二州 ,县制及

数目则不详 ;此外 ,又将契丹别部设置的玄州 ,也划归松漠都督府管理 ,故总计 1 府 10 州 ,以窟

哥为都督十州诸军事、无极县男。松漠都督府的具体管理事务 ,由窟哥会同部落首领自理 ,如

征讨不庭等军政事务则要接受营州都督府的调遣。这是唐朝在契丹部落社会设立的羁縻州及

其主要组织与管理形式 ,但这种羁縻州制度 ,在后来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变化。

所谓入内侨置羁縻州 ,也称为“入内侨蕃羁縻州”,是由那些投降唐朝的部落人口组成。契

丹入内侨置羁縻州最早隶属于营州都督府 ,其组织原则也保持固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和生活习

惯 ,但自理的范围仅局限于一州、一县之内 ,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或整体的联系。在松漠都

督府组建之前 ,已经存在一些由契丹降附人口组成的入内侨置羁縻州 ,据《新唐书》记载 ,武德

二年 (619) ,以来降契丹首领孙敖曹率领的内稽部为辽州 (贞观元年 ,更名威州) ;贞观二年

(628) ,以来降契丹松漠部落为昌州 ;次年 ,又以归服契丹、室韦部落为师州 ;贞观十年 (636) ,以

来降契丹乙失革 (活)部落为带州 ;贞观二十年 (646) ,以隋末内属契丹曲据部落为玄州 ,皆安置

营州境内 ,隶属营州都督府管辖。① 这五个契丹羁縻州 ,就是所谓入内侨置羁縻州的最早组织

形式 ,它们都已脱离本土部落而进入唐朝边地州郡之中 ,并拥有了内稽、乙失革等新的部落名

号。当松漠都督府建立之后 ,除玄州形式上拨还契丹本部松漠都督府管辖外 ,其余四个入内侨

置羁縻州则仍隶属营州都督府。这种情况说明 ,契丹部落早在隋朝时期就已经被采取分割管

理方式 ,其中一些部落已经被从整体部落中分离出来 ,成为中原政权直辖的内属部落 ,这也是

“入内”的真正含义 ,是唐朝对于前朝统治经验的总结与利用。

部落羁縻州与入内侨置羁縻州之间 ,不仅在隶属关系上存在着区别 ,而且在具体的管理形

式上也呈现出差异。唐朝的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 ,自太宗时期以后 ,就有了比较具体的发展与

变化。如武则天垂拱年间 (685 —688) ,析分威州 (即辽州) 部落设立归诚州 ;载初年间 (689 —

690) ,析分昌州部落设立沃州 ;万岁通天元年 (696) ,又析分带州部落设立信州。这些新增加的

羁縻州 ,仍属营州都督府管辖 ,不仅维持了原有部落的管理程序 ,也将原有部落一分为二 ,客观

上达到分化效果。因此 ,到 7 世纪末 ,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已经发展为 8 个 (包括玄州) ,数量

上已接近本土部落羁縻州的总数 ,成为与本土部落势力相当的另一部落群体 ;它们不仅在唐朝

控制和管理契丹本土部落及周围地区时发挥了特殊作用 ,而且到盛唐时其总数起码已发展到

10 个以上 ,因为 ,睿宗时增置青山州 ,玄宗时又将纥便部弹汗州转化为入内侨置羁縻州即归化

郡归顺州。

唐朝存在的两种形式的契丹羁縻州 ,标志着契丹部落组织的发展处于一种分割的状态 ;这

种分割状态 ,决定了唐代中晚期契丹部落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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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七·羁縻州》。



二、“契丹反叛”与入内侨置羁縻州的变化

所谓“契丹反叛”,指契丹本土部落在羁縻统治时期 ,由首领直接领导包括其他部族参加的

反唐战争。它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显庆年间 (656 —660) , ① 而在武则天 (690 —704) 至唐玄宗

(712 —756)时达到巅峰 ,其中 ,以李尽忠、孙万荣和可突于分别发动的反唐战争最为著名。

李尽忠 ,契丹纥便部人 ,乃窟哥之孙 ,则天朝允准继承松漠都督、大将军、无极县男爵位。

战争起因 ,据说乃营州官吏“侵侮”契丹所致 ,但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依仗孙万荣为帅 ,显示

出与唐朝对抗的决心。孙万荣 ,乃李尽忠妹婿 ,内稽部首领孙敖曹之孙 ;高宗朝 ,曾以贵族子弟

入为“侍子”,在关中生活十余年之久 ,颇为了解山川险易及朝廷政治情况 ,放还本土时 ,还被武

则天加封为归诚州刺史。李尽忠病殁后 ,孙万荣成为反唐战争的领导者 ,他也向唐朝诛叛伐逆

那样 ,传檄各地并提出“还我庐陵王来”的政治口号 ,屡次覆灭唐朝军队 ,相继攻克营、幽、冀和

青州的大部分地区 ,历时年余 ,始被平息。② 此次反唐战争对武则天政权和契丹部落的发展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③

此次反唐战争对契丹部落发展的影响 ,首先是原本以本土部落设置的一府九州彻底丧失

“羁縻州”性质 ,脱离唐朝统治 ;其次是以契丹降户建立的入内侨置羁縻州 ,基本变成真正内属

的入内侨置羁縻州。据《旧唐书》记载 ,万岁通天元年 (696) ,威、沃二州自营州南迁幽州 ,师、带

二州南迁青州 ;次年 ,昌、信二州也南迁青州 ;而形式上划归松漠都督府的玄州 ,也被南迁徐、宋

二州境内 ;同时 ,原本隶属营州都督府管辖的归诚州 ,则在战争状态下回归契丹本部。④ 值得

注意的是 ,这些被分别南迁的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 ,直到神龙年间 (705 —707)才被朝廷“放还”

北方 ,侨置幽州境内 , ⑤ 成为隶属幽州管辖的入内侨置羁縻州。那么 ,引起这些入内侨置羁縻

州迁徙的原因是什么 ? 根据史料 ,李尽忠、孙万荣之乱 ,始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 ,结束于次年六

月 ;唐朝对契丹入内羁縻州的迁徙 ,也发生在这个时间内 ,目的在于隔绝其同本土部落的联系。

这就透露出营州官吏“侵辱契丹”的内涵即战争的原因 ,乃是争夺内属部落人口的直接结果。

如玄州本已归属本土部落 ,却在战争前后与其他部落一起南迁 ,证明归属松漠都督府只是形式

而无实际内容 ;而本属营州的归诚州则在战争过程中脱离营州、重返契丹本土 ,说明那些以降

附人口建立的入内羁縻州 ,也从未放弃重返本土的愿望。据《旧唐书》,沃州与威州迁移到幽

州 ,但《新唐书》则记载沃州“没于李尽忠 ,开元二年复置”。所谓“没于李尽忠”的记载 ,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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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河北道四。

据《辽史》卷 37《地理志一》:怀州 (即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北部岗根苏木古城遗址)“本唐归诚洲”。

则此已经非始置营州之归诚州 ,而是李尽忠之乱后 ,返回契丹本部之契丹归诚州部落新居地。

政治口号的提出 ,见 (唐)张 《朝野佥言》卷 6。又 ,张说《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

称 ,附逆臣僚有十二卫大将军见任鹿城县令李怀璧、河北道招抚大使冀州刺史马行慰、冀州道副大总管杨奉

节、冀州长史王宏允等数十人。这说明契丹反叛不仅是民族斗争 ,也混合着唐朝政权内部剧烈的政治斗争。

详见 (清)董诰等辑《全唐文》卷 225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000 页。

参见《新唐书》卷 219《契丹传》;《旧唐书》卷 199 下《契丹传》。

《资治通鉴》卷 200 ,高宗显庆五年五月戊辰条记载 :唐朝军队在奚族配合下 ,击败契丹首领阿卜固并

俘斩阿卜固 ;《旧唐书》卷 83《薛仁贵传》、《新唐书》卷 111《薛仁贵传》则称薛仁贵征讨高丽时 ,大破契丹于黑

山 ,也是由契丹首领发动的包括奚族参予的反唐战争。



说其被铲除或消灭 ,而是说其在幽州又被夺取了 ,成为又一个回归本土的入内羁縻州。① 因

此 ,对入内羁縻州归属权的争夺 ,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

据《旧唐书》记载 ,这些入内羁縻州南迁之后 ,人口数量发生明显变化 ,如 :

“威州 ⋯⋯旧领县一 ,户七百二十九 ,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领县一 ,户六百一十一 ,口

一千八百六十九。”

“师州 ⋯⋯旧领县一 ,户一百三十八 ,口五百六十八。天宝领县一 ,户三百一十四 ,口三千

二百一十五。”

“带州 ⋯⋯天宝领县一 ,户五百六十九 ,口一千九百九十。”

“玄州 (即曲据部落 ,又名李去闾部落) ⋯⋯天宝领县一 ,户六百一十八 ,口一千三百三十

三。”

“昌州 ⋯⋯旧领县一 ,户一百三十二 ,口四百八十七 ;天宝领县一 ,户二百八十一 ,口一千八

十八。”

“信州 ⋯⋯天宝领县一 ,户四百一十四 ,口一千六百。”②

　　万岁通天元年南迁的四个州 ,除沃州实际“陷落”外 ,带州仅存天宝年间的数字 ,无法鉴别

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 ;仅威州保留迁徙前后的人口数目 ,至天宝年间 (742 —756) ,景况大变 ;师

州人口数目虽较前有明显增长 ,但与开元年间 (713 —741) 的军事征服不无关系。③ 而万岁通

天二年 (697)南迁者 ,人口数目不多 ,昌州的现象与师州相同 ,玄州、信州与带州状况相同 ,故分

析结论如下 :

第一 ,信州建于万岁通天元年 ,乃唐朝从带州部落析出。弹汗州以契丹王族纥便部为主 ,

而昌州和沃州领有的“松漠部落”,也应指契丹王族部落 , ④ 故弹汗、昌、沃三州皆自契丹王族

纥便部析置。

第二 ,入内羁縻州的迁徙是为了割断或避免它们与本土部落的联系。但其人口数量的回

落 ,则说明迁徙也经历了严酷的磨难 ,像玄州部落被分置徐、宋二州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

此 ,战争、析置和疾病是人口数量锐减的主要因素。

第三 ,沃州和归诚州 ⑤ 是从昌、威二州析置 ,但这两个新的入内羁縻州都在战争中脱离唐

朝而回归本土 ,说明李尽忠等发动的反唐战争也达到了一定目的 ,对比之下 ,唐朝却丧失了原

有的部落统治权。

综此三端 ,可以看出 ,唐朝初期对契丹的统治 ,已经很注重对部落的分散控制 ,因此羁縻州

并非以政治“羁縻”为主 ,它还包括着一种强烈的统治欲望。《新唐书》称 :营州官吏“骄沓 ,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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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归诚州的建立 ,据《旧唐书》卷 199 下《契丹传》,乃垂拱初年。按 :垂拱为 685 —688 年 ,则其建立年代

或即 685 年左右。

《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河北道四云 ,归顺州“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沃州“处契丹松漠部

落”,昌州“领契丹松漠部落”,沃州本从昌州析出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七·羁縻州》载 ,归顺州本弹汗州 ,

“析纥便部置”,昌州“以松漠部落置”,沃州析昌州置。而记载其他部落则或称部名或称首领名 ,如“曲据部

落”,是知此“松漠部落”即“松漠弹汗州部落”,亦即纥便部 ———契丹王族部落。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七》羁縻州条、归义州目记载 ,开元二十年信安王北征 ,俘虏奚族五千帐设

置归义州。因此 ,像师州这样以“杂户”为主的州县 ,更容易得到朝廷军事掳掠的补充。

《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河北道四》。

关于沃州记事 ,参见《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河北道四》;《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七·羁縻州》。



侮其下 ,尽忠等皆怨望。万荣本以侍子入朝 ,知中国险易 ,挟乱不疑”,“盗据”营州而反。① 似

乎反叛的原因 ,就是官吏的侵侮和孙万荣的煽惑 ,而“挟乱不疑”的记载该怎样解释 ? 因史料的

缺乏已成不解之谜。② 但契丹人反唐的目的 ,并不在于是否归还“庐陵王”的问题 ,而在于契丹

贵族集团与唐朝无法排解的矛盾 ,即入内羁縻州的人口归属问题。

契丹反唐战争 ,随着李尽忠与孙万荣的死亡而偃旗息鼓 ,说明战争的发动者及起因是契丹

上层社会及其同唐朝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 ,矛盾并没有通过战争的形式得到解决 ,相反 ,契

丹部落社会的发展却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三、可突于的反叛和唐朝采取的纳质宿卫制度

万岁通天元年 (696)发生的契丹反叛战争 ,使营州的军政统治体系被彻底摧毁 ,此后二三

十年内 ,营州已成为唐朝军政势力无法达到的“弃地”。开元二年 (714) ,并州长史薛讷奏请击

契丹、复置营州 ,虽得到玄宗的支持 ,却遭到朝臣的反对。③ 开元四年 (716) ,契丹首领失活上

表请求归附 ,于是 ,加封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 (后加静折军经略大使

衔) ,仍赐姓李 ,大小首领仍加封刺史、县令、蕃中郎将等 ,并任命将军薛泰为押蕃落使、领兵镇

抚契丹、奚族部落。次年 ,复置营州于柳城 (今辽宁朝阳) ,置都督府兼平卢军使 , ④ 恢复唐朝

前期对契丹本土部落的统治局面。

开元八年 (720) ,契丹首领、松漠都督府衙官可突于挟制松漠郡王 ,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 ,

迫使营州都督府再次退入渝关。⑤ 战争爆发的原因 ,一是可突于在部落统治结构中形成的权

力垄断 ;二是同唐朝之间的矛盾 ,史称因朝廷故意轻视和慢待而造成与可突于“构怨”的局面。

可突于发动的反唐战争与以前的最大不同 ,就是战争状态的时断时续 ,至开元十一年 (721) 双

方重新确立臣属关系 ,营州又回迁柳城 ,但战争并没有终结 ,直到安禄山反唐为止 ,营州治所也

未再变动 ,基本起到镇遏“两蕃”(即契丹与奚)的作用。

可突于之乱 ,始于开元八年 (720) ,直到开元二十二年 (734) ,幽州节度使在与唐关系亲善

的蜀活部首领过折的配合下 ,才平息了可突于领导的反叛势力。于是 ,唐朝任命过折为知契丹

兵马中郎将、检校松漠都督、北平郡王 ,赐姓李。但可突于余党涅里又击杀过折 ,拥立迪辇俎里

为首领 ,号称阻午可汗。蜀活部即前述乙失活 (革) 部 ,迪辇即遥辇。因此 ,可突于发动的反唐

战争 ,形式上导致契丹部落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改变 ,即大贺氏家族的统治地位被遥辇氏家族

所取代。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严格地说并非李尽忠、可突于等历史人物特殊贡献的结果 ,而

是羁縻州制度确立与发展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这是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的历史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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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资治通鉴》卷 212 ,玄宗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条。

《资治通鉴》卷 211 ,玄宗开元四年八月辛未条、五年三月庚戌条 ;《新唐书》卷 39《地理志三》营州柳城

郡条同 ;《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营州上都督府条 ,称开元四年复置。

参见《资治通鉴》卷 211 ,玄宗开元二年春正月条。

《资治通鉴》卷 200 ,高宗显庆五年 (660) 五月戊辰条记载 ,阿史德枢宾等将兵讨叛奚和契丹 ,擒松漠

都督阿卜固送东都 ,这是松漠都督府的最早反抗 ;又 ,卷 204 则天后垂拱三年 (687)五月丙寅条记载 ,当武则天

把持朝政、斗争激烈之际 ,朝官刘　之因被人揭发与契丹归诚州都督孙万荣“交结”而遭免官杀身之祸。这说

明契丹贵族势力值得引起学界的注意。

《新唐书》卷 219《北狄·契丹》。



羁縻州制度对契丹本土部落产生的深刻影响 ,还在于“纳质”、“充宿卫”制度的实施。史

载 ,开元十二年 (724) 三月 ,“契丹遣使来朝且谢恩。往岁 ,契丹使木处离奉国信归蕃 ,是以来

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归蕃”或“还蕃”的记录 ,因为史料记载中还有着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 ,

如开元十四年 (726)四月 ,“契丹遣大首领李阔池等六人来朝 ,皆授折冲 ,留宿卫”,这是没有放

还本土的直接记载 ;开元二十三年 (735) 十二月 ,“契丹遣使渴胡等来朝 ,授果毅 ,留宿卫”, ②

也是未能“还蕃”的记录。而史料中出现的李阔池等人的遭遇 ,也非当时仅有的特例 ,据相关史

料记载 ,契丹使者被留居长安 ,不仅是当时常见的统治方式 ,还是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 ,它属于

契丹部落必须履行的“质子”(即侍子)制度的主要补充。而且契丹贵族“留宿卫”范围 ,甚至包

括部落社会的各个阶层。据《新唐书》,开元年间 ,松漠郡王吐于携公主逃奔唐朝 ,即被改封辽

阳王、“留宿卫”;吐于的继承者邵固 ,被唐朝加封左羽林卫大将军、广化郡王后 ,即“以子入

侍”。③ 这些说明“质子入侍”大约有章可循 ,而首领“留宿卫”则有见机行事的可能。

前述孙万荣曾有出任“侍子”(即人质)的经历 ,这是部落贵族必须履行的责任。松漠郡王

失活即曾遣子入侍 ; ④ 在唐玄宗开元二年 (714)闰五月的一份诏书中 ,也提到“充质宿卫子弟”

和“质子 (即侍子)”的安置与管理问题 :“今外蕃侍子 ,久在京国 ⋯⋯宜命有司 ,勘会诸蕃充质宿

卫子弟等 ,量放还国。契丹及奚 ,延通质子 ,并即停追。前令还蕃首领等 ,至幽州且住 ,交替者

即旋去。⋯⋯十五年 ,契丹遣首领诺括来送质子并献方物。”⑤朝廷不仅要求充当人质的贵族

子弟及时送入长安 ,授予职任 ,而且还规定了交替轮换制度。

这些记载说明契丹子弟入侍和首领入宿卫已成为一项特殊制度 ,这并非玄宗时期的独创 ,

而是对太宗以来相关制度的延续与继承。这种经常性地遣送“质子入侍”和首领“留宿卫”,无

疑成为契丹部落的沉重负担。此外 ,唐玄宗也非常注重对契丹本土部落的瓦解和分割 ,如开元

六年 (718)五月戊午 ,“契丹部落孙骨呐等十八人内属 ,并授游击将军 ,赐绯袍银带 ,留宿卫”。⑥

所谓“内属”与“入侍”、“留宿卫”的本质区别 ,就在于“内属”乃是主动脱离部落组织、自愿成为

归附朝廷的“归化”人口 , ⑦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主动和被动之分。玄宗时期 ,契丹“归

化”人口的大量存在 ,与唐朝政府的极力招纳和扇惑政策密切相关。这些由契丹“归化人”构成

的归附人口 ,都被集中安置幽州境内。开元二十年 (732) ,又将战争所俘奚族五千帐设置为归

义州 ,侨治幽州良乡县。⑧ 其实 ,所谓奚族五千帐 ,据新、旧两唐书记载 ,也含有大量的契丹人

口。⑨ 因此 ,玄宗时期 (712 —756) ,大量契丹“归化人”的存在 ,不仅是唐朝历史的特殊现象 ,也

是契丹部落发展史的特殊现象 ,它与唐朝推行的统治政策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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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按 ,史书称王武俊为契丹怒皆部落 ,开元中与奚族降唐 ;称张孝忠为奚乙室活部落酋帅 ,误。参见《新

唐书》卷 211《王武俊传》、卷 148《张孝忠传》,《旧唐书》卷 142《王武俊传》、卷 141《张孝忠传》。

参见《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七·羁縻州》。

也称“归化人”,这是唐宋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宋代又称“归明人”,都是专指那些主动归附中原王朝

的周边民族人口。

《册府元龟》卷 974《外臣部·褒异一》。

《册府元龟》卷 996《外臣部·纳质》。

参见《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五》。

参见《新唐书》卷 219《契丹传》。

《册府元龟》卷 975《外臣部·褒异二》。

(宋)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 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唐朝对契丹部落采取的“纳质”、“入宿卫”等“监控”手段 ,也同样施用于归附人口 (即“归化

人”)的控制和管理 ,如名将李楷固 ,虽因功被封为燕国公 , ① 但终因得不到信任 ,愤恚而卒 ; ②

即使功高如李光弼 ,也终因是契丹人 ,而同样受到猜嫌 ,哪怕与叛军激战之际 ,也要“辇其母至

京师”、授其弟为禁军将领 ,明为褒崇 ,暗寓纳质。③ 这种情况 ,在唐朝晚期也司空见惯 ,如藩帅

张孝忠、王武俊等 ,也终因是契丹人 ,即使归顺朝廷后也要照例挑选子孙为“尚主”人选或入侍

宿卫 ,实际是将“驸马”也变作了“人质”,这从张、王二人的子孙在与公主“和亲”中演绎的驸马

懦弱、公主跋扈的婚变中 ,可窥一斑。④

综上所述 ,这些现象说明 ,羁縻统治前提下爆发的反唐战争 ,不仅使契丹本土部落遭到重

创 ,也使部落组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据《辽史》关于此期的记载 ,也明确地肯定战争使原有八

部已丧失基本结构 ,重新整顿的结果 ,形成了新的部落组织形态 , ⑤ 即遥辇氏八部。换句话

说 ,就是大贺氏王族的覆亡和遥辇氏王族的崛起。中原史料的记载也充分说明许多内属部落

在本土部落组织中消失 ,展现了唐朝中晚期民族分布的现象 ,即幽州地区大量契丹人口的客观

存在。

四、大贺氏的衰微与幽州契丹的形成

唐朝设立羁縻州的目的 ,就在于分化契丹部落的实力 ,而唐朝对契丹王族部落大贺氏家族

的拉拢与分化 ,即使是在激战犹酣之际也仍然得以延续 ,如万岁通天二年 (797) 十月 ,封“左玉

钤卫员外将军兼汴州刺史李括莫离为归顺王”。⑥ 此事 ,其他史书则记为 :“契丹 ,其君长姓大

贺氏。唐贞观二十二年 ,蕃长窟哥内属 ,授松漠都督 ,封无极县男 ,赐姓李氏。其曾孙木苦莫离 ,

则天时 ,封归顺郡王。”⑦ 此“括莫离”在“ 莫离”,又或作“祜莫离”、“枯莫离”, ⑧ 皆同音异

译。《旧唐书》明确记载 ,窟哥曾孙祜莫离在“则天时 ,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 ,封归顺郡

王”。⑨ 将三条史料相互对比 ,时代一致、封爵一致 ,仅“兼任”或“检校”的刺史州名称有异。但

分析可知 ,汴州乃唐朝“正州”而非契丹羁縻州 ,这是史料中存在的明显笔误 ,故李括莫离所任

刺史州只能是弹汗州 ,并以弹汗州刺史的身份受封归顺郡王。�λυ 但值得注意的是 ,李括莫离的

兄弟李尽忠发动的反唐战争 ,在万岁通天二年 (797) 六月被平息后 ,唐朝又委任契丹降将李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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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λυ 笔者对这三条史料的认识态度是 :担任刺史州职务的记载 ,当以《旧唐书》本传为准 ;而授封郡王的时

间 ,应以第一条史料的记录为依据 ,因第二、三条仅具备基本时代 (即则天朝)这一共性特征。

《旧唐书》卷 199 下《契丹传》。

参见《旧唐书》卷 199 下《契丹传》;《新唐书》卷 219《契丹传》。

《册府元龟》卷 967《外臣部·继袭二》。

《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封册二》。

《辽史》卷 32《营卫志·部族上》:“大贺氏既微”,“时契丹因万荣之败 ,部落雕散 ,即故有族众分为八

部”,即遥辇八部。

参见拙著 :《契丹史实揭要》第三章之二“唐代契丹归化人研究”,哈尔滨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0 —

111 页。

参见《旧唐书》卷 110《李光弼传》;《新唐书》卷 136《李光弼传》。

(唐)张 《朝野佥言》卷 6 :“天后惜其材 ,不杀 ,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 ,出卫谭州乔口镇守将 ,愤恚

而卒。”据颜真卿撰“李光弼神道碑”记载 ,李楷固即李光弼外祖父。

《资治通鉴》卷 206 ,则天后久视元年六月条 ;卷 207 ,久视元年秋七月条。



固等率军征服契丹残部 ,直到久视元年 (700)七月 ,此次征伐方才结束。而万岁通天二年十月 ,

李括莫离晋封王爵的情况 ,必是此次征伐中招抚策略具体应用的结果。这说明李尽忠发动反

唐战争的前后 ,唐朝已经开始对契丹本土部落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

此外 ,唐朝对契丹王族的招抚 ,还见于名臣杨炎为人撰写的两篇 (均为一人)“神道碑铭”

中。其一说 :有位名叫做李楷的契丹人 ,“久视中 ,以骁骑岁入于辽西 ,临太原 ,南震燕赵 ⋯⋯有

命招谕 ,合以信誓 ,际于天人 ,话言感悟 ,抚剑叹息。是岁 ,以控弦之士七百骑 ,垂橐入塞 ,解甲

来朝。以其本枝 ,复赐李氏 ,授玉钤卫将军、左奉宸、内供奉”。① 此李楷 ,又称李楷洛 ,即唐朝

名将李光弼之父 ,碑文将其名字写作“楷”或“楷洛”,说明是对契丹语名字的译写 ,这是记写北

方游牧民族语言时“译音无定字”的缘故。久视 ,乃则天年号之一 ,仅行用不足一年。碑文“以

其本枝”的记载 ,理解起来含义起码有两层 ,即楷洛与契丹王族大贺氏的同宗关系和窟哥以来

王族世代享受皇室赐姓的待遇 ,这是碑铭必须突出的重要内容。而碑文提到的“有命招谕”,即

具体执行安抚或招降策略 ,是征伐过程中剿、抚并用手段的真实记录。在另一份碑文中关于李

楷洛的家世 ,则记载为 :“世居其北 ,遂食坚昆之地 ,实主崆峒之人。大为王公 ,小为侯伯。其精

薄日月 ,其动破山川。厥后东迁 ,复为鲜卑之右。”② 所谓“鲜卑之右”,鲜卑即喻指契丹 ,右有

尊、上、长之意 ,是说其家世尊贵。接下来还叙述了李楷洛本人在则天朝至玄宗朝 ,先后为朝廷

征服“两蕃”和镇守幽、营二州的功绩。又据《新唐书》记载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 ,本契

丹酋长 ,武后时入朝 ,累官左羽林大将军 ,封蓟国公”。③ 这些都说明李楷洛的归附也像李括莫

离一样 ,是武则天征伐契丹残部过程中实施招抚策略的主要成果。李楷洛受招降的时间 ,即久

视年间 (700 年 5 月 —701 年 1 月) ,两篇神道碑的记录都说久视年间是楷洛入朝的时间 ,故李

楷洛的归附也必是契丹降将李楷固征伐契丹余部的直接结果。因此 ,李楷洛与李括莫离之间

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渊源联系 ,只是因为史料的匮乏而无法得其详。又据颜真卿撰《李光弼神道

碑》记载 :“天后万岁中 ,大将军燕国公武楷固 ,为国大将 ,威震北陲 ,有女曰今韩国太夫人。”④

武揩固即李楷固 ,在则天朝因功赐姓武氏 ,其女“韩国太夫人”即李光弼之母 ;则李楷洛的归附 ,

确与李 (武)楷固有着密切联系。李楷洛与李括莫离均属纥便部大贺氏王族成员 ,柳城正是太

宗至则天朝前期弹汗州所在。那么 ,从李括莫离和李楷洛的相继归附 ,不仅可以看出唐朝对契

丹王族的分化瓦解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还昭示出纥便部弹汗州起码有大批人口在战后并未回

归本土部落。

纥便部弹汗州在玄宗朝更名为归化郡归顺州 ,就值得深思。贞观二十二年 (648) ,始置弹汗

州 ,主要安置契丹王族大贺氏部落 ,寄治营州城下 ;至玄宗开元四年 (716) ,更名归顺州时 ,已内迁

幽州境内 ,再增号为“归化郡”⑤ 时 ,已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内属部落集团。那么 ,发生这种演变的

具体内涵是什么 ? 结合文献记载并加以分析 ,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两唐书《契丹传》明确记载 ,自纥便部设置弹汗州后 ,李括莫离在则天朝以窟哥裔孙身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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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 342。

《新唐书》卷 136《李光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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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 422 ,杨炎撰《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任命为弹汗州刺史 ,万岁通天二年 (797)又加封归顺郡王 ,这是一个明显高于无极县男的爵位。

这种现象 ,既表明战后的弹汗州重新“归顺”朝廷 ,也或有重新扶植傀儡的寓意。同时 ,杨炎撰

写的碑铭中将楷洛“入朝”视为唐朝与契丹关系发展中的大事 ,认为“其来也 ,戎羯生忧 ;其至

也 ,幽燕罢警”, ① 即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转折 , ② 标志着契丹弹汗州部落主体力量的归

降。故玄宗朝将弹汗州易名为归顺州 ,首先与则天朝授予其家族成员“归顺郡王”的爵号有关 ;

其次是纥便部弹汗州已经成为唐朝直辖的入内羁縻州 ,标志着纥便部大贺氏家族及其弹汗州

部落已经成为幽州管辖的入内侨置羁縻州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 ,契丹王族大贺氏家庭在李尽忠发动反唐战争之后 ,虽仍保持着对契丹部落

的最高统治权 ,但作为维护家族统治权的基础 ———纥便部弹汗州 ,已被唐朝成功地分离出来 ,

导致了契丹王族整体力量的分裂与削弱 ,其中以李括莫离和李楷洛为代表的一系 ,已经脱离本

部 ,成为帮助唐朝管理幽州境内契丹人口的政治代表。③ 他们也逐渐开始从部落贵族向官僚

地主转变 ,李光弼父子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这些大贺氏家族成员社会身份的变化 ,也是大贺

氏家族在部落内部社会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可突于发动反唐战争和胁迫王室的行为 ,也是

部落贵族集团内部重新整合与分化的时代产物。

据《新唐书》记载 ,开元四年 (716) ,首领失活率部落重新归附唐朝 ,因失活乃李尽忠从弟 ,

故仍赐姓李氏 ,加封松漠郡王。在失活统治时期部落社会发展比较平稳 ,但失活死 (开元五年)

后 ,大贺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已摇摇欲坠。先是娑固在位不足两年 ,即遭衙官可突于挟制而逃奔

营州 ,并在引领唐朝军队讨伐可突于的战争中阵亡。娑固的继承者为郁于 ,但部落大权已控制

在可突于手中 ;郁于的继承者吐于 ,也因受到挟制而于开元十三年 (725) 逃奔唐朝 ,受封辽阳

王、留“宿卫”;吐于从弟邵固成为继任者 ,在位不足五年 ,又被可突于所杀。从此大贺氏绝嗣 ,

可突于遂拥立屈列为新王 ,可突于和屈列被乙室活部首领过折杀死后 ,涅里又击杀过折并拥立

迪辇俎里为新王。屈列和迪辇俎里皆非大贺氏家族之人 , ④ 大贺氏家族从此退出契丹政治舞

台 ,遥辇氏家族取而代之。而可突于发动的反唐战争 ,表面看是否定大贺氏家族统治地位而引

发 ,其实乃是本土部落对于重新恢复的羁縻统治形式的否决与对抗。在可突于累次废置王位

的时候 ,唐朝只是采取“怀柔”态度 ,只要不将矛头直指朝廷 ,就会对新首领予以承认和封赏。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 ,唐朝与契丹部落贵族间的矛盾 ,并不在于大贺氏家族统治地位是否动

摇 ,而在于羁縻统治能否恢复到前期的局面。

在契丹部落组织结构中 ,衙官能够操纵王权 ,说明王族势力的衰微 ,大贺氏已经失去控制

王权的能力。这与纥便部弹汗州历史地位的演变存在着莫大的联系 ,故 8 世纪前期契丹社会

的历史变化 ,不仅是大贺氏衰落的标志 ,也是唐朝羁縻统治基本失效的直接体现。

综前所述 ,随着唐朝以羁縻为前提的分化、瓦解政策的实施 ,及由此而引起的契丹王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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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新唐书》卷 219《契丹传》。

《资治通鉴》卷 215 ,玄宗天宝五年 (746) 四月癸未条记载 ,立“契丹酋楷洛为恭仁王”。因上年九月 ,

契丹王李怀节等杀唐朝和亲公主 ,叛唐而去 ,故有是命。但契丹王李怀节已经是遥辇氏家族的契丹可汗 ,楷洛

只是契丹旧日王族成员 ,已经成为唐朝契丹“归化人”中的一员 ,扶立楷洛为王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分化和瓦

解契丹部落组织。

故又疑李楷洛与李括莫离应为一人 ,其区别仅在名字的不同译写。因为弹汗州更名“归顺州”,应与

“归顺郡王”爵号有关 ;再改名“归化郡”时 ,契丹部落已经“归化”唐朝。

杨炎 :《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



治的衰微 ,造成了“幽州契丹”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这是因为 :

第一 ,唐朝推行羁縻统治的结果 ,最终形成众多的入内侨置羁縻州在幽州地区的集中分

布 ,这既包括了原本存在的以降附人口构成的入内侨置羁縻州 ,也包括了部分由契丹本土部落

发展、演变而来的新的入内侨置羁縻州。这些新的入内侨置羁縻州的出现 ,是以契丹本土王族

部落统治的削弱为代价 ;而契丹本土部落大贺氏家族统治的覆灭 ,标志着唐朝幽州契丹集团的

基本形成。前述统计资料已经表明 ,唐朝天宝年间 ,居住于幽州地区的契丹人户已经有 4600

余户、2 万余口 ,从而形成“幽州契丹”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人文现象 ,而且自唐朝中晚期开

始 ,有许多契丹人的籍贯已经从部落改为唐朝的州县 ,如李光弼被称为“营州柳城人”,孙孝哲

“家居于范阳”, ① 李怀仙世代服事契丹并与契丹人一起降唐 ,也被称为“柳城胡人”。②

第二 ,“幽州契丹”的客观存在 ,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现象 ,还包容了大量的其他民族人口

并共同凝结成地缘关系至为明显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也是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发展、演变的直

接结果。在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既有契丹人流离失所、沦落为奴的事实 ,也有其他民族人

口不断融合的具体现象。如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发现的唐天德军将领王逆修墓志

铭记载 ,长庆三年 (821)王逆修“放家人从良”的奴婢中 ,就有一名契丹女婢 ,“番名信的铃 ,汉名

春燕 ,年十四。乞姓王 ,行第十五娘 ,于贾氏夫人为女”。③ 还有契丹人李猪儿 ,幼年沦落营州 ,

被安禄山施以宫刑 ,畜养为奴。④ 信的铃及李猪儿的遭遇可以显现部分契丹人的历史状况。

1952 年 11 月 ,考古工作者在北京陶然亭西发现“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说明

唐朝中晚期的契丹侨置羁縻州已不是以纯粹契丹人口所构成 ,而是逐渐包括了其他各民族人

口在内 ,大量的汉族、奚族和其他“诸胡”人口被不断融入契丹人社会。这些现实表明 :“幽州契

丹”已经逐渐融入以幽州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社会生活 , ⑤ 并以有别于本土部落的面貌而在北

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 ,集中分布于幽州地区的契丹人口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其

中既有领兵平叛、再造皇室的鼎鼎功臣 ,也有投身叛乱成为著名将领和藩镇巨帅的历史人物 ,

前者如李光弼 ,后者如孙孝哲、李献诚、张孝忠和王武俊等 ,从而掀起了幽州契丹人作用于中原

的首次高峰时刻。然后是以五代时期普遍存在后唐至北宋时期的“契丹银鞍直”(或契丹直)而

名噪中原 ,其中 ,以后唐幽州管内组建的“契丹银鞍直”最为著名 ,它不仅是中原逐鹿的精良利

器 ,也是抵抗契丹入侵的有力工具 ,936 年被耶律德光无情地杀戮于潞州郊外。但“契丹银鞍

直”并没有被消除 ,941 年后在晋平定安重荣之乱的军事行动中 ,指挥使王重胤率领的“契丹

直”仍然是此次军事征讨的精锐。

〔本文责任编辑 　阿拉腾奥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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