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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唐代设置羁縻州，实行了内地与非汉地区地方行政体制的一体化，原则上羁縻州与经制州同为唐推及

政令、法令的区域，只不过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令是分层次而言的。从羁縻州的郡县属性而言，唐原则上在羁縻

州与经制州中要推行其共同遵守的约束性法令；在此前提下，尽管羁縻州区域广大，内部情况复杂，在施政方面，唐

原则上又要不同程度地推及统一的政治、制度、法律。从羁縻州的特殊性而言，唐又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针对性

推行政令、法令。唐在羁縻州施政，兼具 “因俗而治”的特殊性与行政体制一体化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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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唐代羁縻州的性质，论者从不同侧面有
不同程度的阐述。一是从传统的治理周边诸族政
策认识羁縻州。以为唐置羁縻州与秦汉以来授予
四夷首领官爵都是一种羁縻政策①，它是根据周
边诸族社会结构特点而实行的一种行政制度②，

羁縻州 “因俗而治”使周边诸族归附于中央王
朝③。二是从胡汉属性认识经制州 （或正州）与
羁縻州。谷川道雄认为唐在周边诸族中置府州，
表面上整个帝国有着划一的行政，但实则内部并
立着性质互异的胡汉两世界④。即经制州与羁縻
州虽同为一种行政区划，但有胡汉属性的区别。
三是从法制上认识经制州与羁縻州。谭其骧发现
以周边内附部落设置的州有的是列为正州，还有
的州在两唐书 《地理志》中或是正州或是羁縻
州。因此，他推测唐代正州与羁縻州的区别在法
制上可能并未做出过明确的规定⑤。刘统则发现
在职官制度方面羁縻州与正州并无不同，而管理
方面有区别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
种，应该说这与唐按内地行政体制在内附部落中
推行郡县制强化其统治，模糊了正州与羁縻州的

边界有直接关系。堀敏一已认识到以周边诸族首
领为府州县长官，唐政府官僚制的政令被植入周
边诸族社会内部，分割了诸族君长的统治权⑦。
他强调羁縻州具有郡县性质的一面。总括以上所
论，相较于经制州，羁縻州既有其特殊性，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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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制州又具有郡县的共同性。唐在内附部落中
置府州毕竟使版图内地方行政体制一体化，难免
郡县的要素施及羁縻州。然而当前的研究多关注
羁縻州的特殊性，至于羁縻州的郡县属性，虽偶
有论及但相对忽视。本文从羁縻州的郡县属性出
发，重点探讨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令的具体
内容，以及在此方面与经制州的异同。

一　羁縻州：内地与非汉地区的一体化

唐代在归属王朝的部族中普遍设置羁縻州，
实现了内地与非汉地区 （周边诸族地区）地方行
政体制的一体化。尽管唐代羁縻州因俗而治，但
是这种形式上的行政区划一体化仍具有实质内
容。如果比较汉唐经营西域的差异，将会更好地
理解这一问题。

自汉武帝通西域以来，西域都护统辖的地区
政治上归属西汉，是西汉疆域的一部分，但是西
汉并未在西域置郡县。西汉西域都护 “秩比二千
石”，而统辖郡国的司隶校尉部之司隶校尉 “秩
皆二千石”，西域都护与司隶校尉等相当，地位
尊崇。然而 “西域都护加官”①，即西汉职官体
系内原本没有西域都护这一官职，是后来外加的
职官。于是汉宣帝地节二年 （前６８年）后，西
汉版图内地方行政制度出现了两种体制，在州郡
体制的地方行政制度之外，又增加了西域都护。
唐代在西域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州，它们分别隶属
安西、北庭都护府。但唐代的安西、北庭都护府
不同于西汉的西域都护，按当时的制度规定前者
与唐内地一些缘边地区的经制州同为边州②。换
言之，唐代的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当时的内地州
同为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即唐代西域地区与内地
为同一种地方行政制度，而西汉的情况恰恰相
反。我们可从 《汉书·地理志》与两唐书 《地理
志》间接证明。《汉书·地理志》只记载了西汉
十三州刺史部及司隶校尉部所统郡国③，西域都
护所辖的西域地区不在 《地理志》记载的范围之
内。《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内容与西汉疆域有
关，却并非西汉疆域的全貌。而两唐书 《地理
志》继承 《汉书·地理志》的编纂体例，却在
《地理志》中比较完整地记述了有唐一代疆域版
图的规制，并将羁縻州记入其中可见西汉西域都
护与西汉州郡是两种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而唐
则否。

由于唐代西域与内地同为郡县制行政体制，

在管理方面也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特点。所以有
论著说，唐与周边诸族确立了新的政治关系④。

西汉西域都护统辖的五十国，自译长、城长、

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

当户、将、相至侯、王，汉授予印绶⑤，即承认
西域诸王及其各级官员执政的合法性。但仍是西
汉职官体系之外的官员。唐置羁縻州，根据四夷
首领在部落地位的高低，授予都督、刺史，原则
上将四夷首领纳入了唐职官体系。而西汉统治西
域，派遣的都护、副都护、长史，或其僚属，只
是对西域诸王及各级官员施政加以监督，对其实
际治理并不进行大的干预。相比之下，唐代至少
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区，直接干预当地人民的政
治生活。据和田出土文书记载，当地百姓一些琐
碎小事都要上诉至唐官员那里请求解决。可见，

唐太宗以后次第设置羁縻州的一百五十余年中，

唐的统治绝非徒有形式⑥。当然，唐代不同区域
的羁縻州差异极大，所有羁縻州地区未必均如天
山南路的羁縻州地区进行有效施政，但却将周边
四夷地区纳入郡县体制，原则上它们与内地经制
州同为唐施政的区域。

二　 “国法”与 “本俗”

周边诸族内附是 “因其本俗”而归属唐。唐
羁縻州范围极广，内部情况极为复杂。所谓保留
“本俗”，除本部族风俗习惯之外，有的甚至内部
保留着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原有官职等级序列。至
于国法或汉法，包括律、令、格、式各类刑名及
制诏。只不过唐在此广大区域推行政令、法令是
分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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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诸族内附要受唐法令约束。贞观四年
（６３０年）突厥突利可汗率部降唐，唐以其所领
部落置顺州，以突利为都督。太宗向突利说明不
再仿效隋立其祖父启民为可汗统领突厥部落的原
委，并告诫突利， “当须依我国法，齐整所部，
如违，当获重罪”①。在突厥安置问题上，颜师
古提出：“河北居住，分置酋首，统领部落，节
及高下，地界多少，伏听量裁。为立条制，远绥
迩安，永永无极。”② 唐中宗时，西突厥盐泊州
都督、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阙啜忠节与娑葛不
睦，为了缓和二人矛盾，唐听从郭元振建议，将
忠节调离西突厥故地，让其入朝宿卫，所统部落
移入瓜、沙等州安置③。开元时，张九龄代玄宗
回答吐蕃赞普关于唐剑南道缘边蛮抄掠吐蕃的质
询，“蛮中抄掠彼人，堪问亦有此事。缘其初附，
法令未行”④。无论是太宗要求突利依 “国法”，
还是颜师古提出 “条制”突厥，或将阙啜忠节调
离西突厥本部，抑或张九龄所说的 “法令”，都
表达同一个意思，即周边诸族内附属唐后，不管
是首领还是部众都要接受唐的法令约束。设立条
款约束归降边族早见于西汉。西汉宣帝时呼韩邪
单于降汉保塞，佩汉印绶，匈奴与西域俱为汉帝
国之内⑤。后因匈奴接受西域叛众，“（汉）班四
条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
帝所为约束，封函还”⑥。匈奴归降后，汉逐步
加强其约束力。唐……所谓执行 “国法”“法令”
或 “以汉法治蕃部”，首先是来自中央政府或地
方政府的约束性政令施之于周边内附诸部或羁縻
州，使其受唐节制。

如若不受唐法令约束则受到相应的惩处。贞
观十三年突利弟结社率主谋，纠集故部首领图谋
夜袭行宫，奉突利子贺逻鹘为主，北返故部，计
划败露，结社率被诛，贺逻鹘免死，流放岭外。
漠北铁勒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故地武后时
由于受到后突厥黙啜侵逼，南迁甘、凉二州之
间。开元十五年 （７２７年），四部首领与河西节
度使不睦，受到中伤，四部都督分别遭流放。唐
中朝官员因子弟与回纥瀚海府都督有交往也受到
牵连。南诏阁罗凤叛唐的借口之一是姚州都督张
虔陀离间其亲属。“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
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⑦ 此
虽托词，但却反映本土羁縻州首领若违唐典制，
同唐中朝官员一样也要受到贬黜。开元九年，诏
云： “又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

新降更伫绥怀。如闻颇失于宜，蕃情不得其所。
若非共行割剥，何乃相继离散？既往者理宜招
讨，见在者须加安全。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
国法……虽复化染淳风，终是情因本性。刑罚不
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应科，不得便行决罚。
俱状奏闻，然后科绳。”⑧ 唐武宗会昌四年 （８４４
年）告诫内迁党项部落，若不停止寇抄，“国有
典章，必难容舍”⑨。上述诏书都强调诸道所管
部落若违法均以绳治。

以上是针对部落与级别相对较低首领，除此
之外，即使受唐册封地位尊崇的属蕃君长也不例
外。如高宗龙朔二年 （６６２年），苏海政误以为
唐择立的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谋反，而
将其诛杀。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时，毗沙府都
督、于阗王尉迟脁因图谋叛乱而为杜暹诛杀，更
立新君瑏瑠。苏海政杀弥射固然是冤案，但是说明
即使贵为可汗，如若不受唐相关机构约束，也要
受到惩处。

综上所述，周边诸族进入唐统治体制，听命
于唐是其基本原则，即首领与部落百姓作为唐官
员与属民，如同汉官、内地百姓，唐首先要施及
强制性法令或约束性法令。在上述前提下，“因
其本俗”而推及政令、法令。此即 “国法”与
“本俗”的关系。唐太宗从归附的铁勒部落中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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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被掠人口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贞观二十一
年，唐灭薛延陀在漠北铁勒诸部置府州，同年六
月下诏派人前往燕然等州，与其都督商议，访寻
隋末以来被掠入蕃的汉民以及被薛延陀抄掠的室
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人，一并赎取，发送回
原籍①。唐太宗以这种方式索取被抄掠人口，原
因在于游牧社会的固有习俗。此前统治漠北的突
厥曾实行过奴隶制，被抄掠人口是大小部落首领
的私有财产②。不只突厥如此，这是游牧社会所
具有的一种传统制度。铁勒诸部与突厥大抵同
俗，又曾长期受突厥统治，实行传统的奴隶法自
在情理当中。虽然薛延陀已灭亡，铁勒诸部归
唐，但是唐太宗也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令其归还
所掠人口，而是派人以金帛为代价，从大小首领
方面分别赎取人口。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已
为唐府州的铁勒部落要接受唐的指令，即遵守
“国法”，而唐又是根据实际情况下行政令，即
“因其本俗”。

三　唐政令、刑律推及羁縻州

从地方施政方面来看，虽然羁縻州因俗而
治，但 是 羁 縻 州 也 是 推 及 唐 政 令、刑 律 的
区域。

通常羁縻州是唐政令所及地区。唐以周边内
附诸族所置羁縻府州隶属于边州都督、都护，在
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
系，羁縻州成为唐行政公文书所能到达的地区。
上述唐太宗从铁勒诸府州中赎取人口即是其例。
铁勒诸部受薛延陀统治时，唐政令不及。唐在铁
勒诸部置府州后，可直接下行文书要求各府州都
督、刺史执行中央决定。除此之外，中央职能部
门的公文书也可到达羁縻州。开元四年，安西都
护与西突厥可汗、碎叶镇守使关系不协，监察御
史杜暹奉旨前往碛西，调查三人渎职情状。可汗
阿史那献重金贿杜暹，杜暹将其埋于帐中，离开
可汗辖区后，“乃移牒令收取之”③。这是中央御
史台监察御史奉旨监察途中行文知会羁縻州的
事例。

以下事件集中反映了羁縻州与唐不同权属机
构公文书往来的情况。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一组
龙朔二年、三年西州都督府处理葛逻禄部落滞留
金满洲的案卷。唐庭得到金满州刺史沙陀氏的报
告，陈述燕然都护府下辖的大漠州都督府葛逻禄

部落从金山南下，到达金满州地域。随之唐庭自
东都尚书省分别给漠北的燕然都护府、葛逻禄部
落发下敕文，令燕然都护府将此事与西州都督府
相知会，发遣葛逻禄部落返回金山原居地。西州
都督府遵朝廷命令派人前往金满州，与金满州刺
史一起处理发遣事宜。燕然都护府得到西州都督
府官员的报告及葛逻禄首领的陈状，说明滞留原
因。西州又派人前往金满州，并与燕然都护府、
金满州等相知会，希望迅速发遣葛逻禄部落返回
大漠都督府④。这数组文书中既有羁縻州上达中
央以及上级主管机构的公文，又有中央及都护府
下达羁縻州的公文，以及横向无隶属关系的州、
都护府、羁縻州之间相知会的公文。

敦煌发现唐神龙至景云年间数件内容有联系
的公文书，其中两件张君义等人立功公验上分别
钤有 “盐泊都督府之印”“黎渠州之印”⑤。盐泊
都督府是以西突厥胡禄屋阙部置，黎渠州或以为
龟兹都督府下辖州⑥。唐代军中将士作战立功之
后，在尚未得到兵部郎中发给勋告之前，要发给
“公验”以为日后凭证。两羁縻州印盖在立功公
验上，起着保证公验法律效力的作用，说明唐在
法律上赋予羁縻州地方政府的职能，而且在唐行
政系统中发挥着实际功能。羁縻州是唐公文书所
及地区，这与唐在法律上赋予羁縻州地方政府的
职能互为表里。

唐刑律也在一些羁縻州推及。敦煌发现的唐
中宗时期的刑部格规定：“若于羁縻及轻税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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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者，虽得良人，非本州者亦不成首。”① 格文
规定掠、诱及卖人为奴婢者，在一般州不能追得
卖人，则不许自首；在羁縻州及轻税州内，即使
追得卖人，非本州者亦不许自首。自首之意义，
在于获得减罪或免罪。不许自首，即不准减免，
是从严之义②。格有两种：留司格，属于曹司常
务者，留存本司；散颁格，属于天下所共者，颁
行州县③。由此可知，此格也颁行于羁縻州。又
唐玄宗诏书规定：“自今已后，抵罪人合杖敕杖
者，并宜从宽决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隶碛西。
其岭南人移隶安南，江淮南人移隶广府，剑南人
移隶姚嶲州。其碛西、姚嶲、安南人，各依常
式。”④ 唐代南宁州为羁縻州，唐令规定南宁州
以南为流放犯人之地⑤，南宁州以南皆为羁縻
州，碛西、姚嶲、安南所在羁縻州应在流放犯人
的范围之内。以上两例表明羁縻州也是唐刑律覆
及的地区。

由于羁縻州为刑律覆及的地区，区域内蕃夷
百姓产生法律纠纷是以唐律处置。处密为西突厥
别部，显庆二年 （６５７年），唐平定阿史那贺鲁
叛乱，处密、处月等部落降唐，隶属安西都护
府。吐鲁番出土有唐宝应元年 （７６２年）行车伤
人案卷残件，卷中行客靳嗔奴的雇工处密部落百
姓康世芬，赶车快行，碾伤坐于张游鹤店门前之
男孩金儿、女孩想子，经官司审问，供称并无要
速事故，亦非因畜力惊骇，属于无故于城内巷街
走车马而杀伤人罪。肇事者表示，“今情愿保辜，
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情求准法科断”。故
县司判处康世芬，“放出勒保辜，仍随牙 （衙），
余依判”⑥。唐律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
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
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
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
死者，各依本殴伤法。”⑦ 唐律中的 “保辜”是
一种保留行为人罪名的制度。它一般适应于
殴、伤行为，不论行为人的动机是故意或过
失。保辜一方面以此确定对行为人应负的法律
责任，另一方面促使行为人对被害人采取积极
的医疗措施⑧。西州县司是根据唐律 《斗讼·
保辜》条例对处密部落百姓做出的判决。此例
说明，在西域地区，唐律也适于都护府管辖的
部落百姓。

唐代不同区域羁縻州存在差异性，发挥地方
政府职能的程度未必尽同，唐刑律也未必覆及所

有羁縻州，但以上说明，原则上羁縻州与经制州
同为唐施及统一政治、制度、法律的区域，两者
具有共同性的一面。

四　唐职官制度、军事制度推及羁縻州

唐置羁縻州通常授予部落首领都督、刺
史，乃至军职，从而成为唐职官体系内的官
员。这意味着虽然他们是部落首领，但是作为
官员唐职官制度、军事制度也要推及羁縻州。

２００９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 “唐金微州
都督仆固乙突墓志”能够很好地阐释这一问
题⑨。这方墓志相关出土信息及照片传入国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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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盖盝顶，方形，篆书 “大唐金微都督仆固府君

墓志”；志石镌文２８行，楷书，满行３１字，首题 “大唐

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

君墓志铭并序”。又乾陵六十一尊蕃酋像，左二十九人，

左二碑第一人衔命名 “故左威卫大将军兼金微都督仆固

乞突”。 “乞”应是 “乙”之讹。乾陵立像在高宗死后，

乙突死于高宗之前，应以志主安葬时所刻志文为准。乾

陵石像乞突即志主乙突。志主死前军阶为右骁卫大将

军，石像衔名则为左威卫大将军，应是死后追赠，由右

转左。



先后曾有考释①。为了便于理解，现据作者所有
墓志照片将墓志文相关内容迻录如下：

公讳乙突，朔野金山人，盖铁勤 （勒）
之别部也……祖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
军、金微州都督。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
督，并志识开敏，早归皇化……及父殁传
嗣，还授本部都督，统率部落……俄以贺鲁
背诞，方事长羁，爰命熊罴之军，克剿犬羊
之众……策勋叙绩，方宠懋官，诏授右武卫
郎将，寻授护军，封林中县开国子，俄除左
武卫大将军。至麟德二年，銮驾将巡岱岳
……遂以汗马之劳，预奉射牛之礼……及东
征靺鞨，西讨吐蕃……寻除右骁卫大将军，
依旧都督，加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食邑
一千户……以仪凤三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
于部落，春秋卌有四。天子悼惜久之，敕朝
散大夫、守都水使者、天山郡开国公 昭监
护吊祭，赐物三百段，锦袍、金装带、弓
箭、胡禄、鞍鞯等各一具。凡厥丧葬，并令
官给，并为立碑。
据墓志文，仆固乙突承袭其父金徽州都督一

职后，“策勋叙绩”，先授右武卫郎将，晋升左武
卫大将军，转至右骁卫大将军。封爵由林中县开
国子至县开国公，勋官由护军至上柱国。除都督
一职世袭为羁縻州定制外，其他官职、勋爵也要
按唐制据功绩、年限依次晋升、迁转。

其次，唐官员丧葬制度也推及羁縻州官员。
唐代处理官员丧葬事宜有一系列完备的制度。唐
代鸿胪寺掌管吉凶之事，一品官员丧葬由鸿胪卿
监护，二品由鸿胪少卿，三品由鸿胪丞②。鸿胪
卿从三品，少卿从四品上，丞从六品上。通常由
有关机构提供丧葬所需用品。秘书省著作局的著
作郎、佐郎负责 “修撰碑志”③；将作监甄官署
负责镌刻碑志，制作丧葬明器④；礼部司负责赠
送给官员、宫人丧葬所需物的发放数目⑤。上述
规定在蕃汉官员中普遍实施。窦诞，贞观四年为
右领军大将军、莘国公，贞观十八年除宗正卿，
二十二年卒，赠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诏曰：
“安葬事所须，并令官给，仍遣五品一人监
护。”⑥ 阿史那思摩，贞观二十年，再授右武卫
大将军，检校右屯卫事，卒后， “葬事所须，并
宜官给……京官四品、五品一人摄鸿胪少卿监
护”⑦。李震，勋臣李勣子，唐高宗麟德二年
（６６５年），卒于使持节梓州诸军事、梓州刺史任

上，赠使持节都督幽易妫檀平燕六州诸军事、幽
州刺史，“赐绢帛布二百段，米粟二百石……葬
事所须，并宜官给。仍令京官五品一人检校丧
事”⑧。泉男生，归降高丽贵族，在唐为右卫大
将军、卞国公、食邑三千户、特进，仪凤四年卒
于安东都护府，赠持节大都督、并汾箕岚四州诸
军事、并州刺史，赠绢布七百匹，米粟七百石，
“凶事葬事所须，并宜官给”，差京官四品一人摄
鸿胪少卿监护⑨，送至墓所洛阳邙山。上述数人
中，阿史那思摩、泉男生是入朝蕃将，已是唐中
朝官员，其他为汉人官员。他们的丧葬按品级由
京官五品监护，或由京官四品、五品一人摄鸿胪
少卿监护。上述数人生前实际官职在三品以上，

但监护葬事的官员品级在四品、五品，高于制度
规定的相应品级，而且也不一定由鸿胪寺官员担
任，在实际执行中对相关制度有所变通。归降百
济人祢军，生前为右威武将军 （从三品），仪凤
三年卒，赠绢帛三百段，粟三百升，使弘文馆学
士兼检校本卫长史 （各卫长史从六品上）王行本
监护丧事瑏瑠。祢军丧事虽非鸿胪寺官员监护，但
监护官员品级则与其生前官品相对应。上述其他
人安葬监护官员品级高低应是参照生前散官、勋
爵品级而定。

仆固乙突丧事由朝散大夫、守都水使者 昭
监护。朝散大夫从五品下，都水使者正五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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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固乙突生前为右骁卫大将军，正三品，理应由
六品官员监护葬事。然其生前开国县公为从二
品，上柱国为视正二品，实际却由正五品上官员
监护应是参照其勋爵确定的丧葬规格，并相应给
物，撰写碑志，勒石刻名。类似情况也见于其他
羁縻州。开元二十四年，姚州管内大酋长郍傍时
卒，玄宗遣宿卫首领王白于姚州都督达奚守珪计
会，前往吊祭丧事，以其孙铎罗望继袭浪穹州刺
史，并赐绫彩三百匹①。唐职官丧葬制度不仅实
施及入朝蕃官，而且实施及在蕃部本土任职的羁
縻州官员。

唐前期由皇帝直接统属的十六卫当中十二卫
统领府兵②。唐置羁縻州，都督、刺史授予诸卫
军职，应该说与置府兵有关的。虽然无制度明
文，但是有一些零星记载。如唐高宗时期平定西
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在葱岭以西十六国地区
设置了军府。燕州，武德四年 （６２１年）以粟末
靺鞨酋长突地稽所领部落置。突地稽子 《李谨行
墓志》记载谨行先世为肃慎之苗裔、涑沫之后，
谨行本人任右武卫肃慎府折冲③。折冲府取名部
族所出名号，显然肃慎府是以燕州粟末靺鞨部众
所置的折冲府。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说明唐在一
些羁縻州是要置军府的。唐授予部落首领诸卫军
职，原则上部落首领成为唐军事体制内的职官，
羁縻州部落成为唐军事力量，进而以唐军事制度
约束部落武装。这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至为明
显。其一，虽然部落首领可以承袭羁縻州武装力
量的统领权，但是领兵的合法性来自朝廷。突骑
施嗢鹿州都督娑葛为左骁卫大将军，袭父爵位，
与其父部将阙啜忠节不和，后者请求宰相，“请
停娑葛统兵”④。阙啜忠节的请求中止娑葛的领
兵权，正是基于羁縻州首领领兵合法性由朝廷赋
予。其二，羁縻州部落与内地军府同为唐征发的
军事力量。唐在漠北铁勒府州中是否置军府史无
明文，然唐在铁勒诸部置府州后，诸部一直是唐
征调的军事力量。唐讨西突厥贺鲁、征高丽等一
系列重大战役，都曾征调回纥等部参战。上述墓
志记载，仆固乙突继任金徽州都督后，先是参加
平定贺鲁叛乱，后又 “东征靺鞨”，即征高丽。
唐灭高丽，随即由于吐蕃的兴起，不得不从东方
调集兵力防御吐蕃，甚至幽、营之间的羁縻州也
在其列。如燕州刺史李谨行曾被调往青海备御吐
蕃。墓志所谓乙突 “西讨吐蕃”，正是在此背景
下，从漠北调至青海防御吐蕃。总之，唐授予羁

縻州首领诸位军职，羁縻州部落成为唐军事体制
内的武装力量⑤，与汉兵同为唐征调的军事力
量。只不过组织形式不同于汉兵，即使在羁縻州
中建立折冲府，也是以部落为组织单位，仍具有
部落首领武装力量性质的一面。

谭其骧鉴于唐曾向一般藩属 （实为唐邻蕃或
邻国）征调蕃兵，或四边远夷向唐朝贡，认为唐
羁縻州与一般藩属之间，并无明确的制度上的区
别⑥。在理念上，率土皆臣，一般藩属即册封朝
贡国，或非册封朝贡关系的远夷，以及羁縻州蕃
夷受征调、朝贡，都是四夷对中华天子应尽的义
务，但是现实中唐征调一般藩属 （唐邻蕃或邻
国）蕃兵与征调羁縻州部落有着本质区别。羁縻
州诸蕃隶属于边州都督府、都护府，政治上归属
唐，唐征调羁縻州蕃兵属于征调军事体制内的武
装力量，受唐征调也是羁縻州属民应尽的义务。
一般藩属国则否，唐向其征用蕃兵，则是与邻
蕃、邻国发展关系。纵观唐代邻蕃或邻国首
领，或入唐通聘人员多受唐册封或接受唐授予
的官爵，也可依次晋升，或卒于唐同样按品级
安葬。更有甚者，开元十九年，后突厥毗伽可
汗弟阙特勤卒及后来毗伽可汗卒，玄宗均派人
吊祭，并亲自书写碑文。然而这些与唐将职官
制度、军事制度推及都督府、都护府统辖的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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縻州性质不同，政治内涵迥异。前者为唐处理
与邻蕃、邻国关系，后者则是唐在羁縻州地区
推及政令、法令。

五　因地制宜推及政令

以上所述内容是基于羁縻州与经制州的同一
性而言。除此之外，由于各个区域羁縻州的社会
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也根
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因地制宜，针对性推行政
令、法令，强化治理措施，移风易俗。以下几个
方面可见一斑。

革除旧法，推行唐制。这发生在占领地区、
新辟疆土内。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东，攻拔高
丽十城，置僚、盖、岩三州，既而下诏： “自莫
离支为主，官以贿成，单贫之家，困于税敛。一
马匹布，只兔纤鳞，或进域主，或输耨萨。其有
自给，类加箠楚，编户饥寒，莫知告诉。至斯责
罚，即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无数，疮深快
意，然后乃已。所以陈兵伐罪，兼畅皇风，使怀
附之徒，同霑声教，息彼贪残，除其弊俗。今辽
东之野，各置州县，或有旧法，余风未殄。宜即
禁断，令遵国宪。”① 太宗要求在新置州县内，
废除高丽旧有的酷刑与重税，推行唐政令、
法令。

禁断土风陋习。唐代黔中、岭南地区夷人土
风、陋习严重，影响及夷人生计与当地治安，唐
地方官员或朝廷发布行政命令予以禁止或引导。
贞观年间，党弘仁为戎州都督，“夷僚之俗，卖
亲鬻子，弘仁制法禁断，百姓便之”②。天授二
年 （６９１年）正月十五日敕： “牂牁土风，共行
磋法，宜委所管都督府严加禁断。”③ 牂牁，唐
黔中都督府所辖羁縻州地。敕文命令要求黔中都
督府禁止当地盛行的习俗。天授二年七月廿七日
敕：“岭南土人任都督、刺史者，所有辞讼，别
立案判官。省司补入，竟无几案。百姓市易，俗
既用银，村洞之中，买卖无秤，乃将石大小，类
银轻重。所有忿争，不经州县，结集朋党，假作
刀排以相攻击，名为打戾。并娶妇，必先强缚，
然后送财。若有身亡，其妻无子，即斥还本族，
仍征聘财。或同族为婚，成后改姓。并委州县长
官，渐加劝导，令其变革。”④ 岭南土人任都督、
刺史者即羁縻州地区。敕书涉及内容较为广泛，
要求规范羁縻州行政与司法行为，命令州县改变

部民交易习惯，禁止械斗，变革婚俗。

依汉法，着汉服。开元十五年，新罗僧人慧
超途经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地区，

看到的景象是 “人依汉法，裹头著裙”⑤。慧超
特别提到当地依汉法，穿汉服，显然是指羁縻州
民。一般来说，唐并不强行改变周边诸族改移本
族习俗，四镇都督府居民服汉装束，应是唐在这
一地区长期推行政令、法令影响所及。

明确内迁部落与所在州之间的关系。 《唐开
元户部格残卷》载垂拱元年九月十五日敕：“诸
蕃部落见在诸州者，宜取州司进止。首领等如有
灼然要事须奏者，委州司录状闻，非有别敕追入
者，不得辄发遣。”⑥ 内迁部落首领受所在州约
束，如有要事进奏，先由州司状奏。

规范岭南、黔中等地羁縻州刺史任命程序，

限制两地羁縻州在任刺史宿卫。

开元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敕：“岭南及黔府管
内诸州并蕃州，检校及摄刺史，皆奏录，待敕到
然后准式。其岭南、黔府蕃州等刺史在任，不得
辄请宿卫。”①限制在任刺史宿卫，自然是出于羁
縻州刺史阙员不利于施政的考虑。

以上虽然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但是从羁
縻州与经制州的郡县属性来说，却又是唐施政的
对象，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唐后期黔中道
羁縻州刺史进京朝贺，杜牧谓其 “在法度之外，

居绳墨之表”②。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令，

载籍斑斑可考，杜牧何以不谙时事，谓其在唐法
度之外，不受唐墨绳之约呢？究其原因，杜牧是
从内地行政制度来衡量羁縻州，强调其与经制州
的差异性而已，并非强调唐政令、法令不及羁
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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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唐代以周边内附诸族置羁縻州，实现了内地
与非汉地区行政体制的一体化，原则上羁縻州与
经制州同为唐推及政令、法令的区域，只不过唐
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令是分层次而言的。从羁
縻州的郡县属性而言，首先，唐原则上在羁縻州
与经制州中要推行其共同遵守的约束性法令；其
次，在此前提下，尽管羁縻州区域广大，内部情
况复杂，并不全面推行内地行政制度，但是原则
上又要不同程度地推及唐王朝统一的政治、制
度、法律。从羁縻州的特殊性而言，唐又根据不
同地区具体情况，针对性推行政令、法令。概括

地讲，相较于经制州，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
令固然有 “因俗而治”的一面，然而由于行政体
制一体化，唐又比照内地行政制度，在羁縻州中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程度地推及唐统一的政令、法
令。唐在羁縻州施政，兼具 “因俗而治”的特殊
性与行政体制一体化的共同性，从而将社会、文
化多元性的政治统治区域，整合为有别于西汉的
大一统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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