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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刘仁恭父子为藩镇幽州之最后的统治者，其政权共存在了19年。刘仁恭父子可以

说是五代割据军阀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其统治阶段可以说是幽州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刘

仁恭父子为维持庞大的军队，满足自已的奢欲，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致使田地荒芜，人

民纷纷逃亡，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其自身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刘仁恭父子之兵败身

亡，虽是亡于晋，实是亡于己。而晋灭燕获益甚多，其从此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幽州

的人役、兵将、财赋皆为其所用，且其诸镇盟主的地位也更为巩固，晋开始具有了与后

粱相抗衡的实力，从此沙陀人竟在不数年内，征河朔，灭后梁，终成～代霸业。随着燕

的灭亡，契丹与晋之间也再无缓冲之地，双方的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待契丹内难初

靖，阿保机又复南征，与晋争夺幽州。

刘仁恭对于契丹的遏制在后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实际上，刘仁恭父子利用梁、

晋两强之矛盾，左右于其问以图苟存，已是虑亡不暇，其对契丹豪无优势可言，实仅有

防御之力，后人只是就其初期的几场胜利而夸大了其对契丹的遏制作用。刘仁恭父子对

契丹的防御过程，可以后梁开平元年(90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刘

仁恭当政时，幽州于契丹之防御基本上是成功的，且一度有关外烧荒等主动防御之行动；

后一阶段，即自刘守光囚父自立后，契丹不但屡犯境内，还直接干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

内争，幽州于契丹的防御能力大为降低，多属被动防御。

唐末五代之幽州于契月．之影响甚大，唐末燕人大量亡入契丹，辽初阿保机之崛起便

颇得益于这些幽蓟汉人之助，他在游牧文化为主的塞外草原上率先尊崇任用汉族士人，

推行汉化，设官制律、建州筑城、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因为他采用的是封建化与奴隶制

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他所在的迭剌部的实力由此益强，遂能平定叛逆，战胜

诸部大人，称帝建国，崛起于塞外。

幽州城破，刘仁恭家族就戮于河东，然其后裔可考直至元末，其中刘廷让、刘继额、

刘玮等更均名著于正史。如此大族，元以后竟不闻，想是已衰败，而融为芸芸众生了。

关键词：刘仁恭：刘守光；阿保机；幽州；契月．；河东；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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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Gong and his sons were the last governor of Youzhou prefecture，LiuRenGong’S

regime had been in existence for 1 9 years．LiuRenGong and his sons were typical ones among

warlords in Five dynasties．The time under their rule Was the darkest ages during the history of

Youzhou．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big army,to fulfil their lust for power and money,they

treated people cruelly SO that many of them had all escape，field Was overgrown with

weeds，economy depression followed，it Was not good for themselves．Though LiuRenGong

and his sons Was defeated by Jing．they were defeated by themselves acturally．Jing

vanquished Youzhou，gaining a steady rear area also，with the men，the wealth and the goods in

use．Jing’S leadership to allies were strengthened too，it had been forceful enough to antagonize

HouLiang．Hence then，ShatuoJing conquered Heshuo，conquested HouLiang，making a very．

big Success．With LiuRenGong and his sons’death，there Was no more glacis between QiDan

and Jing，War couldn’t been avoided．Abaoji invaded Youzhou again after he suppressed the

insurgence in QiDan．

People always praised Liurengong’S winning over Qidan，but they seldlom realised the

facts of the War．Dealing with Liang and Jing，Liurengong and his sons had only the strength

of self-insurance，and that they have nearly no the ability of striking back．It Was exaggerated

of Liurengong’S winning over Qidan．People paied attention to only several victories gained at

early time．The．process of the War between Liurengong’S regime and Qidan could been

separated into two phases，894 to 907 and 907 to 9 1 3．In the first phase，Liurengong Was in

power,Youzhou’S defence against Qidan Was much successful．He even hit enemy on his own

initiative，for example，he once burnt pasture to starve horses of Qidan．in the second

phase，Liushouguang was in power after prisoning his father Liurengong．Qidan not only

invaded Youzhou more frequently,but also intervened in the dispute between Liushouwen and

Liushouguang．Youzhou’S resistance Was lowered，offering passive resistance for most of the

time．

Youzhou had a great impact on Qidan during late Tang and early Five Dynasties．Much

people living in Youzhou seeked refuge into Qidan．，Abaoji got much help from these people．

Abaoji nominate many intellects of the Han nation as officials．He popularized Han nation

culture，establishing official position，making laws，building cityes，developing agriculture，

expand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The strength of Diela tribe which Abaoj i belonged to Was

built up greatly．due to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which Aba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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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ized，a combination of feudalization and slavery．Thereby Abaoj i could conquer other

caciques，suppressed the rebellions，then became an emperor and founded Qidan

country，turning into a hegemon in the north of Great Wall．

Witll Youzhou’S complete collapse．Liurengong and his family were slaughtered in

Hedong prefecture，but his descendents were found until Yuan dynastry．There were records in

official history for Some of Liurengong’S descendents such as Liutingrang，Liuj iyu and

Liuwei．There were no more news about this big family after Yuan dynastry．The family must

have dwindled．Liurengong’S descendents had become ordinary people．

Keywords：Liurengong；Liushouguang；Abaojii；YouZhou；QiDan；Hedong；Hou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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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即置有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为唐守东北藩篱，控扼

两蕃，辖有重兵，权力甚大。其既有这样大的权力，一旦任用非人，后果不堪设想。天

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便以幽州为基地发动了叛乱，唐从此由盛转衰。广德元年(763

年)正月，唐以安史旧部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此后作为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镇，

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其征赋所入，尽为已有，有很强的独立性。幽州镇自广德元

年(763年)始，至均王乾化三年(913年)被晋王李存勖攻灭，前后存在150年，先后更

换了二十八个节度使，而刘仁恭父子为幽州镇之最后的统治者，其政权共存在了19年。

刘仁恭政权同当时大多藩镇一样，是一个靠军事维持的政权，其以907年刘守光囚父自

立为界分为前后个阶段，其统治时期可以说是幽州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刘仁恭政权处于唐末五代时期，其时的唐王朝历经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袭

甫浙东起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领导的桂林徐泗戍兵起义，及唐僖宗乾符

二年(875年)至中和四年(884年)的黄巢大起义等打击，唐王朝的统治实质已然崩

溃，唐政权已是名存实亡了。黄巢起义之后藩镇势力继续发展，地方藩镇与朝廷宦官、

大臣相勾结，形成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政局动荡混乱，人民深处水深火热之中。

唐末藩镇中势力最大的要数汴梁的朱温和河东的李克用。朱温本是黄巢义军将领，

投降唐朝后被封为汴州宣武军节度使，掘有了富庶的中原地区，又收罗有大量的黄巢部

众，势力迅速彭胀。李克用亦以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中和三年(883年)五月被封为河

东节度使，李克用父子遂以河东为基地展开霸业。当初李克用追剿黄巢余众，过汴，朱

温为置酒上源驿，谋害李克用不成，双方从此结为深仇。其时唐室衰微，朱温与李克用

都以尊王为号，以争取政治上的有利形势。始时朱温处处以尊王讨逆的面目出现，龙纪

元年(889年)，朱温讨平秦宗权，献俘长安，受封东平王；光化元年(901年)，朱温

支持宰相崔胤诛杀宦官刘季述，迎昭宗复辟，封梁王；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又兵围

凤翔，屡败岐兵，诛宦官韩全诲，迎昭宗还，天子赐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这

些行为使他获取了政治上的优势，增强了他的影响力。而李克用方面内乱不断，力量削

弱，大顺元年(890年)还曾受到朝廷联合诸镇发动的军事讨伐，这也使李克用在政治

上很是被动，故一时朱温占据了上风。天复四年(904)朱温挟昭宗迁都洛阳，907年弑

君自立，建立后梁，从此失去了挟天予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河东李克用则很好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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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唐室忠臣．勺形象，其仍奉唐之正朔，坚决不称帝，与后梁相抗。歧王李茂贞还曾以

“兴复唐室”泪号召，致书李克用、剑南王建、淮南杨渥联合讨伐朱粱，并推李克用为盟

主。李克用在政治上具有了完全的优势，朱温却由于篡唐不得人心，内部多叛，很多人

转投河东，如厂会的举潞州归晋，后梁在军事上也屡遭败绩，在梁晋争霸中渐处下风。

梁、晋的争斗直持续了父子两代，前后数十年，梁晋争霸可说是影响唐末五代政局

演变的最主要的矛盾。梁、晋两大势力的争斗，主要是在河朔地区展开的，故河朔诸镇

受其影响最深。魏博、镇冀、易定都曾一度附梁或附晋，幽沧的刘仁恭父子虽亦曾附梁

或附晋，但反复无常，基本保持了独立性，又与他镇不同。刘仁恭政权的倾向，无疑对

梁晋双方争霸的结果有关键的影响，梁晋双方都欲争取或据有之，刘仁恭父子正是充分

利用了梁、晋之间的矛盾，左右其中而求生存。

刘仁恭父子在幽州的统治极为黑暗，滥用刑罚，残酷剥削，连年征战，幽州呈现一

片凋弊景象，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军民不堪，多亡命他境。内失民

心，外无友好，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后幽州终为河东兼并，河东从而有了较稳

定的后方，这为其最终战胜后梁奠定了基础。然燕亡后，契丹与晋也成为了直接的敌人，

双方在幽州的争夺十分激烈。

北方的契丹是中原政权长期以来的边患。至耶律阿保机之时，契丹之西邻突厥、回

纥等早已灭亡，其东邻渤海、新罗俱非强大，唐朝因藩镇割据，也是同落西山之势，无

暇顾及东北亚之局势。而漠北草原上只余有室韦、达靼、越兀、乌古、吐浑等诸较弱民

族，契丹周围己无强大之敌对势力，其时契丹正有难得的发展环境。阿保机以其雄才大

略，承前人之功业，励精图治，志存高远，而相邻之幽州是他首先要征服的目标。

刘仁恭对于契丹的防御在后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久辱于外夷的宋人对刘仁

恭更是钦佩不已，然纵观当时形势，刘仁恭幽州政权多年穷兵黩武，民困兵疲，确已是

虑亡不暇，其对契丹豪无优势可言，后人只是就其初期的几场胜利而夸大了其对契丹的

遏制作用。而其所以能与契丹周旋多年，又自有其原因。

契丹的发展，多受幽州之影响。至晚唐五代，刘守光无道，军士亡叛，多入契丹。

阿保机利用这此汉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建立城邑，完备文法，由此实力益

强，遂能平定叛逆，战胜诸部大人，称帝建国，崛起于塞外。

总之，幽州刘仁恭政权对五代梁、晋、契丹都有很大影响，深入研究刘仁恭政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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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于五代、辽、宋史及幽州史研究都是有所裨益的。

有关刘仁恭父子的资料主要见于《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

代史》、 《资治通鉴》、《辽史》、《全唐文》诸书，大多重出互见，所述略同，然可

互相补充印证。另外今人陈述《全辽文》。’辑录有数篇刘仁恭后裔墓志，如《刘承嗣墓

志铭》、《刘日泳墓志铭》等。

目前史学界对于刘仁恭政权的研究是较薄弱的。有关专门论著未见，但零散所见甚

多，尤其研究河朔、幽州史及唐末五代之契丹史者是大多要提及的，如杜荣泉《河北通

史·隋唐五代卷》④、曹子西《北京通史》(第二卷)㈤等，都对这一政权有专节叙述。

姚从吾《辽金元时代的长城》认为阿保机之崛起“与刘仁恭沿长城的烧草政策有重大的

关系"。④任爱军《契丹辽朝前期(907-982)契丹社会历史面貌解析》⑨，述及幽州与契丹

关系，对刘仁恭之军事等有所研究。王玲《北京历史文化学术讲座·辽代的南京(燕京)》

曲分析幽州对辽之影响，也论及刘仁恭父子时事。孟广耀《西部奚J力史探讨》。也涉及刘

仁恭政权与奚、契丹之关系。
t。

钱币研究中常提及刘仁恭父子之幽州铸钱。张先得《宣武区出土的永安铁钱述论》

@作者断定永安钱为刘氏父子所铸，考证出永安铁钱的铸造年代、埋藏时间。作者还指

出永安之名在唐、五代、辽均有以为军名、坊名者。刘森《中国铁钱》恸对刘氏父子之

幽州铸钱也有考察。汪圣铎《幽州钱的千古之迷》缈，列举刘仁恭父子铸钱种类较详。

关于刘仁恭家族的研究成果较丰。如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对刘

承嗣、刘宇杰、刘日泳墓志作以考证，初步理清了刘守奇之子辽刘承嗣家族世系。冯永

山陈述辑校：《全辽文》，北京：中华j传局，1982年版。

㈤杜荣泉：《河北通史·隋唐五代卷》，杠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固曹子西：《北京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㈣姚从吾：《辽金元时代的长城》，载《姚从吾先生全集》(五)，台北：正中∞局，1981年版，第4～

5页。

@任爱军：《契丹辽朝前期(907—982)契丹社会历史面貌解析》，内蒙古人学博+学位论文，2005年。

@王玲：《辽代燕京与契丹社会的发展》。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年版，第169页。

。孟J“耀：《两部奚历史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蚴张先得：《宣武区出七的永安铁钱述论》，载苏天钧等：《北京考古集成》五，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年版，第423---424页。

哪刘森：《中国铁钱》，北京：中华j侈局，1996年版。

@汪圣铎：《幽州钱的千古之迷》，载《金融时报》2002年8月9日刊。

¨王成生：《辽’j2朝刚市辽刘承嗣族纂》，载《考古》1987年第2期，第13l～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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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金刘元德墓志考～兼考五代刘仁恭一族世系》∞，考证金代刘元德墓志，认定刘元

德曾祖由辽仕金的刘宏为刘承嗣之后裔，刘仁恭之七世孙，而从刘仁恭至刘承嗣之曾孙

从敏、从举等恰为六世，则刘氏家族辽、金两代之世系得以衔接，“使已湮没的刘氏自

五代以来三百余年的历史，理出一个基本脉络”。马洪路《金信武将军刘元德墓志补正》

固，胡顺利《金代信武将军刘元德墓志补说》⑨，这两篇是对“冯文”观点的补正和对《墓

志》的继续考证。又有都兴智《刘从信墓志考释》固，此刘从信为刘仁恭之六世孙。

本文欲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刘仁恭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揭

示其穷兵默武、残酷暴虐的黑暗统治，及其与梁、晋、契丹关系的实质，而尤以与契丹

之关系为重心。本文的一、二章介绍幽州镇之概况及刘仁恭父子在河朔地区的扩张及败

亡，可视为上篇；三至五章叙述幽州与契丹之关系，可看作下篇，而限于篇幅，文中则

未作分篇，特说明之。

①冯永谦：《金刘元德墓忠考一兼考五代刘f：恭一族世系》，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第59～66页。

②马洪路：《金信武将军刘元德摹忠补正》，载《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第33～36页。

@胡顺利：《金代信武将军刘元德墓忐补说》，载《北方文物》1988年第l期，第39～40页。

国、都兴智：《刘从信慕：占考释》，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1期，第7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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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刘仁恭父子统治时期幽州镇之概况

一、幽州镇之地理

唐代幽州镇辖境虽有变化，但不是很大，境下长期辖有幽(治在今北京城西南)、

涿(治在今河北涿县)、蓟(治在今天津蓟县)、瀛(治在今河北河间)、莫(治在今河

北任丘北)、檀(治在今北京密云县)、妫(治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平(治在今河北

卢龙)、营(治所本在今辽宁朝阳，唐末侨置于今河北昌黎)九州，大约三十五个县。哪

到唐末五代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大致辖有幽、蓟、营、平、檀、顺(治在今北京顺义

县)、儒(治在今北京延庆县)、新(治在今河北涿鹿)、武(治在今河北宣化)、妫、涿、

瀛、莫十三州之地，并有安远、卢台、山后八军等。应说明的是，刘仁恭辖州数较前为

多，但幽州镇辖境应无多少改变，十三州仍应是由旧有九州分置变更而来，不过具体的

更置沿革过程已难以考证。至光化元年(898)刘守文袭取沧州义昌军沧(治在今河北

沧县东南)、景(治在今河北景县)、德(治在今山东德州)三州，约十八个县，刘仁恭

父子大致辖有十六州地，约五十四个县。②

幽州镇按所处地理位置可分为山前、山后两部分。(一)山前。从五代至宋、金，

习惯上将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军都山、燕山迤南地区，统称为山前。初无确定的地域，

至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时，才有山前八州的名目。北宋末年所称山前，包括宋人企图收

复的山南失地的全部，当时曾预将山前一府(燕山)九州(涿、檀、蓟、顺、易、平、营、

经、景)之地置燕山府路，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内长城以南地区。(二)山后。

五代刘仁恭据卢龙，在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置山后八军以防御契丹，

至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时，才有山后四州的名目。北宋末年所称山后，包括宋人企图收

复的山后、代北失地的全部。当时曾预将山后一府(云中)八州(武、应、朔、蔚、奉圣、

归化、儒、妫)之地置云中府路，相当于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地区。㈣

按上面山前、山后地区的划分，幽州镇诸州中，属山前的有幽、涿、蓟、瀛、莫、

檀、顺、平、营诸州，山后主要有儒、新(辽为奉圣州)、武(辽为归化州)、妫诸州。

①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北京：首都师范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一148页。

②幽州原领九县，刘f：恭于唐昭宗乾1 r中析蓟县置三河县，则领十县。

@复-口．人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上海辞}S出版社，1982年版，

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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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乏说来，山前地区以平原为主，农耕较发达，山后地区多山地和丘陵，是半农半牧地

区：

幽州镇包括今北京、天津及河：tt：：IL部，辽宁西部。东邻大海，北接大漠，西靠太行，

南毗成德，纵横千余里。《天府广纪》之《形胜》篇赞日：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

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

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蜘男。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

真天下都会。。

二、幽州镇之经济

幽州历来为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之间进行物质文化交往的枢纽，商品贸易发达。司

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即日：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

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

隋唐以来，幽州地区也一直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安史之乱后，安史余部盘踞在

河北地区，实力还很强大。唐王朝为了换取他们的拥戴，被迫承认他们的割据，都给以

节度使之号，河北地区从此进入藩镇割据时代。幽州地区从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李怀

仙作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一百五十年间

先后更换了二十八个统治者。百五十年中，幽州节度使为了达到维持军队、割据自守目

的大多能注意保护和发展经济。如唐代宗大历年间朱滔姑之子刘怦曾“积军功为雄武军

使，广屯田，节用，以办理称，稍迁涿少I'IN史”，@尽力于幽州地方生产的恢复。刘怦

之子刘济继幽州节帅，“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训，祁寒则颁以絮帛，大歉则振其仓廪，

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动植，孝顺浃於州壤，美化周行，无不及焉。”鲫张允

伸为幽州节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至于唐未，幽州地区军阀

Ⅲ[清]孙承泽：《天府广纪》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印[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65页。

@[后晋]zfJ日f,j等：《旧唐-ts>>卷一百四十三《刘怦传》，．北京：中华jts局，1975年版，第3899页。

吲[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权德舆《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人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

处置押奚契丹两甭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人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

郡于赠太师刘公慕忠铭》，太原：山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嘞《117唐书》卷一百八十《张允伸传》，第4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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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战，战火连绵，社会经济遭到长期破坏，而刘仁恭父子时期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

重，这表现在：

(一)作为生产力的人口大量死伤或流亡

刘仁恭父子时期，幽州连年战火不断，频繁的战争造成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青壮年男

子大量伤亡，使得幽州地区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如光化二年(899年)，刘仁恭父子率

幽沧兵十万征魏博，屠贝州(治在今河北南宫东南)，后兵败，伤亡三万人；光化三年

(900年)四月，朱温攻沧州(治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在乾宁军(在沧州西)老鸦堤

(在乾宁军东南)大破刘仁恭，斩首三万。估计刘仁恭父子时期，因战争直接死亡的人

数在十几万。

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乱和苛政也使大量农民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如天佑三年

(906年)刘仁恭救沧州，悉取男子十五以上为兵，得众十万。刘仁恭父子之时，幽沧

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被卷入战争。又兼刘仁恭父子以虐政残民，如刘守光治理幽州，为

政酷虐尤甚，他制铁笼、铁刷，人有过者，使坐笼中，外燎以火，或以铁刷剔人皮肤。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燕人纷纷逃祸于他境，致使土地抛荒，人口锐减，经济凋蔽。

(二)残酷的经济压榨和剥削

刘仁恭父子治理幽州之时可以说是幽州在藩镇割据期问最为黑暗的时期。刘仁恭依

仗兵强地远，骄奢淫选，肆元忌惮，压榨剥削人民， 《旧五代史·刘守光传》日：

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

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日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

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缁黄，合仙丹，讲求法要。又以瑾泥作钱，令部内行使，

尽敛铜钱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石以灭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撷

山中草叶为茶，以邀厚利。改山名为大恩山。①

刘仁恭筑馆大安山，是要将这里作为长期固守的保垒的，工匠多受其驱使。唐代茶

叶贸易发达，刘仁恭本有茶税可征，但他并不满足，又禁江南茶商贸易，自以草叶为茶，

迫人民购买，已是近乎抢掠了。 ‘

铸币敛钱是其又一残酷的剥削手段，汪圣铎先生以为刘氏父子所铸钱币包括：王莽

铜货布(背文“三百”)，仿王莽铁货布(背文“三百")，仿唐“宝”字钱，仿史思明“顺

①[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北京：中华．侈局，1976年版，

第18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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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宝”当十、当百、当千大铁钱，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大铜钱、

大铁钱，应天元宝(背文“万”)，应圣元宝当十铜钱，乾圣元宝当百铜钱，钱五铢钱及

泥钱等。叫刘氏父子在短短十几年中，所铸钱币种类如此之多，反映了幽州经济状况已

极为混乱。刘仁恭并凿穴藏铜钱于大安山巅，所藏应多为前代旧钱。后人历寻大安山藏

钱之所而无所得，至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年)夏四月，辽人凿大安山，尽取刘守光

所藏钱。金代完颜亮也曾见过永安钱，元好问《续夷坚志》日：

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

文日：“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

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

完颜亮所见永安钱很可能便是刘仁恭父子所铸，海陵王并因之改燕京地名为永安。

刘守光曾言：“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

@守光虽狂妄，所言却非尽虚。尽管刘氏拥有富庶的幽、沧二镇，但不恤民力，聚敛无

厌，幽州的经济已是糟糕至极，刘氏自身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三、幽州镇的军事

幽州镇作为北方重镇，军事作用尤为重要。隋唐时期，幽州都是统治者进兵东北的

基地。隋炀帝三次征高丽，都以蓟城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唐太宗征高丽，曾在蓟城南

郊，大举誓师。到唐后期直至五代之初，中原政治分裂，诸镇纷争，而北方游牧民族日

渐强大，觊觎中原，此时期幽州在军事上以防守为主。刘仁恭政权在军事上当然也是重

在防御的，尤其是对契丹更是如此。以下略论刘仁恭政权的军事状况。

(一)幽州镇的长城与关隘

幽蓟地区，从先秦燕国开始，历代为抵御北方诸族入犯，都大修长城，然唐朝三百

年间未曾在幽燕地区大举筑长城，只是对个别地段有过增修，如《新唐书·地理三》曰：

“(妫州怀戎县)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

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④唐怀戎县即今河北怀来县。唐朝所以不大修长城，

主要是由于唐一度国势强盛，诸族荒服，唐以羁縻府灿IN度置之，固无须大修长城，至

①汪圣铎：《幽州钱的千古之迷》，载《金融时报》2002年8月9日刊。

②[金]元好问：《续夷坚忠》卷三《永安钱》，北京：中华．{5局，1986年版。

⑨《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804页。

憎’[宋]欧刚修、永祁：《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北京：中华‘fs局，1975年版，第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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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衰时，当已无力修长城，故唐时长城为沿前代之旧，尤其是隋长城。隋朝曾修燕山长

城，把原先到古北口后即转而东北去的长城，由古北口往东ZJl'f申至0山海关。

沿长城布有众多雄关要塞。如渝关、居庸关、古北口等都是重要关隘。

渝关。在幽州之北七百里有渝关(今山海关)，依山临海，地势险要。《资治通鉴》卷

二百六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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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

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

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

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成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

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①

唐朝时渝关即募有土兵守御。《资治通鉴》所记之八防御军，据《新五代史》卷七

十二，其名称应为“东西狭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罾戍兵以当

地屯田之利供军食，除军衣需幽州供给外，基本无养兵之费。渝关戍兵子孙相传，数代

坚守，契丹遂不得入。榆关守备，大约在刘守光时已经松懈，及刘燕灭亡之后，周德威

守幽州时，一榆关甚至完全丧失了防御职能，契丹因得以入陷平、营。当然，说周德威“恃

勇不修边备”，是没有道理的，周德威老将知兵，观其柏乡之战等，从无“恃勇”之事，

“不修边备”应是迫于无耐。

居庸关。先说一下居庸关所在的地理形势。太行山绵延千里，由南向北而来，太行

山东、西受其阻隔，中问只有八条山问沟谷，勾通东西两地，被称为“太行八陉”。其

中最北的一条称作“冷陉”，即今居庸关之关沟。由此而北，太行东折与燕山接。关沟

因此是由西北而向东南的一条斜谷，亦为太行山与燕山之分界。这条关沟，它是由整个

华北大平原北上西北高原的必经之路。而由西北云朔地区或由草原南下中原当然也必须

经由此处。所以，历代筑造长城都要卡住这条关沟。秦汉长城虽不经这里，但已正式在

此建关。居庸关在三国时称西关，魏称军都关，北齐改称纳款关，唐时称作居庸关、蓟

门关或军都关，辽、金、元、明、清都称居庸关。北魏时期居庸关始筑长城，那时的居

j，‘[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人十九，“均王贞明三年(917)二月”，北京：中华fS局，1979
年版，第8812～8813页。

国[米]欧刚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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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关约在今居庸关北的上关附近，隋唐时期也应在此，元代以后才在现在居庸关建关城。

居庸关之险当在于重关漫道，层层布防。居庸关实际上包含了多层次的关防，它既利用

了天然山水形势，又以多层关城纵向连防，并与横向的长城共同形成一个防御体系，可

谓一夫扼守，万夫莫开。景福二年(893年)，刘仁恭利用蔚州戍卒发动旨在夺取幽州政

权的叛乱，就是在居庸关下被李匡筹的府兵打败的。乾化三年(913年)，“燕居庸关使

胡令圭等奔晋"，山这也加速了刘守光的灭亡。

古北口。古北口为幽州北部门户，南控燕，北捍朔漠，自古为华夷界。地处燕山山

脉中段，一个宽闹的断裂带中，崇山峻岭，绵亘东西。源自河北省丰宁县境内的潮河，

切开了燕山山脉，并从中穿流而过。古北口出现长城比居庸关要晚，北齐天保年间(550--．．

559年)修筑自西河(今陕西榆林河)至山海关长达三千里长城，经过这里，古北口一

带始有长城。北齐长城墙体多用黄土夯筑，历风雨剥蚀，今已难觅踪迹。隋朝，古北口

属燕乐县，为了防范契丹扰边，隋朝派周摇修造燕蓟段长城，古北口正式成为沿长城军

镇之一。唐代又称为“虎北口”，曾设东军、北口二守捉。乾化三年(913年)，晋之大

将刘光浚在进攻燕蓟时，攻克古北口，晋军的进展十分jir掰,j，刘守光渐陷于绝境。

以上所举只为幽州雄关中之最著名者，其他关险尚多，如旧时“高思继兄弟在孔领

关，有兵三千”，暂这些长城延线之大小关隘是刘仁恭赖以御敌的有利屏障。不过刘仁恭

父子不得人心，纵有险关可守，亦不能免于灭亡。

(二)幽州镇的军队

1、刘仁恭父子幽州军队之数量

唐之幽州历来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唐玄宗开元年间，设有范阳节度使，临制奚、

契丹，“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疋，衣赐八十万疋段，军粮五十万

石”。鼬这里的九万之众，应为当时幽州兵员之常额。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关于幽州镇

的军事、人口、赋税等都史无详载，但从零星的记载可以看出，幽州的兵额是不断变化

的，并且由于历来的节度使都拼命扩张势力，幽州的兵额数量又有不断增大的趋势。㈤

关于刘仁恭父子统治幽州时期的军队数量，亦史无详载，我们只能根据史籍对一些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均王乾化三年(913)三月乙n”，第8768页。

∞《新五代史》卷四十八《高行周传》，第547页。

⑨《l同唐．}5》卷三十八《地理忐一》，第1387页。

固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研究》，河北师范人学硕十学位论文，2001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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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的记载，推断其军队之概况。《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日：“(光化二年正月)刘

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欲兼河朔。”。’此次出征魏博，几乎是动用了刘仁恭所有

的机动部队，但绝不是全部，因为他肯定是要留着力量防备河东与契丹的。又刘守光曾

狂言：“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㈤其所言三十万之数

当为虚言，不可尽信。按笔者推测，刘氏政权之常规兵员应在二十万左右。

2、刘仁恭父子幽州军队之构成

同当时诸藩镇相似，刘仁恭父子之割据，所依靠的亦是地方军人集团。在刘仁恭父

子的燕蓟军人集团中，核心部分亦应为其藩镇亲卫军组织一牙军。关于刘仁恭之牙军，

史料中只略提及，如《旧五代史·李承约传》日：“承约性刚健笃实，少习武事，弱冠

为幽州牙门校，迁山后八军巡检使。’’劬李承约曾为牙门校，可知刘仁恭确有牙军，但

其牙军的具体情况已不能知。

刘仁恭的军队中还曾有一支称为“定霸都”。大祜三年(906年)朱全忠攻沧州，

刘仁恭救援，战屡败，乃悉取男子十五以上为兵，文其面日“定霸都”，士人文其臂日

“一心事主”，卢龙间里为空，得众计十万。

按唐末藩镇牙军中多有以“都”为号者，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七日：

唐末军人多以都为号。杨行密有锐士五千，衣以黑缯黑甲，号黑云都。田颓

自料死士数百，号爪牙都。刘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涅其面日定霸都。董

昌有五千余姓，当族诛，因贷其死而厚养之，号为感恩都。李嗣原有骑兵五百，

号横街都。朱瑾募军中骁勇者，黥双雁于颊，号雁子都。李克用乃更选勇士数百

人，号落雁都。朱温选富家子之有材武者置帐下，号厅子都。周世宗伐蜀，蜀军

泾斧形，号破柴都。。

唐末藩镇节度使牙兵的“都”，表示其为节度使的一支亲军，待遇应甚为优厚。刘

仁恭之“定霸都”，虽具“都"之号，然为临时签发而来，又与一般牙军不同，非入于

亲军之列。

刘仁恭父子还有一支精锐部队，即山后八军，或称山北八军。幽州之山后地区，主

4’《资治通鉴》卷二百人十一，“昭宗光化二年(899)正月999第8522页。

印《资治通鉴》卷二百7‘十八，“太祖乾化元年(911)六月”，第8743页。

唧《I闩五代史》卷九十《李承约传》，第1 188页。
掣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j{5》本，台Jh．-台湾商务印二抒馆，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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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儒、新(辽为奉圣州)、武(辽为归化州)、妫诸州。唐于新州置山后八军，置团练

使统之。乾化三年(913年)晋李嗣源收降山后八军，晋王李存勖以弟李存矩总之。后

梁贞明三年(917年)，庄宗与刘郡相拒于莘，召存矩募山北兵及刘守光亡卒会兵击郡。

行至祁沟关，发生军乱，李存矩被杀，军士拥卢文进反，连攻新州、武州不克，乃奔于

契丹，此一支山北八军遂为阿保机所得。应说明的是同时后唐仍有山北八军，《旧五代

史》卷二九日：(同光元年，923年)“云、应、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后八军，

秋夏税率量与蠲减。”∞可知山北八军之号仍在。辽以卢文进守平州，同时又在当地安置

契丹军队，用来监督卢文进。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文进思归，乃杀契丹戍

平州者，帅其众奔后唐，此部山北军又大多复归汉地。

刘仁恭父子还有“义儿军”，《宋史·宋琪传》日：“奚、善部落，当刘仁恭及其

男守光之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罾设置“义儿军”是五代时的普遍现象，

不过刘仁恭的“义儿军"多为奚、霄诸族，却是当时所独有。

3、刘仁恭父子之军队民族成分甚为混杂

幽州地处边界，历来为胡汉混杂之地，所以刘氏军队之中不仅是汉人，还有北方诸

族成分，如契丹、奚等。

燕、晋都有用契丹人组成的军队，主要是骑兵。关于幽州的契丹军队，《资治通鉴》

日：

(907年守光囚父自立后)银胡录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胡录，箭室也。

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

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以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思同母，仁ge．

女也。@

王思同所率领的“银胡禄’’当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军队。关于“银胡禄”，历来存在

着争议。任爱军认为“‘银胡禄’，即‘契丹银胡禄’，就是后来闻名五代时期的‘契

丹银鞍直’，王思同率领的契丹“银胡禄”，就是一支以契丹等游牧民族人口组成的军

事组织。⋯⋯‘契丹银胡禄’或‘契丹银鞍直’(又称‘银鞍契丹直’)，虽写法不同，

其实皆一；是当时藩镇利用契丹等游牧民族‘善骑射’的本领，将其组织起来，为争夺

①《lFl五代史》卷二十九《庄宗纪第三》，第403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人十四《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24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太讥开平元年(907)四月991p第8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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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和社会财富的战争服务。"啪其说有～定的道理，基本可认定“银胡禄’’是

～支以契丹人为主的精良骑兵部队。

刘仁恭的“山北八军”中亦有北方诸民族之成分。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日：

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

岁入北边，杀掠吏民。。

奚王去诸曾以别部徙山后之妫州(治在今怀来县东南)，为西奚，所以“山北八军’’

中原来就应有奚族士兵。文进降辽后，仍统山北军，故亦有“奚骑”。

刘仁恭还有“义儿军”，其中亦包含有许多民族成分，此于上已述。

经济与政治、军事是紧密联系的，刘仁恭父子要维持庞大的军队，满足自己的奢欲，

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导致社会经济严重倒退，自身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败是在所

难免的。

国任爱军：《契丹辽朝前期(907—982)契丹社会历史面貌解析》，内蒙古大学障士学位论文2005年，

第24页。

国《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均王贞明三年(917)八月”，第8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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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刘仁恭政权的建立及其在河朔地区的扩张和灭亡

刘仁恭为深州(治今河北深县西)乐寿人，初随父刘晟客居范阳，刘晟事卢龙帅李

可举为新兴镇将，故仁恭亦得以事李可举军中。光启元年，幽州李可举联合镇州王镕及

云中赫连铎与太原李克用、易定王处存为争夺在河朔的势力范围而展开战争，刘仁恭在

攻取易州(治今河北易县)的战斗中初显才能，得名“刘窟头”。而易州复被王处存夺

回，李全忠惧罪，竟回攻幽州，取李可举而代之。李全忠光启元年(885年)拜卢龙节

度使，未几而卒，其子李匡威继立。刘仁恭以大言为李匡威所恶，补为景城县令，后又

因平定瀛州乱之功重获李匡威的赏识。《旧五代史·刘守光传》日：“属瀛州军乱，杀郡

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讨平之，匡威壮其才，复使为帐中爪牙，令将兵戍蔚州”。∞然此后

不久，刘仁恭竟能从一普通边将而入主幽州，称霸一方，其事颇不平凡。以下即略述其

从入据幽蓟而至败亡之始末，以了解此政权之实状。

一、从入主幽#IN背晋自立

(一)刘仁恭借李克用之力入主幽州

刘仁恭能够入据幽州，完全是依靠了河东李克用的势力。以下略述其经过：

景福二年(893年)，会李匡筹夺兄匡威位自立，刘仁恭便利用蔚州戍卒发动了旨

在夺取幽州政权的叛乱。《旧五代史·刘守光传》日：

兵士以过期不代，思归流怨，会李匡俦夺兄位，戍军拥仁恭为帅，欲攻幽州，

比至居庸关，为府兵所败，仁恭挈族奔于太原。。

叛乱失败，刘仁恭乃奔李克用，甚得其厚遇，亦为之效力，曾“出为寿阳镇将，从

征吐浑。”。但刘仁恭始终以夺取幽蓟为志，竞鼓动了李克用攻李匡筹。《资治通鉴》述

其经过日：

(乾宁元年)刘仁恭数因盖寓献策于李克用，愿得兵万人取幽州．克用方攻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799页。蔚州原隶河东，李匡威之据

有蔚州，《新唐15》卷二百一十二曰：“(匡威)与赫迮铎共攻太原，争云、代。李克用使安金俊

攻铎，匡威救铎，战蔚州，射金俊杀之，乃共表请讨沙陀”。见《新唐}5》卷二百一十二《藩镇

卢龙·李匡威传》，第5984页。

吲《1只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799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

日：“李克用人破吐谷浑，杀赫迮铎，擒白义诚。”见《资治通鉴》卷一二白．五十九，“昭宗乾宁元

年(894)八月”，第8456页。此役发生丁．云州，刘f：恭之“从征吐浑”，当是参加了此役。

唧《l同五代史》卷一卣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799 1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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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州，(笔者注：攻李存孝也。)分兵数千，欲纳仁恭于幽州，不克。(《通鉴考异》：

此言是年十一月以前事。)李匡筹益骄，数侵河东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举兵

攻匡筹，拔武州，进围新州。⋯⋯

十二月，李匡筹遣大将将步骑数万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逆战于段庄，大破

之，(《通鉴考异》：段庄，在新州东南。)斩首万馀级，生擒将校三百人，以练宝

斥之，徇于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匡筹复发兵出居庸关，

克用使精骑当其前以疲之，遣步将李存审自他道出其背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杀

获万计。甲寅，李匡筹挈其族奔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利其辎重、妓妾，遣兵

攻之于景城，杀之，尽俘其众。⋯⋯丙辰，克用进军幽州，其大将请降。①

(乾宁二年)春，正月，辛酉，幽州军民数万以麾盖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

克用命李存审、刘仁恭将兵略定巡属。。

刘仁恭工十心计，借助河东之力，消火了李匡俦，复返幽州。他入城后，又安抚军

民，并“封府库”西以待李克用，由此愈得李克用信用，后经李克用表奏，乾宁二年(895

年)正式受命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得禀旄节，此办应验了他从前的“大言”。锄

(二)消灭异已，扫除障碍，独霸幽蓟

刘仁恭虽已为卢龙节度使，但还未掌握全部大权，行事多所顾忌。他的身边主要有

两大威胁：一是李克用还河东前曾“留腹心燕留德等十余人分典军政”，@以监视刘仁恭。

二是高思继兄弟尚分典燕兵，这是刘仁恭面临的主要威胁。刘仁恭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

铲除这些威胁，独霸幽州，为达此目的，他使用了借刀杀人的计策，《新五代史·高行

周传》日：

思继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边，为幽州节度使李匡威戍将。匡成为其弟匡俦所篡，

晋王将讨其乱，谋日：“高思继兄弟在孔领关，有兵三千，此后患也，不如遣人招

之。思继为吾用，则事无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继兄弟。燕俗重气义，思继等闻晋

兵为匡威报仇，乃欣然从之，为晋兵前锋。匡俦闻思继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昭宗乾02元年(894)十月至十二月”，第8458～8459页。

《资治通鉴》卷二白．入十，“昭宗乾。j2二年(895)正月辛西”，第8462页。

《I同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799 1800页。

《新唐{5》卷二百一十二口：(1_：恭)“尝自青：‘梦人幡出指端，年四十九，当秉旄：1了。’李匡威

恶之，补景城令”。见《新唐f 5》卷二白．一十二二《藩镇卢龙·刘f：恭》，第5985～5986页。

《l同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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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为先锋都指挥使，思继为中军都指挥使，弟某为后军都

指挥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临决谓仁恭日：“思继兄弟，势倾一方，为燕患

者，必高氏也，宜善为防。”克用留晋兵千人为仁恭卫。而晋兵多犯法，思继等数

诛杀之。克用以责仁恭，仁恭以高氏为诉，由是晋尽诛思继兄弟。①

高思继兄弟多诛晋兵，刘仁恭又以之为由借晋王之刀除去高氏兄弟，并将思继兄弟

后人高行硅、高行周兄弟收之帐下，得为已用，计亦高矣。如此，在燕剩余之晋兵更不

足虑，仁恭实已独据幽州大权。武皇有勇无谋若此，仁恭自不能服其约束，其与晋之决

裂只是迟早的事了。

(三)刘仁恭与晋之彻底决裂

《旧五代史·刘守光传》述刘仁恭自绝于晋之事日：

(乾宁)三年(896年)，罗弘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征兵于燕，仁

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敌退听命。四年(897年)七月，武皇闻兖、郓俱陷，复征兵

于仁恭，数月之间，使车结辙，仁恭辞旨不逊。武皇以书让之，仁恭览书嫂骂，拘

其使人，晋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复以厚利诱晋之骁将，由是亡命者众矣。八月，

武皇讨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军(今河北蔚县东)。九日，渡木瓜涧，大为燕军

所败，死伤大半。既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闻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

遣使于武皇，自陈边将擅兴之罪，武皇以书报之。仁恭既绝于晋，恒惧讨罚，募兵

练众，常无虚月。。

是时朱全忠东向扩张，攻兖、郓甚急。乾宁三年(896年)李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

博救朱碹兄弟，却为朱全忠施离间计，致使罗弘信发兵袭李存信，魏博遂与河东决裂。

河东自此进援兖、郓之路断绝，后兖、郓为朱全忠所得。李克用四处用兵，屡遭败绩，

其势不振如此，这也是刘仁恭敢于与之公然相抗的主要原因之一。燕、晋双方矛盾的总

暴发便是安塞之战，结果李克用以轻敌致败。安塞大捷后，燕、晋已成大敌，刘仁恭投

靠了朱全忠，与晋相抗。

(四)论李克用之必不能控制幽蓟

李克用是内迁的沙陀贵族，原为朱邪氏。沙陀为西突厥别部，原名处月，朱邪即处

①《新五代史》卷四十八《刘守光传》，第547～548页。

㈤《1只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第1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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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转译。唐咸通九年(868年)其父朱邪赤心以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而受唐赐姓名李国

昌，遂有李姓。后李克用父子以镇压黄巢起义而发迹，随后李克用争霸中原，朱温是其

最大的敌手，汴、晋初时各在不同的方向扩张，正面交锋并不太多。李克用以“忠臣”

自居，数次勤王讨逆，这是颇得人心的。他的势力不断壮大，兵锋所至，所向披靡，镇

冀王绍惧而附降，云中赫连铎、幽州李匡俦皆先后败亡，关中诸镇惶恐效顺，强盛空前。

但李克用的强盛并不能维持多久，很快便又衰弱，他当然也就没有控制幽州的实力，造

成此种情况之原因主要有：

1、李克用治军无方，贪暴扰民

李克用在河东便对部下不事约束，纵兵扰民。《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日：

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勖以为言，克用日：

“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

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①

李克用军在河东平日便已贪暴如此，战时之凌虐百姓更当甚之。结果本为富饶之地

的河东不久便穷困不济，晋军甚至因“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990④

2、对降附诸镇制御无术，诸镇时有叛离

李克用自恃兵强，四面出击，以强大的兵力攻并了诸多藩镇，却制御无术，不但放

任军士扰民，并多废置节帅，另换晋人。如龙纪元年(889年)攻取昭义，节帅孟方立

兵败服毒而亡，明年其侄孟迁出降，李克用徙孟迁于太原，另立亲信安金俊为邢沼团练

使。因之，李克用所并地区多难巩因，诸镇往往叛离，这使李克用的处境愈发糟糕，在

与朱温的争斗中越来越处于不利之地。

3、李克用御下无方，自翦羽翼

李克用一任已意，赏罚由私，结果部下离德，诸将至有怨叛。这突出体现于李存孝

反叛事件中。李存孝本名安敬思，为克用义子。李存孝勇武冠军中，攻城解围，以存孝

功为多，但李克用对其赏罚不公，“初，存孝取潞州功为多，而太祖别以大将康君立为

潞州留后，存孝为汾少HN史，存孝负其功，不食者数日。"。后李存孝因与李存信有隙，

忌谮不能自安，竟被迫降梁通赵(指王镕)。后李克用围之于邢州，李存孝食尽出降，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昭宗天复二二年(902)三月99 9第8572页。

②《l同五代史》卷二十六《武皇纪_卜．》，第348页。

静《新五代史》卷三十六《李存孝传》，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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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车裂。李克用本不欲杀存孝，欲因诸将请而释之，不料竟无一人言，由此私恨诸将，

多人遭其诛杀，而于李存信竞无任何追究，可谓大失人望。“自是克用兵势浸弱，而朱

全忠独盛矣。(《通鉴考异》：史言克用自翦羽翼，故不竞于汴)”。①

4、李克用有勇寡谋，不能识人，这也是他不能够控制幽蓟的主要原因之一

李克用尤其是对于投降的将领不能识别，用人失当，以至养成大患，后悔不及。其

用人失当非仅是刘仁恭，在刘仁恭同时尚有李罕之。李罕之，陈州项城人，出身无赖，

为人骁勇。其穷而奔晋，李克用给予他很大帮助，还把他安置在泽州，后李罕之以功多

于晋，欲专有一藩镇而未可，遂于光化元年(898年)趁潞州薛志勤卒，入据潞州降梁。

由此朱全忠轻取泽、潞，晋的处境更为被动。

相比李罕之，李克用对刘仁恭的任用不当，后果更为严重。李克用为刘仁恭的恭顺

表象所蒙蔽，待之甚厚，且把幽州付之管理，过于轻信。倒不如前幽帅李匡威早识刘仁

恭面目，不使将兵，而以补景城县令。而刘仁恭叛帅犯上，野心昭然，奈何李克用轻信

之，尤其是李克用轻诛高思继兄弟，使其针对刘仁恭安排的制衡体系彻底失效，刘仁恭

之叛晋，李克用负有首责。

综上所述，李克用军事虽强，但制御无方，实力大减，又不能识人，处置不当，其

当时对刘仁恭已无多少控制力。且幽州旧有势力依然强大，燕人依然掌控着幽州各处的

实权，因为当初燕人多是以李匡筹不义而降附的，“始，匡筹之夺也，燕人不以为义。”

②而刘仁恭的伐李匡筹是被普遍认为合乎“义”的，故仁恭颇得燕人之心，这也为他取

得幽州大权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李克用之以仁恭为权幽州留后，亦是“从燕人之请

也”。@其既得人望，李克用又实力减弱，故刘仁恭敢于背晋独立。

二、刘氏政权穷兵黩武之扩张与迅速衰弱

刘仁恭虽独霸幽蓟，但其贪欲是无止境的，待得兵强马壮，很快又开始了对河朔的

争夺。

Ⅲ《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昭宗乾!j：元年(894)三月”，第8454页。

②《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二《藩镇卢龙·李匡威》，第5985页。

@《l同五代史》卷二十六《武皇纪．卜．》，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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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守文袭据沧景D

这是刘仁恭军事扩张的第一步，《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曰：

(光化元年，三月)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函，性残虐，又不礼于邻道。与卢龙节

度使刘仁恭争盐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彦威弃城，挈家奔魏州。罗弘

信不纳，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沧、景、德三州，以守丈为义昌留后。仁恭兵势益

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为守文请旌节，朝廷未许。会中使至范阳，

仁恭语之日：“旌节吾自有之，但欲得长安本色耳，何为累章见拒，为吾言之!”

其悖慢如此。。

既兼有沧景，仁恭愈骄，其竞不加掩饰，公然辱唐帝，自难免招众怒，此一点比之

李克用大为不及，可谓愚甚，可知仁恭不过仅是个智诈武夫，识见终短浅。在兴盛的表

面下，仁恭实已距亡日不远。

(二)刘仁恭兵败魏博可

魏博之败是刘仁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述之日：

(光化二年，正月)刘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欲兼河朔；攻贝州(治

在今河北南宫东南)，拔之，城中万馀户，尽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诸城各坚守不

下。仁恭进攻魏州(治在今河北大名东北)，营于城北。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

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张存敬将兵救魏博，屯于内黄。癸卯，全忠以中

军军于滑州(治在今河南滑县东滑县城)．刘仁恭⋯⋯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单可及将

精兵五万击思安于内黄。⋯⋯幽州兵大败，斩可及，杀获三万人，守文仅以身免。

可及，幽州骁将，号“单无敌”，燕军失之丧气。思安，陈留人也。

时葛从周自邢州将精骑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关、馆陶门。从周

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战，⋯⋯仁恭复大败，擒其将薛突厥、王郐郎。明日，汴、

”。唐方镇名。义名横海军，贞元三年(787年)置，治所在沧州(今河北沧县尔南)。曾先后为程

怀直、程怀信、程执恭、李全略等所据有。太和三年(829年)废，不久复置。太和无年(831

年)号义吕军。长期领有沧、景、德、棣四州。

吲火顺元年(890年)六月卢彦成为义吕17度使。

∞《资治通鉴》卷二二百八十一，“昭宗光化元年(898)三月”，第8515页。

i4’唐方镇名。J“德元年(763年)为收抚交史余众而置，为河北三镇之一。治所在魏州，长期领有

魏、博、贝、卫、澶、相人州。天祜元年(904年)号大雄军1，度。长期为田承嗣、何进滔、罗

弘信等及其子孙割据。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杨师厚据位为大雄+1，度使，魏博并入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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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乘胜合兵击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烧营而遁。汴、魏之人长驱追之，至临

清，拥其众入永济渠，杀溺不可胜纪。镇人亦出兵邀击于东境，自魏至沧五百里

间，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伦，河西胡人也。刘仁恭之攻

魏州也，罗绍成遣使修好于河东，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将兵救之。会

仁恭已为汴兵所败，绍威复与河东绝，嗣昭引还。①

此次战败，主因之一在于刘仁恭父子犯了轻敌大忌，这与李克用安塞之败如出一辙。

另外幽沧兵过于残暴，致使诸地军民皆坚拒固守，其已大失人心，失败已是预料之中的

事了。前此，李克用之子落落亡于罗绍威，而其仍欲救魏博，其实是惧后梁因相救之功

与魏博之盟益固，于已不利，奈何仍晚了一步。

(三)汴人乘胜攻沧州

朱温先已于乾宁四年(897年)取得郓(治在今山东东平西北)、兖(治在今山东

兖州)等州地，待得败刘仁恭救魏博，梁益得罗绍威之助，实力已为当时最强。后梁遂

乘败刘仁恭之胜势，出击河东，复因李罕之降附，轻取泽(治在今山西晋城)、潞(治

在今山西长治)，梁、晋争夺甚至为激烈。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温又发动了对

幽沧的进攻，当是欲取幽沧而形成对晋的夹击之势。此一战事《资治通鉴》述日：

朱全忠遣葛从周帅兖、郓、滑、魏四镇兵十万击刘仁恭，五月，庚寅，拔德

州，斩刺史傅公和。己亥，围刘守文于沧州。仁恭复遣使卑辞厚礼求救于河东，

李克用遣周德威将五千骑出黄泽，攻邢、沼以救之。 ⋯⋯

刘仁恭将幽州兵五万救沧州，营于乾宁军(在沧州西)。葛从周留张存敬、氏

叔琮守沧州寨，自将精兵逆战于老鸦堤(在乾宁军东南)，大破仁恭，斩首三万级，

仁恭走保瓦桥(在涿州南)。秋，七月，李克用复遣都指挥使李嗣昭将兵五万攻邢、

沼以救仁恭，败汴军于内丘。王镕遣使和解幽、汴，会久雨，朱全忠召从周还。。

刘仁恭遭乾宁军老鸦堤大败，元气大伤，愈为不振，多赖河东相救，才得苟全，当

然，河东之相救是出于为自已安全的考虑。

(四)刘守光救定州易水之败

光化三年(900年)，朱全忠久攻李克用，却进展不大。他又“以王铬与李克用交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昭宗光化二年(899)正月至三月”，第8522一--8524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昭宗光化三年(900)四月至七月”，第8530～8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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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移兵伐之”。∽结果王镕遣判官周式诣朱全忠请和，全忠引还，并以女妻王镕子昭祚。

本来可以无事，但偏有一判官张泽多言：“河东，勃敌也，今虽有朱氏之援，譬如火发

于家，安能俟远水乎!彼幽沧、易定④。犹附河东，不若说朱公乘胜兼服之，使河北诸

镇合而为～，则可以制河东矣。”张泽定是心向后梁了，而王镕竟不多加考虑，“复遣

周式往说全忠。全忠喜，遣张存敬会魏博兵击刘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

拔景州，执刺史刘仁霸；辛酉，拔莫州。’’㈢由张泽的一番话，幽沧又遭战火。“张存敬

攻刘仁恭，下二十城，将自瓦桥趣幽州，道泞不能进，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杀刺史杨约”。锄

张存敬攻定州(治在今河北定县)，义武节度使王郜却因孔目官梁汶的一番大话，

自负实力，竞放弃防守，主动迎敌，结果一败涂地。王郜奔了河东，其叔父王处直以定

州降了朱全忠。在此前后，王郜曾向河东、幽州告急，引得刘仁恭遣其子刘守光来救定

州，当然还是以唇亡齿寒的关系。刘守光“军于易水之上。全忠遣张存敬袭之，杀六万

馀人。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⑤易水之战，刘守光大败，河北除了刘仁恭，魏博、

镇49、定诸镇全都向朱全忠屈服了。

(五)沧州刘守文援救魏博史仁遇

天祜三年(906年)朱全忠助罗绍诛魏博牙军，“凡八千家，婴孺无遗”。⑦罗绍威

诛牙军，对魏军的影响很大，诸军猜怨，罗绍威虽数抚谕亦无济于事，军人多有作乱，

其中以史仁遇的影响最大。其举事经过，《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日：

朱全忠营于魏州城东数旬，将北巡行营，会天雄牙将史仁遇作乱，聚众数万据高唐，

自称留后，天雄巡内州县多应之。全忠移军入城，遣使召行营兵还攻高唐，至历亭，魏

Ⅲ《资治通鉴》卷二百入十二，“昭宗光化三年(900)九月”，第8534页。

∞指唐之义武军，治定州(治在今河北定县)。初李维岳以成德叛，王武俊杀之，其后张孝忠以易州

降唐，授易定沧节度使，寻名其军日义武。后沧州分置。1j．度，义武只领易、定二州，即今河北保

定北部之地，乾符中王处存在其地，景福中兼领祁州，五代梁龙德中并于河尔，宋日定武军，升

为中山府。

@《资治通鉴》卷二百入十二，“昭宗光化三年(900)九月”，第8535页。

峥’《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昭宗光化三年(900)十月”，第8536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百人十二，“昭宗光化三年(900)十月”，第8537页。

“”代指唐方镇镇冀，义名成德、恒冀。宝应元年(762年)置，为河北三镇之一。治所在镇州(改

恒州置，治在今河北正定)。长期领有恒、冀、深、赵四州。历为李宝臣、于武俊、王庭凑及其子

孙所割据。922年为晋所并。五代唐仍置。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废。

4’《资治通鉴》卷一二百六十五，“昭!宣帝大祜三年(906)正月”，第8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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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行营者作乱，与仁遇相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右司马苻道昭击之，所杀殆半，

进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无少长皆死。擒史仁遏，锯杀之。回

史仁遇之举事很快便失败了，失败之前，史仁遇曾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及沧州刘守文。

“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将三千骑攻邢州(治在今河北邢台)以救之。时邢州兵才二百，

团练使牛存节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长直都将张筠将数千骑助存节守城，筠

伏兵于马岭，击嗣昭，败之，嗣昭遁去。"②李克用攻邢州以支援史仁遇，然以失败告终。

刘守文也出兵援助，他当然是不愿意看到魏博被朱全忠控制，否则沧州亦危在旦夕，

然而刘守文的援助也以失败告终。《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日：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兵万人攻贝州，又攻冀州，拔蓓县，进攻阜城。⋯⋯时

镇州大将王钊攻魏州叛将李重霸于宗城。全忠遣归救冀州，沧州兵去。丙午，重

霸弃城走，汴将胡规追斩之。。

王镕此时已附朱全忠，亦参与了平定魏州诸军之乱。朱全忠势大，刘守文无功而退。

此后朱全忠果然又攻沧州，刘守文几不能守。

魏博牙军之歼，朱全忠自以为得计，其实乃自弱之道，此王夫之《读通鉴论》有日：

弱魏博以失辅者，温自取之也；激镇定以离心者，温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镇

定无所惮者，温自取之也；隔刘守光于冀北，使骄悖而折入于晋者，温自取之也。

祸莫大于乐杀人，危莫甚于杀强以自弱，而盗以此为术，恶足以容身于天地之间

哉?温之亡，不待群雏之还相翦灭也。惜乎无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王夫之认为朱全忠在魏博全歼牙军是“杀强以自弱”，这是导致后梁以后系列失败

的转折点，梁、晋间强弱形势的转化亦自此始。

(六)朱全忠再攻沧州

朱全忠继取河北之后，不断扩张势力。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攻下晋、绛、河

中，执王珂以归，由此河东通长安的道路被阻断，犹如长蛇断腰，此后晋欲求和而未可，

朱全忠愈以晋为弱，乃大举击晋，河东渐处困境，李克用甚至谋画出奔云州，又欲奔匈

奴，多赖刘夫人谏言乃止。朱全忠并于天复三年(903年)收降淄青王师范。天祜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昭宣帝天祜三年(906)四月”，第8658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百入十五，“昭宣帝大祜三年(906)四月9Y9第8658页。

鲫《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昭宦帝天祜三年(906)四月”，第8659页。

鲫[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六》，北京：中华’侣局，1975年版，第10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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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年)朱全忠助罗绍诛魏博牙军，控制了魏博。其又西击李茂贞等，挟天子以令诸

侯。一时势盛无比。而河北诸镇唯幽、沧未下，朱全忠不久又发动了对幽、沧的战争，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日：

朱全忠以幽、沧相首尾为魏患，欲先取沧州，甲辰，引兵发大梁。 ⋯⋯

刘仁恭救沧州，战屡败。⋯⋯刘仁恭求救于河东，前后百馀辈。李克用恨仁

恭返覆，竞未之许，其子存勖谏日：“今天下之势，归朱温者什七八，虽强大如魏

博、镇、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为温患者独我与幽、沧耳，今幽、沧为温

所困，我不与之并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且彼尝困我而我

救其急，以德怀之，乃一举而名实附也。此乃吾复振之时，不可失也。”克用以为

然，与将佐谋召幽州兵与攻潞州，曰：“于彼可以解围，于我可以拓境。”乃许仁

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挥使李溥将兵三万诣晋阳，克用遣其将周德威、李嗣

昭将兵与之共攻潞州。⋯⋯己巳，朱全忠命诸军治攻具，将攻沧州。壬申，闻潞

州不守，甲戌，引兵还。①

此次沧州未失，亦全赖河东相援。要知刘仁恭负晋多矣，其在天复三年(903年)

五月还曾以兵五万救援河东叛降王敬晖，锄李存勖不顾旧怨，以大局为重，显示了一个

卓越军事家的战略眼光与宽大胸襟。而朱全忠此次大举伐幽、沧，因潞州丁会降晋，“烧

营而还，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907年四月，朱全忠废唐昭

宣帝，改元开平，建国号大梁。

此时的刘仁恭兵穷民困已极，内部矛盾重重，只不过周旋于梁、晋间苟延时日而矣。

三、刘守光的残暴统治及其灭亡

刘守光自907年至913年统治幽州，后亡于晋，举族就戮，这段时期是幽州史上极

为黑暗的时代。

(一)刘守光囚父杀兄，独霸幽沧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日：

(后梁开平元年)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将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昭宣帝大祜二年(906)八月至十二月”，第8661"---8665页。

②《资治通鉴》卷_二百六十四，‘‘昭宗天复三年(903)五月-]．朱”，第8608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人，‘‘太讥开平元年(907)正月ff第8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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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击幽州。⋯⋯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为子

数。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过焚荡无馀。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

犹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几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与思安

战，思安败退。守光遂自称节度使，命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

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其弟

守光幽其父，⋯⋯乃发兵击守光，互有胜负。天雄节度使邺王绍威谓其下日：“守

光以窘急归国，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不战服也。”乃遗守文书，谕以祸福。守

文亦恐梁乘虚袭其后，戊子，遣使请降，以子延佑为质。⋯⋯(开平二年)刘守

文举沧德兵攻幽州，刘守光求救于晋，晋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卢台

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败。守文乃还。⋯⋯(开平三年)刘守文频年攻

刘守光不克，乃大发兵，以重赂招契丹、吐谷浑之众，合四万屯蓟州。守光逆战

于鸡苏，为守文所败。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日：“勿杀吾弟!”守光将元

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守光囚之别室，椿之蘖棘，乘胜进攻沧州。⋯⋯

刘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沧德事毕，为陛下扫平并寇。”亦致书晋王，云

欲与之同破伪梁。⋯⋯(开平四年)春，正月，乙未，刘延祚力尽出降。⋯⋯守

光寻使人潜杀其兄守文，归罪于杀者而诛之。①

刘守文之替父报仇，既为事实，亦属借口，其“以迎侍为名，实欲并吞燕蓟”。②刘

守文阵前之伪辞，乃一贯之作法，结果反害了自己。刘守光仍取乃父旧法，依违于梁、

晋之间，自以为得计，实已是失信寡助。其囚父杀兄，无情背义，燕将亦多弃走，其中

许多人奔于河东，如王思同等，燕的实力大为削弱。其既有幽沧，自谓得天助，日益骄

纵，淫虐空前，人民亡命，已自掘坟墓，然不自知。

(二)刘守光之昏昧淫虐

《新五代史·刘守光传》日：

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骄，为铁笼、铁刷，人有过者，坐之笼中，外燎以火，或

刷剔其皮肤以死，燕之士逃祸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黄，谓其将吏曰：“我衣此而南

①《资治通鉴》卷二白．人十六，“太祖开平元年(907)正月”，至卷二百六十七，“太祖开平四年(910)

正月”，第8670～8720页。

②[清]董诰：《全唐文》@]V卣ff!t-I--，刘守光《上梁{兀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

8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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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帝天下乎?”孙鹤切谏以为不可。梁攻赵，赵王王槿于守光，孙鹤日：“今

赵无罪，而梁伐之，诸侯救赵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军未出，而晋已先破梁矣，

此不可失之时也。”守光日：“赵王尝与我盟而背之，今急乃来归我；且两虎方斗，

可待之，吾当为卞庄子也。”遂不出兵。晋王果救赵，大败梁兵于柏乡，进掠邢、

沼，至于黎阳。守光闻晋空国深入梁，乃治兵戒严，遣人以语动镇、定日：“燕有

精兵三十万，率二镇以从晋，然谁当主此盟者?”晋人患之，谋日：“昔夫差争黄

池之会，而越入吴；项羽贪伐齐之利，而汉败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强燕在其

后，此腹心之患也。”乃为之班师。。

刘守光统治下的幽州镇，实行的是恐怖高压政策，人民多逃亡他境。守光狂妄而无

远虑，且不听劝谏，其不肯援救王镕便是大为失策的，孙鹤亦属庸儒，其本侍刘守文，

刘廷祚城破而降，本无忠义，此时却欲效忠于守光，后竟因谏止守光称帝而送命，可谓

愚甚。向晋王能够正确审时夺势，联赵破梁，十乾化元年(911年)取得柏乡大捷，大

挫梁军，且于镇、定诸镇之威望亦大增，其诸镇盟主之位得以巩固，而燕与河东相接，

晋欲南征朱温，燕始终为腹心之患，攻灭刘守光已是势均在必行的了。

(三)刘守光之称帝及败亡

刘守光庸昧，自负强盛，久有称帝之心，《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日：

(刘守光)又使人讽镇、定，求尊己为尚父，赵王镕以告晋王。晋王怒，欲伐

之，诸将皆日：“是为恶极矣，行当族灭，不若阳为推尊以稔之。”乃与镕及义武王

处直、昭义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瑶六节度(《通鉴考异》曰：五镇并河东

为六；然自昭义以下皆属河东)。使共奉册推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不寤，以

为六镇实畏己，益骄，乃具表其状日：“晋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

窃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统，则并、镇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

光为河北道采访使，遣阁门使王瞳、受旨史彦群册命之。守光命僚属草尚父、采访

使受册仪。乙卯，僚属取唐册太尉仪献之，守光视之，问何得无郊天、改元之事，

对曰：“尚父虽贵，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

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尚父何足为哉!”命趣具即

帝位之仪，械系瞳、彦群及诸道使者于狱，既而皆释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

D《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刘守光传》，第4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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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大燕，改元应天。∞

刘守光之狂愚，诸镇皆知，李存勖只待其骄恶尽极，再行诛伐。此种做法，虽足以

对付刘守光，然亦不足为，王夫之即以为李存勖之“推尊以骄之，非义之所许”，②此乃

“权谋之险术，王者所弗尚也”，@执此险诈之术终不能成大事也，这也是导致沙陀后唐

国祚不延的一个重要因素。乾化元年(911年)底，刘守光寇易、定，王处直告难于晋，

晋王遂遣周德威将兵三万攻燕，全面展开灭燕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兵锋

所至，大多归降，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沧、景之降，《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日：

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少，淫虐类其父，淫于都指挥使张万进家，万进怒，杀之。

诘旦，召大将周知裕，告其故。万进自称留后，以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

表请降，亦遣使降于晋；晋王命周德威安抚之。。

又如元行钦等之降，《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日：

(乾化三年三月)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北山兵以

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硅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

之；晋王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之。以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裨将。李嗣源进攻武

州，高行琏以城降。元行钦闻之，引兵攻行硅，行琏使其弟行周质于晋军以求救，

李嗣源引兵救之，行钦解围去。嗣源与行周追至广边军，凡八战，行钦力屈而降；

嗣源爱其骁勇，养以为子。。

总之，晋兵所至，燕人多望风而降，所遇抵抗并不激烈。到了乾化三年(913)十

月，“卢龙巡属皆入于晋，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无信，竟不救。”

睁十一月，“壬戌，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克之，擒刘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帅妻子亡去。

癸亥，晋王入幽州。”。十二月“燕主守光将奔沧州就刘守奇，涉寒，足肿，且迷失道。

至燕乐之境，”@为田父张师造所擒，送交晋王。乾化四年(914年)正月，刘仁恭父子

w《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太祖乾化元年(91 1)999第8742～8745页。

吲《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八》，第1021页。

创《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八》，第1020页。

吲《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太讥乾化二年(912)三月999第8754页。

刚《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均千乾化三年(913)三月”，第8769页。

吲《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均王乾化三年(913)十月”，第8777页。

口《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均王乾化三年(913)十一月999第8778页。

酬《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均于乾化二年(913)十二月”，第8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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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族就戮。据说“守光至死号泣哀祈不已”，山反不如其二妻李氏、祝氏有骨气。学

刘仁恭父子之兵败身亡，虽是亡于晋，实是亡于己，主要原因大略如下：首先，刘

氏政权多年穷兵黩武，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如光化二年(899年)，发幽、沧等州兵

十万攻魏博，结果大败而归。天祜三年(906年)，刘仁恭救沧州而屡败，乃尽征境内

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刺字充军，得兵十万。这只是一些较大的战事，从这些战

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刘氏父子的穷兵黩武，已使劳动人口严重损耗，人民不得休息，

社会生产自无法正常进行，其自身也陷于困穷之境。其次，贪暴残虐，政治极端黑暗。

刘仁恭父子在幽州实行独裁统治，压榨奴役人民。如刘仁恭筑大安馆，疯狂聚敛，肆意

掠夺，刘守光制铁刷、铁笼，严刑镇压异己。人民对刘氏父子痛恨已极，刘守光最终竟

是被一田父捉住，从中可见其平日是多么不得人心。再次，轻视儒士，不听劝谏。刘仁

恭、刘守文表面上尚能尊延文士，而刘守光的不喜文士却是不加掩饰的。守光不喜文士，

更不喜欢昕反对意见，许多文士纳谏都几乎送命，其中就有冯道，向孙鹤是最愚蠢的一

个，妄送了性命。所以后来几乎没人再敢进谏，守光周围只有李小喜等之趋炎附势之辈

了，君臣离心，败亡在即。

刘仁恭父子既亡，华北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改变。燕既亡，契月．与沙陀的直接冲

突也已不可避免，此后双方幽州的争夺十分激烈。而晋灭燕，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

体现在：

其一，燕系将领及军队多归晋，大大增强了晋的军事力量

燕人入晋实际上早就有发生。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刘守光囚父自立，许

多幽州将领便率部奔往河东，如银胡录都指挥使王思同，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及由契

丹转奔河东的刘守奇等。而从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周德威攻燕始至乾化三年

(913年)十一月幽州灭亡，此一时期为燕人奔晋之高峰。

在此时期中入晋的燕系文武将校中仅有名姓可知的就有：刘知温、王行方、李严、

赵敬、单廷硅、李山海、赵行实、王在思、成行言、陈确、胡令琏、高行琏、高行周、

。j《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均千乾化四年(914)正月”，第8782页。
②

杨维桢《双雉操》赞李氏、祝氏曰：双雌雉，锦绣裆。朝呼风皇侣，莫宿鸱鹗房。两雌角角声

稠将，晋同I纲，艾如张，小喜鹊子先飞扬。一雄欲苟活，两雌誓溘亡。丁乎。j 2为两烈夕匕白刃，

不活金笼异姓王。见[元]杨维桢：《铁崖占乐府》卷二，《景印文Ni’缶-J四库全fI{S》本，台北：台
湾商务印jB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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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钦、李晖、张在吉、杨靖、司全爽、杨师贵、毕元福、李刘、张景绍、赵在礼、毛

璋、刘审交、冯道、吕琦、王缄、马郁、赵德钧、赵延寿等人，而以数字记录的降将就

更多了。这此人大多是以“降”、“奔”而投晋或因其他原因被留晋，只有少数人是被“擒"

或“获”的，如：单廷琏、李山海、王在思、张在吉、毕元福、李刘、张景绍等。降晋

的燕系将领大都是带着自已的部下和军队的，有些人甚至还是举族来奔，入晋燕军的数

量应是很可观的。这些入晋的燕系将领及刘氏旧有之军队大多为晋所用，使晋实力大增。

其二，在晋灭梁的战争中，燕系兵将起了一定的作用

晋人之利用燕军，其事早已有之。如天祜三年(906年)汴人攻沧州，刘仁恭就曾

遣张居翰与书记马郁、都指挥使李溥等率兵三万助李克用攻潞州，以解沧州之围，结果

这些燕兵多被扣留。其后昭义节度使丁会降于河东，李嗣昭镇潞州，梁人攻城，嗣昭能

坚守逾年，至破夹城解潞州之围，亦多有赖于燕军的帮助。而晋灭刘守光后，据有了较

为稳定的后方，很快便展开了与后梁的战争，在晋灭梁的战争中，幽州兵将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如高行周雨夜急行军，涉济水，助李嗣源袭取郓州。叫“蓟门战客"王思同从

庄宗平定山东，战功卓著。④元行钦潘张(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之战解庄宗于

重围等。@燕人之所以能为晋尽力，这主要是由于晋对这些降将的信任和重视，其中有

些人如元行钦、赵德钧并官至高位。晋用人不疑，而燕人素重义气，故能得其用。当然

晋对燕人也有所防范，如周德威便因忌燕人难服而大杀幽州旧将有名者。㈤又晋在幽州

的统治亦称苛暴，这都引起了燕人的不满，迫使许多燕将复叛。这不仅使晋对契丹的防

御一度非常被动，且梁晋问的战事也深受其影响，如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十二月梁

晋胡柳陂之战，周德威父子败亡，关键就在于幽州兵之不肯尽力。@

晋对幽州降人既欲利用，又复忌惮，也曾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晋依靠强大的

武力，基本上能把这种不利影响置于其控制之下。晋有了幽州的力役、兵将、财赋的支

持，其与后梁之争霸也就多了胜利的把握。

其三，晋灭幽州威望大增，其盟主之位愈为巩固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十一月镇、定己推晋王为盟主。五代之初，义武节度使王

‘D《新五代史》卷四十八《高行周传》，第549页。

②《旧五代史》卷六十五《王思同传》，第868页。

‘蓟《lFl五代史》卷七十《元行钦传》，第926页。

④《资治通鉴》@---ih．,：,i-I-JL，“均千贞明三年(917)二月”，第8814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均_千贞明四年(918)-t---j=j”，第8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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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直、武顺(即成德后粱改)节度使王镕依违于梁晋之间，托以自存，而后梁之势稍强，

所以两镇对梁的依附程度要大于晋。然后梁开平四年(910年)“上(朱温)疑赵王镕

贰于晋，且欲因邺王绍威卒除移镇、定。"①迫使镇、定转而附晋，“镕使者至晋阳，义

武节度使王处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晋王为盟主，合兵攻梁。”②结果后梁至有柏乡之败，

镇、定与晋之交遂固。至晋灭幽州，镇、定附晋去梁之心益固，其对晋王亦增畏服，王

镕与王处直共推晋王为尚书令。这反映了晋的威望的增强，其对诸镇亦更具号召力。此

后晋降魏博、平河北，多得镇、定之助。至河北诸州皆为晋有，其威望更是与日俱增，

素少往来之南方政权如楚王马殷等亦来遣使通好。

晋得幽州，获益甚多，其不但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且在政治、军事上逐渐取得优

势。而朱温亡后内部纷争不断，政治衰败，分魏博为二镇碴’更酿大乱，又对将帅不能信

用，军事上屡遭败绩，其败亡已是不远。

①《资治通鉴》卷二卣六十七，t·太{f1开平四年(910)十一月”，第8728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卣八十七，“太稍1开平四年(910)十～月”，第8729页。

晤’后梁贞明元年(915年)三月，割相、澶、卫别置昭德军，旋以兵变入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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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诸强邻之兴衰与唐代契丹的发展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魏。其属东胡族系，大概出自鲜卑宇文部别支。北齐天保四年

(553年)，文宣帝高洋亲率士卒，大破契丹，“虏获十万馀口，杂畜数百万头。州勘其时

契丹已是人齿渐繁。隋唐以来契丹对于中央政权叛附无常，虽历艰难曲折而不断发展壮

大。《旧唐书·契丹传》日：“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

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

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

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本臣突厥，好

与奚斗”。㈤唐代契丹已是兵强地广，其到耶律阿保机时，国日益大，至雄霸于中国北

方。本为弱小民族之契丹何以能存唐代取得如此之大发展，这除了契丹本身的冈素之外，

与周围之发展环境亦有很大关系。

唐朝于东北取消防御政策，绥抚为先，征伐为下。此固是要广诸德化，而更重要原

因之一则为欲以夷狄制夷狄，如唐高祖和唐太宗便都采取了利用契丹箝制突厥的政策。

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便是西北吐蕃为患，唐更无余力经营东北，此陈寅恪先生有论：“李

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

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

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此

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唐

既于东北取消防御政策，对契丹颇多迪护，于其帮助远大于威胁。而契丹真正之大威胁

来自其东西诸强邻，以下即主要论述诸强邻之盛衰与契丹发展之关系。

一、西部诸强邻之盛衰

(一)突厥(及薛延陀)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世祖孝元皇帝下承圣二年(553)十月甲辰”，第5106页。

②《1只唐}S》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第5349"---5350页。

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北京：生活．读

二}S·新知三联15店，1957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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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突厥己分为东、西二部，此处所述主要为与契丹相邻近之东突厥(或日北突

厥)。隋及唐初，契丹一度臣于突厥，内忧外患不断。突厥残暴，奴役他族，《隋书·突

厥传》中隋文帝讨突厥之诏书日：

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

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

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棘

羯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

千种万类，4h,-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

其中“东夷”指契丹、奚、霄、鞑靼诸族，．“西戎”指西域诸国。从上所引可见突

厥与他族之矛盾实己深而不解。突厥奴役契丹之详状已不可知，但其迹略可见。开元十

三年(725年)东突厥毗伽可汗默棘连(小杀)曾对唐使袁振言：“奚及契丹旧是突厥

之奴”。劬《I}j唐书·突厥上》日：“契丹及奚，自神功(697年)之后，常受其征役”

@又《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九《敕契丹都督涅礼书》日：

往者屈突干(即可突于)凶恶，无心忧矜百姓，背叛于我，终日自防。丁壮不

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及依附突厥而课税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见也。@

从上可知契丹深受突厥奴役，既供其赋税又受其征役，突厥还派有吐屯(监领之官)

直接统领其地，此使契月‘的发展严重受阻。

唐高祖“武德(618"-'626年)中，其大酋孙敖曹与鞣鞠长突地稽俱遣人来朝，而君

长或小入寇边。后二年，君长乃遣使者上名马、丰貂。"@唐初契月．与唐的亲善友好关系

已在逐步发展。贞观二年(628年)，契丹大贺氏联盟首领摩会率部归唐，这对突厥是沉

重的打击，突厥颉利可汗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结果被唐太宗拒绝。贞观四年(630

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威震四夷。东突厥既灭，漠北薛延陀方盛，“东至室韦，西至

金山，南至突厥，：It：lib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回

纥等铁勒诸部莫不伏焉。然薛延陀野心甚大，不满唐助李思摩还突厥故地，发兵击思摩，

Ⅲ《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第1866""1867页。

吲《l同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第5175页。

吲《IN唐{S》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第5172页。

㈤[庸]张九龄：《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版。

@《新唐j协》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契丹》，第6168页。

眇《IFI唐IS》卷一百九十九+F《北狄·铁勒》，第5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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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交恶，屡为唐所败。而薛延陀自真珠毗加可汗(夷男)之后，二子相斗，诸部离心，
‘，

国人不安。至贞观二十年(646年)，为唐攻破，其国遂灭。关于契丹与薛延陀的关系，

史甚不详，其时契丹各部已有附唐，而薛延陀与契丹为近邻，契丹自不愿有此强邻在侧。

且契丹也参加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对对薛延陀的讨伐，《新唐书·回纥下》载：“思

摩走朔州，言状，且请师。于是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与奚、霄、契丹乘其东"。∞薛延

陀的灭亡使契丹又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对契丹的发展是有利的。

薛延陀既灭，其时回纥未强，北方暂安，契丹各部亦纷纷来附。如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四月，“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

圆又《唐会要》卷七十三《营州都督府》云： “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酋

长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为持节十州诸军

事松漠都督府⋯⋯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俱隶松漠焉。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府。拜可

度着(者)为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府⋯⋯二十三年。于营州兼置东夷都护。以统松

漠饶乐之地”。@契丹在窟哥等带领下归顺唐朝，契丹在唐的帮助下，得以较快地发展。

然唐周边的诸民族势力正在崛兴，尤其吐蕃盛强。高宗仪凤三年(678年)，青海

大非川之战，唐兵十八万败于吐蕃，唐对外族的优势大衰，这使东突厥得以借机复兴。

从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开始，被安置在漠南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突厥降部就屡兴叛

乱。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禄自称可汗，建立了东突厥汗国(682--一745年，

史称“后突厥”或“突厥第二汗国”)，从此，唐的北边重又陷入大动荡。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不堪营州都督赵翩侵侮，趁唐廷受困

于吐蕃、突厥之机据营州发起叛乱。在唐、突厥等的联合攻击下，这次叛乱只持续了一

年多就失败了。经此战后，大贺氏联盟部落凋散，其余众多附于突厥。丌元三年(715

年)，在与唐朝断绝往来近二十年后，李尽忠之从父弟李失活以突厥默啜政衰，率部内

附，契丹与唐复和睦修好。而开元四年(716年)，东突厥默啜可汗北讨拔曳固被杀，此

后毗伽可汗立，而突厥己衰，自开元八年(720年)后，基本与唐维持了友好关系，其

对契丹已没有大的威胁。外部环境对契丹十分有利，契丹诸部又复活跃起来。

失活死后，其弟李娑固袭位，军事首领可突于专权。开元八年(720年)，娑固为可

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F《同纥下》，第6135页。

圆《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太{n贞观二十二年(648)l!!th已未”，第6256页。

⑨[宋]于溥：《唐会要》卷七十三《营州都督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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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于所杀，此后可突于数废置首领，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邵固(李尽忠

弟)，另立屈列(洼可汗)为首领，率部落并胁奚众降于突厥，倚之抗唐。开元二十二

年(734年)，李过折杀可突于，复降唐。735年，涅礼杀过折，亦受唐封。“突厥寻

引兵东侵奚、契丹，涅礼与奚王李归国击破之”。∞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怀仁可汗

骨力裴罗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从此结束了突厥断续在我国北方近200年的统治，∞契

丹从此亦彻底摆脱了突厥的控制。

(二)回纥⑨

天宝四年(745年)，阻午可汗(李怀秀)降唐，然其时“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

数侵掠奚、契丹”，缈九月，契丹与奚终叛唐而附回纥。其时突厥既亡，漠北以回纥最

为雄大。

关于唐中后期契丹与回纥的关系，大略可知契丹受到回纥人的奴役，且其所受奴役

之程度应不会比在突厥时轻多少。宋人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载：“契丹旧为回纥牧

羊，鞑靼旧为回纥牧牛”。@又《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曰： “初，奚、契丹羁属回鹘，

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调唐事。”@又《会昌一品集》卷三《讨回鹘制》日：“回鹘

比者自恃兵强，久为桀骜，凌虐诸部，结怨近邻。”⑦且回鹘“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

尤甚”，姐契丹受其如此诛求奴役，自不堪忍受。
、

“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

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叼’契丹虽附回纥，亦维持了与唐的关系。而回纥“至文宗

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文宗开成五年(840

年)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契丹结束了对回纥近百年之依附。“会昌二年(842年)，回

鹘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

w《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第6813页。

留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88页。

@贞元四年(788年)同纥顿莫贺可汗要求唐准其改族称为同鹘。

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玄宗天宝四载(745)九月”，第686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人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02页。

蟛’《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武宗会吕二年(842)九月”，第7967页。

“[唐]李德裕：《会吕一品集》卷三《讨同鹘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j{5》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1986年版。

神《lF1唐{S》卷一百九十五《同纥》，第5195页。

掣’《新唐-{5》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契丹》，第6172页。

唧’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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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所与旧印，赐唐新印，日“奉国契丹之印"。∞

此时回鹘已亡，而黠戛斯实非强国，唐人“或谓黠戛斯小种”，∞其破回鹘实以其

内乱，其势力又远在西北，故非为契丹大患。唐朝又处藩镇割据，实力削弱，契丹周围

已无强大的敌对势力。在如此之环境中，契丹始真正得以勃兴。

二、东部诸强邻之盛衰

隋及唐初，契丹之强邻，除西部之突厥，在东部先后有高丽、新罗、渤海等。

(一)局丹丹

高句骊(高丽)出于夫余系，本建都于我国东北，后北魏强大，高句骊遂改统一朝

鲜半岛为其发展重心。427年移都平壤，自是成为朝鲜半岛古三国(新罗、百济、高丽)

之‘。南北朝时改称高丽，与中原王朝‘直保持臣属关系。

唐代以前，高丽即己为契丹发展之阻碍。 《魏书·契丹传》载： “太和三年(479

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

求入内附”。@又《隋书·高丽传》记，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责高丽王汤，日其：

“驱逼鞴羯、固禁契丹”。@唐代，高丽亦常攻掠契丹， 《新唐书·高丽传》日：“永

徽五年(654年)，藏以棘辐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

⑤

隋唐都曾大举征高丽，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

百济之形势”，@攻灭高丽。

(二)渤海及新罗

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新罗忙于半岛统一事业的巩固，基本不再向北扩张，而渤

海紧邻契丹，国力称盛。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引起辽西之大动荡，部分

秫褐人和高丽遗民乘机而起，离营州，渡辽河东归。唐武后圣历元年(698年)，大祚

w《新唐书》卷二卣一十九《北狄·契丹》，第6172页。

吲《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同鹘‘卜．》，第6150页。

刨《魏f5》卷一百《契丹传》，第2223页。

圳《隋书》卷八十一《尔夷·高丽》，第1815页。

剧《新唐j}弓》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第6195页。

吲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50页。
34



第：章诸强邻之盛衰与唐代贸丹的发喂

荣始建渤海国，至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之初势力

有限，既“遣使交突厥”，Ⅲ又受唐的招抚，两属于大国问而求自保，但相对于唐，渤

海与突厥的关系则日渐疏远。开元七年(719年)，大武艺继立，开始“斥大土宇，东

北诸夷畏臣之”。∞开元十四年(726年)，攻讨秘密附唐之黑水棘褐，开元二十年(732

年)，武艺更攻唐之登州(今山东莱州)，又出营州，南至马都山以窥幽州。然此次侵

唐，大武艺或与契丹可突于有盟，范恩实指出：“战争中渤海军队攻打马都山(榆关附

近)须经营州，未受到契丹军队的阻拦，可见渤海、契丹间确有共同反唐之约。”9其

时可突于已于开元十八年(730年)杀邵固背唐投突厥，故有联合渤海攻唐事，渤海、

契丹与唐之战争开元二十年(732年)即以失败告终。又《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

九《敕渤海王大武艺书》载：“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拟打两蕃，奚及契丹今

既内属，而突厥私恨，欲雠此蕃，卿但不从，何妨有使。”㈣此为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突厥欲联合渤海攻打已降唐之奚、契丹，遭大武艺拒绝事。

可见当时契丹、渤海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张。且其时新罗与唐关系已转好，732年，

渤海攻登州，新罗曾出兵助唐攻其南，新罗后虽无功而还，但此后与唐的关系却更加亲

密。元和十三年(818年)大仁秀立，“南定新罗”，@新罗败退溟江筑长城三百里以守，

此后近百年内，双方互守疆界。渤海末期，才复与新罗交通，时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

吞并诸族，故“大翘撰深惮之，阴与新罗诸国结援”@。唐联合新罗与渤海对峙，很大

地牵制了渤海的力量，且黑水秫羯尚未完全征服，这使渤海不愿与契丹有冲突。而渤海

与契丹似一直有所交往，《契丹国志》日：“渤海国王大趣撰本与奚、契丹为唇齿之国。’’

。又《朝鲜史略》卷五日：“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一朝殄灭，此为无道之国”，@可

知两国必有交通。而辖底父子在释鲁被杀之后，逃亡渤海，也说明了二者关系之密切。

山《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tlL狄·渤海传》，第6180页。

吲《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传》，第6780页。

@范恩实：《渤海国的建立及其与周边政治关系》，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皿政局》，上海：

上海辞‘{；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剖[唐]张九龄：《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九《敕渤海王大武艺书》， 《四部丛刊》本。

印金毓黻： 《渤海国：占长编》卷3《世纪》，载于承礼、张中树点校： 《渤海国志三种》，天津：

天津市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峪’[宋]叶隆礼：《契丹国：基》卷一《太祖入圣皇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Ⅲ《契丹国忠》卷一《太j}f1人圣皇帝》，第7页。

@[明]伙名撰： 《朝鲜史略》卷五，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伸》本，台北：台湾商务印-1S馆，1986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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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与契丹虽没有太多的冲突，却相存敌视，渤海虽以扶余为交通契丹道，但于扶

余府常屯重兵以备契丹。渤海的军事力量或非能与契丹抗，但此“海东盛国”之存在，

毕竟牵制了契丹的力量，故当十世纪初，渤海渐趋衰落，阿保机征服渤海，以扫清南下

之障碍。而新罗善于联合中原政权，此亦是阻碍契丹南下之一障碍，故以后契丹多次出

兵征讨。

如此，至耶律阿保机之时，契丹之西邻突厥、回纥等早已灭亡，东邻渤海、新罗俱

非强大，唐朝因藩镇割据，也是日落西山之势，无暇顾及东北亚之局势。而漠北草原上

只余有室韦、达靼、越兀、乌古、吐浑等诸较弱民族，契丹周围已无强大之敌对势力。

其时契丹正有难得的发展环境，而又以阿保机之雄才大略，承前人之功业，注重对其他

民族(尤其是汉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励精图治，加以契丹骑兵之强，遂能统一

中国北方，后来其势力甚至达至中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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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刘仁恭政权对契丹的防御

幽州镇在唐东北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唐前期，为防御东北方诸族之侵扰，高

宗时期曾建有一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设有安东都

护府以镇抚高旬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鞋褐；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

∞此体系中，营州都督府为防御奚、契丹及其他诸外族南下的实际前沿重地，但自武周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营州羁糜府州体系毁于战火，此一

防御体系遭到破坏，此后营州的防御作用始终未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唐在东北境的防御

转为以幽州为重心，营州成为配合幽州的从属防御力量。此后唐大力加强幽州的防御力

量，范阳节度并常兼平卢军等使，负责防御两蕃等外族。然后为安禄山所乘，安史乱后，

河朔藩镇割据，幽州卢龙节度使习惯上仍兼押奚、契丹使之职，制御两蕃。而“自至德

后，箔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办鲜入寇”，劬河朔藩镇，

尤其是幽州镇较成功地起到了保卫唐东北边境的作用。至唐末乾宁元年(894年)后，

刘仁恭父子割据幽州，其为自身利益，亦承负了遏制奚、契丹的重任。其时的契丹已开

始崛起，“光启(885,---887年)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钞奚、室韦，小小部种

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⑨而刘仁恭父子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耶律阿保机。

阿保机(872"--926年)出身于迭剌部世旱家族。遥辇氏联盟时代，迭刺部是八部中最

为强大的一个部，曲阿保机七世祖涅里，在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杀李过折后被唐任

为松漠都督，后逊位于遥辇氏祖午可汗(李怀秀)。从涅里起，世里家族“世为契丹遥

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喝’阿保机之时，契丹部落已较为强大，积极对外掠夺和扩

张。阿保机之父德祖撒剌的、德祖之弟述澜(即后之释鲁)都积极进行掠夺争战，“已

有广土众民之志”。幛’阿保机承先人未竞之功业，继续侵掠扩张。在遥辇氏联盟后期，

阿保机的三伯父子越释鲁帮助辖底成为迭刺部夷离堇，与辖底同掌国政。这时阿保机大

概任挞马狨沙罩，曾率部征服近邻诸小部族。901年阿保机被任命为大迭烈府(即迭刺

哪李松涛： 《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载干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Ⅱ政局》，第96页。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契丹》，第6172页。

@《新唐15》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契丹》，第6172页。

唑’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二忙局，1979年版，第23页。

剖《辽史》卷二《太卒n下》，第24页。

4”《辽史》卷一二《太讥卜．》，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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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夷离堇，专门负责征讨。903年为于越，总知军国事。此时阿保机在长期的、艰苦

的斗争中得到契丹各部的拥戴和信任，掌握契丹的军政大权。

刘仁恭对于契丹的遏制在后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久辱于外夷的宋人对刘仁

恭更是钦佩不已，如晁无咎便曾叹服刘仁恭“内困太原之讨，且殚其力以求附梁，虑亡

不暇，而犹能外病契丹。"①以晁无咎为代表的宋人并从中反思本朝悉废藩镇之失，或

以为过犹不及。然而以宋人为代表的后世学者却多只是称赏刘仁恭能“外病契丹”的一

些事绩，而忽略仁恭父子与契丹相抗的整个过程，那么幽州刘仁恭政权与契丹间争斗的

实状究竟如何，下文略论之：

一、刘仁恭父子均以能遏制契丹于境外为现实目的

(一)刘仁恭父子于契丹实仅有防御之力，且多属被动防御

其实刘仁恭于契丹的遏制是很有限的，契丹对幽州的侵扰也不过是稍遇阻碍。契丹

不但曾大败赵霸数万兵马，在与李克用结盟后，阿保机更数掠幽蓟，刘守光自立后，亦

出兵干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刘守光受册之日，契丹还攻陷了平州，平营蓟北几无

宁日。刘仁恭父子在与契丹的长期对抗中，大部分时候是处劣势的，可以说是仅有防御

之力。造成幽州与契丹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因为当时契丹虽屡进犯，但

一时尚无能力灭亡幽州，还不是刘仁恭父子所面对的主要威胁，其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来

自汴梁朱温与河东晋王李克用父子。

刘仁恭自乾宁元年(894年)借河东之力入主幽蓟，很快便谋求背晋自立。乾宁四

年(899年)刘仁恭在安塞军木瓜涧(今河北蔚县东)大败李克用，遂与晋彻底决裂，

此后由于受朱梁的威胁双方虽偶有联合，但终刘仁恭父子之世，晋、燕与为大敌，仇深

难解，而燕终为晋所灭。

刘仁恭主要致力于在河朔地区扩张势力，其在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三月袭义

昌节度使卢彦威，取沧、景、德三州。既兼有幽、沧二镇，“仁恭兵锋益盛，每战多捷，

以为天赞，遂有吞噬河朔之志”。②刘仁恭于光化二年(899年)“南徇魏、镇”，锄屠

贝州，攻魏州。其时魏博罗绍威与梁修好，魏博得到了汴军的援助，结果刘仁恭在汴、

①[宋]Njlb2_：《鸡肋集》卷五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j5馆，1986年版。

②《l同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刘守光传》，第1800页。．

@《新唐15》卷二百一十二《藩镇卢龙·刘t：恭》，第5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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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镇的攻击下遭遇惨败，“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也此后梁军连年攻仁恭，

尤其在光化三年(900年)、天祜三年(906年)梁军两次围攻沧州，使刘仁恭连遭重

创，多赖河东相救，才免于败亡之祸。

其时梁、晋两强在河朔地区相争激烈，而燕蓟尤为其争夺之重点，以燕之存亡实关

系梁、晋双方成败故也。时魏博、镇、定多被迫附梁，梁若再得燕则可一统河朔，或再

结契丹攻晋，灭之也易，晋亦自知若失强燕为邻，固难独存，形势所在，故燕地不可不

争。而刘仁恭父子得以利用当时之形势，左右于梁晋之间以图苟存，已是虑亡不暇，自

无太多余力去对付契丹，实仅有防御之力。刘仁恭父子对契丹的防御过程，可以后梁开

平元年(907年)刘守光囚父自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刘仁恭当政时，

幽州于契丹之防御基本上是成功的，且一度有关外烧荒等主动防御之行动；后一阶段，

即自刘守光囚父自立后，契丹不但屡犯境内，还直接干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幽州

十契丹的防御能力大为降低，多属被动防御。

(二)刘仁恭父子为达到遏制契丹之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刘仁恭父子为遏制契丹犯境，是颇用心智的。他们对契丹不仅是进行一般的军事防

御或运用一些常规的战术及策略，而且还往往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常常能收到非常

之效果，每为后人赞赏。这些非常手段之运用尤多见于刘仁恭当政时，也就是对契丹防

御过程的前一阶段，以下举例述之。

1、关外烧荒

此举《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所载：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

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贿仁恭买牧地。

⑦

此是刘仁恭利用霜后草枯而制敌取胜。而其中《新唐书》谓之摘星山，《通鉴》及

《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均作摘星岭，摘星岭之名应更为准确些。对此《钦定同下

旧闻考》卷一百三十释日：

《记纂渊海》及《大清一统志》皆谓房山摘星岭高入云霄。阮曼《锡记》谓峰

之最高者为斋星陀，亦谓摘星岭也，此岭形势独胜，故《唐书》遂以岭名山。《水

‘D《资治通鉴》卷二百人十二， “昭宗光化二年(899)三月戊申”，第8524页。

癌+《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 “昭宗大复二年(903)十二月”，第8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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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注》于圣水条下“大房岭”与“大房山”通称，亦其例也。刘仁恭欲袭契丹，特

足俞摘星岭，以形势所在，深入乃可负固也。①

《钦定日下旧闻考》中以为摘星岭在房山县，同书又认为大安山亦在房山县，大安

山是后来刘仁恭筑馆之地，其时可能已在经营，故其出兵应是自大安山而经摘星岭，由

此前往妫州、武4,1、f方向。

然摘星岭在房山之说却颇为人所疑，《钦定热河志》卷六十八即日：“按《明史一统

志》(笔者注：应为《明一统志》)谓摘星岭在顺天府西三百余里。若在内地，又隔西奚

一部，何由得困契丹，盖未足为据。《方舆纪要》谓在大宁南境”。②按“顺天府西三百

余里”实亦指清房山地界。其以“又隔西奚一部”为辞亦未足据，唐末奚人甚苦契丹苛

虐，当不会对刘仁恭多有阻拦，而西奚若已迁妫州依刘仁恭以抗契丹，则两者联合以抗

契丹亦属可能。又此论中提到了摘星岭或在大宁南境。此说出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其卷十八日：“摘星岭在卫南境。唐末，刘仁恭据幽州，尝乘秋深入，逾摘星岭，以击

契丹。即此”。⑨其中“卫”指明代大宁卫(治在今内蒙古宁城)，在河北长城以北。

古北口外有摘星岭，路振《乘轺录》载：“五十里过大山，名摘星岭，高五里，人

谓之思乡岭”。回又苏颂有《摘星岭》诗日：．“昨日才离摸斗东，今朝又过摘星峰。⋯⋯
’●

出山渐识还家路，驺御人人喜动容”。诗中记录苏颂返宋路程，过了摘星岭即应距古北

口不远。苏颂使辽亦经过古北口，此有其《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可证。路振、

苏颂所言之摘星岭倒与顾祖禹的大宁卫南境之说甚相符合。此摘星岭之位置，《钦定热

河志》卷六十五有日：“王曾《行程录》：‘出古北口度德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

按十八盘岭在古北口外直北境，磴道回盘，应即《行程录》所云德胜岭也。川即路振所记

之摘星岭与王曾所记之德胜岭地理位置相近，又均有思乡岭之名，应为一地，即在古北

口外滦平县十八盘岭。

山[清]英廉等：《钦定日卜．旧闻考》卷一百三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1986年版。

吲[清]和砷，梁国治：《钦定热河志》卷六十八，《景印文渊I矧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1986年版。

唧[清]顾机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第1233页。

剖[宋]路振：《乘轺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二}弓》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宋]苏颂著，于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S》本，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1986年版。

竹[清]和坤，梁国治：(<t-X定热河j占》卷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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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摘星岭位置的两种主要观点，然殊难判断何者为是，待考。

烧荒诚为守边之良法，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烧荒》日：

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

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战

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日：“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炳获君之国”。《英宗实录》正

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边莫善于烧荒，盖边之所恃者马，马

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敌马来侵，半日可至。乞

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敌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

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理亦请每年九月尽勒坐营

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

东，各出三五百里，烧荒哨嘹，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防御。此先朝烧荒旧制，诚

守边之良法也。①

烧荒看来是守边将士常用的法子，刘仁恭之后所用尚多，如西夏元吴抗辽曾用之退

敌，明代更广泛应用之以御边。烧荒虽然有效，但手段实为狠毒。宋人彭大雅《黑鞑事

略》记载，蒙古习惯法即规定“其国禁：草生而剧地者，遗火而薮草者，诛其家”，②惩

罚甚重。此种行为只能更激起契丹人的报复心，不久契丹又复背盟南下。

2、刘守光设牛酒之会擒契丹王子

此举《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所载：

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数来寇钞。时刘守光戍平州，契丹舍

利王子率万骑攻之，守光伪与之和，张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

舍利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请纳马五千以赎之，不许，钦德乞盟纳赂以求之，自是

十余年不能犯塞。。

此为另一大挫契丹之事，厉鹗《辽史拾遗》“以其为契丹与刘氏交兵之始”。∞刘守

光之设牛酒之会无疑是一场鸿门宴，但契月．人的质朴少虑却使他们轻易中谋。而被擒的

舍利王子既如此重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3页。

鲁’[术]彭人雅：《黑鞑事略》，北京：商务印l；馆，1937年版，第9页。

⑨《I同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1827页。

㈣[清]历鹗：《辽史拾遗》卷一，载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三册，台北：鼎文15局，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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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酒之会’’事件，《旧五代史》卷98《萧翰传》亦有载：

萧翰者，契丹诸部之长也。父日阿钵。刘仁恭镇幽州，阿钵曾引众寇平州，仁

恭遣骁将刘雁郎与其子守光率五百骑先守其州，阿钵不知，为郡人所绐，因赴牛酒

之会，为守光所擒。契丹请赎之，仁恭许其请，寻归。其妹为阿保机妻，则德光之

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国人谓翰为国舅。。

又《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亦载有此事：

契丹王阿保机遣其妻兄述律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

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虏众大哭，契丹以重赂请于仁

恭，然后归之。。

综上可知，舍利王子与阿钵实为一人。述律阿钵是萧翰的父亲，淳钦皇后的哥哥，

他大概是受了耶律阿保机的指挥而南侵幽蓟。而考《辽史·萧翰传》，日：“萧翰，一名

敌烈，字寒真，宰相敌鲁之子”⑧则阿钵与萧敌鲁应为一人。④《辽史·萧敌鲁传》：“萧

敌鲁，字敌辇，其母为德祖女弟，而淳钦皇后又其女兄也”@认为淳钦皇后是他的姐姐。

而《契丹国志·萧翰传》@、《辽史·国语解》⑦《辽史·太祖上》⑥都认为淳钦皇后是萧

敌鲁之妹，又同于上引《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所载，所记多有抵牾。对此冯永谦

已有考证，萧敌鲁应为淳钦皇后之兄：

传以淳钦皇后为敌鲁“女兄”，误。按述律氏传明载“生后于契丹右大部”，是

其母离前夫嫁婆姑(月梳)后所生，而敌鲁传不说是“糯思”后人，而说“五世祖日

胡母里”，证明敌鲁系其“母前夫之族”子，年龄比淳钦皇后为大自无可疑。敌鲁

Ⅲ《旧五代史》卷九十八《萧翰传》，第1316页。

吲《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第8623页。

吲《辽史》卷百十三《萧翰传》，第1505页。

@向南、杨若薇也指出“保机妻兄(述律阿钵)当为萧敌鲁”，见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

制度》，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义李

锡厚认为：一阿钵’可能就是述律氏之兄欲稳的表字”。见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

地位》，载李锡厚：《临潢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又有杨若薇认为：“阿

钵’为契丹族人名后常常缀上的一个语音，其意不明”。载杨若薇：《契丹于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笔者以为阿钵应是尊称。

@《辽史》卷七十三《萧敌鲁传》，第1223页。

@《契丹国忠》卷十七《萧翰传》，第168页。

固《辽史》卷百十人《国语解》， 第1534页。

嘞《辽史》卷一《太祖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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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淳钦皇后兄，《传》误，当以《纪》为正。Ⅲ

《辽史·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传》日：“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室

鲁之女。"②《旧五代史》卷九八言：“翰有妹，亦嫁于德光。"③《契丹国志·萧翰传》

日：“萧翰，本国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复为太宗后。”㈣据之可知萧翰与靖安皇

后应属兄妹，则萧敌鲁就是室鲁，@萧敌鲁、室鲁为《辽史》复文。

然《契丹国志·太宗萧皇后传》日：“太宗皂后萧氏，涿州人，辽兴节度使萧延思

之女也。"⑥萧延思不见于《辽史》，但《契丹国志·萧延思传》亦日：“萧延思，涿州人，

太宗皇后父也。”⑦一后而二父，太宗萧皇后之身世实令人惑解。《契丹国志》与《辽史》

中有关太宗萧皇后记载的诸多矛盾也为清代学者所注意，纪昀总纂《续文献通考》卷201

有论：

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舒噜(即室鲁，清人改译舒噜)之女。

初纳为妃，生穆宗，太宗即位，立为皇后。天显十年【935年)崩，(《太宗本纪》

云皇后崩于行在，时太宗自将南伐。)谥彰德，重熙中，更谥靖安。王圻《续通考》

曰：按太宗天显八年(933年)七月行纳后礼，此时靖安后犹在，不知所纳何人，

将纪载有误也。按《契丹国志》日：后涿州人，为辽兴节度使萧延思之女。太宗崩

于镇城，后时在国。后崩，与帝合葬。所载与正史殊异，惟生穆宗同，则又非别是

一后也。回

清代学者不仅注意到太宗萧后父是室鲁或萧延思的异说，并对太宗萧后是否另有其

人也有怀疑。按涿州乃石敬瑭所献十六州之一，萧延思如何会是涿州人，难道萧后真另

w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载冯永谦：《尔北亚研究一东北考古研究(一)》，郑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1994年版，第31l页。

∞《辽史》卷七十一《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传》，第1200页。

@《旧五代史》卷九十八《萧翰传》，第1316页。

钏《契丹国志》卷十七《萧翰传》，第168页。

掣爱宕松男亦认同“肖敌鲁和肖室鲁是同一个人的说法”，并认为萧敌鲁属收里(述律与收里是同音

异译)国舅帐人父房。载【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比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0页。而冯永谦认为室鲁即是萧延思，即《辽史》卷六十五《公主

表》所载的太祖之女质占卜．嫁的淳钦皇后弟萧室鲁，为泞钦皇后父族拔里国舅帐人父房，萧敌鲁属

母前夫之族乙室已国舅帐小翁帐，则室鲁与萧敌鲁为两人。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载冯永

谦：《东北弧研究一东北考占研究(一)》，第31l页。

呼‘《契丹国忐》卷十三《太宗萧皇后传》，第140页。

。’《契丹国．占》卷十五《萧延思传》，第156页。

掣’[清]纪昀：《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jf5馆，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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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人，然实已难知。

《契丹国志》纰漏甚多，刘浦江先生即质疑此书的严肃性，以为其“当是出自惯以

作伪牟利的坊肆书贾之手"。①相对来讲，《辽史》更为可信，本文大致从《辽史》，认为

萧敌鲁就是室鲁，即萧翰与太宗萧后之父述律阿钵，因赴“牛酒之会”而被擒的舍利王

子。

再说一下关于是谁赎回萧敌鲁的疑问。《新唐书》《旧五代史》都认为是钦德(痕德

堇可汗) “乞盟纳贿”赎回了萧敌鲁，然而坚持要赎回萧敌鲁的到底是不是钦德呢?

依前所述，903年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已是契丹的实际首领，可汗钦德大概已

不任事，他应该只是事件名义上的执行者。再从时间来看，按前引《旧五代史》卷一三

七，此事发生在仁恭季年居大安山时，当为十世纪的头几年，②正是阿保机渐掌大权之

时。又按前引《资治通鉴》所言，萧敌鲁的这次南下是受了阿保机的指挥。那么，力主

赎回萧敌鲁的自也应是阿保机无疑。阿保机如此不惜代价营救萧敌鲁，不仅是因为他与

阿保机有血缘上的亲属关系，他的尊贵的身份，更由于他的胆略和才干，对于阿保机来

说，萧敌鲁是不可多得的助手。《辽史·萧敌鲁传》日：“敌鲁性宽厚，膂力绝人，习军

旅事。太祖潜藩，日侍左右，凡征讨必与行阵。"@萧敌鲁同后随阿保机征奚，讨刘守

光，平定刺葛之乱，讨西南夷，立下汗马功劳，以至后来阿保机论功臣，喻之以手，阿

保机之以重贿赎回萧敌鲁是很富有远见的。

刘仁恭关外烧荒之成功及屡使契丹之南下受挫，使“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

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则刘仁恭于阿保机亦有助焉，此又非其所能预料。此一点姚

从吾先生亦有相近论述：

阿保机放牧的区域，在今热河西南部，距平绥路张家口、大同一带不远。契丹

在山海关一带遇到障碍后，他即从宣化向西北大同方面另找出路，因与李兄用结盟

双方合作，从背后(南方)攻打刘仁恭，解除了契丹正面的成胁，由是获得契丹各

部的推戴。到了西元九0七年，时机成熟，他即被选为契丹的八部大人，九一六年

山刘浦江：《关于(契丹国j占)的若干问题》，载刘浦江：《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1页。

㈤《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 “昭宗天复三年(903)十二月”，第8623页，记有阿钵被擒事，
其时亦为“{一：恭季年”。

@《辽史》卷七十三《萧敌鲁传》，第1223页。

蛳《新五代史》卷七十二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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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护，又自称天皇王，建元神册。饮水思源，辽朝的建立，实与

刘仁恭沿长城的烧草政策有重大的关系。。

按姚从吾先生所论，阿保机之转侵河东，进而结盟李克用亦与其在幽州受到刘仁恭

的打击有关。阿保机与河东联合，攻打刘仁恭，这更增加了阿保机在诸部中的威望。阿

保机之崛起，刘仁恭为助多矣。

刘仁恭、刘守光俱出身行武，生长边地，多染胡风，少受文教，以其如此的出身经

历与性格特点，自不难于使出这些非常规的手段。这些一般自负身份的将帅所不屑为的

手段，对仁恭父子来说，却是其从多年实际斗争经验中所总结出的有效克敌方法。这些

非常规手段一般能收到即时的效果，但其作用是有限的，要战胜敌人毕竟要靠综合实力，

事实的发展也是这样，契丹在不断发展壮大，而幽州却愈发陷于内外交困中，在与契丹

的争斗中越来越被动。

二、联合与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是刘仁恭父子对付契丹的重要策略

刘仁恭应明白，以幽州镇有限的力量来对付同兴之契丹当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必

须联合与利用一些可能的力量，尤其是与契丹相敌对的力量。

(一)刘仁恭与黑车子室韦的联合

唐昭宗天{；占元年(904年)九月，契丹讨黑车子室韦， “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

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

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傺，乘胜大破室韦”。㈤此

事《辽史·耶律曷鲁传》亦有载：

太祖讨黑车子室韦，幽州刘仁恭遣养子赵霸率众来救。曷鲁伏兵桃山，俟霸众

过半而要之；与太祖合击，斩获甚众，遂降室韦。。

此为刘仁恭与黑车子室韦之联合对抗契丹。黑车子室韦“以善制车帐得名”，堪’后

为辽属国，或即唐初室韦之“和解”部，又称阴山室韦、阴山鞑靼、黑车子鞑靼。中原

人常简称之为鞑靼，后为使其区别于塔塔尔及九姓达旦亦称之为白鞑靼，蒙古人则因其

为金守长城而称其为汪古部。当时黑车子室韦应在契丹之西，阴山以东，云州(大同)

‘D姚从青：《辽金元时代的长城》，载《姚从吾先生全集》(五)，第4～5页。

②《辽史》卷一《太讥上》，第2页。

⑨《辽史》卷七十三《耶律曷鲁传》，第1220页。

晤’《辽史》卷百十夕‘《国语解》，第1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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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一带，故此契丹讨伐之要经过刘仁恭所辖的武州(治今河北宣化)地界。㈨《辽史·兵

卫志下》“属国军”条并记有黄室韦、大黄室韦、小黄室韦等名称，②刘仁恭与这些室

韦部族的具体关系已不可考，但相互之间或有所联系也未可知。

赵霸至武州，中伏兵桃山下。考桃山， 《大清一统志》卷二四言：“桃山在万全县

西北新河口堡东北三里亦名桃山台。"锄按清宣化府万全县唐末属武州地，可知此～战

事确是发生在今张家口万全县一带的了。赵霸的对手是辽太祖阿保机与太祖以心喻之的

功臣曷鲁，难怪他要失败了。此战之后，契丹又数次讨伐黑车子室韦，却不再闻刘仁恭

与之有联合，大概是自顾不暇了。

(二)刘仁恭父子与奚之联合

奚，‘隋以前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④均属东部鲜卑宇文部。“其人善射

猎，好与契丹战争”。@但唐时两族常相合作， 《旧唐书》谓“两国常递为表里，号为

‘两蕃’"。@唐末，契丹崛起，奚族成为契丹征服的对象。鲜质可汗时，曾“俘其拒

敌者七百户，摭其降者。以时瑟(奚王)邻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余悉留焉。奚势由

是衰矣。"④阿保机之父德祖撒剌的曾“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⑧至唐天复三年(903

年)，阿保机以之“创为奚迭刺部，分十三县”。@然张正明以为鲜质可汗“与辽太祖

阿保机之父撒刺的同代”，@考《辽史·耶律敌剌传》日：“耶律敌刺，字合鲁隐，遥

辇鲜质可汗之子。太祖践阼，与敝稳海里同心辅政。”¨鲜质可汗之子耶律敌刺既与阿

保机同时，则其与撤刺的同代当为可信。如此鲜质可汗之俘奚七百户大概也是撒剌的所

为，或至少有其参与，因为撒剌的当时为遥辇氏之夷离堇，执掌军事。

奚“当唐之末，居阴凉川，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数百里。”“后徙居琵琶

Ⅲ孙秀仁、孙进己等：《室韦史研究》，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年版，第120～124页。

吲《辽史》卷三十六《兵卫志下》，第431页。

创[清]穆彰阿等：《人清一统志》卷二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吲[北齐]魏收：《魏。伟》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62页。

剧《1只唐二转》卷一百九十九。I-《北狄·奚》，第5354页。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F《北狄·奚》，第5354页。

q’《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下》，第387页。

掣《辽史》卷一《太祖上》，第2页。

掣《辽史》卷一《太祖上》，第2页。

四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202页。

”《辽史》卷七十四《耶律敌剌传》，第1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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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I，在幽州东北数百里”，m也即古北口之北。其迁徙应与受契丹的逼迫有关。至阿保

机之时，更加紧了对奚的征讨，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日：

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霄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

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仁参赂刘守光以自

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檫，

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

去诸徙妫州(治清夷军城，今怀来县东南旧怀来)这一支为西奚，居琵琶川的一支

为东奚。奚人与刘守光之联合更多具依附性，欲以幽州为庇护以对抗契丹，刘仁恭父子

则借机将奚、霄等部落编入了燕的军队， 《宋史·宋琪传》日：“奚、看部落，当刘仁

恭及其男守光之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同时西奚的农业也有了发展，其

“在汉族影响下，从采集经济、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了，奚人的社会经济也是不断

发展的”。④

以幽州为依托并不能影响契月J的攻伐战略，契丹于唐天祜三年(906年)“二月，

复击刘仁恭。还，袭山北奚，破之。”留山北奚主要指西奚，刘仁恭自保都很吃力，自

不可能给奚人多少帮助。奚人屡经抗争，至911年春正月“丙申，上亲征西部奚。奚阻

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

霄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喻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川9’经此战后，

东、西奚并臣属于契月-。但西奚去诸一族并未全部降附，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

日：“去诸卒，子扫剌立。庄宗破刘守光，赐扫刺姓李，更其名绍威。绍威卒，子拽剌

立。⋯⋯晋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门以北入于契丹，是时绍威与逐不鲁皆已死，耶律德光

已立晋北归，拽剌迎谒马前，⋯⋯后德光灭晋，拽剌常以兵从。"∽可知西奚最终降辽

是在耶律德光立晋北归时，应为辽天显十一年(936年)年末，也就是后晋高祖天福元

年。西奚去诸一族之降辽颇晚，亦应有赖于幽州之庇托。

除了奚、室韦诸部，刘仁恭一定还曾联合与利用过其他的民族。如幽州的军队，尤

Ⅲ《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09页。

吲《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09页。

吲《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宋琪传》，第9124页。

Ⅷ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斜《辽史》卷一《太钳1上》，第2页。

唧《辽史》卷一《太祖上》，第4页。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09～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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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山北军中就有奚、霄等多个民族的参加，刘仁恭利用这些异族力量加强了自已的实

力。又“所谓‘山后’地区居住的民族人口，不只奚、雪而已，还包括有大量的其他民

族人口在内。”Ⅲ刘仁恭与其或有联系。不过刘仁恭与诸北方民族的联合，多出于利用，

联合的效果亦很有限。

三、幽州与契丹虽相敌对却常有交往，其实质是要相互利用

晋、汴诸强均欲得幽沧，刘仁恭与其连年交兵，实己处虑亡不暇之境，自不愿再多

与契丹为敌，而契丹虽时有侵扰，但尚无能力攻灭幽州，如此，契丹与幽州便维持了大

体暂安之局面。刘氏幽州政权与契丹并时有往来，当是冀图危急之时能引以为援，而契

丹亦常乐得插手幽州事务，不但是要从中取利，并欲借以窥伺虚实，为自已南下扩张作

准备。然初期刘仁恭势盛，与契丹兵锋相对，双方并无多少交往。罾幽州与契丹的交往

的增多，主要是在刘守光囚父自立之后，以下举例述之：

(一)刘守光、刘守文兄弟争斗均欲引契丹为援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其弟守光幽其父，乃发兵击守光而互有胜负。既而守光先结后

梁，守文在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的劝谕下，恐梁乘虚袭其后，亦以子为质而请降。后

守光又求救于河东的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载：“刘守文举沧德兵攻幽州，刘守

光求救于晋，晋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卢台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

败。守文乃还”。@

久攻不克，守文乃求助于契丹。《辽史·太祖上》日：太祖三年(909年)“三月，

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为弟守光所攻，遣人来乞兵讨之。命皇弟舍利素、夷离堇萧敌鲁以兵

会守文于北淖口。进至横海军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溃去。因名北淖口为会盟口”。㈣皇

弟舍利素于此仅见，考《辽史·皇子表》，德祖第六子、太祖二十功臣之一皇弟苏，字

Ⅲ任爱军：《契丹辽朝前期(907～982)契丹社会历史面貌解析》，第21页。

吲《宋史》等书或以营、平、滦乃刘t：恭献契丹以求援者，误。此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辩之

甚详： “《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I。Itll：-晋赂，乃刘

仁口献契丹以求援者。⋯⋯此史家之误。⋯⋯义按《辽史》太祖大赞二年，正月丙申人元帅耀库

济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肖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白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f一：恭，又仆赂以求援也。若滦

本平州之地，辽太}几以俘户置滦州，当刘f。：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载[清]顾炎武著、黄

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缸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4页。

凹《资治通鉴》卷_二百六十七，“太讥开平二年(908)十～月”，第8706页。

叫《辽史》卷一《太甜1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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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独昆，“沧州节度使刘守文求救，太祖命往救，解沧州围”。。j疑舍利素即皇弟苏。契

丹助刘守文北淖口大捷后又有鸡苏之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日：梁太祖开平三

年(909年)五月“刘守文频年攻刘守光不克，乃大发兵，以重赂招契丹、吐谷浑之众，

合四万屯蓟州。守光逆战于鸡苏，(胡注：按薛史梁纪，是年刘守光上言，于蓟州西与

兄守文战，生禽守文。盖即鸡苏也。)为守文所败。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日：‘勿

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②刘守光鸡苏胜契丹、吐谷浑

与刘守文联军，实出侥幸。

刘守光亦曾努力结好契丹，以获取其支持。《辽史·太祖上》载：太祖二年(908

年)“秋八月壬子，幽州进合欢瓜”。@其时正是刘守光镇守幽州，此次进献应是守光所

为，他与刘守文一样，都在争取契丹的支持。不过契丹对刘守光却无好感，他们选择了

支持刘守文。

另外刘仁恭迩有一子守奇在守光囚父自立后投奔了契丹，《辽史·太祖纪上》日：“秋

七月乙酉，其兄平卅IN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蛳刘守奇奔契丹，大

概也是要求兵以攻守光，但最终却失望而去，转投了河东。

(二)晋攻幽州，刘守光欲引契丹为援以解围

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十一月，燕王刘守光将兵二万寇易定，攻容城(今河北容

城北)，王处直告急于晋。十二月，晋王即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将兵三万攻燕。晋军

进展顺利，乾化二年(912年)春正月，周德威即进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于后梁。二

月，朱温引兵击镇、定以救燕。朱温三月至下博南，登观津冢，却误认仅引数百骑巡逻

的赵将符习为晋的大部队，惊走枣强。枣强只有赵之精兵数千，但梁军急攻不下，死伤

以万数，攻占枣强后竟屠城泄愤。朱温又引杨师厚兵五万，就贺德伦共攻蓓县，却被晋

李存审、史建塘、李嗣肱的五百人杀得大败而逃。梁军元气大伤，朱温病重，六月竟被

朱友琏刺杀，梁的援燕以失败告终。

梁援既失，守光日蹙，唯有寄望于契丹。后梁均王乾化三年(913年)三月，“燕主

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北山兵以应契丹；(胡注：刘守光求救于

。’《辽史》卷．／’‘十四《皇子表》，第971页。

厦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太祝开平三年(909)五月”，第8710页。

④《辽史》卷一《太祖上》，第4页。

㈨《辽史》卷一《太卒n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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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故使元行钦募兵于山北以应之。)又以骑将高行琏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①然

不久高行硅、元行钦均降晋。至冬十月，“卢龙巡属皆入于晋，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

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无信，竟不救。”㈤十一月，幽州城破，燕亡。

其实契丹于守光不但不救，且继前此助守文攻守光之后，更时来侵扰。《辽史·太

祖上》载：五年(911年) “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资治通鉴》

卷268载：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守光“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惊扰”。

@《辽史·太祖上》又载：六年(912年)“二月戊午，亲征刘守光。三月，至自幽州。’’

@秋七月，“命弟剌葛分兵攻平州。⋯⋯冬十月戊寅，刺葛破平州，还”。@

不过形势危急，刘守光亦不能顾旧怨，又以燕亡非契丹之利，满以为契丹必会前来，

甚至已令元行钦准备接应，不料阿保机竞以刘守光无信为辞不救，全不顾晋之强于已不

利，因小失大，亦非高明之举。

总之，幽州与契丹的时有交往，契丹的有时来援皆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的，实质是

要互相利用，此亦常情，于史多有。

四、宋人于刘仁恭御契丹事之议论及阿保机未能制伏刘仁恭之原因

唐宋以来，契丹为患。然以其武力强大，历来的中原政权皆忌惮之。宋人田况《儒

林公议》记述契丹之军事状况日：
々j

晋高祖时，桑维翰疏云：“契丹自数年来最为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盖

谓是也。每兴兵扰塞，则传一矢为信，诸国皆震惧，奔会无后期者。每战必衔枚无

趋，传指顾令，统帅之下，各有部队。昼则望旗帜，遇夜则或呜钲，或吹蠡角，或

为禽鸟之声，各随部队撤卷而去，至明不遗一骑。军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

趋敌，则什伍俱前，缓急不相赴援，则尽诛之，故其人能死战。。

姚从吾先生曾就以上《儒林公议》所述而发论日：

就田况《儒林公议》所记“契丹在当时最为强盛”“军令至峻”，“故其人能死

w《资治通鉴》卷二自六十八，“均王乾化三年(913)三月99第8769页。

吲《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均王乾化三年(913)十月99第8777页。

@《辽史》卷一《太祖上》，第5页。

吲《资治通鉴》卷二白．人十八，“太卒n乾化元年(911)八月甲子99 9第8745页。

尉《辽史》卷一《太祖上》，第5页。

吲《辽史》卷一《太讥上》，第6页。

u[宋]田况：《儒林公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15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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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这一点，与《通鉴》(二七o)述李存勖在望都战役(九二一年)对契丹的评

语(契丹兵退，野宿之所，布草于地，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

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可以互相发明。可知契丹在当时武力的强盛是大家所公

认的。。

宋人政治、经济、文化皆远出契丹之上，其虽每欲发愤图强，收复旧土，然独以武

力不及契丹，一遇战斗，往往先渍，遂不得不有澶渊之盟、庆历增币诸耻辱，可谓受契

丹之祸尤多。宋以举国之力竟长期受辱于外族，而刘仁恭父子以一镇之力却使武力素来

强盛之契月．耐何其不得，故宋人对仁恭事感慨尤多。如晁补之《鸡肋集》卷五十有论日：

论者谓，战国时，如燕赵小国，内御强秦，外攘匈奴，孤立而无惠，不闻其以

币赂事人而偷安也，其说信然。观仁恭非有英杰之才，内困太原之讨，且殚其力以

求附梁，虑亡不暇，而犹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马赂仁恭，求不侵扰惟恐不得。然后

知昔燕赵之所以守其国者亦必有说，而后世猥曰敌益强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国全力

不能一日忘北顾忧。夫使边臣虑国如燕赵仁恭之图己事，而朝廷不预此唐之盛时所

以用三节度捍边而无忧也。。

李弥逊《筠溪集》卷十在述刘仁恭御契丹事后亦有相似议论：

议日：唐得藩镇之助，致蕃夷不敢寇边。然终唐之祸，卒由藩镇。国朝鉴之，

悉废不用，至使远虏攻犯京师，去来之易，甚于由廊庑而升堂陛，抑屏翰之不严故

欤!为国之道，犹良医之施砭剂，当损其过，补其不及。苟胶不知变，其致患必矣。

0

宋人对刘仁恭身处危患之中而犹能“外病契月．”是颇为赞赏的，他们由燕赵仁恭事，

而反思藩镇之作用，以为本朝悉废藩镇，大权尽收，过犹不及。

然宋人多只注意并夸大了刘仁恭能使契月．乞盟纳贿的一点，而有意忽略了幽州在与

契月．相抗的整个过程中实处劣势的事实。其实刘仁恭迫使契丹乞盟纳贿的效果是很有限

的，契丹对幽州的侵扰从未停止过。契丹不但曾大败赵霸数万兵马，在与李克用结盟后，

阿保机更数掠幽蓟，刘守光自立后，亦出兵干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刘守光受册之

dj姚从青：《从宋人所记燕云十六州沦入契丹后的实况看辽宋关系》，载《姚从吾先生全集》(五)，

第149～150页。
。

②[宋]晁补之：《鸡肋集》卷瓦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j15》本，台北：台湾商务印f5馆，1986年版。

嘻’[宋]李弥逊：《筠溪集》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5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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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契丹还攻陷了平州，平营蓟北几无宁日。幽州在与契丹的长期对抗中，大部分时候

是处劣势的。

然而毕竟终刘仁恭父子两世，幽州既未曾失陷，刘氏亦未曾降服，契丹终不得南下。

然阿保机为何不能制伏仁恭父子，进占幽蓟，竟坐视其为李存勖所有，此中原因如何，

以下略述之。

其一，其时契丹诸事草创，内部统治还不巩固

阿保机代遥辇后，内部权力斗争更为激烈。尤其是自911年5月起，剌葛诸弟等三

度叛乱，与阿保机争夺皇位，历时近三年。阿保机之终不肯出兵救刘守光宜与此时刺葛

诸弟等爆发第三次叛乱有关。叛乱使契丹受到严重打击，“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

其祸”，㈨阿保机慨叹：“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②这也使契丹

没有余力顾及幽州的事务。

其二，北方诸部的制约使契丹不敢无所顾忌地大举南侵

契丹在西北、西南等方向尚有突厥、室韦、阻卜、土谷浑、党项等草原部落存在，

尤其东北的渤海实力仍然强大，阿保机把着力于解决这些来自后侧方的威胁视为要务。

如阿保机在即帝位初就于元年(907年)“二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秋七

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

室韦，破之。(二年)夏五月癸酉，诏撒刺讨乌丸、黑车子室韦。⋯⋯冬十月己亥朔，

建明王楼。筑长城于镇东海I：3。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此时契丹在北方用兵频

繁，故无力大举进犯幽蓟。此次刘守奇之奔契丹，似为求兵以攻守光，然契丹竟令其失

望而转投河东，亦与其时契丹在北方的用兵有关。而渤海国经营已两百年，国力雄厚，

契丹暂还未敢轻易与之为敌，阿保机的征服渤海，更在西征蒙古高原诸部之后。《辽史·太

祖下》记：天赞四年(925年) “十二月乙亥，诏日：‘所谓两事，一事己毕，惟渤海

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趣镤。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哆’阿

保机乘西征之胜，乃决心倾力攻渤海，而竞势如破竹，末出一月，即攻克忽汗城，灭亡

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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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P1j章刘f■恭政权对贺丹的防御

其三，契丹欲趁幽州与汴、晋诸强混战不休之机坐收渔人之利

阿保机素来唯利是视，不顾盟誓。天{；占二年(905年)，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约为兄

弟，誓复唐室，且击仁恭，又以朱温势大，复通好于后梁，其唯求自利，全无信义。王

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二》论阿保机之“变诈凶狡”日：“克用短长之命，

阿保机操之，而东有刘仁恭与为父子，南有朱温遥相结纳，三雄角立，阿保机持左右手

之权，以收其垄断之利，以其狡毒，不难灭同类世好之七部，而何有于沙陀之杯酒?"

①是阿保机要在晋梁燕三雄角立中收渔人之利，故不急于攻仁恭，否则其与晋梁之间更

无缓冲，实非有利。阿保机于燕多所干涉，久欲图之，然晋攻守光，阿保机竟不救，其

中主要原因当非恨守光无信，而大概是因其困于内乱，元气未复，若与晋争，实无胜算，

故借口缓图之。 ．

本节述仁恭父子与契丹相持之大概，纵观当时形势，刘仁恭幽州政权多年穷兵黩武，

民困兵疲，确已是虑亡不暇，其对契丹豪无优势可言，后人只是就其初期的几场胜利而

夸大了其对契丹的遏制作用。随着燕的灭亡，梁、晋、契丹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契丹与晋之间再无缓冲之地，双方的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待契丹内难初靖，阿保机

又复南征，与晋争夺幽州。而晋灭燕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开始具有了与后梁相抗衡的实

力，从此沙陀人竟在不数年内，征河朔，灭后梁，终成一代霸业。

’”《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二》，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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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刘仁恭政权于契丹发展之影响

唐朝声教文物称盛，北方诸族皆受其影响，契丹之发展亦离不开唐的帮助。在契丹

与唐的交往中，幽州以毗邻之故，与契丹之关系尤为密切。幽州在唐时为与北方各民族

通商贸易的中心，契丹人亦常在此贸易。幽州还设有契丹馆舍，契丹使节是经幽州而到

长安朝贡的。契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多受幽州之影响。至晚唐五代，耶律阿保机乘

时崛起，多得汉人之助，更是与幽州干系莫大。阿保机在草原上推行汉制，“其结果，

不仅使该政权的民族性受到冲击，并向着契丹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

而且，也使农业和手工业同其原有的畜牧业经济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结济基础”。

哪以下即论述唐末五代幽州影响契丹之具体状况。

一、幽蓟汉人流入契丹与阿保机崛起之关系

宁欣、李凤先在《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一文中，以安史之乱为限，

将幽州的人口流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安史之乱前以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入为主，而其大

规模流入则集中在武则天、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后，以幽州等地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

为主，而北方及东北民族继续流入幽州。∞

这个分期是大体而言的，安史乱后幽州人口主要的是南迁，而幽州人口大量流入契

丹只是出现于唐末的现象。就是在唐末，幽州人南迁的仍不少。如明代宋濂《文宪集》

卷七《桂氏家乘序》日：“奕之子孙仍居幽燕。五代之乱，刘仁恭据幽州，兵连祸结，

乃扶携南渡，散居广信、上饶、九江、兴国、池阳、豫章、成都诸郡”。“桂本姬姓，鲁

公族季孙后也”。@桂弈一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世居幽燕，唐末五代避刘仁恭之乱乃南迁。

从桂弈一族的南迁可推断，唐末，南迁仍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入北的人口不一定超过南

迁的人口，南迁人口中尤以富家大室为多，契丹毕竟是塞外苦寒之地，士绅自不愿往，

亦属常情。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日：“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

①何天明：《论辽政权接管燕云的必然性及历史作用》，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四辑，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②宁欣、李风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3年第3期，第95～100页。

@[明]宋濂：《文宪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lS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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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山此亦见于《旧五代史·外

国列传第一》：“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泊周德威攻围幽州，燕之军民多

为寇所掠，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㈢可知唐末五代初，燕人入契丹有

两种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不堪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暴虐，主动逃亡入北；而更多的人

则由契丹掳掠而至。燕人入契丹者大概以叛亡的军士和被掳的百姓为主。

幽蓟汉人流入契丹者当不在少数，如胡峤曾居契丹七年，后周广顺三年(953年)

亡归，其著《陷虏记》述上京西楼情景日：“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

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柢、秀才、

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固不但是上京西楼多幽蓟汉

人，分布于其他地区的幽燕人当也不少，如《辽史·地理志二》载：“东京辽阳府⋯⋯

外城谓之汉城⋯⋯河、朔亡命，皆籍于此。"眇又杨树森、王承礼《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

日：“据《辽史》所记和已发现的许多辽代碑刻证明，在上京、中京、东京三道中，有

汉人所居和杂居的州、县，就有五十多个。其分布范围，西北到鄂尔浑河流域，东北到

嫩江下游。这些足以说明，在辽代，汉人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分布之广泛和人口之众多。”

@随年月渐久，幽蓟等地之汉人已广泛分布于契月．各地，或聚居，或与契丹等民族杂居。

这些入北的汉人同时也为契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他们分布于各个

行业，从事各种生产，对整个辽朝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而在辽初，这大

量入北的汉人于阿保机之崛起实功莫大焉。这些主要来自幽蓟的汉人初时作为契月‘的俘

奴，逃亡甚多，但阿保机注意收买人心，缓和民族矛盾，采用了以汉制治汉人的方法，

这些“陷入辽境的汉人，虽受着严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与国内的同胞相比，其境遇还算

是较优的，因为契丹地区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不象关内那样混乱不安，土地问题也不

象关内那样严重。所以就内部来看，当时契丹、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锐。”“”于是这

些汉人逃亡益少。阿保机利用这此汉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建立城邑，完备

文法，由此实力益强，遂能平定叛逆，战胜诸部大人，称帝建国，崛起于塞外。

w《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6页。

㈢《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歹0传第一》，第1826页。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第906页。

剖《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第456页。

@杨树森、千承礼：《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二辑，第8页。

世’张正明：《契丹史略》，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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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保机任用优秀幽蓟汉族士人推行汉化

阿保机的任用汉人推行汉化是辽初的一场改革，汉化改革于契丹影响至深，从国家

制度、统治策略，到个人婚配，居住习惯等无不发生变革，其直接的结果是契丹由此而

益强。以下略论对这场改革的认识。

(一)阿保机的推行汉化及其有限性

阿保机是一个富有改革和创新精神的领导者，他在游牧文化为主的塞外草原上率先

任用汉人，推行汉化。阿保机素有汉文化的修养，其能汉语，长子和次子也都能说汉话，

熟习儒家经典，阿保机又长期接触汉地，这些都有助于使他认识到汉人物质与文化的优

越，故他能主动推行汉化。尤其是在他得了许多汉人之后，为有效地治理汉人，更主动

尊崇汉族士人，推行汉化，设官制律、建州筑城、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崇儒重士，将中

原文物声教之有用者拿来为我所用。由于他采用的是封建化与奴隶制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和政治结构，他所在的迭剌部的实力远远超过了那些习惯于奴隶制的诸部贵族。实力既

强，阿保机遂按汉族士人之教导，破坏世选制度，不受诸部之代，称帝建元。而建元神

册之后，阿保机更为重视招贤纳士，汉化改革也得以更广泛地实施。

但应看到，阿保机推行汉化是主动的，但又是有限的。“汉化”主要是为了管理汉

人而实行的，他并不愿意契丹本民族过度地汉化。如其虽善汉语，然言日：“吾解汉语，

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㈨他不说汉话，当以为习染汉文化会不利

于保持游牧民族原有的朴野尚武之气质。在契丹人的观念中，番汉是不可并治的，“国

制”与“汉制”亦是相对立的称呼。阿保机的重用汉族士人同样也是有限的，他真正信

任的还是本族人，《契丹国志》卷十六论日：“契丹之兴，当朝柄国，率其种人，名日番

汉杂用，然汉人无几矣。⋯a但这在一个契丹人的国家中也是正常的，阿保机能选用汉臣，

率先推行汉化，足见其具有远见卓识。

(二)阿保机任用的汉族士人多为幽蓟汉臣

在阿保机选拔任用的汉族士人中，主要的是幽燕汉臣。前所言教阿保机不受代的汉

族士人便主要是幽蓟士人，赵志忠《虏庭杂纪》日：“有韩知古、韩颖、康枚、王奏事、

①《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1831--．，1832页。

②《契丹国志》卷十六，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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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郁；皆中国人，共劝太祖不受代。”@其中韩知古、韩颖(当为韩延徽)、康枚(当为

康默记)均为幽蓟人。又如上谷②人耿延毅的祖父耿崇美，善骑射，通晓契丹语，唐末阿保

机攻破上谷时俘降，初授以国通事，后以战功“乃帅泽潞，灭石晋之后，移镇武定军，

即上谷也。累赠太师假相印”。@

这些幽燕籍汉臣入仕于契丹的各级政权，其中一些人还为阿保机出谋画策，成为阿

保机的智囊团，阿保机能够威服诸蕃、立国理民多赖其力。关于幽蓟汉族士人在辽初所

起的作用，王玲《辽代燕京与契丹社会的发展》述日：

阿保机的建元、立国、称皇帝，并不意味着国家机构的完善和制度的确定。它

需要有整套礼法、制度来充实。这对刚刚从原始状态脱胎出来的草原牧民来说，是

十分生疏的。实际上，契丹人的国家制度，在阿保机称帝后短短的十几年内便已初

具规模。这种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阿保机掌握了一个由汉人组成的“智囊团”，

而这个智囊团的成员，几乎都是燕蓟的旧官吏。@

(三)阿保机所任用的燕蓟旧臣之代表

阿保机任用的幽蓟旧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韩延徽、康默记、韩知古及卢文进诸人，

下面略论述其在辽初的事迹及所起作用：

1、韩延徼

“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卅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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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冯道祗候院，授幽州观察度支使。”

@后又“侍刘守光为幕府参军。"@关于其入辽之缘由，《契丹国志·韩延徽传》所述略详，

其曰：

守光末年衰困，卢龙巡属皆入于晋，遣延徽来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

牧马于野。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太后言于太祖日：“延徽能守节不屈，此

Ⅲ《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五月”，第8678页。

掣上谷郡乃战国燕置，秦代治在沮冈1(今怀米东南)北魏废。隋人业初改易I·I'1置，治在今易县。隋

唐时上谷郡多指易州。然《耿延毅墓：占铭》日：“武定军，即上谷也”。见《全辽文》卷六《耿延

毅墓忠铭》，第119页。按辽之武定军节度使统归化(治在今河北宦化)、可汗(治在今河北怀米

县尔南)、儒(治在今北京延庆县)三州，则可知此上谷其地确在燕云，上谷乃沿用战国以米之1只

称。

譬’《全辽文》卷入《耿延毅摹：占铭》，第119页。

毽’千玲：《辽代燕京与契丹社会的发展》，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一)，第167页。

吲《辽史》卷七十四《韩延徽传》，第1231页。

@《契丹国j基》卷十六《韩延徽传》，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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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用之”。太祖召延徵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

动访焉。回

关于其入辽时间，韩茂莉以为“韩延徽入辽应发生在刘守光称帝后的最后一年，即

913年。’’㈤又《通鉴考异》日：“乾化元年(911年)守光攻易定，王处直求救于晋，故

晋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结契丹盖在此时。”③韩茂莉的推测有些绝对，《考异》的

推断也仅备一说。按韩延徽入辽在守光末年，也即应在乾化元年至乾化三年(911～913

年)之间，准确时间当已不可考。而韩延徽之能被阿保机赏识多缘述律后具有识才慧眼。

在辽间，韩延徽曾私归后唐，然因与原刘仁恭旧吏王缄有隙，不久又惧祸而归。阿保机

不但不怪罪他，还赐名匣列(辽言复来)，“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

令参决。"固可见阿保机对人才之重视，胸襟宽广，用人无忌，不愧一代英杰。

韩延徽亦为契丹庶竭努力，做了不少事情，《辽史·韩延徽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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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初元，

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

命功臣之一。。

清人罗悖衍有《韩延徽》诗赞其事云：

乞援慷慨发幽州，不屈何辞怒见留。

塞上马肥羁客恨，帷中鹤去故园秋。

册封议礼贤人倚，匣列更名学士优。

佐命功臣应数尔，规模草创尽鸿献。回

2、康默记

康默记亦应为刘仁恭旧吏，其身世及主要贡献，《辽史·康默记传》记日：

康默记，本名照。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蕃、

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

Ⅲ《契丹国志》卷十六《韩延徽传》，第160页。

吲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均于贞明二年(916)十-'H 999第8810页。

圳《辽史》卷七十四《韩延徽传》，第1231页。

@《辽史》卷七十四《韩延徽传》，第1231页。

掣蒋讥怡、张涤云：《全辽诗话》，长沙：岳麓j忙社，1992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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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罹禁网者，人

人自以为不冤。顷之，拜左尚书。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役，人成劝趋，百日

而讫事。五年，为皇都夷离毕。①

其时契丹庶事草创，文法未备，康默记为之制律例，备文法，完善了契丹的法律制

度，并与韩延徽等参与了辽皇都(上京)的营建。都城虽建，然其对习惯于游牧转徙的

契丹王朝来说，并没起到中原王朝京城那般的作用，京城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存在

而己。

3、韩知古

韩知古为蓟州玉田人，其孙《韩瑜墓志铭》述其家世日：“近代则起家於燕壤，仕

禄於辽庭焉。曾祖为大司马，英气拔伦，风襟特秀。讨恶助中卿之典，若畴遵祈父之诗。”

②韩知古父大司马之官职，似为辽所追赠，但其父既曾“讨恶”，又能为远役士卒鸣不平

(参见《诗·小雅·祈父》)，应曾侍燕为宦。韩知古在太祖平剑时，为淳钦皇后兄欲稳

所得。后作为媵臣，@即述律后的赔嫁奴隶，归阿保机，为其私奴。韩知古入辽的大概

时间，据李锡厚考证，述律后嫁阿保机应早于光化二年(899年)，因为这一年其长子耶

律倍出生。“而韩知古既然曾为述律氏的陪嫁奴隶，其被归契丹的时间更应在述律氏出

嫁之先”。铆知古初不得志，后由于其子韩匡嗣能亲近太祖，为之进言，知古才得到阿保

机的重视。《辽史·韩知古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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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知古将蕃汉礼制相结合，为契丹创制“易知而行’’的仪法，推进了契丹文明的发

展。韩知古也曾参与了契丹的城邑建设，《辽史·地理志三》日：“太祖平奚及俘燕民，

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原书注[一九]日：命

韩知方择其处，按卷七四《韩知古传》，神册初知古曾授彰武节度使，与此事迹合。疑

m《辽史》卷七十四《康默记传》，第1230页。

∞《全辽文》卷五《韩瑜墓：基铭》，第99页。

恸《韩椅摹忠铭》，述其曾祖韩知古入辽事口：“我圣元皇帝风翔松漠，虎视蓟丘。获桑野之媵臣，建

柳城之冢社”，见《全辽文》卷六《韩卡笱墓忠铭》，第120页。

眇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旅的历史地位》，载李锡厚《临潢集》，保定：iff．．1L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1页。

@《辽史》卷七十四《韩知古传》，第1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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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古字之讹。)”∞《全辽文》卷六《韩桷墓志铭》亦日：“获桑野之媵臣，建柳

城之冢社。”锄可知韩知古曾于柳城建城。

4、卢文进

卢文进字国用(或作大用)，范阳人，少为刘守光骑将。周德威攻燕，文进以骑先

降，遥授寿州刺史(寿州时属吴)，晋王以之属新州团练使李存矩。917年，文进复转投

契丹，《新五代史·卢文进传》述其经过日：

庄宗与刘郡相拒于莘，召存矩会兵击鄂。存矩募山后劲兵数千人，课民出马，

民以十牛易一马，山后之人皆怨，而兵又不乐南行，行至祁沟关，聚而谋为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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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后唐明宗初，文进复自契丹归，其在契丹约十年余。卢文进在契丹之所为，亦引《新

五代史·卢文进传》文日：

自其奔契丹也，数引契丹攻掠幽、蓟之间，虏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国织红工作

无不备，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掠燕、赵，人无宁岁。

唐兵屯涿州，岁时馈运，自瓦桥关至幽州，严兵斥候，常苦钞夺，为唐患者十馀年，

皆文进为之也。@

文进掳取大量幽蓟民入契丹，不仅带去大批劳动力，同时也将纺织等手工业技术带

入契丹，大大地促进了契丹经济的发展。文进又教契丹攻城战术，并常引契丹寇掠，给

幽蓟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以上所述为入辽燕蓟旧臣之代表，其中韩延徽、康知古、韩知古并为“佐命之臣”，

卢文进在辽时间较短，然其能入列传，亦由于入契丹之故。他们在汉俘处置、城邑建设、

农业发展、拟定仪法、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契丹“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

法，由是渐盛”，@这些燕蓟旧臣为初兴的契丹国家贡献卓著，同时他们的所为也促进了

契丹汉化的进程，此后的民族融合不断发展。

这些幽蓟士人为什么能在契丹得以信用，并在辽初的国家建设中发挥如此作用?对

《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第486页。

《全辽文》卷六《韩桁墓忠铭》，第120页。

《新五代史》卷四十八《卢文进传》，第539页。

《新五代史》卷四十八《卢文进传》，第539页。

《IFl五代史》卷一白．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1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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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王铃《辽代燕京与契丹社会的发展》中有较精僻总结，兹录之：

幽燕人所以能起到这种重要作用，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特殊的地理条件

和民族环境造成的。幽州是通向蒙古高原和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孔道。唐末以

来中原政权的腐败和南北频繁的战争又迫使幽燕丈人大批北去，给他们一个发挥才

能的特殊机会。第二，和幽燕地区的人民性格有关。从民俗学角度讲，幽燕人民有

介乎南北两地的性格特征，既有北方人民勇猛、骠悍的一面，又有中原人民机警、

风雅的特点，因而善于适应环境，将中原文体化与草原习俗融为一体。第三，是历

史条件。韩延微回到中原不被重用，康默记在幽州地区并未显示出自已的才华，卢

文进在后梁只是一员偏将，但到文化落后的草原以后，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

因为，草原上已经具备建立国家的条件，但又缺乏建国的人才，幽燕文人便受到特

殊的重视。这些文人长期受着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因而为辽朝创立了一套国家制

度，这些制度既保留了原始部落蜕变的痕迹，又有军事奴隶制的典型特征，同时又

常常套用中原封建制度的外壳。辽朝的许多制度都有这种过渡性和二重性。。

三、阿保机之建汉城

姚从吾先生解释日：“汉城是类名，即是汉人住的城。”㈢阿保机为能有效利用所得

汉人，采取了诸多措施，而兴建汉城是这些措施中尤为重要的一项。阿保机以汉城为基

础对汉人实施有效管理，由此得汉人为已用，变家为国，而愈为强盛。李逸友《辽代城

郭营建制度初探》亦日：“在契丹本土内出现的城郭，是契丹社会破天荒的大事，为以

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创了前进的道路。”④兴建汉城于契丹之发展实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一)阿保机之前的契丹城邑建设历史

自秦汉以来，长城的修建主要是为将北方游牧民族阻之于外，但同时长城也成为一

条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长城南北大不相同。《辽史·营卫志》亦述长城南北之不同

日：“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

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

Ⅲ于玲：《辽代燕京与契丹社会的发展》，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一)，第169页。

∞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载姚从吾《东北史论丛》(上)，台北：正中二忙局，1967年版，

第200页。

铆李逸友：《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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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也。’’山长城以南为农耕为主的地区，生产力发达，人们依城镇而居，城镇不但是聚居

的中心，同时一般也是地区经济和政治中心。在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车马

为家，居住较分散，独立性很强。在北方草原建筑城邑无疑有助于统治者对地区实施有

效的行政管理，促进草原开发，缩小长城南北的巨大差距。

历代的北方少数民族兴建城邑的事例是极少的，当然东北的渤海和高丽政权部分地

区农业较发达，是建有一些城邑的，但在更广大的北方草原地区，历来的游牧政权大抵

是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对部族实施残酷，横征暴敛，结果导致兴败无常，基本上没有城

镇的建设与经营。

北方草原上的城镇建设在契丹王朝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于宝林先生日：“可以说，

我国北方草原广建城镇是从契丹王朝开始的。"留有关契丹在唐末以前筑城的历史记载是

很少的，但契丹深受隋唐之影响，隋唐政府亦曾设羁縻府州安置内附的契丹人，如玄州

隋时即置契丹羁縻州，《旧唐书·地理二》载：“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

@唐朝在营州地域先后设置有辽州、玄州、威州、昌州、师州、带州、归顺州、信州等

契丹羁縻府州，唐太宗还曾在契丹故地设松漠都督府，统十州。《唐会要》卷七三载：

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El。契丹酋长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

．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为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府。又以其别帅达稽部

置峭落州。纥便部置弹汗州。独活部置无逢州。芬问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日莲州。

芮奚部置徒河州。坠斤部置万丹州．出伏部置匹黎。赤山二州。各以其酋长辱纥主

为刺史。俱隶松漠焉。④

‘

惰唐设置的羁縻州和契丹故地州府，其对契丹后来的城镇建设不无影响。任爱军曾

论羁縻州与契丹城市建筑的关系日：

契丹人城市建筑的起源，与唐朝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已知辽朝时期的

怀州、饶州、惠州I、高州、武安州、川州与怀柔县等，就是分别建立在唐朝时期几

个羁糜州的旧址，是否利用了唐朝的基础?或者说唐朝时期在这几个羁糜州也都建

立过城池?都已是无法解开的疑问。但是作为唐朝统治时期的重要标志一“松漠都

①《辽史》卷三十二《营■志中》，第373页。

②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i社，1998年版，第217页。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第1522页。

④《唐会要》卷七十三《营州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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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肯定存在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设施则是毫无疑问的。。

契丹筑城，有记载较早的在阿保机三伯父述澜(即释鲁，也就是后之述鲁，后为滑

哥所弑)时。如《辽史·太祖纪》云：“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

奚、霄，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④《辽史·仪

卫志二》日：“太祖仲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为树艺、

桑麻、组织之教，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又《辽史·地理志一》日：“祖

州[于]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④

(二)阿保机修建汉城

契丹的大规模筑城是从阿保机时开始的。述澜之后，阿保机为迭刺部首领，其继先

人之绩业，开拓疆土，攻占掳掠，为安置所获人口，他陆续兴建了一些城邑。如龙化州

城是阿保机早期所建，亦为其称帝之所，《辽史·地理志一》日：

龙化州，⋯⋯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楼，唐天复二年，

太祖为迭刺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数百户实焉。

天祜元年，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十三年，太祖于城东金铃冈受尊号日大圣大明

天皇帝，建元神册。。

在阿保机所筑城中，有一类为汉城，是为处置汉人降俘而置。已知阿保机最早营建

的汉城在炭山附近，阿保机以不受代而治汉城，终利用此汉城而独立建国。此事《资治

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契月．国志》卷一等所述略同，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

记之较详：

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

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日：“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

机益以成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

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日：“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

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

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

①任爱军：《契丹辽朝前期(907一--982)契丹社会历史面貌解析》，第143页。

@《辽史》卷二《太讥下》，第24页。

⑨《辽史》卷无十六《仪卫志二》，第905页。

④《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占一》，第443页。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占一》，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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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①

炭山之所在，历来所说不一，白光、张汉英《辽代“炭山”考》否定了历来的说法，

认为炭山应该指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境内西部的巴颜图固尔山(小梁山)和东猴顶

山，其西南为辽太祖所建汉城旧址，具体地点在今张家口市赤城县云州乡沙沟村，位于

赤城县龙门山南。圆白光、张汉英对炭山的考证是可信的，而其对汉城位置之推测虽觉

不错，却仍有不可通处。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日：“藉令阿保机初居之汉城，其

专指一城而言，然其地域则极有限制，所谓滦河上源，檀州西北，炭山东南，附近有盐

池，皆为必备之条件”。@此汉城却在西南，城依白河，恐亦难算是在滦河上源，坝上沽

源虽有盐池，但离此汉城又甚远，是皆不能严合于金氏所言之必备条件。此且存疑，待

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来确定。

此炭山东南汉城所居汉人多来自于刘守光统治之幽州，这些入北的汉人多是被迫而

至，本不情愿，生活方式又大有不同，更加以受契丹压迫，结果很多汉人又复逃亡。后

来阿保机任用韩延徽等汉族士人推行汉化，以汉制治汉人，“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得

汉人为已用，实力遂强。其势既大，遂能破坏契丹之世选制度，㈤更不受代，并进而用

“盐池会"之计消灭诸部之敌，最终称帝建国。

此炭山东南汉城或为专称，指一城而言，但契丹所建汉城甚多，汉城主要是代表为

汉人所置之城，为类名。姚从吾先生辨析“汉城”之称日：

汉城是由“汉人聚居住的城寨”而得名。除了炭山旁边的汉城，或为西汉的滑

盐县故地，有因地得名的可能性以外，当时的汉城，应是一个类名。应解作是“汉

人居住的城”。回

契丹城镇多有名汉城者，可证汉城为类名。姚从吾先生举有四例，兹录之：

(一)《旧五代史》(一三七)“(契丹人)名其邑日西楼。城南别作一城，以实

w《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6页。

②白光、张汉英：《辽代“炭山”考》，载CIt：,方文物》1994年第2期，第77"'81页。

掣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5年版，第304页。

圳契丹之世选制度，或肓三年一代，或曰习常连任，各家所述略异。陈述口：“连类观之，是三年一

会者，容有其俗：而推选连任者，亦当常例。此就契丹旧俗言，大贺遥辇之事。至阿保机与其子

孙，则皆不在此例也”。见陈述：《契丹世选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1939
年。

引姚从吾：《论阿保机时代的汉城》，载姚从吾《东北史论丛》(上)，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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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Ⅲ(二)《辽史》(三十七)地理志，“上

京，太祖创业之地。⋯⋯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三)

同上(三十八)东京辽阳府：“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河朔亡命，

皆藉于此。”。(四)同上(三十九)建州保静军，“太祖完葺故垒置州，汉乾祜元年

(948)石晋太后，谐世宗求于汉城侧，耕垦自瞻。乃许于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

顷，营构房屋，创立宗庙。”∞

另有些城邑虽不明言汉城，但所屠者全部或大部为汉人，也可算是实际上的汉城。

此类汉城据姚从吾先生统计，约有近四十处。@其中建于辽太祖时，明言所居者主要为

幽蓟汉人的有：

建城时代 城名 居民及户数 史料来源

辽太祖即位 龙化州龙 燕蓟女直俘户 据《辽史·太祖纪》上，龙化州城y-902

前约904年 化县 1000户 年，扩建于904年；《辽史·地理志一》

辽太祖天赞 临潢府临 燕蓟汉民3500户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元年(922) 潢县

辽太祖天赞 临潢府潞 蓟州潞县民3000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元年(922) 县 户

辽太甜1天赞 沈州乐郊 蓟州三河俘民 据《辽史·太祖纪》下，神册六年(921)

元年(922) 县 十一月俘三河等城氏徙内地，建城当在本

年或922年；《辽史·地理忐二》

辽太祖天赞 沈州灵源 俘蓟州吏民置 《辽史》卷三八《地理忐二》

元年(922) 县

辽太祖天赞 祺州(属辽 以檀州俘氏置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元年(922) 州)

辽太祖天赞 祺州庆云 以密云俘比县，原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元年(922) 县 名密云

w’《I同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1830页。

聊《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忐一》，第441页。

唧《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忠二》，第456页。

参《辽史》卷二十九《地理志二》，第488页。

@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二)，台北：正中二15局，1972年版，第11页。

哑’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第193～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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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保机所建汉城甚多，其或具汉城之名，或无其名而以所居者大多为汉人亦属实际

之汉城。这些汉城中有许多是为处置幽蓟汉人而建的，这些幽蓟汉人或曾受刘仁恭父子

酷虐，或继受河东沙陀之压迫，他们或主动逃亡或由于掳掠而入北。

这些为安置幽蓟诸地降俘而建的汉城对契丹之发展影响甚大。首先是筑汉城所起的良好

示范效果，大大推动了契丹州县城镇的建设。阿保机及其后继者们进而在草原上广筑城

邑，这些城郭宫室其设计规划多“得燕人所教”。“如幽9，I'IN度”，@其建筑者多为燕蓟

劳动人民，其中所居“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其次，汉城的建立改变了北方

草原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契丹封建制关系的发展。州县制与农耕文明的高度发展是分不

开的，汉城的建立也把农耕文明带入了草原，促进了契丹农业、手工业及商品货币经济

的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契丹社会中封建经济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来自幽蓟

等地的汉人一部分成为奴隶，向奴隶制方向发展，更多的则朝着封建依附化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封建农奴制的方向，这一方向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再次，筑汉城也促进了契丹

政治体制的变革。阿保机建立汉城的成功，使他认识到了蕃汉分治是有利于契丹发展的

制度。阿保机的后继者继续发展了蕃汉分治政治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契丹的因俗而治是较成功的实践，燕云地区在辽时继续有所发展与“汉制”的实施是

分不开的。最后，筑汉城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这是辽王朝对以汉文化为主

体的多源文化的兼容并蓄、融汇再造的过程。汉人既与北人相杂处，农业文明之影响便

无处不在，从政治、法律、文化到生产生活习惯均受汉文化之影响，北方又一次进入了

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

(三)汉城与州县、斡鲁朵及头下军州之关系

汉城与州县略有所别。汉城一般也即州县城，代表府州县。如上京“临潢县。太祖

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⑦上京道“顺州。本辽队县地。横帐南

w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45,---46页。

吲《IFJ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1830页。

唧《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6页。

吲《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忠一》，第441页。

尉漆侠、乔幼梅：《辽复金经济史》，第49～54页。

唧《辽史》卷四十五《自官忐一》，第685页。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占～》，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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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D此上京临潢县、上京道顺州皆汉城。但有时

汉城或为京邑、府州之附属。如上京汉城为其南城，％东京辽阳府汉城为东京之外城。㈢

又如中京大定府统和二十五年新筑的汉城，@中京道建州旁之汉城，@皆为京、州之附属。

辽初所建汉城有数十处，这些汉城所属不同，或为国家之府州县城，或为契丹贵族

之头下军州，在斡鲁朵建立以后有些汉城又成为隶斡鲁朵州县。属于国家州县之汉城应

为大多数，自不待言。此仅就其属头下军州与斡鲁朵者略作说明。

汉城与头下军州。头下军州为契丹贵族所筑之私城，《辽史·地理志一》“头下军州”

条日：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

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

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

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头下州军为契丹贵族之私城，但私城并不一定就是头下州军，“经过皇帝承认后的

私城，才成为正式的头下州军。”⑦也即头下州军为朝廷承认了的契丹贵族的势力范围。

头下有大小，《辽史·百官志四》“南面方州官”条日：“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

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州、军、县、城、堡虽大小有别，然皆为头下，是“‘头下’

二字，非州军所专有，乃制度之通名”。@

这些大大小小的头下城大多数都是可称为汉城的。头下州城之人户主要的是由征伐

所得之俘户而来，其中汉人占绝大多数，其为置汉人，自是要模仿汉人州县制度，故头

下州城大多为汉城。头下城之名称亦“多因旧居名之”，㈣即用汉人俘民原隶州县之旧名，

这大约起到一种慰藉的作用。关于投下城中汉人之状况，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

w《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墨一》，第450页

印《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忐一》，第440～441页

咧《辽史》卷三十八《地理；甚二》，第456页

圳《辽史》卷三十九((ttk理志三》，第481页。

q《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第488页

睁《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忐一》，第448页。

唧费国庆：《辽代的头下州军》，载历史研究编辑部：《辽金史论文集》，1985年版，第136页。

心《辽史》卷四十八《百官忐四》，第812页。

!”陈述：《头‘卜‘考》，载杨家乌各：《辽史汇编》第八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75—255页。

哪《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占一》，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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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晏》述日：

初辽入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责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

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①

这些汉人既承担官租，又纳税给其主，余下的归自己，这主要是封建制的经济关系，

这些汉人实同于农奴。

头下州军有自已的行政机构。其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及以下，则由头下主自己

任命，但也要获得朝廷的承认。如《辽史·耶律阿没里传》日：“阿没里性好聚敛，每

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锄此亦记于《辽史·圣宗

纪》：统和十三年(995年)六月“甲申，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十四年春正月

“庚午，以宣徽使阿没里家奴阎贵为丰州刺史。"④经过朝廷许赐州额，并正式任命其自

任之刺史，丰州才由私城而成为朝廷承认的头下州军。

头下州军的官吏中不少是汉人，上述阎贵从姓名来看即应为汉人。这些头下州军之

汉官也有幽蓟旧臣，如《陈万墓志铭》日：

司徒讳万，大燕景城人也。故齐州防御使讳轮陈太保之子。⋯⋯司徒年卅为左

口口口口口使。年卅五，庄宗皇帝除授涿州副使。年奉大圣皇宣命，口I--IA．1,．故国

舅相公入国，寻授圣旨除豪刺军史。⋯⋯年五十五，皇帝知司徒战伐功高，改军为

豪州，除司徒为刺史，官加司空。后大行皇帝除刺州刺史官加司徒。@

此豪州刺史陈万(879--．--955年)，或曾侍燕帅刘仁恭父子。阎万章《辽(陈万墓志

铭)考证》亦以为，“在唐朝灭亡前后，景城必先后在刘仁恭、刘守光管辖范围之内。”

并疑陈万“左口口口口口使”之官职为刘仁恭父子所授。@后唐庄宗李存勖灭燕时，陈

万降晋，庄宗授陈万为涿州副使。陈万四十岁，即918年，“奉大圣皇宣命，口口从故

国舅相公入国，寻授圣旨除豪刺军史”，此“大圣皇帝”指阿保机，“国舅相公”阎万章

考证其为萧阿古只。@陈万随国舅萧阿古只入辽，不久除授“豪刺军史”。“豪”显指后

Ⅲ[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二，第3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粤《辽史》卷七十九《耶律阿没里传》，第1275页。

铆《辽史》卷十三《圣宗四》，第146、147页。

吲阎万章：《辽(陈万墓忐铭)考证》，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年版，第48页。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第38页。

怛’陈述主编：《陈金史论集》第五辑，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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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豪(壕)州，考《辽史·地理志一》“头下军州”条：“壕州。国舅宰相南征，俘掠

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山陈万应是作为俘奴随国舅宰相入辽的。豪州初时当仅有

军号而无州称，故陈万之职为“豪刺军史”，至陈万五十五岁(933年)“改军为豪州”，

豪州才正式置州，陈力．亦以军功升职为豪卅IN史。陈万之先后除授豪刺军史、豪州刺史，

与阎贵除授丰州刺史的情况是相近的，均合于“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并都得

到了朝廷的承认。

综上所述，头下州城多为汉城，不但居住者以汉人为主，刺史及以下之官吏也有许

多汉人，其中还有燕蓟旧臣。其任用汉官应是蕃汉分治的又一实践，契丹以汉制治汉人，

其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发展。

汉城与隶斡鲁朵州县。斡鲁朵，汉语称宫卫，是阿保机所创立的一种特殊制度，其

为契丹历代最高统治者所继承，至辽末共置有十二宫一府。杨若薇以为“斡鲁朵，可以
●

说是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④

斡鲁朵之设立与原迭剌部的被分有关。《辽史·兵卫志中》“宫卫骑军"条日：

太祖以迭刺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

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

太祖虽以迭剌部为创业之根本，但迭剌部过分强大亦威胁到阿保机本身，世里家族

其他成员反对阿保机争夺皇位的叛乱亦多于倚其势。太祖叔父于越辖底曾诱刺葛等叛

乱，其将受刑，而谓太祖日：“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后

太祖亦分迭刺部为五院、六院二部。迭刺部对阿保机的威胁虽消除了，但阿保机本身的

势力也同时被削弱，阿保机需要有新的可以依赖的力量，于是设斡鲁朵法。杨若薇论迭

刺部与斡鲁朵的设立间之关系日：“既然斡鲁朵之创设是由迭剌部之被分，那么，迭剌

部前此对于阿保机所起的作用，正是后来的斡鲁朵所应取代的”。@斡鲁朵于阿保机之作

用，主要在于护从、战斗与从事生产，也即“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

Ⅲ《辽史》卷三十七《地理j占一》，第449页。

铆《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忠一》，第448页。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幽《辽史》卷三十五《兵卫忠中》，第402页。

@《辽史》卷百十二《耶律辖底传》，第1499页。

眇杨若截：《契丹于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29页。
69



河北人’学J7J史。≯硕十学何论文

①～j、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②斡鲁朵完全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其户

口哉帛、土地武备皆为契丹皇室所有。

有些汉城为隶属斡鲁朵州县，如隶太祖算斡鲁朵弘义宫的有锦、祖、严、祺、银等

州．按《辽史·地理志三》日：

锦州，临海军，中，节度。本汉辽东无虑县。慕容鱿置西乐县。太祖以汉俘建

州。。

严州，保肃军，下，刺史。本汉海阳县地。太祖平渤海，迁汉户杂居兴州境，

圣宗于此建城焉。。

《辽史·地理志二》日：

祺州，佑圣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
o

是隶太祖弘义宫之州县中，锦州、严州、祺州均为明显之汉城，祺州城之汉俘更出

自燕蓟檀州。辽代斡鲁朵之“十三宫共有三十九州军，十个县"，@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可

以称作汉城的。

隶属斡鲁朵的汉城州县户却与斡鲁朵户不同。斡鲁朵户也即宫分户，主要来源于“分

州县，析部族”。⑦其有机体是由正户和蕃汉转户组成的。正户主要来自“心腹之卫”@‘‘诸

部豪健"，@以契丹人为主，居于统治地位。蕃汉转户是由契丹所俘的汉人、渤海人和阻

卜人等组成的，是被奴役的阶层。蕃汉转户中又以汉人居绝大多数，他们从事于农牧、

织造、矿冶等业，为斡鲁朵阜室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宫分户都是隶宫籍的，是属

于皇帝的私户。杨若薇日：、

属籍之后的部族民户便脱离了原部族之籍，即处于部族制度之圈外。⋯⋯而

w《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第361页。

掣《辽史》卷三十五《兵卫志中》，第402页。

刨《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忐三》，第487页。

唧《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第488页。

@《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第467页。

倒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131页。

口《辽史》卷三十一《营甲；占上》，第362页。

删《辽史》卷三十一《营可：占上》，第362页。

掣《辽史》卷七十三《耶律曷鲁传》，第1221页。

婵漆伙、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130～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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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宫分户之所以脱离原部族，正是因为由他们组成了皇帝的一个扈从集团。同

样，隶宫籍的汉人(渤海人等)，即汉人宫分户，也是行宫扈从集团的级成部分，

因此，他们在隶于宫籍之后也必须脱离州县之籍。①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汉人宫分户皆来自隶属斡鲁朵的州县，更不能说，隶

属斡鲁朵州县的民户皆为宫分户。。

按杨若薇的观点，辽朝对斡鲁朵州县的管理与对普通州县的管理基本相同，这表现

在：隶宫州县同样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而划归诸京道统辖；隶宫州县的官吏与普

通州县同样由朝廷统一任命、考核；隶宫州县在军事上也并不隶属诸斡鲁朵，而与普通

州县同样，分别隶属于诸道的军事机构；隶宫州县与普通州县同样担负着封建国家的赋

税剥削；隶宫州县的财政，与普通州县同样归属于国家财政机构掌管。而隶属斡鲁朵州

县民户的身分地位也与普通州县民户的身分地位基本相同，他们是自由民，而不是直接

扈从皇帝的宫分户。但隶宫州县民户与一般的国家州县民户有所／1iI司，隶宫州的民户要

承担行宫的力役，如构宅、筑堤等。他们为斡鲁朵提供的服务，可以说是斡鲁朵的某些

事务作为国家事务的级组成部分，由朝廷统一分配给他们去完成的。@

以上述唐末五代初之幽州于契丹发展之影响，时间大略在刘仁恭父子占据幽蓟之时

及其灭亡前后不远。这一时期幽蓟于契丹的影响实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择要而述，而

如军事、经济、文化等均略见其中。

①杨若薇：《契丹千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49页。

②杨若薇：《契丹千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6l页。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5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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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自广德元年(763年)至均王乾化三年(913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幽州镇绝大

部分时间都保持了割掘独立。而在这些占据幽州的节度使中，刘仁恭父子是历时较长的，

且其据幽、沧二镇，不但地较旧时为广，即单从表面数字记载来看，兵力也较旧时为强，

实力雄厚，影响也较大。在梁、晋诸镇争衡时期，成德、魏博诸镇均不复往日之强，幽

州镇一时成为举足轻重之力量，刘仁恭父子也正是利用了其这种特殊的重要地位，周旋

苟存于诸强之间。刘燕政权的灭亡，使优势倾向于晋王一边，这对于晋灭梁是起了关键

作用的，对五代政局的影响是巨大的。

幽州地处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交接之地区，对北方的契丹及东北诸民族有着很大

的影响。刘仁恭父子的存在，毕竟起到了一定的对契丹的遏制作用，其与契丹间战争虽

时有发生，往来交流却也不断，尤其是大批幽州人口流入契丹，对丁契丹的发展有着深

刻的影响。契丹以“因俗而治”之精神，调整统治政策，任用汉人，’推行汉制，使契丹

的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也为契丹以后治理燕云地区积累了经验。在

汉人的帮助下，契丹逐步实现着“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当时的中原却缺乏安定，这促

使契丹的野心膨胀，伺机发动征服战争，从而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亦发生了一系列巨大

的变迁。

刘仁恭政权对时代历史的深远影响亦见于一些细微之处，如五朝元老冯道曾为刘守

光旧臣，冯道曾因谏刘守光之攻易、定而系狱，此后“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规小，留余

地以自全，而聊以避缄默之咎者也。”㈨此一特点之形成与其受刘守光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后周太祖郭威父郭简，就是被刘仁恭的燕军杀死的，这对郭威的成长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这种对人本身的影响有时或不被我们重视，但有时这种影响却能改变历史的某种可能

性。

刘仁恭父子是五代时期大小割据军阀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其灭亡是时代潮流发展的

必然趋势和结果，国家的统一和新秩序的建立己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任务却

是直待进入宋初才最后完成的。

至于刘仁恭家族，其虽大部就戮于河东，然其后裔可考直至元末锄，其中有多人名

①《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九》，第1022页。

②《析泮志辑佚·名宦》载：“刘仲和，名致，乃五代刘f_恭之云枷也。有侄继先，由中二忙掾授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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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著于正史，如刘守文孙刘廷让为北宋名将，刘守光子刘继颛侍北汉位兼将相，刘守奇后

裔刘玮侍金为参知政事。如此大族，元以后而不闻，想是已趋衰败了。

路推官，升单州知州。兄允道，见居燕中”。 见[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1983年版，第151页。 经考熊梦祥为元末人，他修撰《析津j占》应在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和崇

文监丞之时。而前日“兄允道，见居燕中”，可知刘允道与熊梦祥为同时之人，则刘仲和、刘继先、

刘允道俱活动于元末。奄三人事迹，俱不可考。而《元史》卷七十二《祭祀一》载：“英宗至治-二年

(1322年)九月，有旨议南郊祀事”，有“博七刘致等会都堂议”。 见[明]宋濂：《元史》卷七十二

《祭祀一》，北京：中华15局，1976年版。 此博十刘致为元晚期人，或即刘仲和。刘仲和一族主要

活动在燕京，地属辽金I同京，则刘f j恭此一支后裔最有可能是刘守奇由金入元之后人。察“云秘”：

云即云孙，树即栅孙，自己算起分别为第九、第八代孙。刘仲和一族显已出于九世之外，此处云、

视连用当是泛指远世之宗族后代，故刘仲平¨叔侄之世次亦无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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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恭政权大事简表

帝王年号 公元 事件
僖宗中和末 881 刘仁恭从李全忠穴地攻易州，得号“窟头”，稍迁裨校。补景城

令，后以定瀛州乱功复将兵戍蔚州。

昭宗景福 892 蔚州戍卒拥f■恭反，兵败出奔太原

乾宁元年 894 李克用听t：恭之谋，攻克幽州。

乾宁二年 895 八月，以幽州兵马留后刘t：恭充幽州卢龙军肖度等使。

乾宁三年 896 李克用征兵，幽州刘仁恭托以契丹入寇。刘仁恭逾摘星山讨契丹、

岁燎塞下草。

乾’j。四年 897 刘f■恭叛晋，战于安塞，克用人败。

光化元年 898 ·月．r恭取渝、景、德--：-州．以守它为义吕留后。

光化二年 899 刘仁恭驱热军十万，将兼赵、魏。屠贝州，罗纠威求救于汴，大

败燕军，t：恭遂衰。

光化三年 900 朱全忠遣葛从周帅兖、郓、滑、魏四镇兵十万击刘仁恭，围沧州。

刘f恭救沧州，逆战于老鸦堤，大败。李克用遣周德威攻邢、沼

以救之，败汴军于内丘。镕遣使和解幽、汴，朱全忠召从周还。

天复三年 903 李克用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叛降刘仁恭。刘守光平州

设伏擒述律阿钵，耶律阿保机引军略蓟北。

天祜元年 904 耶律阿保机败赵霸人破黑币子室韦。

天祜二年 905 耶律阿保机许李克川进兵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大祜三年 906 朱全忠自将攻沧州。f-：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复从克Hj乞师，

仁恭以兵三万助晋合攻潞州，降全忠将丁会，沧州同乃解。耶律

阿保机复击刘f：恭。

屙梁开平兀年 907 刘守光兵退李思安，同攻大安山，虏t：恭，遂有卢龙。

后梁开平二年 908 刘守文加中-|5令，封大彭王；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封河间郡王。

幽州刘守文进海东鹰鹘、蕃马、氍尿、方物。

后梁开平三年 909 七月进封刘守光为燕乇。舍利素、萧敌鲁助刘守文破刘守光。十

二月刘守光上言擒守文。

后梁乾化元年 91l 六镇推刘守光为尚jlS令、尚父。八月，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契

丹陷平州。十一月，燕人侵易、定，十二月甲子，晋伐刘守光于

幽州。耶律阿保机略地蓟州。

后梁乾化二年 912 张万进降丁梁。义遣使归丁晋。二月梁祖大举河南之众以援守光，

败。耶律阿保机亲征刘守光。剌葛攻破平州

后梁乾化三年 913 李存勖亲征幽州。擒刘仁恭父子以行。

后梁乾化四年 914 诛1=：恭、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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