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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葛   净 Zhu    Gejing

中图分类号     TU-09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2009）07-0143-05

摘  要  辽有五京之设。此五京的建立历时约一百年方始完备。该文通过

对五京逐步建立的社会背景及其地理位置与四季捺钵地点关系的分析，

指出这些京城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有分

工、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京城体系。同时也揭示了五京建立过程及五

京体系中各京城相互关系的变化与辽之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

密切关系。

关键词   京城体系 捺钵 辽 契丹 上京 中京

Abstract    There were fi ve capitals in Liao Dynasty. It took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to set-up these five capitals. By analyzing the social 
condition when the capitals were founded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te of capitals and that of Nabo, we argue that these 
five capitals formed a network—a capital system，in which they 
depended on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We also reveal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system setting-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Liao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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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京的建立

辽有五京（图1），自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至辽兴宗重熙

十三年（1044年），历一百年方始完备，这一过程与辽之政治体制

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契丹本族，追逐水草，四时游牧，不需要固定的城池居室，筑

城一事来源于汉文化的影响。分设不同的首府（京）以管辖不同的

地域，则是从辽太宗 始的政策。

太宗时发生的 重大事件当属石晋割献燕云十六州，这使得契

丹控制下的民族与经济成份都前所未有的复杂，人口数量也骤然增

多，已不可能用惯有的移民方式来加以统治。因此，太宗在接纳了

燕云十六州之时，也同时接纳了唐的地方行政区划方式，以京城辖

图1 辽五京分布图（以谭其骧.辽、北宁时期全图.为底图制作，见谭其

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51-52.)

图2 辽四季捺钵地统计图（图中竖

轴表示捺钵次数，横轴为捺钵

地点。根据《辽史》相关记载

整理统计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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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主要地点

夏捺钵主要地点

秋山主要地点

冬捺钵主要地点

第一组（>=16）

鸭 子 河 （ 混 同 江 ） 、 鸳 鸯

泺，鱼儿泺

炭山，永安山

秋山，藕丝淀，黑岭*

中京，藕丝淀

第二组（>=8，<16）

春水，春州，南京，潢河

散水原*，木叶山，南京，沿柳湖*，拖

古烈*，祖陵，庆陵，纳葛泺*

庆陵，南京，平地松林，赤山，沙岭*，

南京，中会川*，木叶山

第三组（>=4，<8）

长泺，土河，东幸，长春宫，延芳淀，瑞鹿原*，

干陵，长春河*，大鱼泺*，山榆淀*

凉陉，上京，频跸淀*，怀陵，特礼岭？

木叶山，怀陵，上京，怀州，中京，祖陵

干陵，上京，太祖庙，西京，显州，辽河

军、府、州、城，“冠以节度，承以观

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

大略采用唐制。” ①并将之正式推广到契

丹本土。分别以上京（太祖时之皇都）、

南京（唐之幽州）和东京（渤海辽阳故

城）作为契丹本土、长城以南汉地以及原

渤海国的首府。

终，太宗所调整的政治体制奠定

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

元原则。大抵说来，中央有北面朝官与南

面朝官；地方上北面管理游牧人口，王族

（包括遥辇、国舅及渤海王族）分宫帐，

一般则分部族，大部族如奚六部，以大王

领之，通常则是节度使分领，下有石烈，

类似于汉之县；南面农业人口则分为几京

道，京有京官，管理地方事务的为留守

司、都总管府，所领之州以节度使领之，

下分刺史、县令。对照起来看，游牧人口

的分部族与农业人口的分三京道在管理模

式上又是一致的。

换言之，太宗一方面将中原的地方行

政管理方式推广至契丹地区，另一方面将

契丹建国初期太祖所实行的将部族分而统

之的策略应用在农业人口中。因而太宗时

三京的设立应该说是对变化了的社会经济

状况在政权组织层面上的一种响应，也是

整个中枢机构重组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至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为

防御西夏，升云州（即大同）为西京。该

年四月，党项等部与山西部族节度使屈列

五部叛入西夏，九月以皇太弟重元、北

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兵西征，十一月班

师。当月即改云州为西京③。西京所设边

防官诸司皆为控制西夏。④由此也可看出

此京城设置在军事上的含义。

而先前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

附注：

1） 关于捺钵地点，傅乐焕先生在其《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有详细论述，大意为：①捕鹅于春水，钩鱼于混同江，春水之地主要为长春

州之鱼儿泺，即今之月亮泡；有时也指鸳鸯泺；②秋山则为庆州西地诸山总称；③冬季所住，包括中会川、藕丝淀、木叶山均为广平淀一带。11 

2） 地名后带*的表示不清楚该地点确切的对应于现在的什么地方。

3） 每一代皇帝除了会去传统的捺钵渔猎地之外，都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定区域，所以有很多地点是只有某一个皇帝临幸过一次的，这些地点

未列于此表中。

表1  捺钵地点统计表（太祖至天祚皇帝）

图3a 捺钵地与各京城位置关系图-春(以谭其骧.辽、北宁时期全图.为底

图，根据表1统计数据制作)

图3b 捺钵地与各京城位置关系-夏（以谭其骧.辽、北宋时期全图.为底

图，根据表1统计数据制作)

图3c 捺钵地与各京城位置关系图-秋（以谭其骧.辽、北宋时期全图.底

图，根据表1统计数据制作）

图3d  捺钵地与各京城位置关系图-冬（以谭其骧.辽、北宋时期全图.为底

图，根据表1统计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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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主要地点

夏捺钵主要地点

秋山主要地点

冬捺钵主要地点

第一组（>=4，<8）

南京

祖陵，木叶山，南京，凉陉，沿柳湖，频跸淀

木叶山，南京

第二组（>=2，<4）

观灯，袅潭，新城

燕子城，潢河，太祖庙，袅潭，怀陵

上京，秋山，木叶山，东幸，太祖庙，南京，平地松林，赤山，黑山，云州

上京，黑山平淀，太祖庙，太祖行宫，金川

春水主要地点

夏捺钵主要地点

秋山主要地点

冬捺钵主要地点

第一组（>=16）

鸭子河（混同江）、鸳鸯泺，

鱼儿泺

永安山

秋山，藕丝淀，黑岭

中京，藕丝淀

第二组（>=8，<16）

春水，春州

散水原，拖罟烈，庆陵，纳葛泺

庆陵，南京，平地松林，沙岭

中会川，南京

第三组（>=4，<8）

山榆淀，南京，长春河，延芳淀，瑞鹿原，

大鱼泺，长春宫，干陵

缅山，赤勒岭，特礼岭

赤山，怀陵，木叶山，中京

干陵，木叶山，西京，显州，辽河

年）中京的建设则是一件更引人注意的事件。尤其

是建造的时间与城市的形制，“（统和）二十五年

（1007年）春正月，建中京。”⑤“择良工于燕、

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

庑，拟神都之制。”⑥ 

一方面，中京地区本为奚人的传统居住地，中京

所在地本身也是奚王的牙帐地。圣宗时奚人地区被彻

底纳入辽王朝的控制之下。中京的营建显然使契丹在

该地有了一个重要的据点。

另一方面，中京营建的前三年，即1004年（辽

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宋

使1008年至辽即在中京被接见。澶渊之盟之后直到辽

被金灭，辽宋之间一直维持了南北对峙的局面，陈述

先生将此期情形总结为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南北竞

争。⑦这种竞争的结果客观而言，正如《剑桥辽西夏金

元史》所指出的，也是一个将中国周边地区纳入中国

的政治文化规范的过程。这个规范，也包括了都城的

形制：中京的总体布局不仅表现出汴梁的影响，同时

也可看到长安的痕迹。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为与中原

地区的统一政权宋朝廷抗衡，契丹国需要一个能与宋

汴梁相比的都城。由此中京也成为显示契丹国力的一

种象征。

2 五京体系

2.1 五京与捺钵地

在逐步设置诸京的同时，契丹依然保持着“春

水秋山，冬夏捺钵”的习惯。捺钵期间，朝廷的主要

官员均与皇帝同行，并在冬夏两季在住坐地商议国家

大事⑧。 真正的中央政府随皇帝宫帐的转移而转移，

因而虽有京城之设，政治中枢并不固定在京城中。捺

钵地中冬季的所在地尤为重要。辽帝接见宋使者多半

在冬季捺钵地。⑨道宗寿隆三年（1097年）曾下诏：

“每冬驻跸之所，宰相以下构宅，毋役其民。”⑩这也

说明在冬季的住坐地点，政府高级官员都是建有住宅

表2  捺钵地点统计表，圣宗前

表3  捺钵地点统计表，圣宗后

图4  辽圣宗前后捺钵地统计图（图中竖轴表示捺钵次数，横轴为捺钵地点。根据

《辽史》相关记载整理统计制作）

a 春水—圣宗前

b 春水—圣宗后

C 夏捺钵—圣宗前

d 夏捺钵—圣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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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设置五京的意义何在？仅仅是

作为农业地区的首府吗？“五京”与“捺

钵”仅仅是代表“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

汉人”的二元制原则的，两个互不相干的

平行体系吗？在仔细分析历代辽帝的四时

驻跸地点之后，我们发现，在契丹国家的

政治生活中，捺钵地与京城深深地契合在

一起。

根据《辽史•本纪》所记载的辽帝捺

钵地点和次数所作的统计图表看（表1，

图2），辽的历代皇帝的捺钵地点相对来

说比较集中于某几处。

首先，大部分的捺钵地点都围绕在上

京周围；其次，第一组出现频率 高的地

点基本属于传统的巡幸捺钵地点，因此我

们比较关注第二第三组地点的分布规律，

尤其是冬夏两季，从图3中可以看到，夏

季的地点还是比较集中于上京附近，南京

是独立成组的，而冬季的地点相对要均

一些，分布在上京、中京、南京、西京及

东京附近，并以上京和中京 为频繁，南

京次之（图3）。

由于澶渊之盟后，北方的契丹政权与

南方的中原政权之间由和战不定到维持了

将近一百年的和平时期，中京的建设又使

辽国内城市体系有相应的变化，因而在辽

的历史上，圣宗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

转折期。因此又以圣宗朝为分界，前后期

分别作统计（图4）。结果发现，首先，

圣宗前之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

宗五朝（916年~982年，共67年）的捺

钵地点与后期（982年~1125年，共143

年）比较总的数量较少，巡幸的绝对次数

也大大少于后期（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后一

时期延续时间较长，但前后期捺钵次数的

比例也仍大于延续时间不同所造成的差

异）；其次，前期春夏秋冬无论哪一季，

除了皇都上京附近外，南京始终占据了显

图4  辽圣宗前后捺钵地统计图（图中竖轴表示捺钵次数，横轴为捺钵地点。根据

《辽史》相关记载整理统计制作）

e 秋山—圣宗前

f 秋山—圣宗后

g 冬捺钵—圣宗前

h 冬捺钵—圣宗后

要的位置，而到后期，南京的地位有所削弱，特别是夏

季的地点中，已无南京，但在秋冬季，依然形成中京、

上京和南京三个中心区域，突出的是中京地位的凸显

（表2~3）。

由此可知，在政权的运作过程中，传统的捺钵地点

与京城契合在一起，尤其是在冬季重要的议事季节，京

城显示出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契丹国

以游牧为主体的政治结构中，京城不可能成为中原都城

意义上的政治中心，但却在对农业人口的管理中，在体

制上提供了支撑。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可发现多个京

城的设置也正是与契丹这种中央政府随皇帝宫帐四时捺

钵地的转移而转移的状况相适应的。

因而尽管辽政权以二元制为原则，但这种二元分

立并非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体系的并列。“捺钵”与“五

京”成为两个相辅相成的体系，游牧和农业这两种性质

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以及相关的人口以这样的方式

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中。

2.2 京城体系

由前文之分析同时也可看出，五京固然都有政治、

经济与文化中心的涵义， 12但地位与职能并不相同。诚

如《辽史•百官志》所言：“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

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

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13这也需要分为

两个阶段来讨论。14

从会同元年（938年）到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

的七十年间，辽国境内是三京并峙的局面。其中上京作

为契丹的老家，太祖的发祥之地，有木叶山和祖陵，其

在精神上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以后辽各代皇帝的

陵墓也都在上京附近，因而上京同时也是契丹国的政治

首都，太宗虽将其名称改为上京，但其皇都的地位并未

改变。

南京和东京分别治理着燕山以南之汉地以及原渤海

国的移民。与上京一起，各具职责，分工明确，又通过

辽帝的捺钵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京城

体系。

圣宗后中京和西京的营建和设立首先

当然是对太宗时三京体系的补充与完善，

同时中京地位的突显也表明了这一时期京

城体系的调整。

中京建造的意义。一方面标志着对奚

地统治的确立并与中原的都城相比拟，同

时中京在圣宗以后冬季捺钵地中的重要性

也进一步表明它的地位实际上已类似于皇

都上京。但这又不同于迁都。由于辽的政

权运作方式的特殊性（如前所述），辽的

京城与汉地的都城所起的作用、承担的职

能并不能相提并论，汉地都城这种政治文

化经济中心在某一地点的绝对集中对辽国

来说是不存在的。反之，这样的职能被一

系列的各有所长的中心所代替，而朝廷也

跟随辽帝的宫帐而移动。中京应该说是圣

宗在辽国腹地建立的另一个中心。对中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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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并不等同于将上京下降到其余两京的

辅助性地位。上京作为契丹的根本之地，其

象征意义与凝聚力都不可取代。确切的说辽

后期的京城是以中京与上京为首，以南京、

东京、西京三京为辅的体系。西京的建立无

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对南京和东京的

一个补充，同时在经济上也成为与南京类似

的税收来源。

那么，圣宗又为什么要在上京之外再

设一个都城呢？

中京所在地是契丹境内从事农业活

动自然条件 好的区域。中京的建设与随

之而来的州县设置以及农业人口的移入，

加速了该地区的全面 发，使之成为辽本

土内 重要的经济地区，故此与南京一样

“多财赋官”。中京的建立表征了宋辽签

订盟约之后的长期的和平年月中，辽的国

务重心从军事活动向经济活动的转移。如

果说上京是契丹的政治之都的话，那么，

中京便是契丹的经济之都了。

在这个京城体系之中，地位仅次于上

京与中京的是南京。

首先，在军事政治中南京是对宋防御

的中心。尤其是圣宗之前，辽宋之间尚处

于战争状态，南京在地理上的边防位置尤

显重要14 。

从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石晋割燕

云十六州，到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

年）订下澶渊之盟，辽和其南方的政权之

间战争不断，初期以辽的进攻为主，如太

宗的灭晋，而继任的世宗、穆宗与景宗，

或无意，或无力，对疆界以南的中原土地

并不发生兴趣，南北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

由于中原政权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引起

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南京都是重要

的前沿据点。这也是前期诸帝频频临幸南

京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南京则是农业

经济高度发达的燕云地区的首府，是辽

朝廷的税收来源。《辽史》卷59《食

货志》言：“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

绢……”15 相比之下，东京并不对国家的

经济收入做出决定性贡献，略言加赋，便

引起了动乱16。从官职的设置中也能看出

其中的差别。上京设盐铁使司，东京设户

部使司，而南京则不仅有三司使司，还有

转运使司。

总而言之，辽在一百年间陆续设置京

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前三京并

立；重熙十三年（1044年）以后五京共

存。前一阶段中，上京具有 高的地位，

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契丹的精神中心；南

京与东京则分治汉地与渤海故地，其中南

京因应着辽宋局势及其所处地区发达的农

业经济，又有着重要的军事与经济地位。

后一阶段，随着辽之国家建设中心的

转移，中京成为五京中 重要的都城，不

仅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也与南京一

起成为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京作为契

丹发祥之地，仍保持了精神上的象征地

位。新设之西京则担负着防御西夏的军

事重任，同时也为辽政权提供重要的经

济支撑。因而辽之数座京城形成一个分

工不同又相互关联的京城体系。这一京

城体系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也与国家政治

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作为辽之

二元分化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辽之京城

体系又与捺钵制度互相呼应，将农业和游

牧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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