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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封建制观点与民族文化共生现象的基本阐释
———关于契丹辽朝前期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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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契丹政权的早期特征和社会组织形式 ,由于史料的缺乏而无法探知 ,但是就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看 ,契丹与鲜卑、蒙

古的历史前后贯通、紧密相连 ,它们既具有一定的民族同源关系 ,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因素。尝试以游牧民族历史可以

相互勘验证明的基本特征 ,寻求其间所存在的共同特点或历史现象 ,澄清史实不清的具体问题 ,并阐释契丹辽朝前期的基

本特点与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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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interpretation of nomadic feudal vie wpoint and national cultural

symbiotic phenomenon

———Basic reflections on social characters in the early Qidan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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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ecause of t he shortag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can’t know about t he earlier characterist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Qidan. But f rom t he whole clues of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of Qidan Xianbei and

Mongolia , t heir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s have perforation and connection. They have some isogeny rela2
tionship ,at t he same time having some smriti element s. So ,in t his paper based on t he basical characters

in t he comparison of t he nomadic nation’ history , t he same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p henomenon are

found out and some concrete p roblems are solved. From t his we can expound t he basic feat ures and de2
velop ment t rait in Qidan earli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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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所谓“游牧封建制度”,是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

佐夫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 ,他认为蒙古人氏族社

会的一些既有习俗 ,促成了游牧封建制度因素的发

生 [ 1 ] ,譬如属部、属民 (即奴仆) 及贵族制度 ,本源生

于氏族大家族即“斡孛黑”,并形成了崇高的汗权 ;以

战士资格为氏族首领服役的自由人即“那可儿”(汉

译“伴当”,本义“朋友”) ,既是首领的战士、也是亲

兵。由亲兵组建的“土儿合兀惕”即屯营护卫军 ,是

以誓约形式与主人缔结关系 ,由主人供应必要的武

器装备并庇护与赡养他们 ,他们也从本氏族分离出

来、成为与主人家庭共同生活的新成员。

那可儿制度标志着氏族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瓦解

和对平民的奴役。

与此同时 ,“家臣制”也逐渐兴盛。所谓“家臣

制”,即那些也能拥有那可儿或部下资格的人 ,主动

地认汗的权力 ,加强与汗的人身依附关系 ;与之伴生

而来的是帐殿即斡耳朵 (ordo) ,还有兀鲁思 ( ulus ,

封地) 、可卜温 ( kobegun ,兀鲁思的主人) 及正常的

分配形式――忽必 (xubi ,汉译“份子”) [1 ]53 - 192 ;由此

形成的制度、法律及财富分配方式 ,就构成了封建制



的社会基础[1 ]140 - 192 。

应该说 ,符氏的论述基本忠实历史的原貌 ,如宗

王别里古台 ,“幼从太祖掌从马 ,国法常以腹心 ,遇败

则牵从马 , ⋯⋯居处近太祖行在所 ”[2 ]2905 。在元太

祖的功臣集团中 ,能与别里古台齐名的当数木华黎

等。“会大雪 ,失牙帐所在 ,夜卧草泽中。木华黎与

博尔术张裘毡 , 立雪中 , 障蔽太祖 , 达旦竟不移

足”[2 ]2929 - 2930 。

这就是古代蒙古社会的“那可儿”阶层。成吉思

汗时代拥有“五投下”名望的兀鲁兀台五部 ,也是一

种绝对服从的臣属关系 [2 ]2962 。契丹人历史 ,上承鲜

卑而下启蒙古 ,它们的历史前后贯通 ,那么 ,是否可

以尝试民族历史可以相互勘验的特点 ,寻求其间存

在的共同特征或历史现象 ,以澄清具体的历史问题 ?

1 　北魏政权的早期结构

　　据《魏书》记载 ,拓跋珪时期许多习俗已植入政

治结构的组织管理程序。“南北犹置大人 ,对治二

部。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

统长领殿内之兵 ,直王宫 ;幢将员六人 ,主三郎卫士

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 ,外朝大人

无常员 ,主受诏命外使 ,出入禁中 ,国有大丧大礼皆

与参知 ,随所典焉”[3 ]2972 。

“王宫”即拓跋珪的帐殿 ;将统治区划分为南、北

二部 ,由二大人分对治 ;这种方式 ,或谓之“两翼制”,

前提条件是二大人须绝对臣属于皇族 ,另除帐殿之

官外 ,外朝大人则临时设置。这是北魏草创之际 ,

“事简职专”的基本状况。史载 ∶“初 ,帝欲法古纯

质 ,每于制定官号 ,多不依周汉旧名 ,或取诸身 ,或取

诸物 ,或以民事 ,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

凫鸭 ,取飞之迅疾 ;以伺察者为候官 ,谓之白鹭 ,取其

延颈 远 望。自 余 之 官 , 义 皆 类 此 , 咸 有 比

况”[3 ]2973 - 2974 。

这段记载仍能见到北魏初期职官设置的习俗因

袭之状 ,即使北魏之强盛 ,也有先人奠定的基础 ,如

卫操字德元 ,代人也。“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

等十数人 ,同来归国 ,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 ,于是晋

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 ,以为辅相 ,任以国事”[3 ]599 。

卫操北投的历史背景 ,是中原地区传统的世家

大族及文化重心已南移 ,留居北方的一些汉族人口 ,

在太祖拓跋珪创立政权之际 ,已经融入鲜卑部落社

会。如雁门人莫含 ,祖孙三代都为拓跋鲜卑政权的

发展付出了辛勤和努力。“后太祖欲广宫室 ,规度平

城四方数十里 ,将模邺、洛、长安之制 ,运材数百万

根。以[莫 ]题机巧 ,征令监之”[3 ]603 - 604 。

莫氏一家的贡献 ,可窥一斑。汉族臣僚还有燕

凤、许谦、张衮、崔玄伯、邓渊等[3 ]609 - 638 ,其职责除参

与谋议外 ,也能率军作战 ,并融入鲜卑贵族体系中。

鲜卑贵族长孙嵩 ,世代为拓跋鲜卑之南部大人 ,

当前秦灭代之际 ,长孙嵩投附刘库仁集团 ,及拓跋珪

复国后 ,仍为南部大人[3 ]643 。而世任北部大人的贺

狄干 ,因被姚苌政权时扣留于长安、逐渐熏陶汉人习

惯 ,“举止风流 ,有似儒者”,故北归后 ,被拓跋珪所

杀[3 ]685 - 686 。又如 ,长孙道生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

右 ,出入诏命[3 ]645 。“内侍左右”就是担任拓跋珪的

近身侍卫。又有长孙肥 ,“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 ,

肥常侍从 ,御侮左右 ,太祖深信仗之”[3 ]651 。在拓跋

珪失国、避难时期 ,长孙肥是“效节奉忠”的特殊人

物。穆崇 ,也是如此 ,其先世效节于神元、桓、穆之

时。“崇机捷便辟 ,少以盗窃为事。太祖之居独孤

部 ,崇常往来奉给 ,时人无及者”[3 ]661 。

说明拓跋珪时期鲜卑部落已形成一种特殊的社

会规例 ,即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有被拓跋珪“称

之曰仲兄”的奚牧[3 ]682 ,应是拓跋珪的家庭成员之

一。又有尉古真 ,代人也。“太祖之在贺兰部 ,贺染

干遣候引、乙突等诣行宫 ,将肆逆。古真知之 ,密以

驰告 ,候引等不敢发。染干疑古真泄其谋 ,乃执栲

之 ,以两车轴押其头 ,伤一目 ,不伏 ,乃免之”。(后太

祖征贺兰部 ,古真归太祖) [3 ]655 。

这些人与拓跋珪之关系 ,蕴蓄着一种深刻的内

涵。又有庾业延等事迹 ,亦可宣介。“庾业延 ,代人

也 ,后赐名岳。其父及兄和辰 ,世典畜牧。稍转中部

大人。昭成崩 ,氐寇内侮。事难之间 ,收敛畜产 ,富

拟国君。刘显谋逆 ,太祖外幸 ,和辰奉献明太后归太

祖 ,又得其资用。以和辰为内侍长。和辰分别公私

旧畜 ,颇不会旨 ,太祖由是恨之。岳独恭慎修谨 ,善

处危难之间 ,太祖喜之。与王建等俱为外朝大人 ,参

预军国”[3 ]684 。

李栗 ,雁门人也。昭成时 ,父祖入国。“少敏捷 ,

有才能 ,兼有将略。初随太祖幸贺兰部 ,在元从二十

一人中。太祖爱其艺能。时王业草创 ,爪牙心腹 ,多

任亲近 ,唯栗一介远寄 ,兼非戚旧 ,当世荣之”[3 ]686 。

刘潔 ,长乐信都人也。“祖父生 ,颇解卜筮。昭

成时 ,慕容氏来献女 ,为公主家臣 ,仍随入朝。赐以

妻 ,生子。父提 ,太祖时 ,官至乐陵太守 ,赐爵新都

男”[3 ]686 。奚斤 ,代人也 ,世典马牧。“父箪 ,有宠于

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騧骝’,一夜忽失 ,求之不

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 ,养于窟室。箪闻而

驰往取马 ,库仁以国甥恃宠 ,惭而逆击箪。箪捽其发

落 ,伤其一乳。及符坚使库仁与卫辰分领国部 ,箪

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2 卷 　



惧 ,将家窜于民间。库仁求之急 ,箪遂西奔卫辰。及

太祖灭卫辰 ,箪晚乃得归 ,故名位后于旧臣。斤机

敏 ,有识度。登国初 ,与长孙肥等俱统禁兵。后以斤

为侍郎 ,亲近左右”[3 ]697 。

他们本与拓跋珪家庭结下隶属关系 ,但从“分别

公、私旧畜”的记载看 ,他们也有自己的财产 ,但只

有"国君" (即汗)的畜产才是最多的。庾和辰担任内

侍长 (即统领护卫人员) ,刘潔为媵臣 (家庭佣仆) ,李

栗为汉族 ,但均为“太祖元从二十一”功臣 ,是心腹和

爪牙。故北魏政权前期的特点 ,就是王侯以下 ,皆立

典师 ,职比家丞 ,总统群隶[ 3 ]2974 。

职务类似于家丞的典师 ,就是负责私属人口的

总管 ,易言之 ,贵族之家普遍设立管理私有人口的职

能部门。所以 ,有的学者认为 ,两种经济形态的并

存 ,决定了北魏初年的政治制度的特殊形态 ,即胡汉

分治。对拓跋部及部分其他胡族的统治 ,还保留着

带有军事民主色彩的贵族政治 ,分设八国及南北部 ,

由八部大人 (八部帅)及酋豪统辖 ,自成体系 ,拓跋贵

族在北魏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4 ] 。

北魏的典师相当于契丹人头下制度中的头下

官 [ 5 ] ;北魏的经济、政治制度及贵族政治、部落结构

的八部格局等 ,都与契丹人存在着相似性 ,这是其共

同特征。

北魏、契丹与蒙古的初期阶段 ,都保留了一些共

同存在的文化现象 ;三者间基本经济形态大体相同 ,

文化属性也存在诸多的同一性。契丹的斡鲁朵制度

也与北魏及蒙古汗国存在着承上启下的密切关系 ;

不仅如此 ,也存在着一定的类同的现象 ,如阿保机

“二十一功臣”的职掌范围 ,基本覆盖了辽太祖时汗

国机构的各个角落 ; 他们的出身 , 既有部落贵

族[ 5 ]1219 - 1224和世代选授北府宰相的家族[5 ]1229 ,也有

部落庶民或其他部落 (或氏族) 的人士 ,以及辽太祖

的家庭成员 [5 ]1224 、养子[5 ] 8 与汉族属民、媵臣

等[ 5 ]1230 - 1233 。这与北魏太祖“元从二十一人”,是否

存在着传统的或文化的联系呢 ? 两者相比 ,类同之

迹昭彰 !

但是 ,历史的类同却并未因此而止步。如将辽

太祖、北魏太祖之事迹与元太祖进行对比 ,类同的范

围不断扩大 ,揭示其间存在的非常难得的共生现象。

2 　蒙古汗国与契丹人的共生现象

　　关于元太祖时期“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功臣集

团 ,据《元史》记载 :

札八兒火者 ,赛夷人。⋯⋯太祖与克烈汪罕有

隙。一夕 ,汪罕潜兵来 ,仓卒不为备 ,众军大溃。太

祖遽引去 ,从行者仅十九人 ,札八兒与焉。至班朱尼

河 ,餱粮俱尽 ,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 ,诸王

哈札兒射之 ,殪。遂刳革为釜 ,出火于石 ,汲河水煮

而啖之。太祖举手仰天而誓曰 :“使我克定大业 ,当

与诸人同甘苦 ,苟渝此言 ,有如河水”。将士莫不感

泣[2 ]2960 。

在危难之际 ,面对 19 位随从、向天盟誓 ,而产生

的“同饮班朱尼河水”事件 ,对于铁木真的追随者而

言 ,当然都是忠心耿耿的功臣。主要有 :镇海 ,怯烈

台氏。“初以军伍长从太祖同饮班朱尼河水。与诸

王百官大会兀难河 , 上太祖尊号曰成吉思皇

帝”[2 ]2963 - 2964 。哈散纳 ,怯烈亦氏。“太祖时 ,从征王

罕有功 ,命同饮班朱尼河之水 ,且曰 :与我共饮此水

者 ,世为我用”[2 ]3016 ,阿术鲁 ,蒙古氏。太祖时 ,命同

饮班朱尼河之水 ,护驾亲征有功。绍古兒 ,麦里吉台

氏。“事太祖 , 命同饮班朱尼河之水 , 扈从亲

征”[2 ]3024 - 3025 。

但据史料记载 ,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功臣似乎也

是二十一人 ,如 :

哈喇哈孙 ,斡喇纳兒氏。曾祖启昔礼 ,始事王可

汗脱斡璘。王可汗与太祖约为兄弟 ,及太祖得众 ,阴

忌之 ,谋害太祖。启昔礼潜以其谋来告 ,太祖乃与二

十余人一夕遁去 ,诸部闻者多归之 ,还攻灭王可汗 ,

并其众。擢启昔礼为千户 ,赐号答剌罕[2 ]3291 。

速不台 ,蒙古兀良合人。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 ,

遇敦必乃皇帝 ,因相接纳 , ⋯⋯太祖在班朱尼河时 ,

哈班尝驱群羊以进 ,遇盗 ,被执。忽鲁浑与速不台继

至 ,以枪刺之 ,人马皆倒 ,余党逸去 ,遂免父难 ,羊得

达于行在所[2 ]2975 。

论者一般以为同饮班朱尼河水者仅 19 人 ,而忽

略了启昔礼、哈班的记载。史料中的“二十余人”,应

该包括他们在内、也属于功臣集团之列。如此 ,元太

祖之功臣集团与北魏太祖、辽太祖相比 ,岂非又属类

同 ? 这些类同现象 ,并非简单的攀龙附凤的结果 ,它

是一种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中存在的“共生”现象。北

魏时期的内容 ,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 ;契丹辽朝的内

容 ,虽有部分描述 ,也未达到完整的程度 ,从而造成

至今学界争讼不已的悬疑。北魏的“观渔”[3 ]36 - 38 ,

在契丹辽朝的“捺钵”生活中有反映 ,元朝又将“捺

钵”加以演变 ;其中包含的意义 ,就是传承与发展的

轨迹。北魏的“宗主督护制”,与辽朝的“头下州”及

蒙元朝的“怯邻口”制度相比较 ,其中传与承关系、源

与流线索极为清楚。《南齐书》关于鲜卑“比德真”等

的记载[ 6 ]985 ,与元朝“探马赤”的描述 ,两相对照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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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意趣 ,可以在观念上解决历史研究的诸多问题。

3 　民族史研究中相互勘验功能的基本条件

鲜卑、契丹与蒙古存在着民族史迹的同源关系 ,

自南北朝以来 ,契丹与室韦被视为“同种同宗”、其区

别就在于不同的驻牧区即地理差异 :“在南者曰契

丹 ,在北者曰室韦 ”[3 ]2221 。

蒙古与室韦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故鲜卑、契

丹与蒙古之间 ,民族渊源与文化传承的相同、相通或

接近 ,决定其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亮相表演 ,都必定会

表现出文化传统上一脉相承的特点 ,并在政权属性、

机构设置方面也呈现出一定的“类同”或“共生”现

象。这就为研究其社会面貌和性质提供了可以比较

的条件。

现今学界已经肯定了蒙古元朝政权的封建制特

点[ 7 ] ,而对北魏及契丹政权的认识 ,还存在很大的争

议。尤其契丹辽朝政权属性的争议 ,依然停留在奴

隶制还是封建制的探讨上。它们在学界所遭遇的不

同认识态度与评价标准 ,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回顾

以往 ,学界对影响久远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 ,所谓“东方封建社会”

的基本模式或框架 ,是否也包含北方游牧民族的发

展 ,也未作出明确的解释。自国内涌现出新的理论

和思维方式 ,如“中华多元一体格局”[9 ] 、“考古学文

化区系类型说”[ 10 ] ,并对古代国家起源及其阶段性

发展作出理论的划分[11 ]132 - 134 ,彻底否定文明或文

化起源的一元论观点 ,将文明起源的探讨建立在"多

元" (即多中心汇合) 的认识基础上。著名考古学家

苏秉琦认为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发展存在着“三部

曲”和“三类型”,即古国、方国和帝国构成的三个基

本发展时段 ,以及首先发展于北方地区的古国、方国

阶段即古代国家起源的原生型、成长于中原地区的

秦、汉帝国是在古国、方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次生

型、作为中原帝国解体后出现的北魏、辽朝及满清等

则是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续生型 [11 ] 。苏先生对北方

游牧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 ,并未作出明显的区分。

目前学界已经注重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12 ] 。

但游牧民族国家的起源 ,与农耕民族国家起源的时

代可能部尽相同、内容与含义存在差异 ,关于游牧社

会封建制度的研究就不能套取成规。契丹辽朝会性

质的评判 ,也是如此。

4 　结 　语

综如上述 ,契丹辽朝前期政权的性质 ,是以其故

有的政治、经济形态为基础 ,虽然史料体系缺乏完整

的描述 ,但人类社会在任何时期或地区 ,奴隶的存在

都是一个未被消除的社会现象 ,据契丹文字的研究

成果 ,契丹大臣自称“奴才”[12 ] ,这是北方民族政权

存在的共性特征。契丹政权的民族特色 ,是判断社

会发展的基点 ,属于古史发展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单

元。契丹辽朝的前期已经具备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特

点 ,即古老的“伴当制”、“家臣制”、“亲兵制”及其平

均分配原则等。也正因如此 ,才加快了契丹辽朝中

期南、北制度相互包容的“兼制”体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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