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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主体居民先进文化、经济的影响 ,以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 ,河朔少

数族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 ,甚至基层社会组织也与汉人趋同 ,部落组织在他

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 ,趋于消失。所谓“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

中 ,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 ,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战的需要 ,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

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 ,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 ,

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 ,也不能使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 ,或者改变移民融入

汉人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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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陈寅恪先生论述河朔问题时 ,指出由于少数族的不断迁入河朔地区 ,使当地汉人

社会深受影响 ,遂成为胡化区域。① 后来又从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推测 ,“河北士族由胡族之侵

入 ,失其累世之根据地”。② 揭示了移民不仅使河北社会风尚发生变化 ,而且使河北旧有的社

会势力发生变化 ,进一步论证了移民对河朔汉人社会的影响。此后 ,对河朔移民的研究主要停

留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胡化”或“河朔胡化”的争论。这方面我国学者首先将“化”或“胡化”

内涵理解为是从物质文化至精神文化层面的接受 ,以此来肯定或否定“胡化”或“河朔胡化”。③

国外学者具有代表性的是崔瑞德对“河朔胡化”提出的质疑。④ 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挥陈寅恪

的论述 ,或以为少数族兵团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 ,或以河朔藩帅的世袭证明河朔割据具有少

数族社会特点。⑤ 这些论述是否正确 ,姑且不论 ,但是长期以来对河朔移民在新居地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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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缺乏深入具体的探讨则是事实。因此 ,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少数族移民对河朔汉人社

会、唐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或是发挥陈寅恪的论述都显得苍白无力 ,模糊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

的正确认识与理解。本文试图从探讨少数族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移民与地域社会关

系入手 ,以期对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有明确的认识。

一、唐前期幽州的塞外移民与河朔居民结构的变化

唐建国以后 ,随着周边民族关系的变化 ,新的塞外民族开始向幽州、营州地区迁徙。唐初

就有突厥人在幽州当兵 ,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时 ,曾派人至幽州召募突厥兵三百纳于宫

中。① 武德六年 (622) ,唐令以粟末靺鞨建立的燕州自营州南迁 ,寄治幽州城内。贞观四年

(630)东突厥灭亡之后 ,以其部落置顺、化、祐、长四州都督于幽、灵之境 ,安置突厥降户 ,贞观六

年顺州侨治营州。贞观十年 ,唐又在营州置瑞州 ,安置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贞观二十一年以

后 ,唐以主动归降 ,或战败归降的东北民族 ,在营州境内普遍设立羁縻州安置内附部族。武则

天万岁通天元年 (696)契丹酋长李尽忠、孙万荣反叛 ,攻陷营州 ,营州都督府管下诸羁縻州部落

被迫迁徙 ,分别被安置于幽州及黄河以南的徐、宋、淄、青等州。神龙初年 (705) ,在河南的十羁

縻州 ,“乃使北还 ,二年皆隶幽州都督府”。② 据史书记载 ,从武德至开元年间幽州境内置羁縻

州共十九。其中突厥州二 ,顺州、瑞州 ;奚州三 ,崇州、鲜州、归义州 ;契丹州九 ,玄州、威州、昌

州、师州、带州、归顺州、沃州、信州、青山州 ;靺鞨州四 ,燕州、慎州、夷宾州、黎州 ;降胡州一 ,凛

州。③ 据《旧唐书 ·地理志二》记载 ,十九州共计 10 ,028 户 ,44 ,299 口。又据《新唐书 ·地理志

七下》记载 ,归义州总章年间本以新罗户置 ,后废。开元二十年 (732) ,奚酋李诗顼高帅五千余

帐来降 ,充归义州都督 ,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④ 这五千余帐《旧唐书 ·地理志》并未将之计算

在内 ,十九州移民可考户数当有 15 ,000 余户。

上述是以羁縻府州形式安置于幽州的归降各族。开元十四年 ,奚族首领鲁苏逃入榆关 ,随

其内迁的部落被安置在幽州界内。⑤ 开元年间奚族乙失活部酋长张谧“提众纳款”, ⑥从其子张

孝忠天宝末供职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来看 ,该部安置于幽州境内。《旧唐书 ·地理志》记置室

韦部落的师州仅 300 余户 ,然天宝十四年 (726)安禄山举幽州十五万众反唐 ,除所部兵 ,还有同

罗、奚、契丹、室韦等族军人。⑦ 幽州安置的契丹、奚族为数较多 ,若仅叛军中室韦仅限于师州 ,

其兵力数不足以大到与同罗、契丹、奚相提并论的地步。似乎安史乱前迁徙幽州的室韦族不限

于师州。因此 ,开、天时期移居幽州的塞外民族实际户数超过上述统计数字。

唐前期幽州的移民是范阳节度使的重要兵源 ,安史之乱中 ,胡族军士曾是叛军的精兵主

力。虽然安史的叛乱最终被平定 ,但幽州的移民并未返回塞外 ,又向幽州以南地区移居。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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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河北三镇藩帅的民族构成作出统计 ,几全为本地人及外族人 ,其中成德镇藩帅是以契丹族、

回鹘阿布思之族为主体。① 其实 ,内迁少数族移民不仅在藩帅层面上占有重要比例 ,而且河北

藩镇的将士、官吏普遍多为移民后裔。

以成德镇为例 ,军将种族来源复杂 ,数量众多。大将张怀实族属不明 ,夫人为天水赵氏 ,马

军都使、开府仪同三司文诺葛之子、马军使日林之妹。② 文诺葛一族虽讬名天水赵氏 ,实为内

徙民族。石神福 ,父何罗烛。神福生于雄武〔军〕,安史之乱漂泊至恒阳 ,在成德军掌征马事 , ③

他是安史乱中南下的昭武九姓军人。曹闰国“含州河曲人也”,即出自灵、夏南境的六胡州。闰

国早年从戎幽蓟 ,参加了叛乱 ,安史乱后他留在成德军下。闰国属昭武九姓 ,夫人石氏也是昭

武九姓。④ 李宝臣碑所记成德军将、官吏的姓名中 ,其中十八人为内徙民族。李宝臣五子外 ,

安都滔、康日知、康如珎、安忠实、何 □、何山泉、康日琮、曹敏之、史招福九人均属昭武九姓。王

武俊、张孝忠具见史传 ,分别为契丹、奚人。李阿布俱、李孤莫罗族属不明 ,但贞观时契丹首领

窟哥赐姓李氏 ,其曾孙祜莫离检校弹汗州刺史 ,归义郡王。⑤ 李孤莫罗与李祜莫离音相近 ,此

二人当为契丹族。碑阴文字已残阙 ,但可辨识共有七十九处是记成德军将、官吏的姓名 ,仅上

述能判定为出身内徙民族者几近四分之一。

安史叛乱初期 ,攻取河北战略重地往往留胡兵镇守。⑥ 至德元年 (756) ,安禄山发兵五万 ,

仅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⑦ 胡族军人在安史军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河北藩镇的武力是继

承了安史的遗产 ,安史乱后 ,其旧部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

卢龙节度使李怀仙“各拥劲卒数万”。⑧ 成德如此 ,其他各镇理应拥有一定数量胡族将士。

幽州是唐前期河朔地区归降内徙民族的聚集地 ,虽然《旧唐书 ·地理志二》中史臣言燕下

十七州东北蕃降胡在安史之乱后 ,“入据河朔 ,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但是唐后期的幽州境内仍

然有羁縻州存在。咸通十四年 (873) 的墓志上有归顺州司马结衔的官员。⑨ 归顺州又在房山

石经题记中多次出现 ,分别见于乾符三年 (876) 、六年 ,广明元年 (880) 的《巡礼碑》题记中。唐

后期的《巡礼题名碑阴》有顺州参军陈钊。�λυ 归顺州、顺州的存在 ,表明安史乱后不少的突厥、

奚族移民后裔仍留居幽州。

房山造石经活动往往是以地域为单位进行 ,幽州境内造石经团体题名显示当地已是蕃杂

居之地。昭武九姓是题记中常见的姓氏 ,如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刘师弘、何惟颇等领

衔造经 ,参加的当地官俗信众中有曹、何、史、康、安、米、石七姓。太和六年 (831)幽州罗城东门

百姓造经题记中的邑人、官吏姓名中有何、康、石、安、史六姓。太和七年 ,为尚书造经的幽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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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百姓当中 ,群牧使曹家义、妻米氏 ,是典型的昭武九姓家庭。《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呪经》碑

额与碑阴 ,所题开成三年 (838)蓟县西角大石经邑人姓名中有康、曹、史、石四姓。开成三年石

幢下造经社人中有何、石、康三姓。① 何、石、曹、史虽是汉人常见姓氏 ,但幽州置有降胡州 ,安

禄山、史思明二人即是来自营州的杂胡。两唐书安史传中 ,安史部将多昭武九姓。咸通八年所

建《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云 :“俗性史氏 ,涿郡范阳人也。爰祖及父 ,晦跡夷名。”②

因此题记中何、石、曹、史诸姓相当一部分应出自昭武九姓。另外 ,上引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

街西店造经人中有达干不籍 ;开成三年石幢下造经社人中有乌浚斯。契丹首领有达干只枕 , ③

达干不籍为契丹族人 ;乌氏出自乌洛侯 ,为室韦部之一 ,唐代乌氏诸将事迹多见于河北 , ④乌浚

斯当是其族类。太和六年由功德主、社官器仗散将陈建用主持的造经活动中 ,参加者捺剌、葛

剌掇、捺骨兰三人 , ⑤从其名讳来看当为少数族。

综上所述 ,唐前期移居幽州的少数族移民可考户数 15 ,000 余 ,实际户数过之。经过安史

之乱的变故 ,河北藩镇的建立 ,分布范围扩大 ,河朔地区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天宝时 ,

河北道 147 万余户 ,中晚唐虽有粟特人相继向河北地区迁徙 , ⑥但移民仍只能是河朔居民的一

小部分 ,汉人仍是主体居民 ,即移民仍然生活在以汉人为主体的文化、经济环境中。

二、自然环境与移民对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

唐前期东起河北道北部的营州、幽州 ,中经河东道、关内道的北部 ,西至陇右道的东部 ,均

有归降部族迁入。内徙民族当中 ,不管是东北民族 ,还是北方民族 ,他们主要从事游牧、狩猎生

产。当他们迁入唐境时 ,离开原来从事生产、生活的环境以后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新迁徙地

重新选择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移民选择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时候 ,自然环境的考虑在其

中起着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 ,在农耕区边缘地带 ,即适宜于畜牧的自然环境中 ,曾经以畜牧

为生的移民选择了他们熟悉的生产方式 ,发挥着他们擅长、娴熟的畜牧业生产技术。⑦ 而幽州

位于燕山以南 ,河北平原的北部 ,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 ,光照充足 ,年降雨量在 500 —1000 毫

米之间。平原内部地势平坦 ,土地深厚 ,易于垦耕 ;河流、湖泊分布众多 ,便于灌溉。战国秦汉

以来就是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十六国、北魏时虽曾有少数族移居其间 ,但至隋代 ,《隋书 ·

地理志》论及冀州、幽州二郡的经济状况时 ,无一字说及区域内的牧业 ,也无以牧业为主的州 ,

表明牧业经济并不占重要地位 ,同时也表明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宜大规模从事牧业生产。

幽州是唐前期河北道北部地区重要的农耕区 ,迁居这里的移民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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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突厥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奚、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以游牧、狩猎为主 ,只是两种经

济所占比重略有不同 ,但他们在东北原居地还使用坡地、平原从事相当原始的农业种植。① 昭

武九姓原本是定居民族 ,但迁居幽州的相当一部分是已突厥化的粟特人。② 而高丽则是定居

民族 ,“娴于耕桑 ,略同中国”。③ 尽管这些民族存在着差异 ,但他们在万岁通天年间曾由营州

迁往青、徐之间 ,当他们北返被安置于幽州时很难说都还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元五

年复置营州 ,都督宋庆礼开屯田八十余所 ,“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 ④说明南迁的奚、契

丹等族 ,本已从事农业 ,今既开屯田 ,所以要他们再迁回营州。

由于幽州是典型的农耕区域 ,内迁诸族已开始从事农耕 ,因此 ,我们看到安置在幽州的羁

縻州百姓的社会生活内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其一 ,幽州的羁縻州与以汉人为主体的正州在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并无二致。据《旧唐

书 ·地理志》记载 ,上述安置在幽州的羁縻州无不有县一级行政区划 ,而且《旧唐书》备载了每

州的户数与口数。很显然 ,这些州的居民有着固定的居所。唐代规定州县均置市令一人 ,从九

品 , ⑤“掌交易 ,禁奸非 ,通判市事”。⑥ 石经题记有天宝某年“顺义郡市令李大师”合家造经的记

载。⑦ 顺义郡即羁縻顺州 ,以突厥降户置。从题记知顺州是置有市令的。州治所有固定市场

设置 ,说明即使曾经是游牧民族的突厥 ,迁居幽州以后与当地汉人百姓也有着同样的市贸交易

活动。其他羁縻州理应如此。唐代官府曾经进行大规模的建造寺院活动 ,多次规定天下诸州

修建寺观的数量。幽州羁縻州按规定置有寺观。题记有“燕州白鹳观南岳子焦履虚”;另有两

款“归德郡顺天寺僧立起为僧师父母合家大小敬造石经”字样 ,其中一款署年应天 (史朝义年

号)元年二月八日上。⑧ 归德郡即归义州。以靺鞨、奚等民族设置的燕州、归义州是置有寺观

的。靺鞨、奚曾经是以畜牧、狩猎为主业的民族。这些建制 ,完全是为了适应于他们移居幽州

以后与当地汉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趋同而采取的管理方式。

其二 ,羁縻州内部村落的形成。天宝三年的石经题有“燕州角社官张子明合村人等每载共

造石经一条”。⑨ 燕州为武德四年以靺鞨酋长突地稽所率部置 , �λυ时以蕃族所置州并未命名为

羁縻州 ,《新唐书》也就未将其列入羁縻州 ,但《旧唐书》却说明燕州建立之初 ,“无实土户 ,所领

皆出粟末靺鞨别种”。�λϖ 题记中的村显然是靺鞨移民形成的村落。移民村落也同样见于其他

州 ,参见巡礼活动的信士有“归 □州 □村刘知音”。�λω虽然题记有所残阙 ,但不难看出是来自归

顺州或归义州某村的信士。聚落形态反映着区域自然生态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村落是从

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汉人居民的聚居形式。唐前期幽州的移民与汉人杂居相处 ,已放弃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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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生活方式 ,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 ,形成了自然村落。

其三 ,在向农耕民族转化过程中 ,移民的社会生活内容与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与汉人趋于一

致。唐代佛教生活成为当时各个阶层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种风气竞相煽

惑 ,在移民社会中对佛教近乎狂热的信仰热情并不亚于汉人社会。上至羁縻州刺史首领下至

移民百姓 ,普遍参加佛事活动。石经题有燕州刺史李某上石经数目 ,供养人有慎州刺史李怀仁

夫妇及亲属。① 题记中还可以看到天宝四年至十四年之间 ,顺义郡李大师与亲属、本郡百姓上

石经的记录多达二十余次。频繁的造经活动耗费巨大 ,一般平民难以承受 ,这使得移民百姓采

取与汉人百姓合作的方式。在房山石经题记中 ,可以看到民众往往以社邑 ,或称社、或称邑的

团体进行造石经活动。社邑或社是唐代普遍流行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 ,官社之外 ,民间私社大

盛 ,民众自愿结合进行宗教与生活互助活动。这种组织形式也在移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石经

记天宝三、五、六、七、九年燕州信众频繁地以行业结社举行佛事活动。同经题记中又有顺义郡

李大师与社人上石经条数与卷数。② 总之 ,唐代虽然在幽州地区以羁縻州的形式管理少数族

移民 ,但是他们并非始终生活在部落制社会之中 ,而是逐渐与汉人的社会生活和组织趋同。

事实表明 ,移居到汉人居住地区后 ,即使曾经以游牧或狩猎为主的移民 ,也放弃了固有的

生产、生活方式 ,走上汉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天宝时幽州 67 ,000 余户 ,移民可考

户 15 ,000 余户 ,几占当地居民的五分之一。其中幽州移民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居多 ,畜

牧需要广阔的草地 ,若移民仍然以游牧或狩猎为主要的谋生之道 ,难免对幽州农耕业区域的面

貌产生若干影响 ,然而唐代河北道北部农耕区较之前代仍然在扩大。③ 可见 ,由于诸族移民选

择了定居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因而幽州农耕区域的面貌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使部分移

民依然从事畜牧 ,但畜牧业仅是移民家庭经济生产、生活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只能是有限范围

的“圈养”,与“逐水草而畜牧”的游牧经济性质完全不同 ,不足以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的基本面

貌 ,更不会影响到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安史乱后南迁的移民 ,也就谈不上对河朔社会有何

影响。在适宜于农耕的环境下 ,曾经从事游牧或狩猎的民族最终选择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

式。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 ,如西晋末年 ,迁居到径岭以南的鲜卑人就操耒耜而从事

农耕。④ 因为在适宜于农耕的地区较从事畜牧容易获得生活必需品。历代入居中原内地的游

牧民族放弃游牧生涯从事农耕生产 ,其原因也在于此。自然环境制约着移民对生产方式的选

择 ,同时移民对生产方式的选择又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三、移民向地方社会势力的转化与河朔社会习尚的变化

幽州移民与当地汉人生活方式的趋同 ,特别是那些曾经居无定所的移民对农耕、定居生产

生活方式的选择 ,对于移入地的社会文化 ,可能产生重要意义。原因在于 :其一 ,进入农耕区

后 ,移民一方面要模仿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接受汉文化 ;另一方面在和汉人的接触中 ,他们

的风俗文化习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汉人。其二 ,这将意味着移民在农耕区域内落地生根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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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会成员 ,并在适当的时机转化为影响地方的社会势力。

就后一种可能性而言 ,唐前期军事制度的变化给定居幽州的移民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机会。

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赋役令明文规定内附的诸国蕃胡 (包括高丽、百济) 附户贯后与汉人编户

一样 ,既有纳税的义务 ,又有承担兵役的义务。① 但是 ,唐初组建的蕃兵是部落兵 ,它的征发方

式是通过授予部落酋长将军、都督、刺史等职率领其部族参加战斗。

唐初征吐谷浑 ,伐高丽 ,灭薛延陀与龟茲 ,讨奚、契丹等几次战役中均有内附部族参战 ,这

些部落兵或是由著名蕃将契苾何力、阿史那射尔、执失思力等率领 ,或是由身为羁縻州都督的

部落首领率领。② 这种情况下的蕃兵保持着部落组织 ,只有在唐有战事之际随部落酋长出征 ,

不脱离生产 ,属于部落民兵的性质。唐初蕃兵的组织形式、征发方式完全有异于府兵 ,它是府

兵之外独立存在的兵种 ,并不受唐固有兵制的影响。但是武则天时期 ,这种情况明显发生变

化 ,部落兵开始纳入唐朝的军事建制 ,并因唐朝自身兵制的变化 ,蕃兵兵种逐渐多样化。有唐

一代蕃兵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但对其组织形式治唐史者往往流于部落兵的认识 ,对其间的

变化向来很少注意。

唐前期王朝“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 ③府兵的来源是正州内的编户百姓民丁。《旧唐

书 ·地理志》记有幽州羁縻州“旧领”与“天宝领”两个年份的户与口数 ,其中“旧领”学术界公认

是贞观十三年大薄 ,即户部记帐的内容 ,这些定居幽州的移民百姓 ,唐初以来就是向国家承担

赋役的编户百姓 ,毫无例外 ,其民丁具有充当府兵的义务。唐王朝将在正州内推行的折冲府制

度实施于幽州的羁縻府州 ,如李永定是契丹人 ,开元五年袭父任玄州昌利府折冲之职。唐初期

在河北不置兵府 ,河北道增置府兵乃是开元年间的事 , ④玄州折冲府应是神龙元年玄州隶幽州

后不久设置的兵府。玄州折冲府的性质与正州内编户百姓设立兵府无二致。府兵制下军士更

番宿卫 ,李永定开元六年“敕使留内供奉射生 ,更配左羽林上下”,与正州军府军士一样 ,也承担

宿卫的任务。⑤

由于多种原因 ,府兵渐趋破坏 ,在府兵破坏过程中 ,出现了兵募、健儿、团结兵等数种兵种。

这种变化也影响及蕃兵的组织形式。景龙四年 (710)制中所见蕃兵种有 :蕃部落兵 ,蕃兵募、健

儿 ,城傍 ,秦兰渭成等州大家子弟。⑥ 开元十五年制中提到蕃兵有团结兵 , ⑦兵募是征发制兵

役 ,唐前期征行和远镇的主力是兵募 ; ⑧健儿是量险隘招募而来 ,是在边防军中岗位比较固定

的士兵 ,它是职业兵。⑨ 蕃兵募、健儿就是仿照汉军兵募与健儿组建的蕃兵。团结兵是从民丁

中征召按临战需要组建的军队。�λυ 城傍 (子弟) 与秦兰渭成等州大家子弟同属团结兵性质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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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练 ,执行军事任务 ,二者分别由军城、当州押领。① 值得注意的是 ,命吕休璟等北伐是拟实

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提到的部落兵只有突骑施守忠率领的蕃国兵 ,并非唐军建制。唐军

中的蕃兵均以上述几种形式出现 ,未提及部落兵 ,这与唐初历次战斗中蕃兵以部落兵出现的情

景迥异。说明此时以兵募、健儿、团结兵形式组建的蕃兵在唐军中已是相当普遍。

在幽州定居、附贯为唐王朝编户的移民 ,以兵制的变化为契机开始向地方社会势力转化。

陈寅恪指出唐初太宗、高宗所用蕃将 ,与玄宗所用蕃将有重要之区别 ,前者为部落酋长 ,后者乃

寒族胡人。② 此说极是。在太宗、高宗朝是见不到内附部族中单族胡人即普通部民上升为军

将的。究其原因 ,唐初的部落兵是以部族为核心的军事与生产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实际上是部

落酋长控制的武装力量 ,部落民兵与朝廷之间没有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隶属关系。朝廷是通过

部落酋长组织统领蕃兵 ,酋帅凭借部族的力量可直接获得军将职位。作为蕃兵的部民 ,有战事

随部落酋长出征 ,有功受赏 ,无事在部落从事生产 ,是纯粹的民兵 ,不入唐军编制 ,直接受制于

部落酋长 ,不可能因军功晋升为朝廷军将。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 ,以府兵、兵募、健儿、团结兵形式组建的蕃兵与部落兵是完全不同的概

念。兵募是征兵制 ,健儿是募兵制。无论征兵还是募兵 ,都要求士兵是以个人的身份进入唐

军 ,已与部落组织无关。他们长期在军镇中镇防屯守 ,直接隶属于军镇长官 ,已是唐正规军的

一部分 ,而不是隶于部落酋长的部落民兵。高丽羌兵、城傍子弟虽具有地方兵的性质 ,他们分

别隶属于州刺史与军镇将领 ,也已褪去部落民兵的色彩。内迁部落兵纳入了唐军建制 ,这给广

大少数族士兵提供了升迁机会 ,也扩大了蕃将的来源。部民作为兵募、健儿、团结兵长时期在

军队中服役 ,听命于朝廷 ,开始脱离部落酋长的制约 ,蕃兵与汉兵同样凭军功升迁。敦煌文书

记有神龙元年至景云三年 (712) 来自幽州羁縻州之玄州、慎州、夷宾州 ,六胡州的蕃族兵募 , ③

他们以个人身份在军中与汉兵同时受勋。范阳军中有“城旁”。④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出身“范

阳城旁奚”, ⑤就是凭军功而发迹。蕃将的产生已不限于部落酋长一途。

在边防军组建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 ,唐又对边防军镇士兵的出身地加以限制。中宗神龙

元年赦文规定军镇士兵的选取以当地人为先 , ⑥这种限定 ,使幽州边军士兵、军将出现本土化

的现象。⑦ 军镇所在州或附近州的蕃人士兵在当地同汉人士兵一样凭军功升迁 ,获得政治、社

会地位 ,从而成为地方社会领袖。在幽州这种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安禄山、史思明同是营州单

族胡人 ,二人以何种方式进入唐军不详 ,但从其经历来看是以个人投募方式从军。他们长期在

营州、幽州服役 ,一步步升迁为军将 ,并担任地方州郡行政长官。他们在当地既是军事、行政官

员 ,同时又兼有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因此 ,安、史在幽州颇得当地蕃汉人情。穆宗长庆初距

安史叛乱平定已六七十年 ,河朔地区俗谓安史为二圣 , ⑧依然是地域社会的精神领袖。至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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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酋长 ,唐初期后也不全是凭借酋长或子弟的身份进入唐朝军队 ,担任军将。他们抑或以个人

身份进入唐军 ,抑或承袭入军 ,但他们在军中的升迁都是取决于军功。这些人因为有家族的势

力 ,获得政治、社会地位后演变为新的地方豪族。如李永定出身契丹部落酋长后裔 ,数世定居

幽州 ,永定本人在幽州节度使属下任军使、兼州郡刺史 ,正如墓志所言“典郡典兵”,俨然地方豪

族。涿州司马刘建是奚族酋长后裔 ,其父为羁縻顺化州刺史。顺化州迁居幽州后 ,刘建亲属多

在幽州镇任县令或州郡佐僚 ,为地方豪族。① 安史之乱随叛军南下的河朔胡族军人 ,在新的居

地也成为新的社会势力。张孝忠 ,世为部落酋长 ,天宝末孝忠在幽州为军将 ,安史之乱后属成

德节度使李宝臣 ,建中年间为易定节度使。② 张孝忠子世袭易定 ,虽元和时张茂昭入朝 ,但张

孝忠宗族依然留在当地世代出仕易定。张锋称张孝忠为其远祖。张锋一支 ,自曾祖、祖、父、锋

子五世在易定为官。③ 张佑明称张孝忠为其“伯考”,考庭光为易州刺史。④ 张孝忠宗族自定居

易定后 ,世仕易定为军职、为州郡官 ,该族是当地豪族。

这些新的地方社会势力往往与河北当地的豪族发生姻亲关系。如史思明妻即当地大豪辛

氏之女 , ⑤安史之乱中 ,史思明妻族成员就为其心腹党羽。⑥ 谷那律 ,魏州昌乐人 ,唐初大儒 ,为

河北士族。谷那律曾孙崇义天宝为幽州大将 ,“遂客蓟门”。至义子从政时 ,谷氏一族与成德节

度使李宝臣、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均有姻亲关系。⑦ 易定节度使的陈楚 ,为张孝忠子茂昭之甥 ,

“楚家世久在定州”。⑧ 通过联姻方式 ,胡族势力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得到汉人大族的认可 ,胡汉

地方社会势力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唐后期往往看到的是地方与中央的冲突 ,而看不到当地胡

汉之间的矛盾 ,也在于这种胡汉势力的融合。

河北地区是魏晋以来河北士族的聚居地。隋唐时期河北士族若干显著支房迁至两京地

区 , ⑨留在原籍的一些族人又逐渐南移。�λυ 这种转变使河北地区汉人大姓社会势力减弱、分散

与南移 ,胡族军人填补了社会势力的空缺 ,成为河朔地区强有力的社会势力。

移民入居幽州农耕区以后 ,对汉文化的学习 ,民族之间融合的自然障碍虽然消除 ,而精神

层面文化的熏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移民上层分子后裔不乏走出物质文化层面而进入精神

层面学习 ,如李宝臣子惟诚“尚儒术”, �λϖ史宪诚子孝章“称道皆诗书”, �λω但这不能短时间内消弥

塞外民族崇尚武功的特质 ,因为胡族不同阶层对汉文化的接受有极大的差异。征战时期的实

际需要 ,使他们遗存的尚武特质依然得以保留或强化。他们登上河朔政治、军事舞台后 ,一方

面是对文教的漠视 ,另一方面他们以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与汉人就近相处 ,遗

存的习尚使部分河朔上层汉人人士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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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河北是汉文化高度发达地区 ,唐初太宗曾盛赞 ,“山东人物之所 ,河北蚕丝之

乡”。① 天宝末颜杲卿称河北“衣冠礼乐 ,天下无敌”。② 安史乱后的河朔 ,在士大夫的心目中 ,

成为一个以骑射为事 ,没有文化 ,不知教义的落后地区。范阳卢生年二十却不知古人有周公、

孔夫子 ,以击毬饮酒、骑马射猎为习尚。中古时期地方大族不仅拥有政治资源、社会资产 ,而且

往往也是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者。范阳卢生一支已无儒学传统。③ 崔载的情况与此类似。崔载

自称博陵崔氏家幽州 ,父祖二代仕河北 ,墓志盛赞载伯仲五人 ,“具怀文武之用 ,郁为豪盛之

家”, ④但无文化修养之颂词 ,雄武豪盛乃是其本质。在文教不振的环境中 ,弃文从武成为个别

士人的选择。王逆修家住河北 ,祖、父曾为洺、邢二州文吏 ,因“征战之地 ,唯求武知”,本人“身

好从戎”, ⑤不再继承文吏世家的传统。战乱也会导致对文教的漠视 ,但对河朔而言 ,文教不

振 ,部分少数族移民出身的地方军政官员、社会领袖的特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我们

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河朔习尚文化的主流。由于移民接受了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融入了汉

人社会 ,少数族特殊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 ,遗存的特质不足以动摇汉人传统的思想文化并使

之质变 ,士人仍在各地教学或任职州郡 , ⑥科举仕进仍然是河朔文士的主要途径。⑦

四、小　结

根据以上的讨论 ,笔者认为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主体居民先进的文化、经济影响 ,以

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 ,河朔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 ,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 ,甚至基层社会组织

也与汉人趋同 ,部落组织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趋于消失 ,移民已融入汉人社会。但

是 ,由于河朔移民融入汉人社会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偶然性 ,这一过程当中产生了交互影

响。以兵制变化为契机 ,部落酋长及子弟、部民进入幽州军队 ,其精英分子成为地方军政人员 ,

随着社会地位提高 ,他们在当地或成为州郡豪族 ,或成为地方社会领袖。所谓“河朔胡化”实际

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 ,他们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 ,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

战的需要 ,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

份 ,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 ,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 ,也不能使

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 ,或者改变移民融入汉人社会的方向。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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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bject indicates t hat t he t ransmission of symbol is

manip ulated by t he subject of man.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lti2meaning refers to t he

combinative relations between symbols’forms and meaning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pace/

time means t hat only in particular occasions can certain t hings and activities carry t he

symbolic meaning. And t he characteristic of continuance means t he st rong vitality of symbols

in it s evolution. To understand the f 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s will b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researches of symbolic ant hropology.

Keywords : symbolic ant hropology ; symbols ; symbolic meaning.

Migrants to He2Shuo District in Tang Dynasty and Their Socio2Cultural Changes
Wang Yikang (66)⋯⋯⋯⋯⋯⋯⋯⋯⋯⋯⋯⋯⋯⋯⋯⋯⋯⋯⋯⋯⋯⋯⋯⋯⋯⋯⋯⋯

Abstract : Due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of environment , t he influence of t he local

people’s advanced cult ure and economy , and t he administ ration of t he Tang Dynasty , t he

et hnic migrant s to He2Shuo dist rict gradually took sedentary agricult ure as t heir subsistence.

At t he same time t heir basic social organization became similar to t hat of t he Han people ,

with their original t ribal organization fading out in t heir social life. As for t he so called "

et hnic influence" of t he He2Shuo dist rict , it was as a matter of fact t he survivals of warrior

spirit during t he migrant s were merging into t he Han people. And in t urn it exerted

influence upon t he upper class of t he Han people. However , t his is by no means t he

mainst ream of cult ural evolution in t he He2Shuo dist rict , and could not stop t he merging of

t he et hnic migrant s to t he Han society.

Keywords : Tang Dynasty ; migrant s to He2Shuo Dist rict ; socio2culture.

On the Modern Reform of the Tibetan Army by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Qin Yongzhang (76)⋯⋯⋯⋯⋯⋯⋯⋯⋯⋯⋯⋯⋯⋯⋯⋯⋯⋯⋯⋯⋯⋯⋯⋯⋯⋯⋯

Abstract : This paper examines t 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main aspect s of t he modern

reform of the Tibetan army conducted by t 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e paper holds t hat

t he reform was conducted under t he out side p ressure. Although wit h t he p urpose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ibet , t he reform speeded up t he

historical t ransition f rom feudal serf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t urning point f 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 t hus leaving behind much important

historical inspiration.

Keywords : t hirteent h Dalai Lama ; Tibetan army ; reform.

The Yi Identity in the Literature of Yi and Han : A Dialog with Professor Harrell

Wen Chunlai (85)⋯⋯⋯⋯⋯⋯⋯⋯⋯⋯⋯⋯⋯⋯⋯⋯⋯⋯⋯⋯⋯⋯⋯⋯⋯⋯⋯⋯

Abstract : By means of analysis of the literat ure in Yi and Han , and wit h t he findings

f rom t he fieldwork , t he author examines t he identity of Yi group s f rom the emic angle.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 hey call t hemselves , what t hey t hink about t heir origin and lineage ,

how t hey define themselves f rom others , and how they intermarry in the sen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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