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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潤博

　 　 提要：既往有關契丹捺鉢制度的研究皆以《遼史·營衛志·
行營》爲總綱，然而對於該文獻本身的生成過程卻鮮有關注。事實

上，這一“權威”文本並非出自遼金舊史，而是元末史官雜糅三種

不同來源、不同性質資料的結果：取趙至忠《陰山雜録》爲主體框

架，嵌入陳大任《遼史·地理志》所記具體捺鉢地點，再引宋人使

遼語録作爲細節填充。如此拼湊而成的二手文獻遠不足以反映有

遼一代捺鉢制度之實態，其間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亟待重審與反思。

關鍵詞：契丹　 捺鉢　 《遼史》　 《營衛志》　 文本批判

自傅樂焕《遼代四時捺鉢考》以降，學界關於契丹捺鉢制度已

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①這些成果的基本取向是以《遼史·營衛



①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於文本批判的契丹早期史研究”（１９ＣＺＳ０５７）、中
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１２批特别資助（站中，２０１９Ｔ１２０００７）的階段性成果。
代表性論著包括傅樂焕《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年，頁 ３６—１７２；李錫厚《遼中期以後的捺鉢及其與斡魯朵、中京的（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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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行營》所記爲總綱，鈎稽《遼史》其他相關記載，佐以遼代石

刻、宋人記載以及考古、圖像資料，力圖對上述記載進行補充、修

正，以得到更爲全面、深入的認知。這一研究路徑的前提性預設在

於，《遼史·營衛志》行營門文本具有獨立的、現成的、鐵板一塊的

原始資料作爲史源，其中關於契丹捺鉢的敍述框架也基本如實反

映了遼朝當時（至少是一段時間内）對於捺鉢制度的認知。然而，

如果仔細分析行營門文本的來源和結構就會發現，這一立論前提

恐怕還有很大的斟酌餘地。①

爲分析方便，先引《營衛志·行營》全文如下：

《周官》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風；日北，景長多寒。

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王者因三才而

節制之。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

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

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

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

“捺鉢”。

春捺鉢：

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

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雁。晨出

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

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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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接上頁）關係》，《臨潢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頁 ７３—８５；陳曉偉《捺
鉢與行國政治中心論———遼初“四樓”問題真相發覆》，《歷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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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人地關係視角下的遼代四時捺鉢再探討》，《赤峰學院學報》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頁
２１—２４等。



皆服墨緑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

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

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

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

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

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

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

鈎，春盡乃還。

夏捺鉢：

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

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

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

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

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

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

中旬乃去。

秋捺鉢：

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

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

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

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

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又

名“呼鹿”。

冬捺鉢：

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

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

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

·５９·契丹捺鉢制度重審



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

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

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

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

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黄布繡龍爲地障，牕、槅皆以氈爲之，

傅以黄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户。省方

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

衛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

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

鈴宿衛。

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應役次人，及漢人宣

徽院所管百司皆從。漢人樞密院、中書省唯摘宰相一員，樞密

院都副承旨二員，令史十人，中書令史一人，御史臺、大理寺選

摘一人扈從。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宰相以下，還於中京

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

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文官縣令、録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

書銓選；武官須奏聞。五月，納涼行在所，南、北臣僚會議。十

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①

就現有材料看，作爲元修《遼史》的主要史源，遼耶律儼《皇朝實

録》、金陳大任《遼史》都没有關於捺鉢制度的集中記載，今本《營

衛志·行營》實際上是元朝史官對三種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材料

加以拼接雜糅的産物。只不過由於元人所據史源今皆已不存，追

索起來頗須一番周折，故而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揭示。兹將三者一

一考出，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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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二》，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６年，頁 ４２３—４２６。



一　 主體骨架———趙至忠《陰山雜録》

《營衛志·行營》的主體敍述框架，出自宋仁宗朝歸明人趙至

忠之手，元人所據直接史源當爲趙氏所著《陰山雜録》。主要考證

線索有二，一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簡稱《長編》），一見於《遼

史·國語解》。

《長編》宋仁宗天聖九年（１０３１）六月己卯條，在記載遼聖宗耶
律隆緒死事之後，有一段關於契丹各項制度的總體介紹，開首即記

捺鉢之制：

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

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徑避暑。

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

之。①

此段所記諸多細節乃至具體文辭，皆與上引行營門春、秋兩段頗爲

接近，如“正月上旬”、“六十日”、“鑿冰釣（取）魚，冰泮，即（乃）縱

鷹鶻以捕鵝鴈”、“七月上（中）旬”、“入山射鹿”、“令獵人吹角效

鹿鳴，既集而射之”等，二者顯然出自同一文本來源。因此，追溯

《長編》這段記載的最初源頭就顯得尤爲關鍵。

欲考史源，首要之法並非對零散信息或史料作單一、碎片式

追溯，而當求諸該文本的整體環境和傳承脈絡。《長編》在上引

文後繼續記録了契丹的其他制度，形成一段相對獨立的整體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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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宫都總

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

院、中書省、行宫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

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

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内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

有敞史、木古（原注：“古”字疑作“直”字，更詳之）、思奴古、

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

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

鈐轄、遥輦、裳衮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

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冶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

奚（原注：内外官至一百、六百、九百家奚，皆所增）。凡民

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

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

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

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户、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

犯罪没入者，别爲行宫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

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

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飯。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馬，阿保機曰

洪義宫，德光曰永興宫，兀欲曰積慶宫，述律曰延昌宫，明記

曰章敏宫，突欲曰長寧宫，燕燕曰崇德宫，隆緒曰興聖宫，隆

慶曰敦睦宫，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

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册，積

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

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

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

琴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

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

·８９·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１，總第一三七期）



二面，云以法雷震。①

關於上述兩段獨立引文的直接史源，李燾段末小注云：“《正史》載

此段於《契丹傳》末，比《實録》但增‘内外官至六百五家奚’凡百餘

字耳，今依《實録》仍附隆緒没後。”②其中所稱“實録”當指《仁宗

實録》，而“正史”則指仁、英《兩朝國史》。據注文可知，李燾所著

此段内容采自《兩朝國史·契丹傳》，而繫年則取《仁宗實録》之

説，並在注文中注明《國史》較《實録》所增加之部分（即上引文“内

外官至一百、六百、九百家奚，皆所增”）。除《長編》外，此段正文

全見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契丹》，亦當出自《兩朝國

史·契丹傳》。③ 那麽，《國史》這段記載的史源又是什麽呢？

我們注意到，引文所述捺鉢、南北面官、軍事、行宫、四樓、燒

飯、柴册、拜山射柳等内容，幾乎涵蓋了遼朝社會最爲重要的制度、

禮俗，就集中性、全面性和準確性而言，這段文字在現存宋代文獻

有關契丹的記載中實屬罕覯，洵非尋常使者所記異域見聞可比，當

有着獨特的史料來源，宜從總體脈絡中作一通盤考量。按此文本

之主體部分最早見於《仁宗實録》，是書始修於英宗初即位之嘉祐

八年（１０６３）十二月，成於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所據史料來源應
爲館藏仁宗朝之典籍。系統梳理宋人契丹認知的源流變化可知，

仁宗朝正是宋代官方涉遼知識信息得到急劇更新和擴充的時期，

其中關節即在於歸明人趙至忠的南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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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１０３１）六月己卯，頁 ２５６０—２５６２。個别文字據《通考》校
正。

《長編》，頁 ２５６２。中華書局點校本校勘記已指出此注作“六百五家奚”當有脱誤。
參見顧宏義、鄭明《宋〈國史·契丹傳〉考略》，《遼金史論集》第十三輯，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頁 １６０—１６３。
關於此問題的詳細論述，參見苗潤博《趙至忠著述與宋人契丹認知的定型及更新》，

待刊。



趙至忠，又名趙志忠，仁宗慶曆元年（遼興宗重熙十年，

１０４１）自遼歸宋，《長編》稱其“嘗爲契丹中書舍人，得罪宗真，挺身
來歸，言慶曆以前虜中事甚詳”。① 趙氏歸宋後曾多次著書進獻，

如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四月上書稱“陷蕃年深，異類之種皆耳目所覩，

今偶録其事，纂成三册，并《北庭建國而來僭位之人子孫圖》一

本”，②三年二月“又上《國俗官稱儀物録》”，③五年“獻《契丹蕃漢

兵馬機密事》十册，并《契丹出獵圖》”，④以上三次嘉祐年間進呈之

著述又被統稱爲“契丹地圖及《虜庭雜記》十卷”。⑤ 趙氏入宋之初

的進言及仁宗朝的三次獻書，一舉奠定了這一時期及此後宋朝官

方系統所記契丹史事的主體脈絡，前《長編》所引《仁宗實録》及

《兩朝國史·契丹傳》的文本正是此番背景之下的産物。

以上背景性判斷又可得到上引文本具體内容的支撑，其中所

記契丹制度每與宋人所引趙至忠之説相合。據與修《仁宗實録》

的范鎮記述：“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

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史所謂迭爲君長者也。此事

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爲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雖載八男子，而

不及白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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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編》卷一三三慶曆元年八月乙未，頁 ３１６９。“虜中”，點校本作“契丹”，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作“敵中”，皆四庫館臣所改，今據袁本《郡齋讀書志》“虜廷雜記”條改。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頁 ２９４。
《宋會要輯稿》崇儒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１９５７年，頁 ２２５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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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儒五，頁 ２２５９上同。
王應麟《玉海》卷一六“嘉祐契丹地圖”，揚州，廣陵書社影印，２００３ 年，頁 ３０４ 下。
《長編》卷一八五嘉祐二年四月辛未條（頁 ４４７５）同，惟今輯本删去“虜廷”二字，據
李燾小注知，此當出《兩朝國史·契丹傳》。蓋《實録》詳載歷次進書情況，《國史》

則於首次進書時概而言之。



《實録契丹傳》，王禹玉恐其非實，删去之。”①由此可知，在趙至忠

入宋以前，中原文獻從未記載契丹灰牛白馬的祖源傳説，范鎮曾將

此修入《仁宗實録》，後爲王珪（禹玉）所删。但范氏所稱“契丹祀

天，至今用灰牛、白馬”，卻保留在了《仁宗實録》及據此而成的《兩

朝國史》之中，即上引文所謂“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

及木葉山神”者，是爲其出於趙至忠記載之明證。

此外，該文本所記“四樓”問題亦可爲證。五代至仁宗以前，

中原文士僅知遼有西樓，而至慶曆以後方出現關於契丹四樓的記

載，這一變化的節點亦在趙至忠入宋。《通鑑考異》引趙氏《虜廷

雜記》曰：“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

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

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游獵於四樓之間。”②《契丹國

志》云：“因於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今寺内有契丹太祖遺

像）。又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大部落東一千里謂之東樓；大部

落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後立唐州，今廢爲村；大部落之内置

樓，謂之西樓，今上京是。其城與官殿之正門，皆向東闢之。四季

遊獵，往來四樓之間。”③此條顯與《通鑑考異》同源而更爲詳細，當

亦出趙至忠之著述。類似的記載尚見於《武經總要·北蕃地理》、

《新五代史·四夷附録》、《資治通鑑》諸書，個别細節容有出入，皆

係根據趙至忠不同時段所著、所進之書所成。以上《長編》所引

《兩朝國史·契丹傳》所記“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

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同樣也是這一脈絡之下産生的。

綜合以上歷史背景和文本細節可知，《兩朝國史·契丹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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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鎮《東齋記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頁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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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契丹制度最初當出自趙至忠之手。《國史》此段主要直接取資

《仁宗實録》，而後者的史源則爲趙氏仁宗朝三次進書的成果，或

即《虜廷雜記》一書。如上所述，此段文本所記捺鉢内容與《遼

史·營衛志·行營》從記載細節到具體文字都十分類似，由此推斷

《遼史》的文本亦當與趙至忠之著作存在某種淵源。同時也應注

意到，這兩份文本同中有異，如《兩朝國史》之文僅記春、夏、秋三

季，而《遼史》則更爲全面、深入，除四季遊獵之所外，更述及捺鉢

行政體制。二者恐怕並非線性的傳抄關係，而是有着共同的文本

源頭。尚須追問的是，《遼史·營衛志》相關記載的直接史源究竟

會是什麽呢？

問題的答案其實就隱藏在《遼史》本書之中。《國語解》列傳

部分有“堂帖”一條：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旨，出給告

敕。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録》。①

《國語解》名義上是元朝史官對原始材料所見契丹語詞的解釋，

但其實中間不乏漢語詞彙，引文所釋“堂帖”即屬此例。該詞見

於今本《遼史·楊績傳》：“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

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

節度使，徙知涿州。”②我們這裏所關心的不在於該詞的確切含

義，而是元朝史官解釋此詞時所用到的文本“宰相凡除拜，行頭

子堂帖權差，俟再取旨，出給告敕”，與上引行營門末段“除拜官

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一語高度類

似，二者顯然同出一源，惟因采摭不同而稍有差異。難得的是，

負責撰寫《國語解》這一詞條的史官記録下了其所據史源的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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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史》卷一一六《國語解》，頁 １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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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陰山雜録》，這就爲我們追蹤行營門文本的來源提供

了關鍵依憑。

《陰山雜録》實爲趙至忠的另一著作。上文已述，趙氏歸宋後

曾於仁宗朝多次獻書，成爲《仁宗實録》及《兩朝國史》之史源，不

過這並非趙氏著述的全部内容。據《宋會要輯稿》載，神宗熙寧六

年（１０７３）趙氏最後一次進書，方集其著作之大成：“上虜廷僞主宗
族、蕃漢儀制、文物憲章、命將出師、攻城野戰次第、兵衆户口、州城

錢粟、都數、四至鄰國遠近、地里山河、古迹等共十一册，并戎主閲

習武藝於四季出獵、射虎等圖各二副，外有戎主登位儀制圖、拜木

葉山圖并入國人使宴圖。”①此次進書内容較仁宗朝所進有明顯擴

充，故後來趙氏著作單行於世者主要分繁簡兩個系統：一名《虜廷

雜記》，全本十卷；一名《陰山雜録》，全本十六卷。② 前者即仁宗朝

所進，而後者當係神宗朝進書的大體内容。③

關於趙至忠著述在宋亡以後的留存情況，以往學界關注不多。

目前看來，與北宋人多引《虜廷雜記》不同，元人所見趙氏之書似

多出《陰山雜録》系統。如元朝前期商賈所作《契丹國志》曾大量

徵引趙氏之書，④從記載細節看，又與宋人所引《虜廷雜記》往往有

所出入；而上引《遼史·國語解》的條目更直接提示我們，元末史

臣很可能仍能獲見《陰山雜録》並加以利用。

此判斷尚有一重要佐證。元末明初王禕著有《大事記續編》，

乃續吕祖謙《大事記》而作，據説原書下限迄於宋末，而今本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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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崇儒五，頁 ２２５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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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後周恭帝顯德六年。① 或因書名之故，學界以往多以此書爲

發明義理之作，而忽視了其所具有的重要史料價值。王氏於洪武

年間與修《元史》，久居翰苑，故可大量利用宫廷藏書，《大事記續

編》徵引大量唐宋典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今已亡佚。② 該書後唐

同光二年十二月“是歲契丹寇唐”條下有解題曰：“按《陰山雜録》：

梁滅，阿保機（原注：本文作阿保謹）率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

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爲所陷，俘其民而歸，置州縣以居

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餘見《通鑑》。”③其中所引《陰山雜録》之

記載，未見於其他現存宋元史籍，且其中特别注明阿保機之名，原

書作“阿保謹”，正與宋人所述趙至忠所記名稱完全一致，④足見王

氏當親見其書而非自他書轉引。將此與上引《遼史·國語解》所

記合而觀之，知《陰山雜録》一書，不僅在元末明初尚存翰苑，且曾

不止一次爲史官所采摭。

《陰山雜録》之源流既已理清，現在回頭來看行營門之文本。

其中“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

既與《國語解·堂帖條》同源，自當亦出《陰山雜録》。更須留意

的是，此句並非孤立的史料碎片，而是與上下文存在密切的語義

關聯。上引行營門之文末段皆圍繞捺鉢期間的政務運作展開，

環環相扣，所謂“止行堂帖權差”正是指南面官系統除宰相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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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數官員扈從捺鉢外，其餘人等回中京居守時的權宜之計，而“俟

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則是針對下文五月、十月夏冬捺鉢

時南北臣僚會議集中處理政務而言。由此看來，整個行營門文

本的末段當皆出於《陰山雜録》。進一步細繹全篇可知，末段所

述又與前文四時捺鉢具體情況存在明顯的對應關係。如文末

稱：“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五月，納涼行在所，南、北臣僚

會議。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而前文分述四季時則曰：“正

月上旬起牙帳……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

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

月中旬乃去。……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

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所述時間節點、具體内容多相契合。由

此判斷，整個《營衛志·行營》所記契丹四時捺鉢之主體框架蓋

皆由趙至忠《陰山雜録》化出。

循此思路，我們亦可對上《長編》所引宋《兩朝國史》所記捺鉢

文本與元修《遼史·營衛志》同中有異的關係作出合理解釋。兩

者最初源頭雖皆出於趙至忠，但具體取材卻略有不同，此顯與趙氏

著作之創作、流傳過程密切相關。宋朝《國史》所據《仁宗實録》纂

修之時，趙至忠著述尚未全部完成、進呈，故當時所據僅爲趙氏前

三次進書的成果（或即《虜廷雜記》），而元末史臣所據《陰山雜録》

則應是神宗朝進書時趙氏擴充、整合之後的結果，故所述更爲完

備。

通過考索宋代文獻殘存的同源文本以及《遼史》本身的内證，

我們可以判定，《營衛志·行營》源出趙至忠《陰山雜録》的内容大

概包含以下文字：

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

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

獵……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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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

去……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每歲車駕至，

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

鳴，既集而射之……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

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

僚并應役次人，及漢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從。漢人樞密院、中

書省唯摘宰相一員，樞密院都副承旨二員，令史十人，中書令

史一人，御史臺、大理寺選摘一人扈從。每歲正月上旬，車駕

啓行。宰相以下，還於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

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文官縣

令、録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武官須奏聞。五月，納涼

行在所，南、北臣僚會議。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不難看出，《陰山雜録》事實上構成了《營衛志·行營》敍述的基本

骨架，包括捺鉢的時間、基本遊獵内容及處理政務的方式等；所不

同者僅在於具體捺鉢的地點和遊獵活動的細節，或可視爲骨架上

之血肉，這些内容即是下面兩節所要討論的問題。

二　 具體地點———陳大任《遼史·地理志》

元朝史官纂修《遼史·營衛志》行營門，既采用趙至忠所記四

時捺鉢之主要框架，而每季捺鉢之具體地點卻又與趙氏所記全然

不同。如趙至忠記春捺鉢在撻魯河，《遼史》作鴨子河濼；趙氏記

夏捺鉢在炭山或上徑，《遼史》作“無常所，多在吐兒山”；趙氏記秋

捺鉢爲入山射鹿，《遼史》則作伏虎林；至於冬捺鉢，趙氏所記地點

未詳，而《遼史》作廣平淀。考《遼史》本紀、《遊幸表》所記遼帝冬

季活動地點，廣平淀（又名中會川、藕絲淀等）成爲主要坐冬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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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已至遼興宗朝中期以後，①重熙前期即已歸宋的趙至忠未必會

將此作爲冬捺鉢之要地。由此看來，元人所記具體捺鉢地點當另

有來源。將行營門所見四時捺鉢地集中在一起，有助於我們觀察

其史源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文本特徵：

春捺鉢曰鴨子河濼……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

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

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

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

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

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

暑之所。

秋捺鉢曰伏虎林……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

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

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

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

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

此段中提到的捺鉢地依次爲鴨子河、吐兒山、黑山、子河、清涼殿、

伏虎林、廣平淀，分屬長春州、慶州、懷州、永州，皆在遼朝上京道境

内，幾乎每個地名都有相對於州城或其他捺鉢地的方位及道里，且

多有該地具體情況的簡要介紹。從記載内容、文字風格及準確程

度判斷，史官纂修這部分文本所據直接史源很可能是某種遼金地

志文獻；如果考慮元末修史時所用文獻的整體情況，我們很容易將

目光聚焦於金人陳大任所著《遼史》之《地理志》。新近研究表明，

陳大任《遼史·地理志》是元代官方文獻系統所記遼代地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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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文本來源，更構成了元修《遼史·地理志》的主體内容和敍

述框架。① 史官纂修《營衛志·行營》時所記遼代地理情況，亦最

有可能出自該書，此可由以下二端發之。

其一，上引文本所記諸捺鉢地之名稱多數見於今本《遼史·地

理志》。其中鴨子河見於“上京臨潢府”條下記所轄山川，又見於

“長春州”條“本鴨子河春獵之地”；②吐兒山亦見“上京臨潢府”

條，惟寫作“兔兒山”；黑山見於“慶州”條，同條下文有饅頭山，亦

與上引文合；③清涼殿見“懷州”條，“太宗崩，葬西山……有清涼

殿，爲行幸避暑之所”，④引文則稱“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

避暑之所”，呈現出明顯的同源關係。

其二，陳大任《地理志》原本於所記各州境内具體地點、景觀

下多有簡要解説，元人修今本《地理志》時，曾對陳志原文大加删

節。成書於元代前期的《元一統志》述及遼代沿革曾大量徵引陳

志，就現存佚文看，其中多未言所據，然亦間有明注出處者，或稱

“契丹地志”，或稱“契丹地理志”，皆指陳志。如《滿洲源流考》引

《元一統志》曰：“明王山在遼陽縣東三十里。《契丹地志》云：‘夫

餘王東明葬於此，因以爲名。’”⑤按明王山之名，見於今本《遼史·

地理志》“東京遼陽府”條所轄山川，然僅存此名，而未著得名之

由。同書又引《元一統志》曰：“《契丹地理志》云：‘浿水，即古泥河

也。自東逆流數百里至遼陽，豬蓄不流，有蓒芋草生於泊中，故名

蓒芋泊。’”⑥此條在今本《遼史·地理志》中作“浿水，亦曰泥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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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蓒芋濼，水多蓒芋之草”，①節略之迹十分明顯。其實，元明地志

文獻暗引陳氏《遼史·地理志》者達百餘條，全面對比可以發現，

元末史官修《地理志》時的確多有删汰。如今本《遼史·地理志》

中京道總敍載該京著名山川時僅稱“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

山、土河”，②而《元一統志》佚文中則有如下解説：（１）“七金山在

大寧縣北十五里，東西長十里，南北廣五里，山有七峯，因名，遼時

嘗建三學寺於中。”（２）“馬盂山在大寧縣西六十里，中有一峯，形
類馬盂，故云。”（３）“松山在富庶縣西五十里，南北長二十里，東

西廣五里，地多松，因名。”③此三條當主要出自陳大任《地理志》舊

文，個别地名易之以元代稱謂，如第 １、２ 條之“大寧縣”，遼時稱
“大定縣”，而第 ３條之“富庶縣”則因元代未改，保留了遼時舊稱。

將此三條與上引《營衛志·行營》關於捺鉢地點的描述對比可知，

記載重點與行文風格完全契合，顯然同出一源。④

陳大任《遼史·地理志》曾於每處名勝下詳記其道里遠近、地

域廣狹及得名之由，而元末史官的删削工作卻使得今本《地理志》

在記述某府、州下所轄山川、地點時除少數附有具體解説外，大部

分皆僅存其名，《營衛志·行營》所記各捺鉢地詳情不見於今本的

原因正在於此。更有甚者，如子河、伏虎林、廣平淀這三個地名，在

今本中全無蹤迹，亦當係元人删略所致。其中廣平淀一條還能隱

約找到被删節後留下的遺痕，上引冬捺鉢條“廣平淀，在永州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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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里，本名白馬淀……牙帳多於此坐冬”，《地理志》“永州條”稱

“冬月牙帳多駐此，謂之冬捺鉢……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

〔白〕馬淀”。① 對比可知，《地理志》所記“亦曰〔白〕馬淀”原本當

係對廣平淀的解説，史官在倉促抄書時，删去廣平淀之名，反存其

别名，致使文義不相連屬。

綜上可知，《營衛志·行營》所記捺鉢具體地點及相關解説當

出自陳大任《遼史·地理志》“上京道”部分。陳志原文或有關於

各地曾爲捺鉢場所或遼帝行幸活動的描述，元朝史官將其分别嵌

入趙至忠《陰山雜録》所述四時捺鉢的總體框架之中，取代了趙氏

原本所記之地。由於這些地點在陳大任原書中分散各處，元人在

對其加以整合時亦不免露出拼接失當的痕迹，這一點在夏捺鉢條

中表現最爲明顯：開首稱“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其下卻先記道宗

幸黑山賞金蓮、又幸子河諸事，而後又次第記吐兒山、黑山、子河之

方位，頗覺敍述混亂、邏輯不清。這些條目當皆出自陳志“慶州”

之下，原本的排布順序當爲：“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

有金蓮”———“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子河在

吐兒山東北三百里”———“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

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如此則文義貫通，自然曉暢，今本的混亂局

面當係元人倉促拼湊、未暇打磨所致。

三　 細節描摹———宋人使遼語録

以上兩種文本來源已足以覆蓋《營衛志·行營》的絶大部分，

但仍有兩段記載在内容和文字風格上與此二者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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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緑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

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

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

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

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

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

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賜從人

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鈎，春盡乃還。

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

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

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爲蓋，彩

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黄布繡龍爲地障，牕、槅皆以

氈爲之，傅以黄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户。省

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

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爲

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

這兩段文字分别是對春、冬兩季捺鉢遼帝活動或居住場所的

細緻描摹，從文本内容和記述風格判斷，最有可能出自宋人出使遼

朝歸國後所上語録或曰行程録。

關於遼朝春捺鉢捕天鵝的場景，《遼史》另有兩處記載，一見

於《地理志·南京道》“漷陰縣”條：

漷陰縣。本漢泉山之霍村鎮。遼每季春，弋獵於延芳淀，

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陰鎮，後改爲縣。在京東南九十里。延芳

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鶩所聚，夏秋多菱芡。國主春獵，衛士皆

衣墨緑，各持連鎚、鷹食、刺鵝錐，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

擊鼓，驚鵝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青鶻擒之。鵝墜，恐鶻力

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鶻。得頭鵝者，例賞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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絹。國主、皇族、羣臣各有分地。①

此段以“國主春獵”爲界明顯分爲兩部分，前者當出自陳大任《遼

史·地理志》，而後者三次呼遼帝爲“國主”，是站在南朝本位對北

族君長的蔑稱，自然不會出自遼金文獻系統，當係宋人之語。將此

文本後半部分與前引《營衛志·行營》所記春捺鉢詳情加以對比，

不難看出二者基本内容完全契合，具體文辭亦多一致，惟《營衛

志》所記更爲詳明，而《地理志》則多有概括簡省，當屬同源異流。

《營衛志》在引述時將“國主”改作“皇帝”，頗顯生硬，且行文未脱

異域獵奇的色彩，終難掩其史源之痕迹。

第二條記載十分簡短，以往不甚爲人所注意，實則具有重要價

值。《遼史·樂志·國樂》云：“春飛放杏堝，皇帝射獲頭鵝，薦廟

燕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②按《樂志》乃元朝史官以中原

樂志爲主體框架，雜采舊史本紀、《遼朝雜禮》及南朝文獻拼湊而

成的二手文獻，其中的具體條目都可各自溯清源頭。將此條與上

引《營衛志·行營》關於春捺鉢“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

果，舉樂”一語相比勘，二者情節一致、文辭相近而具體内容互有參

差，可以看出明顯的同源關係，《營衛志》所謂“舉樂”即是對《樂

志》“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的省略，其中的“皇帝”當皆由“國

主”改换而來。换句話説，《營衛志》、《地理志》、《樂志》三者關於

春捺鉢的描述，很可能出自同一段宋人語録。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同樣一次捺鉢活動的具體地點，《營衛

志》記在上京道之鴨子河，《地理志》記在南京道之延芳淀，而《樂

志》則在中京道之杏堝，三者相去甚遠。仔細分析可知，《營衛

志·行營》所記捺鉢地采自陳大任舊史《地理志》，而所記情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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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史》卷四〇《地理志》，頁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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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宋人語録，雜糅之迹十分明顯；再覈諸《遼史》本紀，以延芳淀

爲春捺鉢始於聖宗統和七年（９８６），迄於統和二十年，凡六次，當時
聖宗連年對宋作戰，捺鉢之地多在南境，在此期間，宋朝自然不會

遣使遼朝，更不會留下關於此地春捺鉢的詳細描寫，《地理志》所

記亦難憑信。可見，《營衛》、《地理》二志之文本實皆爲元人拼合

而成，反而是記載最爲簡單、直接的《樂志》保留了原始記載的面

貌。按杏堝在遼似非顯要之地，據《地理志》載，“太祖俘漢民居木

葉山下，因建城以遷之，號杏堝新城”，後改新州，又改武安州。①該

地作爲遼帝捺鉢之所三見於本紀，分别在天顯三年十二月、應曆四

年冬、開泰五年九月，②知其主要爲遼中前期冬季避寒之地，《樂

志》所記“春飛放杏堝”表明其亦嘗於開春捕鵝，則遼帝歲末年初

皆可能駐帳於此。由此看來，作爲上述三志的共同源頭，宋人所記

捕天鵝之場景很可能只是對某次杏堝飛放的特定描寫，但這樣的

生動記述到了元朝史官筆下則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幅模樣，不僅被

多次利用、對接於不同的捺鉢地點，更被泛化爲契丹春捺鉢的一般

形象，深刻地影響了後人的判斷與認知。

相比春捺鉢，關於冬捺鉢的描寫在現存文獻中暫難找到同源

文本。其中最明顯的“他者”筆觸在於稱遼帝居所爲“牙帳”，此詞

是中原文獻對北族汗廷的習慣性稱謂，而在遼朝文獻中則稱“御

帳”、“御寨”或“行帳”。除此之外，我們還可徵引相關宋人使遼記

載作爲參照。真宗天禧四年（遼開泰九年，１０２０）冬，宋綬出使契
丹，回朝後所上《虜中風俗》有云：“復度土河，至木葉山，本阿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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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氈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氈藉

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

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①宋綬出使屬宋遼通和初期，其所記爲遼

聖宗木葉山冬捺鉢，其中“省方殿”與上引《營衛志·行營》同，“慶

壽殿”則與“壽寧殿”名稱相近，然宋氏“無階，以氈藉地”的描寫遠

比《營衛志》所記簡陋，顯非同一時期之情形。至哲宗元祐六年

（遼大安七年，１０９１）彭汝礪使於遼，作《廣平甸詩》，其序曰：“廣平
甸，謂虜地險，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籚箔爲

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爲飾其上，謂之羊箔門。作山棚，以木爲牌，左

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宫。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

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

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

青花氈，其堦高二三尺，闊三尋，縱殺其半，由堦而登，謂之御

座。”②此亦有“省方殿”，而其餘“羊箔門”、“紫府洞”、“桃源洞”、

“蓬萊宫”、丹墀、龍墀云云，皆不見於《營衛志·行營》，裝飾設置

似較其更加繁複。蓋時近遼末，彭氏所記廣平甸冬捺鉢情形已與

金初上京仿遼制所建冒離捺鉢頗相類似。③ 以上記載皆表明，遼

帝冬捺鉢營地恐非固定建築，所謂宫、殿云云皆係氈帳，可隨時移

動、改更，這造成了不同時代宫殿的形制、榜題多有變化。由此言

之，《營衛志》對冬捺鉢的描寫，與宋人相關記載在敍述風格、關注

·４１１·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１，總第一三七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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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等方面完全一致，而其史源所處時代則當介於仁宗至哲宗之

間，所記具體地點亦未必爲廣平淀。

綜上所述，《遼史·營衛志·行營》所記春、冬兩季捺鉢細節

的文本源頭當爲宋人使遼語録，然元人修史倉促，自無暇翻檢諸書

以求得此零散之資料，須有一相對集中、現成的史源供其利用。究

竟是何來源，可結合《遼史》全書的總體情況作一推斷。

自馮家昇《遼史源流考》首倡元修《遼史》的主要史源爲遼耶

律儼《皇朝實録》、金陳大任《遼史》及《契丹國志》三書以後，①所

謂“《遼史》三源説”逐漸成爲遼金史學界的共識。② 現在看來，這

一説法對於元朝史官當時所能引據資料來源的複雜性認識尚嫌

不足。由於上述三者中原書尚存、可資比對者僅《契丹國志》一

家，故研究者習慣於將此書視作《遼史》所見遼金文獻以外史料

的主要甚至惟一的來源。如此預設的弊端之一，在於面對《遼

史》不見於《契丹國志》的部分，研究者會在有意無意間默認其爲

遼金舊史的原文，對其來源疏於考辨，從而忽略了其他可能作爲

元人修史依據的宋代文獻。通過全面考索，我們發現，趙至忠

《陰山雜録》、史愿《北遼遺事》（又名《亡遼録》）、《宋會要·蕃

夷·遼》、宋朝前三部國史之《契丹傳》與《契丹國志》共同構成

了元修《遼史》南朝文獻系統的主要來源，而前兩者皆出歸明人

之手，自不載宋人使遼語録，故與本文此處所論最相關者當推官

修《會要》與《國史》。作爲宋代文獻關於遼朝史事最爲集中、權

威的記載，此二書皆曾流傳至元末而爲修《遼史》者所利用，但現

存狀況卻截然不同。《宋會要·蕃夷·遼》因被整體抄入《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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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卷五二五七“遼”字韻下，故而相對完好地保留在《宋會要

輯稿》之中。① 經仔細比對，《遼史·地理志》明確稱引薛映、王曾

二人語録，直接的文本來源即爲《宋會要》，但《營衛志·行營》春、

冬捺鉢兩則記事卻不見於《會要》，當另有來源。宋之國史亡佚久

矣，今人端賴馬端臨、王應麟諸家援引方知其梗概。具體到《契丹

傳》，《文獻通考·四裔考·契丹》宋代部分實即據《國史》本傳節

略而成，②將此與今本《遼史》對比可知，元修諸志（如《兵衛志》

等）曾屢屢徵引宋《國史·契丹傳》而未著出處，所引内容、文字

又往往較《通考》節本加詳。如此看來，宋朝所修三部《國史·契

丹傳》中可能包含諸多不見於現存其他文獻的珍貴記載，也構成

了元修《遼史》的重要來源，《營衛志·行營》兩段“語録體”内容

或即藉此路徑流傳至今。

結語　 《遼史》的文本問題與
契丹捺鉢研究的再出發

　 　 元修《遼史》是有關契丹王朝歷史最基本、最權威的文獻，不
僅獨自構成了當今學界有關契丹王朝歷史的主體認知框架，也從

根本上形塑了既往遼史研究的主要學術取徑。然而，這部核心文

獻本身卻存在着系統性的缺陷。尋常紀傳體正史雖多成於易代以

後，但其主要依據的史源仍是所記對象當時或臨近時代的官方記

載，執筆史官的主要工作是對原有舊史加以删削、編排。與此通例

不同，元末修史之時，上去遼亡已逾二百年，所可憑據之遼金舊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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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十分有限，且多有殘闕，遠不足以成一代之典；而爲求表面光

鮮、形式整完，特别是須與同時纂修的金宋二史協調一致，史官不

得不臨時拼凑、敷衍出諸多文字以充篇帙———這也是《遼史》與其

他正史的一個重要區别。研究者倘對此不抱以足够的警惕，常常

會在不經意間將元人新造的文本混同於遼人自身的看法甚或歷

史發展的真實。如此一來，不但在具體問題的開拓、局部史實的

豐富方面被束住手腳，更容易在整體的認識層面爲既有陳説所

左右。所以就遼金史研究而言，追索《遼史》各具體部分（特别是

勾勒一代之制的諸志）的史源，除了具備廓清文獻基礎、明確史

料價值這樣尋常文獻學、史料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外，或許還包括

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對以往被奉爲圭臬的文本加以層層剥離和

批判，對現成的歷史敍述與研究範式加以重審與反思。

通過以上三節的分析，我們基本釐清了《遼史·營衛志》行營

門的文本來源和生成過程。這篇關於契丹捺鉢制度的經典文獻，

實際上是元人雜糅三種不同系統、不同性質史料的結果：取趙至

忠《陰山雜録》爲主體框架，嵌入陳大任《遼史·地理志》所記具體

捺鉢地點，再引宋人使遼語録作爲細節填充。如此拼湊而成的二

手文獻自然存在着諸多問題，也對後人認識契丹捺鉢制度帶來了

困擾和阻礙。

首先，以《陰山雜録》作爲主體框架隱含的問題。其一，趙至忠

入宋在遼重熙十年，故其所記主要爲聖宗後期、興宗初年之制，此個

人片段記載是否可視作有遼一代之通制？其二，趙至忠自遼入宋，然

究係漢人，其所理解的捺鉢多大程度上可以等同於契丹人之認知？

其次，以陳大任《地理志》所記爲主要捺鉢地存在的問題。

（一）元人所選捺鉢地皆爲遼後期之情況（興宗、道宗朝），而趙至

忠所記主要爲遼中期即聖宗朝之制，二者似不可貿然對接。

（二）元人在倉促之間僅翻檢《地理志》上京道之記載，而未及其

·７１１·契丹捺鉢制度重審



他四京，故重要捺鉢地多有遺漏。（三）《遼史》本紀所見遼帝捺

鉢之所頗多，且從中可以看出一段時間内的臨幸頻率，絶大部分未

得元人修志所采，而《地理志》只是針對一時一地之説明，以此作

爲遼帝常駐地，是否能夠説明長時段的問題，值得懷疑。最典型的

是吐兒山、伏虎林，在本紀中完全未見遼帝臨幸之蹤迹，史官以偶

然記録爲一代定制，實屬貽誤後人。

其三，元朝史官雜糅不同時代之文獻，使得此篇志文的時間信

息完全喪失，敍述線索出現混亂，難稱一時之制，更非一代之制，對

於了解契丹捺鉢制度的形成、衍變更無助益。

其四，對於遼朝契丹人而言，離開上京之行帳即是捺鉢，並不

一定局限於某些特定地點，而金元時人所謂捺鉢已趨於固定場所，

性質已類似漢式行宫，元末修《遼史》所記契丹捺鉢恐受到此後來

觀念之影響。

總體而言，元人所作《營衛志·行營》對契丹捺鉢概念的理解

存在偏差，在時間、地點和内容三方面存在刻板化、簡單化、片面化

的情況。契丹人頭腦中的捺鉢是否一定按照農業社會之四時觀念

加以劃分？遼朝捺鉢地何時開始相對固定化，又存在怎樣的分布

規律？每季捺鉢的活動内容是否截然區分？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在

弄清文本源流後重新思考的問題。目前看來，想要揭橥契丹捺鉢

制度的真相，必須突破或抛開元人所拼湊出的敍述框架，將《遼

史》本紀、《遊幸表》所記遼朝諸帝捺鉢活動（源出遼金舊史的編年

記録），與出土遼代漢文石刻及契丹字資料所記“行在”、“捺鉢”結

合起來，參考民族學、人類學關於遊牧社會行國體制的前沿成果，

重新加以全面系統的研究。循此軌轍，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幅更

加豐富鮮活、與以往所知大不相同的歷史圖景。

（本文作者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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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ｏｒ ａ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Ｈａ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Ｊｉｓｈｉ ｂｅｎｍ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Ｇｕａｎｇｙａ Ｓｈｕｊｕ

Ｙａｎ Ｊｉａｎｆｅｉ（ｐ．６９）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Ｊｉｓｈｉ ｂｅｎｍｏ，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ｎａｍｅ ｉｓ Ｈｕａｎｇｃｈａｏ Ｔｏｎｇｊ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Ｊｉｓｈｉ ｂｅｎｍｏ，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Ｇｕａｎｇｙａ Ｓｈｕｊｕ ｉｎ １８９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Ｇｕａｎｇｙａ Ｓｈｕｊｕ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ｓｈｉｂ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ｊｕ， ａｎｄ ｅｍｅｎ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ａｏ Ｑｕａｎｓｕ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ｏ Ｔ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ｓｈｉｂｕ ｗａ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ｕ Ｘｉｎｙｕａｎｓ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 Ｊｉｓｈｉ
ｂｅｎｍｏ，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ｓｈａｏ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１７７６．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ｎ，ｍａｄｅ Ｇｕａｎｇｙａ
Ｓｈｕｊｕ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ｅ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Ｎａｂ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ｍｐ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ｏｎ
Ｅｎｃａｍｐｍ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ｏｓｈｉ

Ｍｉａｏ Ｒｕｎｂｏ （ｐ．９３）
Ａｌｌ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ｂｏ”捺缽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ｈａｖｅ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ｍｐｓ”行營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ｏｎ

·３９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Ｅｎｃａｍｐｍｅｎｔｓ”營衛志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ｏｓｈｉ ａｓ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ｕｔ
ｒａｒｅｌｙ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ｆ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ａｎｄ Ｊ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ｂ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ｒｓ；ｔｈｅｙ ｔｏｏｋ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ｓ 趙至忠
Ｙｉｎｓｈａｎ Ｚａｌｕ陰山雜錄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ｂ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地理志 ｏｆ Ｃｈｅｎ
Ｄａｒｅｎｓ 陳大任 Ｌｉａｏｓｈｉ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ｏｎｇ ｅｍｉｓｓａｒ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ｎ Ｌｉ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ｗａｓ ｒｉｇｇｅｄ ｕｐ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ｂ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ｎｅ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ｌａｙ ｔｏ ｂｅ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ａ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ｇｓｈｉ Ｓｈｉｌ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ｕｏｃｈｕ Ｑｕｎｘｉｏｎｇ Ｓｈｉｌｕｅ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ｐ．１１９）
Ｍｉｎｇｓｈｉ Ｓｈｉｌｕ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ｏｏ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ａｘｉ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ｔｏｄａ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ｈｉｇｈ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 ｔｏ ｉｔ． Ｔｏｄａ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ｕｓｅ ｔｗｏ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ｇｓｈｉ Ｓｈｉｌ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ｌｌ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ｏ 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ｏ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
ｗｏｒｄ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 ｕｓ ｄｏｕｂ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ｐ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ｕｏｃｈｕ Ｑｕｎｘｉｏｎｇ Ｓｈｉｌｕ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Ｑｉａｎ Ｑｉａｎｙｉ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ｌｌ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ａ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Ｍｉｎｓｈｉ Ｓｈｉｌｕ 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ｕｏｃｈｕ

·４９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１，總第一三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