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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序論

姚從吾 ,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代史學大家 ,原名士鰲 ,字占卿 ,一字存吾 ,

常以 「從吾所好」自勉 ,後乃改名從吾 ,晚年又自署善因 ,河南省襄城縣人 。父

筱萬公 (名福同),母黃氏 ,生於清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九日 (西元一八九四年十

月七日)。 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U)四月十五日晨 ,依往例往國立台灣大學文

學院歷史系第二研究室工作 ,十二時二十分 ,學生叩門入室 ,發現先生坐座椅

中 ,已不省人事 ,乃急送台大醫院 ,終因心臟衰竭 ,遂告不起 ,享年七十有六 。

(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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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治學 ,主張 「以勤補拙」 ,常期勉後學 :「 學游泳要跳到水裡去」 ,

「騎馬要坐到馬背上」 :「 畫我須是我」,(註 2)其於任教台大的二十一年

中 ,著述最勤快 ,最豐富 ,貢獻亦至巨 。(註 3)先生早年留學德國 ,據云未獲

文憑 ,卻深受德國學術界鑽研北亞遊牧民族歷史之影響 ”著作以遼金元史為主 ,

(註4)其於所著中 ;表現一個十分重要的中心課題 ,即邊疆呆族進入中原以

後 ,和中原漢族間的關係 ,包括邊疆文化和中原儒家大同文化之交流 。(註 5)

或基於仰慕 ,更為求表彰 ,本文將綜述先生對於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的研究 。

貳 、姚氏研究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的更心

姚從吾先生認為 「歷史是民族力量與民族智慧在時間活動中相加 (互相配

合)的成果」 ,(註 6)「歷史是檢討得失的科學」。(註 7)而中華民族歷史

與文化的形成 「由於五大醞釀 ,四大混合」.(註 8)職是之故 ,其於研究中國

史上的漢化問題時 ,所注意者 ,有下列數點 :

一、略合文化人類學酒化概念 ,自謂所強調之溪化絕非同化 。

民國四十一年 (一九五二)二月十八日 ,先生參加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四○

次座談會 ,發表<契丹漢化的分析>,曾自標附題 :<從契丹漢化看中國史上東

北草原文化與中原農業文化的合流>,並於引言中一再強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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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所說的漢化 ,也與近年來中等學校教科書中所說的漢化 ,不盡相

同。這裏所說 「契丹的漢化」 ,是依據 《遼史》及其他可信的史料 ,說明

生長我國東北草原社會中的契丹族 ,在第十第十一世紀與中原漢族文化接

觸後曾經發生過什麼影響 ,有些甚麼樣的結果 。這些影響是兩方面的 ,相

互的 ,沒有偏狹誇大的意思 。我們應當知道 ,契丹族與漢族接觸的時候 ,

是漢族最倒楣的時候 。當時 (一九○七)大唐衰亡 ,中原三方爭霸 。朱溫

篡了唐祚 ,占領河南 ,建立梁朝 。沙陀李克用割據太原 ,自稱後唐 。河北

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占領幽州 ,自稱燕王 。契丹族耶律阿保機 、耶律德光父

子則乘時崛興於遼河上游 ,開始進兵南侵 ,參加中原的戰爭 。到了西元九

三八年正式獲得燕雲十六州以後 ,契丹族成為華北漢人的統治者 。他們的

原意 ,祗是想指揮漢官 ,利用漢人 ,墾荒生利 ,為他所用而已 ;並沒有接

受漢化的意思 。因此當時有 「番不治漢 ,漢不治番 ,漢番不並治」的說

法 。《遼史》中也常以 「國制」與 「漢制」對稱 。這與元朝初期稱蒙古為

「草地」 ,稱中原為 「漢地」一樣 ,都是對待的 。後來契丹族因客觀需要

的逐漸增加 ,對於中原漢地文化 ,(制度 、倫常 、習慣等 )方逐漸分別採

行 。這種採行 ,不但是主動的而且是有選擇的。漢文化在當時對契丹人不

但沒有威脅 ,而是任聽契丹自取 。你若有意追隨 ,我就誠心看待 ,真和慈

母對於子女一樣 。所以德國的華學家衛禮賢(Df.又 Welheh9先生說 :中國

的文化是 「母性的文化」(W甜曲㏑ Kulm),就是這個道理 。(註 9)

緣此胸懷 ,先生直指研究歷史應該 「以唐還唐 :以漢還漢」,研究北亞遊牧民族

的歷史 ,不應只從農業漢民族的觀點來看 ,應從他們自己的觀點與史料來重新估

計 。(註 lU)

二、可把長城當作番漢文化的分界

我國北方長城內外 ,存在著顯然不同的兩個社會和兩種文化 。長城以外是遊

牧民族的草原社會 ,漁獵文化 。長城以內是中原農耕民族的城村社會 ,農業文

化 。這種說法 ,先生認為啟始於 《史記》 (卷一一U)《漢書》 (卷九十四 )

〈匈奴傳中〉所記 :「 長城以北 ,引弓之國 ,受命單于 。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 ,

朕亦制之」。(註ll)並引證 :「從前歐洲學者常把長城以內的中國 ,比做一個

大鹽海 ,所有流入這個鹽海內的文化 、人種 ,過了一個時期 ,即都變成中國的

了」。(註趁)說明長城實為華夷融會的門戶 。(註 13)



史瑟  第 一窮

三、中華文化的主流與支流

民國四十六年 (一九五七)八月二十三日 ,先生應聯合國同志會之邀請 ,發

表專題講演 ,講題是 〈對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其所提精闢見解之一為 :

因此我認為中華文化也實以秦漢 、隋唐兩大時代的漢族中原儒教大同
文化為主流 。東北黑水白山區域亦漁 、亦獵 、亦農的 「女真滿洲文化」為
第一支流 。北方大漠草原區域的匈奴 、突厥 、回紇 、契丹 、蒙古諸 「遊獵
民族的畜牧文化」為第二支流 。介於兩支流之間的東胡 ,後稱烏桓 、鮮卑
(諸燕 、拓跋魏 、宇文周 、高齊)等 ,也曾發揮過調和互助的作用 。大體
上說 ,拓跋魏等可歸入第一支流 ,而契丹與奚則與第二支流接近 。西部與
西南高原區域的吐蕃 、南詔 、西夏等 「羌藏山岳文化」為第三支流 。介於
北方與西部的西北區域 ,天山南北路 ;北路大體上可歸入北部的遊牧族 ;

南路的 「綠洲文化」可歸入西南的第三支流 。就吾國歷史演變的大勢說 ,

長城以內的黃淮平原 ,渭水谷地的中原農業文化是主幹 ,所以漢 、唐兩大
黃金時代 ,都先後產生於此一區域 。黑水白山的第一支流 ,雖開發較晚 ,

而金朝與清對於漢 :唐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發揚廣大 ,功績實不可沒 。第
二草原文化區 ,疆土遼闊 ,波動亦大 。匈奴 、突厥 、回紇 、契丹 、蒙古
等 ,歷代均為中原文化爭霸對抗的對手 。比較能和好相處者 ,則是西與西
南方的羌藏民族 。中原主流農業社會的儒教大同文化為母體 ,第一 、第
二 、第三支流的其他文化為輔佐 。(註Ⅱ)

四 、遼金元三朝史在國史中的地位與重要性

統觀先生之著作主要在遼金元史的範圍之內 ,故其於教授遼金元史總導論

時 ,曾綱要此三朝史在國史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為 :

1.中古以後 ,邊疆民族自動歸化中原文化的開始 。

2.受考驗而得到成功 。

3.新血輪的流入 ,文化內容的擴大 。

4.儒家大同文化的適應性與擴大化 。

5.兼容並包性的擴大 ,世界性的長成 。

6.第五大混合後的展望 。(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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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 「中原儒家大同文化」的推崇

依先生之見﹉,中原儒家文化 ,簡單說就是合理的中庸主義 。即是長於適應環

境 ,不作極端的違反人性的主張 。富於擇善而從 ,不重泥古不化 。因此牠能隨時

演進 ,隨時吸收邊疆民族 ,感動他們 ,而使他們歸向中原 ,以增加母體的繁榮 。

又因歷史悠久 ,地大人眾 ,每遇外族競爭時 ,憑藉雄厚 ,可以持久不竭 。同時又

賴有自孔子 、孟子傳流下來的一套人生哲學 ,富於人情意味 ,比較持中客觀 ,所

以容易與他族共存共榮 。漢文化在外族入侵時期 ,能得保全 ,這是最大原因之

一 .其次是守法不阿與誠實不欺 。這一類最佳的表現 ,是 「臨財毋苟得 ,與臨難

毋苟免」。這是中原文化在外族入侵時期 ,能得保全的原因之二 。再次是中原文

化的易知易行 。己所不欲 ,毋施於人 ;己之所好 ,推己及人 。這些也應當是中華

歷史悠久 ,文化昌盛和與時俱進的主要因素 。(註 16)

六 、未曾探用美日學者喜用之 「征服王朝」一名詞及觀念

先生一再強調 :

中原儒教大同文化 ,就已往的歷史看起來 ,牠本身沒有一次曾被圍繞

牠的邊疆民族所破壞或征服 。國史上所顯示中原儒教大同文化與邊疆民族

的關係 ,雖說起自北方與東北方邊疆民族的入侵 ,但實在說袛有華夷雙方

短期的對峙 ,或邊族進入長城以後 ,逐漸自動的歸化 ,即變成儒教大同文

化的奉行者 。(註17)

堅持此一看法 ,其嚴厲批判 :

艾伯哈德Ⅳ .Ebemlard9先生把已漢化的邊疆民族 ,乘中央政府勢弱而又

叛變的劉淵輩 ,當作外族征服者 ,則又真如瞎子摸象 ,自誤誤人了 。須知

久居長城以內的邊疆民族 ,遇機奪得政權 ,那已成為儒教文化範圍內的家

務問題 ,是不應作為對等外國看待的 。(註 18)

通貫先生學說 ,其未採用 「征服王朝」的理由 ,是先生主張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

是雙軌的 ,長城以內是一個歷史系統 ,長城以外是一個歷史系統 ,兩個歷史系統

的衝突 ,純粹是文化背景的差異所形成 ,所謂滿漢問題 ,所謂蒙漢問題等 ,純粹

是中國內部的問題 ,怎能談得上誰征服誰?(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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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其著述目錄

為表行文有據 ,並示本文章節安排之由來 ,茲彙編先生有關中國史上漢化 問

題研究諸論著成 目 ,且略予分析 。

表一 :姚從吾先生對於 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研究著述 目錄 :

1.蒙古史發凡

(● 柯勞斯教授著 、姚從吾譯並注 。

φ)《輔仁學誌》 ,一卷二期 (民國十八年九月)。

(39收入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2.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l)《 國學季刊》 ,二卷三期 (民國十九年九月)。

Θ 民國四十三年改訂 ,更名為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收入 《東北史論叢》 (台
北 ,正中書局 ,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上冊 。

3.匈奴史研究

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五年 ,三冊 。

4.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

(° 《國學季刊》 ,五卷一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Θ 《東北史論叢》上冊 。

Θ 民國五十一年增訂 ,刊入 《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中。

5.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 《治史雜誌》 ,第二期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

Θ 《東北史論叢》下冊 。

6.契丹君位維承問題的分析

(l)《文史哲學報》 ,第二期 (民國四十年二月)。

Θ 轉載 《宋史研究集》第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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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東北史論叢》上冊 。

7.契丹漢化的分析

(1)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四○次座談會紀要 ,民國四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砂 《大陸雜誌》 ,四卷四期 (民國四十一年二月)。

(39《東北史論叢》下冊 。

(4)韓復智編 :《 中國通史論文選輯》 (台北 ,東昇出版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下

冊 。

8.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1)《文史哲學報》 ,第四期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

@《東北史論叢》下冊 。

9.女真漢化的分析

(1)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六十三次座談會紀要 6民國四十二年二月)。

(砂 《大陸雜誌》 ,六卷三期 (民國四十二年二月)。   ﹉

φ)《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台 日L,正中書局 ,民國七十年七

月)。

lU.成吉思汗的智在團

(l)《 中國一周》 ,一五九期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

Θ 《東北史論叢》下冊 。

11.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

(● 《邊疆史文化論集》 (台北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 ,民國四十二年)上冊 。

Θ 《東北史論叢》下冊 。

12.契丹人的 「捺鍵 活」與若干特殊習俗

(° 《邊疆史文化論集》上冊 。

Θ 改訂為 〈說契丹的捺鉻 文化〉 ,收入 《東北史論叢》下冊 。

13.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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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文史哲學報》 ,第五期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Θ 《東北史論叢》上冊 。

∥.十三世紀蒙古人的軍事組織遊獵生活倫常觀念與宗教信仰

(° 《邊疆史文化論集》中冊 。

φ)改訂為 〈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收入 《東北史論叢》下
冊 。

15.遼金元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地理遼金元篇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16.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

(1)《文史哲學報》 ,第六期 (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

Θ 《東北史論叢》上冊 。

19.富弼

(l)《 中國一周》 ,二六○期 (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勾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

18.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1)《大陸雜誌》 ,十一卷一期 (民國四十四年五月)。

Θ 大陸雜誌社編印 :《元明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

Θ 《東北史論叢》下冊 。

19.六盤山賀賁獻金

(l)《 中國一周》 ,二八○期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五日)。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1)《 國立台灣大學十週年校慶專刊》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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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邱處機年譜

(l)《 中國學術史論集》 (民國四十六年)。

Θ 《東北史論叢》下冊 。

”.匈漢爭奪東亞顆權的檢討

(° 《學術季刊》 ,四卷四期 (民國四十五年六月)。

(砂 改訂為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收入 《東北史論叢》上冊 。

”.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蹟考

(→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廿八本下冊 ,《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民國四十六

年五月)。

Θ 《東北史論叢》下冊 。

舛.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l)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七二次座談會紀要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砂 《大陸雜誌》 ,十五卷六期 (民國四十六年九月)。

(39收入 《東北史論叢》上冊 ,代序 。

Φ 查時傑編 :《 中國通史集論》 (台北 ,常春樹書坊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

(l)《文史哲學報》 ,第八期 (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

%.《東北史論叢》上冊收錄 :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代序 )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

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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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君位維承的分析

說契丹人旳世選制度

《東北史論姦》下冊收錄 :

說契丹的捺釘文化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避燕後的轉公

遼金元扭域洽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     ﹉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成吉思汗的智狂回

元邱處機年譜

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

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瞭考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我國歷史綿延撥大原因的舉例

《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m.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

(° 《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砂 大陸雜誌社編印 :《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史學市書第二輯第三冊 )。

(39《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

”.張德輝 「嶺北紀行」足本校注

(l)《文史哲學報》 ,第十一期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

3U.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旳貢獄

(l)《大陸雜誌》 ,二十六卷三期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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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大陸雜誌社編印 :《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φ)《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台北 ,正中書局 ,民國七十一年四

月)。

31.從未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

(19《 大陸雜誌》 ,二千八卷十期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

(砂 大陸雜誌社編印 :《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39《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笓.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

(l)《文史哲學報》︳第十三期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

竻.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

(l)《 陳百年先生執繳五十周年暨八秩大壽紀念論文集》 (民國五十四年教師節 )。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

與.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獄

(1)《文史哲學報》 ,第十五期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

3S.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l)《文史哲學報》 ,第十六期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

鉑.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 《文史哲學報》 ,第十六期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

Θ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         ﹉

39.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l)原名 :《談談元世祖忽必烈可汗》 ,曾於民國五十四年秋季在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第四十一次
「蒙古講演會」中宣讀 。



(砂 改題載入中國避Ⅱ語文學會印行 :《蒙古研究》 (民國五十七年二月)。

(39《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

° 韓復智編 :《 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下冊 。

38.遼朝契丹族的捺你 文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 ,兩元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 《中山學術

文化集刊》第

一

集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

39.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文史哲學報》 ,第十七期 (民國五十七年六 .

月)。

的.鄭思肖與 「鍼面心史」開係的推測

(→ 《國立中央日書館館刊特flji祝蔣慰堂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 (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

41.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道遇的困雜

(● 《孔孟學報》 ,第十六期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

Θ 《史學又刊》 ,第二期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

(39《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

φ.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前後的南人間題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 ,第一期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

芻.金元之際孔元措與 「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絡紅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本 ,ㄍ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民國五十八年
十月).

“.從歷史上看東
=Em家

大同文化的立國精神

(19《東方雜誌》 ,新三卷五期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

(砂 又載教育部文化局編印 :《 中華文化之特質》內 .

巧.元好問癸已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 避稿 (本稿應非先生最後的定稿)。

(砂 《文史哲學報》 ,第十九期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39《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



伯.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間題

(l)《邊政研究所年報》 ,第一期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砂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

●,9.女真建國與漢化

方豪主編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 ,第十二冊 ,《歷史學》(台北 ,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

年十二月),頁五七∼五八 。

金元全真教

仝前 ,頁七八∼七九 。

金世宗之文治    ﹉

仝前 ,頁七九 。

忽必烈以後的元朝 (一二九四∼一三六八)

仝前 ,頁八○∼八一 。

契丹漢化

仝前 ,頁八五∼八六 。

耶律楚材與元太宗

全前 ,頁八六∼八七 。

砃.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一一遼金元史講義一一甲、遼朝

史》 (台北 ,正中書局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

●9.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三 )一一遼金元史講義一一乙﹉、金朝

史》 (台北 ,正中書局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四 )一一遼金元史請義一一丙 、遼朝

史》 (台北 ,正中書局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51.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遼金元史論文 (。 )》 收

錄 :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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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漢化的分析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

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

富弼

女真漢化的分析

犯.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一遼金元史論文 (中 )》 收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獄

元好間癸已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獄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男.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一遼金元史論文 (下 )》 收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間題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

六盤山賀賁獄金

鄭思肖與 「鐵面心史」關係的推測

鐵面心史中的南人與北人間題

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

張德輝 「嶺北紀行」足本校注

蒙古史發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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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錄凡五十三目 ,計有專書四冊 ,論文四十三篇 ,論文集五種六冊 ,辭條六條 。

其應留意者 :

(一 )別人的命題都很短 ,而先生所擬就的題目特別長 ,此作文命題的特

色 ,主要的是先生欲讓閱讀者見到題目即知文章的內涵 :人物 、時代 。(註∞ )

(二 )研究方式可分史料校註 、前人研究成果介紹 、翻譯 、人物傳記 、歷史

地理 .宗教及一般性論述 。因先生之史學 ,來自史學大師尼博克和欒克 ,此派重

視批評史料 ,選擇史料 。(註?l)故比例上 ,史料考據為獨重 。

(三 )先生認為現代的學界就像商場一樣 ,對行情的了解是絕對需要的 ,閉

門造車式的治學是一件極度危險的事 。(註η)故非常注意國外學術界的研究現

況和水準 。

(四 )遼金元史是重心 。然先生對於建立遼朝的契丹以及建立金朝的女真 ,

已有統觀概念 ,故各有一專文 (並各有一辭條),分析其漢化 。至於建立元朝的

蒙古民族 ,則分別由蒙古人 (統治者)與漢人南人 (被統治者)著手研究 ,只見

分析 ,未有綜合 。

肆 、匈奴的洩化

「匈奴」在西元前二世紀已在東亞北部建立大國 ,與中國對峙爭長 :所據地

域 ,強盛的時候 ,包括現在的內外蒙古 、東西土耳其斯坦 、滿洲 、山西 、直隸屎

俄國的一部 。(註”) 匈奴史的研究 ,因為冒頓單于行為的奇特 ,張騫 、蘇武

故事的動人 ,在歐 、美東亞史與東方學 ,特別是漢學的探討中 ,始終佔據一個煇

當重要的地位 。《史記》、《漢書》的 〈匈奴傳〉、《魏書》的 〈西域傳〉一再

被西方的漢學家譯成近代文字 ,匈奴 人的來源與去蹤如何 ?他們是否即是民族

大遷徙時期的匈人 ?兩漠帝國與羅馬帝國有無關係 ?中央亞細亞已往歷史如何 ?

這些問題 ,因為漢文古代史材料的豐富 ,匈人間題影響的遠大 ,中亞區域的遼

闊 ,至今猶為西方漢學 ,東方學家所樂於商討與追尋 。(註留) 先生關於匈奴

部分之研究 ,除曾將西方若干東方歷史家與漢學家研究匈奴史的結果加以介紹

外 ,曾討論過 :〈 匈奴的立國精神〉、〈匈漢爭奪東亞霸權評議〉、〈西漢和親

政策的新評價〉、〈匈奴文化的特點〉、〈匈奴西遷的研究〉、〈陳湯與郅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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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 ,(註”)並結集為 《匈奴史研究》 (北大講義).其中與漢化問題研究

有關者 ,僅為 :

(一 )我國中古史中 ,以長城為番漢文化分界的象徵 ,起於西漢初年 。這一

解說 ,直到遼朝與元朝 ,一般人的看法猶未改變 。(註%)
(二 )匈奴屬於中華文化的第二支流 。(詳本文貳之三 )。

(三 )贊向傅朗克著 :《 中華通史》一書中所云 :「 兩漢是孔教大同主義正

式成立時期 ,中原漢族戰勝了匈奴 ,向西發展 ,形成了孔教大同主義的新世界」

(註”)及 「秦朝與西漢是儒教被認為國教時期 ,也即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正

式形成時期」。(註研)且略加修正 ,成為 :「 秦與西漢的統一與強大的發展 ,

是儒教大同文化的正式形成時期 ,也是奠定基礎時期 。因此我們主張兩漢是我們

的第一個羅馬帝國」 ,(註”) 「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黃金時代」。(註3U)

兩漢時代 ,中原儒教文化的向外發展 ,可以說是兩漢因得發揮雄厚的財力與充沛

的人力 ,擁有強大的武力 ,而使四鄰來朝 ,異族歸服 。(註31)因此我們認為此

時之儒家文化 ,其價值是主觀的 。(註m)這種文化到底有沒有可崇信可仿效的

價值 ,我們尚不能確定 。(註33)

(四 )引介德國學者夏特 °曲面山 Ⅲ山.18φ .19m)在 《窩耳迦河的匈人

與匈奴》 (VebefW。 lg肛Hmnm m血呬 .)一書中的意見 ,確指匈奴的一再分

裂 ,都和接近中國 ,傾向漢化有若干的關係 (此亦即為北匈奴二次西遷的主要原

因)。 (註34)

伍 、契丹的漢化

依 《遼史》所記 ,契丹在第十 、第十一世紀的生活方式是漁獵的 、遊牧的 。

即是打獵與打魚並行 ,歲時田牧平莽間 ,轉徙隨時 ,車馬為家的草原文化 。中原

漢族的生活方式是耕織的 ,農業的 。即是耕稼以食 ,桑麻以衣 ,宮室以居 ,城郭

以治的農業文化 。這兩種文化在遼朝 (九U一∼一一二五)長期存在 。因為遼國

境內存在著兩種生活不同的人民 ,兩種不同的文化 ,所以 「契丹漢化」 ,「 番漢

分治」 ,「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互相影響」 ,或 「彼此合流等等問題 ,才隨之而

生 。(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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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契丹撩臼文化略述 (註γ )

契丹是我國東胡的一支 ,雖是遊牧民族 ,但因所居地域西遼河 ;平地松林一

帶 ;水源不竭 ,森林密茂 。建國 (九一六)以後 ,疆土日大 ,因地制宜 ,漁獵並

重 ,形成了一種營衛式的四時捺錸 帝j度 。

《遼史》 (三十二) 〈營衛志〉中說 :「遼國盡有大漠 ,因宜為治 ∴秋冬違

寒 ,春夏避暑 ;隨水草 ,就畋漁 ,歲以為常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 ,謂之捺金㎏ 。

「有事則以攻戰為務 ,閑暇則以畋漁為生 ,無日不營 ,無在不衛 ;立國規模 ,莫

重於此」。宋人龐元英 《文昌雜錄》說 :「 北人 (契丹人)謂 『住坐處日捺銶

』。聞契丹主四時皆有捺金︺ 不曉其義 。近者彼國中書舍人主師儒來聘 ,問之 ,

答曰 :『是契丹語 ,猶言行在也』」。由是知 「捺缽 文化」就是
「
以四時行在所

為主的漁獵文化」。

《遼史》 (三十二) 〈營衛志〉「行營篇」,曾有專條 ,記載契丹可汗的四

時捺金生活 :

(l)春捺銶 ,一日春水 ,多在長春州的鴨子河濼 。每年正月上旬由冬捺銶

來 ,先卓 (立 )帳冰上 ,鑿冰取魚 ,冰泮方縱鷹捕鵝雁 。弋獵網鉤 ,春盡

乃去 。

φ)夏捺錸 ,無常所 。主要地域 ,不在永安山的涼陘 ,即在鴛鴦濼 (今張9L

縣)的炭山。重要活動是障鷹 、避暑與南北臣僚會議國政 。時間 :自 五月

末句到七月中旬 。

φ)秋捺釗卜 一日秋山 。主要地域是慶州的伏虎林 ,重要活動是射鹿及捕

虎 。七月中旬至九月末去 。」

←)冬捺錸 ,地址比較固定 ,多在永州的廣平淀 。冬月稍暖 ,牙帳多坐冬於

此 ,與南北大臣會議國是 ,兼受宋 、夏諸禮貢 。

由上述四時捺銶 的習慣 ,可知契丹舊有政治的組織與施政重心 ,都以四時行

在所為主幹 。故 《遼史》 〈營衛志〉又說 :「 皇帝四時巡狩 ,契丹大小內外臣僚

及漢人宣徽院所轄百司皆從」。另上述自春荎冬是契丹人一年中漁獵生活的歷

程 ,也就是契丹漁獵本位文化的精神 ,這是與長城以內漢地人民的生活大不相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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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丹對於漢化的反應及其分期

契丹對於漢化態度的決定 ,就當時各方面的情勢而言 ;完全是主動的 ,自 由

的 ,不受限制的 。契丹自西元九○七年利用逃難漢人開墾遼河上游之後 ,到九三

八年燕雲十六州的正式割讓 ,為期約三十年 。這三十年間 ,漢人聽從契丹指揮驅

使的當然是一些流亡分子和戰爭俘虜 。數目雖多 ,管理上應無困難 。燕雲十六州

割讓以後 ,情勢就不同了 。十六州內的人數 、地域 、農業 、商業 、工業 ,比諸契

丹本部 ,均占優勢 。這些新得地區中的人民 ,自然有不少才智優秀 、勇健有為之

士 。當時就客觀的情勢說 ,天下久亂 ,人必思治 。一般人對於統治者的期望 ,止

戈保民 ,不事苛擾第一 。休養太平 ,生活安定第二 。契丹人是豪爽有度量的民

族 。阿保機 、耶律德光的豁達大度 ,擇善而從 ,更是值得欽敬 。當時他們對新得

地域 ,採行互相提攜的兩元政策 ,(以國制治契丹 ,以漢法治漢人)實為卓識遠

見 。這樣即奠定了兩民族合作的基礎 。唐末河北地區本已沾染胡化 ,契丹與漢人

又素無世仇深恨 ,因是種種 ,也獲得了預期的結果 。自九三八年到一○○四年遼

宋締結澶淵友好盟約 ,為時六十餘年 ,可以說是遼漢互相了解時期 。澶淵盟約以

後 ,宋朝歲幣按年北來 ,二十萬疋絲絹 ,十萬兩銀子 ,更滋潤了契丹帝國的繁

榮 ,也更增進了遼漢兩族友好的關係 。自一○○四年直到一一二五年 ,遼朝滅

亡 ,可以說是遼漢 (包括北宋在內)共存共榮時期 。契丹對漢化的反應 ,因時而

制 ,而演進的方向則是逐步好轉 。(註39)茲為便覽計 ,轉錄先生所創簡表如

下 :



表二 :契丹對於漢化反應的幾個時期

時期 紀年與大事記 態度 重要行動

(文化演變的動態 )

第一階段

一 一克 難 自

強時期

神冊以前 (西元九

○一∼九○七∼九

一六 )。 自阿保棳

為迭刺部大人到被

推為八部大人 。

自力更 生 。

(努 力克 服

困難 )。

一 、契丹與漢文化初次接觸 ,

遭遇劉仁恭燒荒困難 。

二 :阿保機努力向西發展 ,克

服劉仁恭加諸契丹的困難 ,並

伸張勢力於長城以內 。

三 、聯結李克用 (太原),遠交

近攻 ,實行南侵政策 。

第二階段

一 一墾 荒 南

侵時期

自神冊建號到燕雲

十六州的獲得(九一

六∼九三八 )。 西

元九○七∼九二六

年阿保機死 ,翌年

耶律德光繼立 。 ‘

全盤 接 受漢

化 。

一 、收容逃難漢人 ,遷徙關內

俘虜 ,利用韓延徽等教導 開

墾 、種植 、婚配 、授業 ,使漢

人安居 。

二 :有計畫的建築漢城 ,創立

村鎮 .發展農業 。

三 、大舉援晉 ,戰勝後唐 ,正

式獲得燕雲的割讓 。

第三階段

一 一漢 番 兼

容時期

自會同到澶淵盟約

(西元九三八∼一

○○四)。 九四七

年耶律德光建立大

遼實行番漢分治 。

有 限度 的接

受漢 化 ,與

兼容並包 。

一 、設置南面 、北面官分治契

丹 、漢地事務 。

二 、實行考試進士 。但嚴禁契

丹人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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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

一一 擇善 而

從時期 (遼

漢文 化合 流

時期 。)

自澶淵盟約到宋人

謀復燕雲 。 (西元

一○○四∼一一二

一∼一一二五 )。

一一二五年天祚被

擒 ,遼亡 。

放 任 自 便

(聽 從 自然

選擇 )。

一 、考試制度日趨發達 ,最後

契丹人也見獵心喜 ,自 動參

方口。

二 、契丹立君制度的逐漸轉

變 。嫡長世及制的確立 。

三 、遼漢文化逐漸合流 。統治

權瓦解後 ,契丹人遂漸變成廣

義的漢人 。

資料來源 :姚從吾 :〈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 一遼金元史論文

(上 )》 ,頁四八∼四九)

三 、重犬紀事

1.遼朝與長城

長城在遼朝 (九○七∼一一二五)特別被提起的 ,約有兩次 。一是把長城當

作契丹文化與中原文化區分的界線 。二是唐末劉仁恭曾焚燒長城外洽塞荒草 (即

所謂 「燒草政策」),促成契丹欽德 (痕德堇)可汗政權的崩潰 ;而予阿保機一

個建立遼朝的機會 。(註3B)

2.阿保機的尊用注入與接受湊化

遼金元三朝倉j業諸帝 ,真能利用漢民族的智慧 ;闢地築城 ,採用漢族文化 ,

建立國家的 ,首推遼太祖阿保機 。(註” )

契丹是遊牧民族 ,習慣上軍事民政均寓於遊牧田獵式的日常生活之中 ,並無

獨立的內政 ,也向來不重視文治 。但是到了阿保機時代則另是一番氣象了 。四時

田獵以外也開始採行中原漢族的文化 。從此有了內政 ,並且特別崇尚文治 ,這種

表現尤其是在新得漢人區域與漢人契丹雜居的地方 ,更為明顯 。尊崇孔教與建立

孔廟 ,更是崇尚文治最有力的表示 。(註們 )



2“

中原漢族雖尊孔子 ,但一般社會 ,也兼重釋教與道教 。阿保機是主張採行中

原漢化的 ,對於漢族尊信的宗教 ,自然也一視同仁 。三教並重 ,從眾所欲 ,不過

他處置的辦法
一
則甚別致 。那就是阿保機以皇帝的身分祀孔 。同時皇后 「祀

佛」 ,皇太子 「祀道」:(註41)

阿保機利用韓延徽 ,(註也)康默記 ,(註們)韓知古 ,(註聑)等收容漢

人 ,開墾荒地 ,建立漢城 ,(註仍)擴大蔮家的組織 。並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

圖 ,創立契丹自用文字 。(註巧)他是一位中國通 ,但他有意不說漢話 ,(註

η)而喜用通事 。(註們 )

總評之 ,其於文化經濟方面 ,阿保機是一個轄達大度 ,知人

善任 ,擇善而從的創業家 :

(l池能知己知彼 ,對于中原農業文化 ,取長棄短 ,種植五穀 ,煮鹽藝菜 ,

以補充遊牧社會的不足 ;

φ9fu能利用北徙漢人 ,移民墾荒 ,開發熱河遼水上流 ,使內地的州縣制度

(漢城)向北移植 ;

φ)他能尊從儒 、釋 、道三教 ,使燕雲人士 ,上自士大夫 ,下至三教九流 ,

各有所主 ,以促進番漢兩族的合作 。(註φ )

3.從捺休 文化到番注分治

契丹勢力南移 ,管理的漢地日廣 ,漢人日多 ,契丹的事務 ,隨著行營可由皇

帝裁決 。但眾多的漢人事務 ,怎樣處理 ?於是乃有番漢逐漸分治的制度 ,應時而

生 。《遼史》 (三十二)〈 營衛志〉中說 :

每歲正月上旬 ,車駕啟行 ,宰相以下 ,還於中京 ,行遣漢人一切公事 。除

拜官僚 、止行堂帖權差 (臨時署理),俟會議行在所 (夏冬捺金Φ 取旨 ,

出給誥敕 ,文官縣令 、錄事以下更不奏間 ,聽中書詮選 ;武官須奏聞。

這些自然是遼朝初年的情形 。後來才進步到以國制治契丹 ,以漢制治漢人的兩元

制度 。《遼史》 (四十五) 〈百官志〉 :「 契丹舊俗 ,事簡職專 ,官制樸實」。

「太宗兼制中國 ,官分北南 ,以國治制契丹 ,以漠制治漢人」。
「
北面 (官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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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帳部族屬國之政 ,南面 (官 )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因俗而治 ,得其宜

矣」。這些都可以看到番漢分治習慣的演變 。(註m)

4.契丹對於淇化長期考驗後的擇善而從

澶淵盟約 (一○U四 )以後 ,南北相安 ,契丹人統治燕雲 ,已六十餘年 ,至

是方大量採行漢地制度 ,因以達成番漢融洽的合作 。

(l)燕雲十六州歸入契丹 ,不是由戰爭獲得 ,而是由石晉贈送 ,以故契丹上
至可汗 ,下至平民 ,對他們都優禮有加 。尊重投靠的降臣 ,使他們充任燕
雲地方行政首長 ,使民心不疑 。(註51)

(砂園禮世家大族 ,所謂韓 、趙 、劉 、馬四大名族 ,備受尊敬 ,以安定新歸
附的人心 。蘇轍 (一○三八∼一一一二)《欒城集》 (四十一):「 北朝
之政 ,寬契丹 ,虐燕人 ,蓋已舊矣 。然臣等訪問山前諸州祇侯公人 ,『 止
是小民鬥爭殺傷之獄 ,方有此弊 。至於燕人強家富族 ,似不如此 。』兼賦
役頗輕 ,漢人亦易於供應」。(註犯 )

U宋田況 (一○○三∼一○六一)《儒林公議》 (二卷)中曾有九條說到
燕雲十六州入遼後的情形 。大意說 :「 聞南山後初隸虜 ,民不樂附 ,常苦
茍息偷生」。「歲月既久 ,漸便習不怪」。「既澶淵盟好 ,歲給金繒 ,虜

人欣然奉約 。自是河朔之民 ,漸有生意」。(註” )

“)採行考試制度 。契丹以戰鬥立國 ,文事武備 ,不易兼容 ,故初期對中原
所行考試制度 ,不甚注意 。到了聖宗統和七年 (九八九),契丹兼統燕雲
已五十餘年 (九三八∼九八九),漢地讀書人日多 ,實需要一套入仕辦
法 。朝廷乃於統和七年 (九八九),在漢地開科取士 。初期參加者以漢人
為限 ,契丹人不准應考 。後來覺得公開考試 ,甚為公平與方便 ,尺度也就
放寬了 ‘考試制度定期舉行 ,共有六十餘次 。錄取人數 ,由兩人也逐漸增
加至一百三十餘人 。(註弘 )

φ)立君習慣的改從漢制 。契丹自有的是世選制度 ,並且洽襲已久 :對於遊
牧社會卓有成效 。(註∞)九三八年以後兼統漢地 。選汗習慣漸不適用 。
到了景宗與承天皇后時代 ,採韓德讓 (耶律隆運)等的建議 ,決定預立太
子 ,實行中央集權 ,將選汗習慣正式改為嫡長世及制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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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遼興宗的聽經迎母

興宗生母原為聖宗元妃 。時嫡母——齊天皇后 ,生子不育 ,養興宗如己出 。

元妃忌恨妒寵 ,讒毀百端 ,聖宗不之信 。聖宗疾 ,遺命以齊天為皇太后 ,法天

(元妃)為太妃 ,並囑興宗善事太后 。帝崩 (一○三一),興宗立 ,法天寢遺命

自立為皇太后 ,臨朝稱制 。因誣齊天與駙馬蕭匹敵謀逆 ,逼令自殺 。興宗代懇 :

法天不從 。攝政三年 (一○三一∼一○三四),賣官鬻爵 ,多殺功臣 ;殘毒香

漢 ,朝野為之側目。

興宗曾以上尊酒 ,銀帶 ,賜樂工 。內侍高慶郎譖於法天 ,法天怒鞭樂工 。興

宗偵知 ,使左右刺殺慶郎 。法天太后愈怒 ,下吏雜治 ,語連興宗 ,興宗鬱鬱不

樂 。重熙三年 (一○三四),興宗發精兵五百騎 ,立馬於行宮東之小山上 ,命耶

律喜孫 、趙安仁直入太后宮驅使登黃布車 ,幽於慶州 。諸舅並廢 ‘

興宗幽母後 ,改葬齊天太后 ,革除弊政 ,耳 目一新 。群臣數勸帝迎母 ,冀可

多得宋幣 ,皆不從 。興宗篤信浮屠法 ,習聞漢俗孝道 。重熙八年 (一○三九),

曾命僧建佛事 ,帝聽講報恩經 ,因大感悟 ,即遣趙安仁迎母歸朝 。館於中京門

外 ,遂為母子如初 。

遼興宗的聽經迎母 ,可證明契丹人已全部接受了漢文化的孝親觀念 。(註

57)

6.遼道宗宜懿皇后十香詞冤獄

道宗宣懿皇后 ,蕭氏 ,小字觀音 ,欽哀皇后 (聖宗后 ,興宗母)弟南院樞密

使蕭惠之少女 。幼能誦詩 ,旁及經子 。及長 ,姿容端麗為蕭氏諸女之冠 。皆以

「觀音」目之 ,因小字觀音 。工詩 、喜書 、善談論 ,能自製歌詞 。喜彈箏 ′尤喜

琵琶 ,為當代第一 。重熙二十一年 (一○五二),道宗以燕趙國王洪基為天下兵

馬大元帥 ,知惕隱事 ,預朝政 ,二十二年 (一○五三),王慕后賢淑 ,納為妃 ,

道宗亦喜詩歌 ,由是愛幸 ,遂傾後宮 。道宗即位 (一○五五)改元清寧 ,十二月

冊為皇后 ,四年 (一○五八)皇子濬生 ,有專房寵 。九年 (一○六四)皇太叔重

元突襲灤河行帳 ,權臣耶律乙辛助平內亂 ,由是專權用事 :與后族相水火 。后又

喜於上前稱引古今諫馳獵 ,諫時政得失 ,以故咸雍之末 ,遂稀幸御 。后好音樂 ,



史宏  第 一 窮

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 。大康初 (一○七五)宮婢單登 ,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有

私 。耶律乙辛設謀證實之 ,聞於道宗 。張孝傑復助乙辛為虐 ,因族誅惟一 ,賜后

自盡 。昭懷太子因生母慘死與耶律乙辛勢不兩立 ,蕭十三 、張孝傑等則助乙辛謀

害太子 ,形成皇后 、太子死後骨肉株連的慘狀 。

總結上述 ,遼道宗時十香詞冤獄的發生 ,耶律乙辛諸人的殘暴 ,宣懿皇后 、

昭懷太子等的冤死 ,皆由於文化方面的陰錯陽差 。就中如契丹宣懿皇后慕效唐代

徐賢妃 ,因是向契丹可汗道宗進諫得失 ,上書諫獵 ,以致夫婦反目。又如皇后好

音樂而讓伶官趙惟一入宮彈箏 ;又因作回心院詞而代寫淫俗的十香詞 。又如耶律

乙辛因得君專權 ,竟致與后族爭勢 ,誣皇后與伶人通奸 ,逼死皇后 ,又迫殺太子

與其妃 。這些單就中原儒教文化的觀點 ,或契丹遊牧社會的觀點 ,都是不可能發

生的。惟有契丹接受中原文化以後 ,這些陰錯陽差的事情 ,才會發生 。(註58)

總之 ,遼朝初期選用韓延徽 、康默記 、韓知古輩 ,建立漢城 ,種植蔬菜
一
設

立五京 (註59)等等 :尚有偏重招徠漢人 ,使為我用的意思 ,不一定就是接受漢

化 。但是到了燕雲割讓 、澶淵盟約以後 ,迫於實際需要 ,乃由分治走到合流 。澶

淵盟約後百餘年的安定 ,無意中構成番漢融洽的橋樑 ,對於契丹漢化 ,實在是一

個最明確的里程碑 ,此則無庸置疑 。(註6U)

陸 、西夏的漢化

十一世紀前期 ,自漢唐通往中亞和歐洲的絲路上 ,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帝國一

一西夏 ,歷經十個皇帝 ,長達一百九十年 。在立國前期 ,西夏曾與遼朝 、北宋鼎

足而三 ,雄踞一隅 ,後期雖不如前期之盛 ,仍能與南宋 、金朝並列 ,直到蒙古揮

兵南下 ,一二二七年為成吉思汗所滅 。

研究西夏早已儼然成為一種專門學問 ,(註 61)然先生對此關愛不多 ,僅提

及 :

(l)西夏皇室自拓拔思恭因唐末有功賜姓李以後 ,世代皆以李姓著稱陝北寧
夏區 ,洽襲至李繼捧 、李繼遷習用未改 。所據地域雖荒僻 ,但習俗已與漢
人相同 。政治雖對宋保持獨立 ,文化則已漸趨混合 ,與中原漢族略無區
別 。(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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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李元昊勸父德明絕宋自立 。德明日 :「吾族皮毛之外得衣錦綺 ,皆宋恩

也」。又元昊本人自己通習番漢文 ,習漢人文化 。他的繼任諸帝 :如李諒

祚 (元昊之子)、 李乾順 (諒祚之孫),更是尊崇孔子 ,模倣漢人制度 ,

唯恐不肖 。(註“)

φ)李元昊建國時 ,採行漢唐制度 ,如仿中華朝儀車文武班做 ,珠元建號 ,

追諡祖考 。採行漢地官制 ,設立中書令 ‵宰相 、樞密使等官 ,任番人漢人 .

分掌各職 ‘設立番漢學 ,翻譯孝經 、爾雅 、四子書 ,供國人讀。(註“)

“)由是知西夏對漢唐制度 ,內地習俗 ,是自動採甪的 ,自不免因時制宜 ,

‘有所損益 ;不過大體上 ,仍然保持東亞儒教文化的型態 。(註“ )

柒 、女真的漢化     :          ﹉  ﹉

十二世紀初期 ,女真崛興東北 ,阿骨打 (金太祖)、 吳乞買 (太宗)指揮女

真少壯軍人 ,用兵無敵 ,滅遼 (一一二五)、 破宋 (一一二六),短短十年內

(一一一五∼一一二六)把新興的金朝 ,從吉林哈爾濱擴張到淮水流域 .北宋歷

年二百 (九六○∼一一二七),文化昌盛 ;轉瞬之間 ,國破君囚 ;徽宗 、欽宗與

一部分臣僚 ,數千貴族 ,歷代文物國寶 ,盡成俘虜 。靖康之辱 ,至今悲痛 。當時

漢人的倒楣 ,可說是已到極點了。女真氣燄 ,不可一世 。他們居然能在趾高氣揚

的時候 ,瞧得起中原漢文化 ,應當是有特別理由的。(註“)   ﹉ ﹉

一、十二世紀初期上京女政文化暗說 (註σ )

公元第十二世紀上半期 ,東亞女真族的精神與女真文化是可以劃成一個獨立

單位的●她是半遊牧 、半農耕的東夷一族 (通古斯族);介於大海與東胡遊牧民

族之間 ,南與中原農業社會隔海相通 ,壤地相接 。地理環境 :跨海擁陸 ,山岳 :

草原 、沼澤 、平原相間 ,氣候嚴寒 ,資源宏富 ,人物雄傑 ,思想敏銳 。自古為東

亞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構成的一個重要支流﹉古
「
渤海國﹉」﹉、﹉「

﹉金朝﹉」﹉‵「清

朝」 ,就是這一支在國史上所建立的朝代 。自阿骨打建立金朝到海陵帝遷都燕

京 ,這三十八年 (一一一五一
一一五三),稱為 「金朝建都上京時期」。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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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俗本竹勁 ,人多沉雄」。「將男志一 ,兵精力齊」。十年之間 ,創興大

國 ,黑水白山區域民族沉雄精神的發揚 ,實以建中令朝的女真人為最早代表 。

十二世紀初期的女真族 ,除上述本有的特殊性質以外 ,民間一般社會活動 ,

也有許多特殊的習慣 ,特殊的生活方式 ,我們稱牠為女真舊有的文化 。但是這些

女真舊有的文化 ,若詳加分析 ,也各有來源 ,不全是土生土長 ,有些是女真族固

有的 ,有些則是女真族因褻東北區域其他民族的 。起於本族固有者 :

日.國初即位儀 :《金史》阿骨打的即位皇帝是女真舊有的習慣 ;

b.信巫與崇尚珊螢教

一

相傳發源於索倫族的沙漫教β.h-碰s▌mφ (巫

教),在文獻上原來是起於女真的 ;

。
.射鹿與哨鹿 :射鹿為女噂的特長 ,故哨鹿也是女真的特技 ;

d.燒炕與用炕代替桌椅 。

因裝其他東北諸族者 :

﹉ a.拜日與東向受賀 ,則是因襄匈奴 、烏桓 、契丹的舊俗 ;

b.春夏捺銶 ,則係繼組遼朝舊有的習慣 ;

.方面 :這是匈奴突厥共有的風俗 ;

d.燒飯 :《三朝北盟會編》 (一一一):「 死者埋之 ,而無棺槨 。貴者生
焚所寵奴婢 ,與所乘鞍馬以殉之 。所有祭祀飲食之物 ,盡焚之 ,謂之燒
飯」。燒飯雖盛行於金朝 ,但亦為遼朝契丹舊俗 。

也是東胡族的舊習慣 。

f其他如蒸報關係 、斡耳朵 、世選等 ,東北古民族的舊風俗 ,女麌人也均
有之。(註“)

二、女口族與中原文化的彼此接近

十二世紀的女真族何以在文化上 、種族上和中原漢族容易接

近與容易混合 ?推究原因 ,計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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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由於女真族與漢族通婚的頻繁 :女真族與漢族的通婚是先從貴族作起
的。當時就一般狀況說 ,東北女真族武力雄強 ,中原漢族則物質生活與文
化教育較優 。女真人入主中原以後 ,搶掠物資以外 ,貴族武夫掠取漢婦成
為一時風尚 。女真貴族既以娶漢婦為風尚 ,倘遇到所娶漢婦出身士族 ,如

金世宗的母親貞懿皇后 ,則整個家庭的習慣風尚是都會隨著漢化的 。

φ)由於東9L與中原地理環境的大同小異 :就天然環境說 :當時漢人分布的
主要區域是在黃河流域 ,遼河流域次之 ,生活方式全屬農業社會 。女真文

化發祥地 (哈爾濱附近一帶)是黑水白山區域 ,在當時是半遊獵半農耕的
社會 。女真人的生活方式雖介於蒙古與漢族之間 ;但天然環境有山有水實
與中原比較接近 。十二世紀初期 ,黑水白山區域尚未開闢 ,氣候嚴寒 ,物

產不豐 ,女真人生長其間 ,強悍有餘 ,安逸難得 。他們甘心全盤接受中原

漢化 ,地理關係的接近 ,應當是主要原因之
一

。          :

(3)由於種族血統的接近與歷史往來關係的親密 :我們懷疑黑水白山的女真
族有若干部分是由山東半島漂海轉徙到東北去 。雖然這方面的實在情形尚
待發見與證明 ,但可能性確是很大 。至於就歷史說 ,女真與漢族素為鄰
國 ,年深久遠 ,朝貢向化仰慕已久 。一旦南入中原 ,真不啻窮鄉僻壤的惡
霸土豪驟然遷居通都大邑 ,自 不免衣履一新 ,競趨時髦 ,選置甲第 ,姬妾
滿前 ,大大享受一番了 。女真族的初期接受漢化 ,大約類是 。(註ω )

三 、女已族逐漸漫化的主要原因

十二世紀初期建市今朝的女真族 ,在東亞歷史上尚是一群新興的民族 ,所以

當時被稱為生女真 。生女真就是不常見的女真或不成熟的女真 。《金史》 (卷

一) 〈世紀〉所說的黑水白山區域 ,在當時也是尚未開發的地區 。這個地區在國

史上 ,雖說久已著名 (先稱肅慎 、勿吉 、後稱靺鞨 ,金朝祖先即是出自靺鞨的黑

水部),早已連成一體 。但有系統的設置郡縣列入正史 ,則也和熱河遼寧相似 ,

始於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 。(註9U)這個得天獨厚的地域 ,開

發比較稍遲 ,因而他們自己並未能擁有一部整套的文化 ,這自然是一個缺憾 。

(註71)            ＿

然而 ,十二世紀初期的生女真人 ,沉雄志專 ,勇猛力齊 ,不畏勞苦 ,多所建

樹 。綜合觀察實在由於民族智慧 ,克難意志與地理環境三者互為因果造成的 。他

們生長在黑水白山 ,隔唐遠漢 。因為天寒產薄 ,非勞苦筋骨不足以裕生圖存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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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勇悍善戰 ,舉世無敵 。又因開化較遲 ,沒有很多傳統習慣的拘束 。故能對於外

來文化 ,隨取所需 ,擇善而從 。假使這種文化 ,對己方便 ,可以利用 ,有時即心

悅誠服 ,無條件的捨己從人 。我們研讀 《金史》所得的第一個印象也就是女真族

對中原漢化全盤接受與認本家的態度 ,儘管漢人 (宋人如胡銓等 )罵他們是北

虜 ,是夷狄 ;他們也將漢人與女真人分別得清清楚楚 ;有時也想自找出路 ,兼採

遼 、宋 ,「 因時制宜 ,另成一代之法」 (《金史》卷七 〈宗憲傳〉)。 但是對於

中原漠文經典 ,中原傳統文化 ,一旦感覺優於自己 ,即大大方方︸坦然包容 ,認

為與他們是息息相關。全盤接受漢化的態度 ,不但海陵帝、金世宗熱心執行 ,惟

恐不類 。就是太祖阿骨打與金初元老重臣像粘罕 (宗翰)、 斡木 (宗幹 )、 謀良

虎 (宗雄 )、 斜也 (完顏果 )、 完顏勗 、完顏希尹等也認為改善女真舊習 ,因仍

遼宋成規 ,乃是理所當然 。(註砲 )

四、女︳江化進程

阿骨打時代 (一︸︸五∼一一二三),女真族自己原有
一
套半游牧﹉‵半農耕

的文化 ,並擁有一支相當堅銳的騎兵 ,稱為 「猛安謀克」古(註93)阿骨打即與

他的兄弟吳乞買 (金太宗 ,一一二三∼︸一三五)利用這股新興精銳的武力 ,打

垮了遼朝 ,擊潰了文物興盛的北宋 。吳乞買天會時期
,俘準海主禾祚﹉(一一一

五),攻陷東京 ,擄走徽欽二帝 (一一二七),把帝國的疆域 ,從哈爾濱擴張到

淮水流域 。

女真族在文化方面 ,較北宋落後 ,所以初期尚不敢直接統治中原 (特別是黃

河以南),乃利用漢奸張邦昌、劉豫 ,實行為期十一年 (一一二七∼
一
一三七 )

的間接統治 。因為要穩定黃河以北 ;鞏固東北 (舊日的遼朝)基地 ;乃選用遼宋

降臣韓企先 、時立愛 、宇文虛中‵蔡松年等 ,採行漢地文化 ,革新國內政治 。所

以天會時期對女真建國而言 ,是一個轉變的時代 。

當時中原文化 ,在東北傳播已久 ,勢力雄厚 。而圍繞在新興女真領導集團左

右 ,向他們灌輸漢文化的 ,約有三個集團 :              ﹉

(l)已受漢化的契丹人 ‵渤海人

一

以耶律恕 、移刺溫 、蕭仲恭 、高慶裔 、耶

律余睹 ..郭藥師等為代表 ;                  ﹉  ﹉

�笪
�笪
畤畤

�笪
�笪
�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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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契丹系的漢人 ,以韓企先 、韓昉 、時立愛 、劉彥宗等人為代表 ;

φ)北宋系的漢人 ,以宇文虛中

一

施宜生 、蔡松年 、鄭瓊等人為代表 。

當時協助女真人採行漢化的高級將吏 ,以渤海人
、
契丹人為輔佐 ,而以契丹

系的漢人為主幹 。凡南征時的嚮導 ,中間人 、翻譯傳達意旨人 .前線打先鋒 ,當

前站的人員 ,如耶律余睹 、郭藥師 、高慶裔 、蕭仲恭等 ,均由渤海人 、契丹人擔

任 。凡是留在中央繼續維持行政機構 ,實際秉承女真人意旨 ,管理遼領漢地球治

與新得地區的政治 ,則由劉彥宗 、時立愛 、韓企先 、韓昉等擔任 。就中後者學識

既高 ,又係本土人 ,賢才濟濟 ,故勢力尤大 。至於由北宋投降金朝的漢人 ,則因

宋未盡亡 ,自始就被歧視 ,他們的被引用也遲在劉豫被廢以後 。這些人既是東北

及燕雲地區的土著 ,自有廣博的學識 、深厚的社會基礎 。女真人在當時接受漢

化 ,遠較契丹人為易 ,即賴有這些人的協助 。

女真建國後採行漢化的次第 ,略述如下 :

(l)接收遼 、宋地區的統治權 ,不使中斷 。逐漸改變女真舊有的部落統治 ,

使成為農業社會的 「官吏統治」。並在女真部落推行教育 、救濟 、勸農 、

考課制度 ,使人民生活日趨進步 。

﹉  φ)漢官制的採用 。阿骨打初定燕京 (一一二三)用漠官為宰相 ,始置中書

省樞密院於廣寧府 ,太宗初移於平州 。及蔡靖以燕山府投降 (一一二

五),因又移置於燕京 。凡漢地選授官吏 ,調發租稅 ,漢宰相時立愛 、劉

彥宗 、韓企先輩皆承制行之 。大定十一年 (一一七一),且圖臣像於衍慶

宮 。大抵漢官制之立 ,自平州人不樂為猛安謀克始 。天輔七年 (一一二

三)始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 ,尚踵遼南院之舊 。天會四年 (一一二

六)始建尚書省 ,遂有三省之制 。至熙宗頒新官制 、換官格 ,除拜內外

官 ,定勳封食邑 ,而後其制始定 。然大率皆循遼宋舊 。官制是表面的 ,然

可以指示女真人政治 、文化 、經濟諸方面情勢演變的步驟 古

:  φ)北宋圖書文物的北遷 。《金史》 (二十八)〈 禮志〉 :﹉ 「金人之入汴

也 ,時 (北 )宋承平日久 ,典章禮樂粲然備具 。金人既悉收其圖籍 .載其
: 

車輅 、法物 〔儀仗而北 ,時方事軍旅 ,未遑講也」。「皇統間熙宗巡幸析

津 (北平),始乘金輅 、導儀衛 、陳鼓吹 ,其觀聽赫然一新 ,而宗社廟會

之禮 ,亦次第舉行矣」。此證自破汴鹵獲北宋文物及俘獲多數文人學士之

後 ,女真已直接學習宋人 ,採用漢化 。(註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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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朝與長城

女真族在第十二 、十三世紀 ,蹶興於黑水白山區域 ,建立金朝 (一一一四∼

一二三四),統治我國的東北三省 ,及熱河 、燕雲和黃河 、淮水以北 ,歷時一百

二十年 ,他們對於長城的認識 ,比較遼朝更為模糊 ,可以說沒有直接的關係 。簡

單的說 ,金朝女真人對於長城 ,第一期 (阿骨打 、吳乞買時期 )印象是模糊的 ,

第二期 (世宗 ,章宗以後 )女真人曾利用漢人修長城的智慧與技術 ,在更遠的東

北與北邊興建了許多界壕 (有時也稱為長城),想利用這些界壕去阻止來自更北

邊的敵人 。(註巧 )

六 、長江天塹阻止女n的按張與拯救南宋

一一二六年以後 ,女真南侵的對象是文弱分崩的南宋 ,依照當日客觀的情

勢 ,當年新興的女真族是可以統一中國的 。但是他們佔領開封以後住手了 ,沒有

達成統一的任務 。推究原因 ,一半是女真人發展的太快 ,沒有統一中國的準備 ,

一半是長江天塹阻︳├女真的向南發展 。

長江防禦北方騎兵的入侵 ,南北朝時已屢著功效 。到了女真南下 ,因長江阻

隔而遭停頓 ,更是有目共睹 :江淮為東北騎兵由北南侵的天然防線 。時舟船狹

小 ,淮水縱橫 ,╮江面廣寬 。江淮表裏 ,自古為天險 。東北遊牧民族 ,到此遭受阻

止 ,勢有必然 。不但女真不易渡江 ,即是代替女真族的蒙古人 ,初到了江淮 ,也

是毫無辦法 。江淮暑濕 ,對東北遊牧人自是一種苦惱 。再加以河流交錯 ,馳驅不

便 。糧儲不易 ,飲食不慣 。故金兀朮與韓世忠相峙於江上 ,每見宋人駕舟乘風使

蓬 ,往來如飛 。謂其下日 :「 南人使船如使馬 ,奈何 !」 (《宋史》三六四 〈韓

世忠傳〉)江南地域廣闊 ,兵少不易見功 ,人眾糧運難給 。西元一一六一年 (海

陵正隆六年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聚兵六十萬 ,號稱百萬 ,欲渡江滅

宋 ,統一海內 。但渡淮以後 ,前阻大江 ,後無糧草 ,終致失敗 (即 《宋史》所謂

「采石之捷」)。

總之 ,南宋高宗的中興與金陵南侵的失敗 ,原因固然甚多 ,但長江寬廣 ,阻

擋住女真人的馬隊 ,使他們不能任意攻掠 ,則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這不能不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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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環境保障了中原民族的歷史 ,使中原民族的歷史因以免除十二世紀女真遊牧

民族的破壞了 。(註%)

七 、金世宗探行漢化的成功

金朝史上有兩個時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一個是太祖阿骨打 (一︸一五γ一

一二三)與太宗吳乞買 (一一二三∼一一三四)時期金朝國勢的擴張 ;一個是以

世宗為中心的大定 (一一一六∼一一八九)明昌 (一一九Uγ一一九五)時期金

朝文治的興盛 。(註99)對於十二世紀初期 ,女真族國勢猛暴的撩張 ,前述已

詳 ,不再資敘 。至於說到以金世宗為中心的大定 :明昌四十年間 ,女嘰族兼統中

原以後的文治興盛 ,國內與國際間的和平安定 ,則是歷史上值得稱道的偉蹟 (大

定年間 ,《金史》稱為 「小堯舜時期」)。 建立金朝的生女真人是第十二世紀初

期 ,東亞松花江 ,黑水白山區域半遊牧半農耕的野蠻民族 。「小堯舜時期」居然

能在生女真族入主中原五十年 (一」一五∼一一六一)間出現 ,這是有特別原因

的。

金朝第五位皇帝金世宗是太祖阿骨打第三子宗輔的兒子 ∴母親李氏 (《金

史》卷六十四 〈后妃傳〉稱為 「貞懿皇后」),出身東京 (遼陽)士族 ,是一位

美麗而有賢德的漢人 。因此他幼年時期同時能受到漢族文化與女真文化的薰陶 。

他又身經種種苦難 ,利用智謀得以免除熙宗與海陵帝之疑忌 ,及至乘時自立 ,乃

能勤求治道 ,留心庶政 ,造成大定三十年間金朝史上的黃金時代 。

金世宗是國史上外族統治中國皇帝中 ,一個最肯用心作事 ,最有見解 ,並且

真心想解決問題的人 。他受的是雙重教育 ,所以他用心考慮的問題也是多方面

的 ,有時也是超種族的 。他研習漢文經典與歷史 ,所以他常思念 《詩經》、《書

經》、孔子 、孟子及古書中的訓言 ;漢文帝 、唐太宗等的行事 。與宰執大臣共相

議論 ,力圖仿效 。另一方面中原漢人的因循茍安 ,文弱萎靡 ,自私自利 ,遊惰奸

詐 ,他也深惡痛絕 ,每思有所矯正 。他是長於騎射 ,熟習女真舊俗的 ,因此對於

女真人的純樸篤實 ,習射尚武諸美德則深懷眷念 ,常思保守毋失 ,以補救中原文

弱的不足 。他對於女真舊俗與中原文化的態度 ,都有所推崇 ,也都有所批評 ｝有

所選擇 ,也都有所遺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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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金世宗對於漢化的基本態度是擇善而從 ●我們統觀 《金史》 (卷六至卷八 )

世宗本紀及有關諸臣列傳 ,更覺得他對漢化的了解 ,有時且超過擇﹉善而從的程

度 ,竟是精益求精 ,感到美中不足 ;不是吹毛求疵 ,漠不相關。塞外可汗入主中

原 ,對於漢地傳統文化了解的透澈 ,奉行的誠懇 ,大唐帝國以後
一
應以金世﹉宗為

最早的一人 ,也是最成功的一人 。他對於繼承漢化 ,不像遼聖宗的徒慕華風 ,毫

無實際 ,也不像元世祖的利用一時旋即棄置 。他對于繼承漢化的兢兢業業
一

一如

承受先世祖訓 。這樣的誠摯 ,﹁陌只有清朝的聖祖 、高宗可以相比。先生認為東亞

中華文化主流是漢唐宋明 ,第二主流應當屬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清朝 ,理由即在

此。 ﹉     ∵﹉  ﹉                ﹉

﹉《金史》 (卷八)〈 世宗紀>有一段總評 ,對他推崇備至 :「 當此之時 ,群

臣守職 ,上卞相安 ,家給人足 ;倉廩有餘 。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 ;或二十人 ,

號稱小堯舜」‘他何以能有這樣的文治成績呢?詳加推究 ;約有卞9lj主個原因 :

(l)得力於賢母良妻的教導與鼓勵 ;φ)得力於他一生處世謹慎與勤求治理 ;(3)得

力於他對於中原文化有澈底的了解和身體力行 。他能兼採女真尚武習勞 ,剛勁沉

毅的美德 ,配合中原漢唐納諫任賢的君道 ,科舉重士的國策 ,敬天法祖 ,勤政愛

民的政治 ,因此能博得 「群臣守職 ,家給人足」小堯舜的美稱 。至此金世宗採行

漢化的大告成功 ,應當是人人公認的事實 。(註9B> ﹉  ﹉   ﹉     ﹉

八、女n達化得失       ﹉           ﹉﹉ ﹉

十二世紀的女真人雖秉有模倣的 、選擇﹉的精神 ,但並沒有自生﹉自長的文化 。

也正因為自己沒有定型的文化 ,所以更發揮了長於模倣的精神 。上京時代的女真

人 ,大概騎射田獵
一
習勞善戰學自室韋 、契丹 ;耕田績麻 、宮室城居學自中原漢

人 。因為氣候嚴寒

一

人多沉雄 ,所以學的相當到家 。因此得以戰勝攻取 ,十年之

內創建大國一
.又因比較重視中原文化 ,所以世宗一朝 ,得到了 「小堯舜」時代的

美號 。但模倣總是有限度的 。模倣成功 ,如世宗時代的文治 ,自可招致一時的小

康 。但終是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時候過了 ,也未免水涸葉凋 。女真人十三世紀

中葉以後 ,大部份轉變成廣義的漢人 ,歸入中原文化
一
即是根本未立的結果 .

(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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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道教在金朝的發達與全已教的創興

道教在金元時代 ,最為發達 。其中全真 、真大 :太一均創立於金代 ,盛行於

元初 。道教何以在金初如此發達 ?何以同為道教 ,並時興起而彼此不相統屬 ?上

述問題的答案 ,先生認為道教在金朝初年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的政治有密切的關

係 。金朝是異族侵入中國 ,中原人士目睹祖國的淪亡 ,不堪外族的欺凌 ,隱身道

院 ,皈依宗教 ,原無足奇 。後讀顧嗣立 《元詩選》、商挺 〈題甘河遇仙宮〉詩 ,

知道創立全真教的王嘉 、邱處機 ,不但是賢者避世 ,而且有反抗異族 :保全漢族

文化的積極行動 。

﹉ 全真教主張儒釋道合一 ,目的既不在宣揚傳統的道教 :或者有保存全民族傳

統思想的意味 。何況創立全真教的重陽王真人 ,他既不教人祈禱唸經 ,也不教人

煉丹畫符 ,而只教人誦讀道德清靜經 、心經 、孝經 ′實在有保存三教精神 (漢族

文化)的意思 。凡此皆足以證明全真教不是宣傳道教 .而是利用道教的名義 ,對

金初外族的壓迫 ,有所補救 。從消極方面說 ,道儒釋三教並重 ,勸人讀道德清靜

經 、心經 、孝經 ,使人略知道我祖我宗在信仰上洽襲遵守的精神 。從積極方面

說 ,可以救濟眾生 ,使文士有所隱避 ,外族的摧殘可以減輕 。

總之 ,金有中原之時 ,豪傑奇偉之士 ,不肯臣事外族者多 ,實不止王重陽一

人 。此輩都能利用北方遊牧民族重視宗教的心理 ,「 自異於流俗 ,聯絡表樹 ,以

相保守 ,久而未變」古這種舉動 ,用舊話說是獨善其身 ,不事異族 .用現在的話

說 ;就是具有民族思想 ,保存民族的人格 ,不當漢奸
一
不與外族合作 。金元名士

如元好問 ‵劉祁 、商挺 、姚燧 ‵虞﹉集等對於當時道家者流的感化能力 ;表示推

崇 :他們是享盛名的士大夫 ,當然不滿意於儒家以外的異端外教 。他們的推崇道

教 ,不正可以看出全真教適應時代需要 ,對於當時的社會與民族有偉大的頁獻

嗎 ?因此 ,在東方各派消極的宗教之中 ;全真教實在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救世宗

教 。(註BU)     ﹉

捌 、蒙古的漢化

先生在德國多年 ,從海尼士學習蒙古文 ,並研究 《蒙韃備錄》及 《黑韃事

略》兩書 ,對蒙古史下過很大的功夫 ,(註81)發表這方面的論著也最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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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蒙古史的動機 ,是從世界文化史 ,或是東西文化交流史方面 ,來研究蒙古

(或撥大的來說北亞遊牧民族 )對於世界史的影響 。(註跑)故先生潛心研究蒙古

初期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種種問題 ,顯然是在為蒙古與中原漢文化的差異所形

成的衝突 ,作為和平共存的試探 ,俾能 「從中國傳統的儒家大同文化和邊疆文化

的交流過程中 ,及中國文化對於邊疆和鄰邦的影響裡 ,來探究中國文化的基

珝渣」 。 (言上83)

一、元朝與長城

元朝與長城的關係 ,也是消極的。元代並沒有注意到如何修建長城 ,如何保

護長城 。成吉思汗只把長城當作 「內地」與塞外分界的一種標幟 。因此他把對中

國應作的事情 ,分成兩個步驟 。第一步是先把塞外各遊牧部族統一 。第二步再來

考慮如何處理內地 ,或長城以內的事情 。忽必烈對治理大元帝國 ,效法契丹 ,把

長城以外 ,長城以內 ,分成兩個區域 (即所謂元代的兩元政治),也與此一認識

有關。(註阱)

當蒙古勢力初入中原時 ,高階層譯人或通事 ,多數是已漢化的女真人 。一般

社會與中下層的譯人與通事 ,似乎大多數是回回人 (應是指畏兀兒人)。 當時 ,

這批人到處胡作亂為 。至忽必烈始深切了解通事的重要 ,很用心的興設學校 ,有

計畫的培植翻譯 ,使他們成為好的通事和好的了解中原文化 ,溝通中蒙文化的中

間人 。又忽必烈曾延接四方文學之士 ,已有講經論史的意味 。到了泰定帝 (一三

二四∼一三二七),選任王結 、虞集為經筵講官 ,天子駕幸上都 ,二人常執經以

從 。但替蒙古皇帝講經說史 ,需要翻譯 ,自然講官也變成了高等的通事 。(註

85)



刻π旨先鑆 中國史上漢化聞穎物孵習               2”

三
、
成吉思汗的接受外族文化

法國格魯賽 仈 mUusset)教授對於成吉思汗喜歡引用異族賢哲 ,曾有很公正

的評論 。他說 :「 成吉思汗雖然是一 『殘忍』的政治家 ,但他對於同時代文明人

的經驗 ,並非扞格不入者」。(註跖)說到成吉思汗左右的親信 ,除蒙古部族以

外 ,當時任職汗庭 ,參與謀議 ,分擔政治 、軍事 、文化工作 ,有時且能貢獻意見

的外國人 ,堪稱智囊團人物的 ,據 《元史》、《元秘史》等所載 ,數量的確相當

可觀 。在他的這些智襄團中 ,對於維護東亞儒家大同文化特別有貢獻的 ,要推下

邊的兩個人 ,一個是精通儒學 、佛學的契丹人耶律楚材 ,一個是主張儒道佛合一

的全真教大師邱處機 。(註肝)由於耶律楚材的 「相業」 (或者說他對於漢文化

的匡救事業);均在一二二九年以後 ,窩闊台大汗時代 ,本文將於下節討論 ,此

處專述邱處機與全真教在十三世紀對於民族劫運的匡救 。

邱處機是山東登州棲霞人 ,生於金皇統戊辰 (一一四八),死於元太祖二十

二年丁亥 (一二二七),年八十 。《元史》卷二○二 〈釋老傳〉中有傳 。處機年

十九 (一一六五)習全真教 ,師事重陽王真人嘉 ,真積力久 ,學道乃成 ,是全真

七真人之一 ,著有 《磻溪集》十卷 。為全真教第二代的大師 ,同時也是北平白雲

觀的創建人 。靈蹟異事甚多 ,在金元交替混亂時期 ,創教渡人 ,貢獻甚大 。(註

88)

長春真人與成吉思汗的關係 ,應以 《西遊記》 (註B9)中所述的 「雪山講

道」為中心 。(註9U)邱處機當蒙古鐵騎初入中原時期 ,能以七十四歲高年 ,西

行萬里 ,三次雪山講道 ,勸導成吉思汗清心寡慾 ,止殺 、止獵 ;教孝 、愛民 ,真

是難得 。(註91)

金元之際 (一二一一∼一二五九 ,自蒙古人入關到蒙哥汗的死),蒙古騎兵

蹂躪中原 ,實為東亞儒家大同主義文化的又一阨運 。中原人民得免浩劫 ,未蹈同

時代中亞 、前亞花刺子模 、報達殘破毀滅的命運 ,邱處機的西行謁見成吉思汗 、

雪山講道 、隨軍說教 ,贏得大汗教主的待遇 ,因以建立了蒙漢兩大民族問的友好

合作 ,實為重要關鍵之所在 。(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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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律楚材與元太宗 (註兜)          i: ﹉﹉ ﹉﹉ ﹉﹉﹉i 
一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 ︳遼朝的貴族 ,人皇王突欲的八世孫 ,金宰相耶律履的兒

子 。生於大定二十九年 (一一八九);死於元乃馬真皇后稱制的第三年 (一

一
四

四)。 他博學能文 ,精研佛儒 ,兼通天算 、醫藥及契丹 、蒙古語文 。貞祐二年

(一二

一

四),金宣宗遷汴 ,次年蒙古入燕 ,楚材身經戰亂 ,專心學佛 。一二。

九年太祖 (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 ,耶律楚材從行 j掌天文占卜。西夏人常八

斤善造弓 ,見知於太祖 。每自矜日 :「 國家方用武 ,而耶律儒者 ,何用 ?」 楚材

日 :「 治弓尚須用弓匠 ,治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 成吉思汗聞之甚善

一

日

見親信 。一次西域層人奏 :「 五月望日後
一
月蝕」。楚材日 :「 否 !」 卒不蝕 。

明年十月 (望 日)楚材說 :「 月當蝕」。西域曆人口 :「 不蝕 !」 至期果蝕八

成 。成吉思汗因日 :「 天上事汝尚知 ,況人間事乎 ?」 丙戌 (一二二六),從下

靈武 ,諸將爭取子女金帛 ,楚材獨收集遺書及大黃藥材 。既而士卒病疫

一

得大黃

輒愈 。由此二事 ,大見信任 。太祖常指楚材對窩闊台汗說 :「 此人天賜我家 ,今

後軍國庶政 ,當悉委之」古   ﹉     ﹉

西元一二二七年 ,成吉思汗死 ,又二年 (一二二九)蒙古召開 「庫里爾台」

(宗親大會)大會 。耶律楚材告察合台汗說 :「 王雖兄 ;位則臣也 ;禮當拜 .王

拜 ,則眾莫敢不拜 !」 王深然之 。「國朝 (元朝)尊長有拜禮 ,自此始」。窩闊

台即大汗位後 (《元史》稱為太宗);蒙古對外戰爭又復開始 :﹉  ﹉ ﹉

(l)他首先提議伐金 ”分道進兵 ,假道南宋 ,一二三二年敗金兵於三峰山 ,

三月進圍開封 。初次使用火炮 ,金人堅守十月 ,破之 。金朝旋亡 (一二三

四)。

(砂一二三
一
年征高麗 ﹉取四十餘城 ,國王逃至江華島 。   ﹉

φ)平定花刺子模餘部 。

←班 拔都 :速不台統長子軍征東歐 ,佔領匈牙利興東普魯士 ,一二四二年
始撤兵 。

這時候 ,蒙古人擁有中原各地 ,但初無統治城市的經驗 。幸賴耶律楚材居中

調度 ,多方維護 ,中原傳統的制度與文化 ,方得保全 。茲舉三例 ,作為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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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使別迭倡議廢棄漢人 ,毀滅城市 ,使草木暢茂 ,以增廣蒙古人的牧
地。耶律楚材則建議 ,不可革變太過 。漢地富饒 ,若善於利用 ,歲可得銀

五十萬兩 、絹八萬匹 、粟四十萬石 ,以濟國用。窩闊台准許試辦 。一年之

後 (一二三一),米穀滿倉 ,金帛陳於廷中 ,悉符原奏之數 。太宗大喜 ,

即日拜楚材為中書令 。 ﹉

φ)蒙古兵初入中原 ,惟事進取 ,諸將士佔領土地 ,因以與之 。於是一社一

民 ,各有領主 ,州縣割裂 ,不相統屬 ,中原大擾 。甲午 (一二三四)詔括

民戶 ,以斷事官 (大汗的幕僚長)失吉忽突忽領之 。又四年 (一二三八 )

忽突忽以民籍至 ,末宗初議如蒙古法 ,割裂州縣 ,分賜親王功臣。楚材以

為不可 ;力爭。認為裂土分民 ,易生嫌隙
:,主

張多與金帛 ,以滿其欲 。太

宗日 :「 已許 ,奈何 ?」 楚材建議 :「 朝廷代為置吏 ,收其貢賦 ;歲終頒

之 ,使不得直接橫徵暴歛」。太宗然其計 ,由是中原州縣制度 ,得以保

﹉ 全＿。 ﹉  ﹉    ﹉  ﹉ ﹉﹉ ﹉         ﹉

φ)時蒙古西域勳臣均主徵收中原賦稅 ,應以丁為戶 (單位 )。 楚材力言其

不可 ,朝臣則說 :「 我朝 (蒙古 )及西域諸國 ,莫不以丁為戶 ,豈可舍大

朝之法 j而從亡國之政 ?」 楚材曰 :「 自古有中原者 ,未嘗以丁為戶 ,若

果行之 ,可輸一年之賦 ,隨即逃散 ,將不勝追理 !」 朝廷鑑於漢地民丁的

易於逃散 ,「 卒從公議」。

﹉ 其餘楚材主張實行考試制度 .招徠知識份子參加地方行政 ,一次最多者 ,即

錄取四○主U人 。又設編修所於燕京 ,經籍所於平陽 ,選儒士編輯經史 :總而言

之 ,他對於元初保全漢地舊有文化 ,實在貢獻甚大 。

五 、元好間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球  ﹉   ﹉

: 金元之際 ,漢地學者在此︸混亂時期的行動與態度 ,大致可分為河塑型與狹

義的中州型 (後者大都是亡金的士大夫 )。 河塑型以許衡 、姚樞 、劉秉忠為代

表 。亡金學人則以元好問為祭酒 ,而封龍三老 (元好問、張德輝 、李治)比較上

往來更為密切 ,行動上也比較更為積極 。他們眼見金朝亡了 ,新朝的國是猶未穩

定 。不得已只有一方面會集志同道合的人 ,聚徒講學於封龍山﹉,以期學業有所繼

續 。一方面運用種種方式 ,隨機應變去說服蒙古新朝 ,企圖得君行道 ,稍稍挽救

金元之際 ,北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後 ,中原傳統文化所遭遇的劫運 。他們都是富有

經世與救世思想的 ,並且也了解如何宣揚孔教與如何努力救濟知識分子 。所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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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時 ,不免互相援引。一遇機緣 ,即很自然的推尊孔夫子與極力薦舉人才 ;希望

從宣揚聖人 ,救濟知識分子作起 ,進而希望對於民族傳統文化 ,多所保存 ,因此

之故 ,當時有實力的耶律楚材 、忽必烈 、史天澤輩 ,都是他們努力爭取的對象 。

這些人中 ,群推一時祭酒的元好問 ,當代領袖 ,眾望所歸 。不但才雄學贍 ,詩文

冠世 ,而且是親歷患難 ,憂世心切 。他從一二三三年 ,在開封圍城中上書耶律楚

材開端 。中經參加封龍山的講學 ,與聞

一

二四七年 ,張德輝的奉召北上 。直到一
二五二年的隨從張德輝同赴和林 ,請求忽必烈允許為儒教的大宗師終止 。他的苦

心孤詣 ,為挽救並保全中原傳統文化所作的種種努力 ,實在是班班可考的。(註

94)

1.癸巳 (一

貢破

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姦與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

這一封書 ,就日後所發生的影響而言 ,直接救濟了金朝自大定明昌以來兩朝

所培養的學者與儒士 ,間接保全與綿延了中國傳統的文化 ,極有歷史意義 ,值得

加以特別的研究 :

(l)他在大亂後百忙中 ,開列了當時有學識 ‵有地位的學者五十四人 ,推薦
給用事蒙古汗庭的耶律楚材 ,請他對於這些儒臣與學人加以保全 ,甚至加
以選用 。

φ)他不惜用最謙下的稱謂與語氣 ,誠懇的為耶律楚材講說人才培養的不易
與選用卓越人才的有關國運 。勸他為當代的蕭 、曹 、丙 、魏 ,房 、杜 、
姚 、宋 ,利用這批人才對蒙古新朝有所作為 :

φ地 再三指明 ,這五十四人皆天民中之秀傑 ,應當用於世 。並且說 :「衣
冠禮樂 ,紀綱文章 ,盡在於是」 ,應當隨時選拔 ,使他們助成新朝的各種
建設事業 。

←地 又很沈痛的說 :萬一這些人有不為世用的 ,他們也自能立言立節 ,報

答閣下 ,不會默默無聞 ,與草木同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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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先生認為元好問的這一封書 ,是儒家大同文化在東亞昌盛綿延的一種

重要文獻 ,無論就內容所含的哲理言 ,或者是就這五十四人日後所表現的事業與

影響說 ,都是值得加以重視與表揚的。(註竻 )

元好問這一次挺身而出 ,保全士類 ,與維護中國傳統文化 ,大義凜然 ,極為

成功 。不但原書送出後 ,反應與效果均甚良好 ,即此五十四人的行徑 ,就歷史的

價值說 ,據先生的考證 ,十之七八以上 ,都獲得了安排 ,而且當時蒙古人占領開

封以後 ,不但沒有再事屠殺 ,且實行一種分批與有計畫的安置亡金朝士與三教醫

匠等於山東 、河北等地的辦法 。指定若干地區 ,將這些人 ,暫時集中 ,稍加休息

之後 ,再逐漸遣散 ,或分別安置 。這一特殊措施 ,雖是耶律楚材的建議 ,或者即

與元好問有重大關係的。(註%)

2.同 張德輝與忽必烈辯論金非儲而亡 ,因而說服忽必烈 ,使他搪任偶教的

大宗師 。

十三世紀蒙古族在東亞的統一中國與在世界歷史上的成就 ,可以說始創於成

吉思汗 ,繼承於窩闊台汗 ,完成於忽必烈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忽必烈在久亂思治

的金元之際 ,認清楚當時撥亂反治的機運 ,招納中原漢地各方面的學者 ,商討如

何安定東亞中國的大計 ,採取
一
與漢地學者合作 ,以漢治漢的兩元政策 。忽必烈

這一轉變與這一事業的奠定 ,也與當時的大詩人元好問有關 。先由張德輝 、元好,

問的勸說 ,建立了忽必烈信奉孔子的認識 ,而後方有各地儒士風起雲從 ,恢復漢

地漢法的事業 。

女真自世宗大定 (一一六一)以來 ,奉行儒教 ,信用儒士 ,結果女真亡了 ,

這是不是任用儒士的結果呢?(實際上 ,在當時也確有 「遼以釋廢 ,金以儒亡」

的流言)這一間題是一二四七年 ,忽必烈親自向一位被徵召到和林的漢地儒者張

德輝提出來的 。

張德輝 、元好問 :李治三人當年以封龍山為講學聚會的中心 ,志趣相投 ,如

何救濟世人 ,如何應付新興王朝 ,如何得君行道 ,自然是彼此常常討論講求的 。

「金朝不是用儒而亡 ,新朝更應重用儒士」。這是他們早已研討過的問題 。先期

已有準備 ,所以一旦觸及此一間題時 ,張德輝自然如數家珍 ,侃侃而談 。又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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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尊信元好問的 ,所以遇到忽必烈訪問中國人材 ,張德輝即首先舉出元好問 、李

治 ,等到張德輝致胙於王 ,遊說忽必烈尊崇孔子業已成功 ,得到忽必烈 「自今而

後 ,此禮不廢」的允諾以後 ,又過了五年 ,到了壬子年 (一一五二),德輝偕同

元好問 ,二次北覲 ,正式奉啟 ,請求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 。既到 「王悅而受

之」 ,第二步目的已達 ,乃又進一步 ,正式要求獨免儒戶兵賦 ,忽必烈一一都答

應了 ,「 王為降旨 ,仍命德輝提舉真定學校」。這一說服工作 ,方全部告成 .

(言」t97)                       ﹉

3.元好問對於中國歷史學的貢㎡                  ﹉

元好問既有文才 ,又有史識 ,同時又是博學而工作興趣濃厚的歷史家 ,他念

念不忘修史報國 :晚年曾親自動手編纂金朝的歷史 ∴寫了很多的稿子 F所作 「壬

辰 (一二三二 ,金蒙決戰之年)雜編」 ,雖然已經散失了 。但元朝人纂修 《金

史》的時候 ,曾加以利用 ,所以現存的金朝史 ,在元人所修宋遼金三史中 ,比較

上獨稱完善 。又據施國祁的研究 ,金朝亡後 ,金朝實錄幸能保全 ,也是元好問指

示的功勞 。實際上元好問對於傳統歷史學的貢獻 ,尚不止此 ,他對於傳統史學所

尊信的 「直筆」與
「
徵信」‥ 也有很卓越的表現 。舉例來說 ;那就是他對於賣益

謙批評 《金史》記海陵帝事不可信的支持與擁護 。(註9B)  .  ﹉

六 、孔元措與 「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住銘 (註99)

儒釋道三大宗教原是東亞中華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支柱 。論基礎與歷史 ,自

然以儒教為第一 ,佛教次之 ,道教一向被士大夫所輕視 。但蒙古四大汗時代 (一

二○六γ一二五九)的太祖太宗時期 (一二○六∼
一二四六),則全真教 (新道

教)比較最為活躍 ,佛教次之 ,儒教則甚為暗淡失色 。到了西元一二三三年 ,蒙

古軍佔領開封 ,摧毀了殘餘的金朝 ,因有名詩人元好問的說項 ,當權派耶律楚材

的多方努力 ,找到了衍聖公孔元措 ,正統的首席儒教 ′方漸漸獲得承前啟後的繼

續存在 。

孔元措是孔子的五十

一

代孫 :他的再度得為蒙古新朝的衍聖公 ,當歸功於下

列的三個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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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由於中原儒教傳統勢力的雄厚 ,因而有元好問、耶律楚材與姚樞等 ,對

於孔元措的推薦 ;

U由於蒙古可汗素重信仰自由 ,對宗教普遍尊敬 ,沒有成見 ,故太宗 、憲
宗 、忽必烈 ,雖另有信仰 ,而對於正統儒教的恢復 ,視為當然 ,無形中給
予了同情與維護 ;

φ)由於孔元措 ,在當日學術界頗有地位 ,人事關係亦佳 ;他自己又是有識
見與有能力的人 ,因以獲得蒙古可汗的信任與朝野人士的推戴 。

孔元措入元朝繼任衍聖公以後 ,曾努力為蒙古新朝制禮作樂 。曾請求徵集太

常已散失的禮官 、樂官與樂工 ,在曲阜為朝廷訓練一種樂隊 ,演習登歌樂等 。協

助蒙哥汗 (元憲宗)三次祭天 。同時也努力從事曲阜孔林重建的工作 。

七 、元世祖忽必烈與漢化

西元一二六○年 (南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大汗 (元世祖 )繼承乃

兄蒙哥汗 (元憲宗)君臨北部中國 (包括內外蒙古 、東北四省 、廣義的中原——

指長城以南長江以北 :三大區域),開始有計畫的採行漢唐式的中原文化 。首先

建元中統 ,四年後改為至元 .同時立太廟 ,定朝儀 ,改官制 ,興禮樂 。優禮賢

士 ,選用英俊 ,秩序日復 ,漢地漸治 。一二七一年 (至元八年十一月)又正式下

詔 ,建國號日大元 。又五年 (一二七六)北兵入杭州 ′宋德祐帝投降 ,至是分裂

三百七十年 (九○七∼一二七六)的中國 ,復統一於忽必烈大帝 。這真是中華民

族歷史中的一個劃時代的新局面 。第一 、從東亞中華文化區域內的歷史說 ,整個

中國統一於入主的邊疆民族 ,忽必烈時代所建的大元帝國 ,尚是破題兒第一次 。

第二 、忽必烈所建的元朝 ,是漢唐文化與蒙古武力的配合 。因為忽必烈大度虛

心 ,運用得宜 ,所以大元帝國 (元朝)時代 ,一方面武功卓越 ,疆土擴張 ,比較

任何朝代均為強大 ;一方面就典章制度與文化藝術而論 ,不但拓跋氏所建立的後

魏 ,高歡 、宇文泰所建立的北齊 、北周 ,望塵英及 ;即是大唐帝國瓦解 (九○

七)以後 ,蹶起東北的契丹族 、女真族所創建的遼朝 、金朝 ;也不能與統一後的

大元帝國 ,等量齊觀 。這自然是國史上的奇蹟之一 。我們推究這一奇蹟的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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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能不歸功於忽必烈大帝的因時制宜 ,能將蒙古的武力 ,與中原已具規模的漢

唐文化 ,互相配合 ,使民族智慧與民族武功發生團結合作的力量。(註lUU)

1.採行淇化的契機

金元之際 (一二 二五九),一二—
—
年 ,蒙古兵初入長城 ,是為蒙

漢接觸的開始 。到了忽必烈時期 ,已將滿五十年 ,採行漠唐儒教大同主義的文

化 ,包括尊崇孔子與實行儒教的文物制度在內 ,至是已逐漸成熟 。元世祖時期漢

地學人與蒙古當權派的大舉合作 ,實在也只是 「因時制宜」 ,完成時代所付與的

使命罷了 。這一點就元初現存史料說 ,也可以獲得充分的證明 。現在 《元史》二

百一十卷 ,元初直接史料 ,如 《蒙古 (元朝)秘史》 ,《聖武親征錄》 ,邱長春

的 《西遊記》、《磻溪集》 ,耶律楚材的 《西遊錄》、《湛然居士集》 ,以及南

宋使臣像趙珙的 《蒙韃備錄》 ,彭大雅 、徐霆的 《黑韃事略》等等 ,這些書中 ,

都有談到成吉思汗 (太祖)、 窩闊台汗 (太宗)如何採行漠化 ,實行尊孔與儒教

文物制度的問題 。這個問題 ,在當時說 ,實際上是尚沒有形成問題 ,這個問題的

提出 ,或者說開始引人注意 ,大概起於西元一二三四年蒙古滅金以後 ,長江以北

的北中國 ,復統於一 ,自是歷史上一個新的局面的開端 。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 ,

提出了五十四人 ,認為這些人都可以為新朝輔佐 ,完成新朝應履行的使命 。這個

時期 ,不久即到元世祖忽必烈在甲辰歲 (一二四四)開始 「思大有為於天下」的

時期 ,中原大好河山 ,歷三四十年而尚未安定 ,這自是蒙古人 ,北方的中國學

人 ,亡金朝士 ,以及一小部分的西域人 ,所焦急不安的 。忽必烈挺身而起 ,負起

這個新使命 ,正符合各方面一致的希望 。這些應該都不是偶然的 ,這是時代的因

素 。(註 1Ul)

金朝既滅 ,新朝統治已成定局 ,因而各地儒家知識分子 ,漸有得君行道的要

求 ,紛紛結｝︴
.,各思以其道見用於新朝 。於是藩府 「分地舊臣」 ,如瑛城董俊 、

董文炳父子 ,東平嚴實 、嚴忠濟父子 ,定興張柔 、張弘範父子 ,永清史天祥 、史

天澤兄弟 ,濟南劉伯林 、劉黑馬父子 ,再加上以劉秉忠 、張文謙為中心的邢臺

派 ,以姚樞 、許衡為中心的蘇門派 ,以元好問 、張德輝 、李治為中心的封龍山

派 ,以王鶚 、高鳴為中心的亡金降人 。百花齊放 ,都思有以表現 。所以忽必烈初



姚從彰 留封 中國史上漢昭偶確勛吻既窘                   羽

年的潛邸舊侶 ,有記錄可查的 ,即不下六十餘人 。這些儒家學人 ,固然是響應了

元世祖的尊孔優禮儒士的號召。反過來 ,也可以說 ,忽必烈的尊崇孔子 ,實行儒

家學說 ,也由於各方學人的促成 。互為因果 ,水漲船高 ,這些都應當歸功於人為

的因素 。(註lU2)

Z對於注化的態度與所道遇的困堆

忽必烈汗對於漢化的整個態度 ,是 :

(l)他生性仁明英睿 ,思大有為於天下 。當時他感到漠南廣大漢地的不治 ,

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因而延訪藩府舊臣 (如董文用 、趙璧等)及四方
文學之士 ,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 .(註 lU3)

φ)他知道治理漢地須用漢唐成法 ,又因邢州大治與關中大治兩個實例 ,更

加強他對於選用漢人 ,恢復漢法可以治理漢地的信心 。(註lU4)

φ)他採行漢化 ,純為恢復漠南漢地的秩序 ,純為治理漢地 。(註lU5)

(4)他採行漢化是配合蒙古帝國的兩元政策 ,即是蒙古人除漢地採用漢法
外 ,並未向蒙古和其他汗國 ,推行儒教 ,實行漢化 。

φ)他在漢地的宗教政策是允許儒釋道三教 ,照舊流行 。同時於其他宗教 ,

亦任人崇信 。(註 1U7)

“)他誠心求治 ,慎選通事與盡心培植溝通蒙漢關係的人才 。(註1U8)

至於所遭遇的困難 ,有 :

(l)元初 「遼以釋廢 ,金以儒亡」的懷疑論 ;(註 1U9)

φ)元世祖與蒙古守舊派蒙哥汗對於治理漢地的歧見 ;(註 11U)

φ)世祖左右嫉忌者對孔學的造謠中傷 。(註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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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之元朝規模 (註 lI2)

統觀忽必烈所經營的元朝 ,規模宏遠 ,多彩多姿 ,就制度形態說 ,可以歸納

為下列三大類 :

(l)沿女頂古I法 ,改良扣大而成為一在新朝制度者 。在道一系統
°

,一施的政

策 ,則有以下諸●
=

a.立站赤 ,廣驛道 。

b.尊國師 ,容異教 。

d建兩都 ,時巡狩 。這是塞北遊牧捺缽 習慣與中原奠定國都的混合體制 。

夏秋駐上都 (多倫附近),冬春駐大都 (北平),元代各帝 ;遵行無改 。

d.盛朝會 ,頒章服 古乍馬 、質孫宴尤為有名 。

e.創文字 ,興學校 。宣諭文告 ,以巴思八新字為主 ,各地仍是因俗而治 ,

各以其本土文字副之 。實在所注重的仍是各地本有的文字 。  ﹉

φ)採行注店I制 ,比時銓道 .而成一代典工者 ,則有下列賭●
=

a.建國號 ,選用大哉乾元的成語
.,代

替因地得名的國號 �但細一推究 ,元

即是 「玄」。「元朝」仍有北方帝國的意思 。這些都是可以窺見當時漠地

儒者與忽必烈汗委曲求全 ,努力合作的苦心 。

b.立行省 ,為吾國行省制度的創始 。

c.行鈔法 ,為採用信用貨幣制度的創始 。

d.廣運河 ,開鑿惠通河 ,既興水利 ,復助漕運 。由郭守敬等主其事 ,實惠

及民 ,公私稱便 。

°.定律令 ,如頒行元典章與通制條格 。

E建太廟 ,忽必烈始用漠俗 ,崇祀祖先 。這一點是以前蒙古人所忽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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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農桑 。

h.頒農曆 。這些都是中原農業社會所極端需要 ,而歷代政府所極端重視 ,

時時推行勸導的善政 。忽必烈知之甚稔 ,皆不避誹議 ,承先啟後 ,竭力奉

行 ,以慰眾意 。

φ)元代忽必烈汗的新建設 ,而具有近代科學意姦者 ,則有以下數字 工

a.探尋河源 。至元十九年 (一二八○)命招討都實率調查團尋求黃河水

源 ,實具近代科學調查的意味 。

b.開創海運 ,用專家朱清 、張瑄等合力主持 ,暢通海運 ,南米北食 :這樣

民食充足 ,像當年華北大都 (北平)人口動愈百萬以上的大都會 ,方可建
立 。

.頒行新曆 ,採用阿拉伯人的算法 ,命郭守敬等主持之 。

d.實行兩元政治 ,因時因地制宜 ,企求帝國的安定 。

e.擴大世界交通 。

七 、其他 (人物 )事蹈

1.全真教與知識分子

金元之際 ,中原混亂 ,全真教因為邱處機人格與智略的卓越 ,萬里西行 ,為

成吉思汗說教雪山 ,由是獲得大汗的信任 (詳本文捌之三 )。 從此在漢地擴充道

觀 ,拯救萬民 。這件事不但對於一般人民幫助甚大 ,對於救濟當時的知識分子 ,

尤有功蹟 。(註l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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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潛邸t侶對注化的貢∥舉隅

元世祖忽必烈採行漢化完全是自動的 ,隨意選擇的。他是戰勝 (征服)者 ,

可以採行漢化 ,也可以不採行 。可以與漢人合作 ,也可以不與漢人合作 。但他終

究走上合作的路子 ,這就不得不歸功於下列諸人的努力 :

a.工文用兄弟
=

文用為忽必烈掌管漢地文書 ,年幼即供職汗庭 ,通曉蒙古語文 ,並從許衡受

學 ,通達經術與政事 。曾奉命為忽必烈徵召漢地遺老學者如買默 、姚樞 、李俊

民 、李治 、魏璠諸人 。世祖即位 (一二六○)以後 ,出任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又

薦王惲 、胡祗遹 、雷膺 、荊幼紀 、許楫 、孔從道 、徐琰 、魏初等 。這些人或為忽

必烈汗的顧問 、侍從 ;或為高級官吏 ,立功立言 ,影響甚大 。(註 l∥ )忽必烈

對儒家不喜歡道學 ,對佛教不喜歡禪宗 。「至元八年侍講學士單公履欲奏行科

舉 ,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 ,乃言 :『 儒亦有之 。科舉類教 ,道學類禪』」意思

是說 ,儒家道學一派 ,即類似釋家的禪學 。忽必烈聽了很生氣 ,召姚樞 、許衡與

宰臣來 ,從事廷辯 ,董文忠適從外面來 ,忽必烈即說 :「你終日讀四書 ,也是道

學一流 !」 文忠是忽必烈藩邸舊人 ,熟悉蒙古語言 ,也曾從許衡們研究過儒家 。

「即對日 :『 陛下每言 :士不治經 ,講孔孟之道 ,而喜為詩賦 ,何關修身 ?何益

治國 ?由是海內之士 ,稍知讀書 ,從事實學 古臣今所謂皆孔孟之言 ,焉知所謂道

學 !』 」最後又勸忽必烈不要輕信俗儒的挑撥 ,多疑多變 ,違犯教人修身治國的

原意 。忽必烈經過董文忠勸解 ,也就不問了。(註 l15)蒿城董氏為元初藩府舊

臣中世家大族之一 ,他們對於忽必烈汗統治華北的成功 ,自是貢獻卓越 ,可以無

疑 。(註 l“ )

b.邢州邢≡派劉秉忠 、張文謙等
=

邢州在前清時代為河北省的順德府 ,現在是刑臺縣 ,是早年忽必烈汗的分

地 。忽必烈汗依照蒙古習慣 ,選用分地俊才 ,供職王府 ,得劉秉忠 、張文謙等 。

這些人又引用了劉肅 、張耕 、李簡等等 ,形成了所謂邢臺派 ,對當年忽必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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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立的中統至元 (一二六○∼一二九四)之治 ,有很大的影響 。《元史》 (一

五七)〈 劉秉忠傳〉對於他的勳勞 ,有如下的稱道 :「世祖在潛邸 ,海雲禪師被

召 ,以秉忠博學多材藝 ,偕與俱行 。既入見 ,應對稱旨 ,世祖大愛之 ,留藩邸備

顧問 。秉忠乘時上書言事 ,長數千百言 ;大要在討論如何治理漢地與如何採行漢

法 ,恢復漢地的秩序 。世祖深然之 ,既即位 (一二六○)問以治天下之大經 ,養

民之良法 ,秉忠即採祖宗舊典 ,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建元中

統 ,立中書省 ,設宣撫司 ,建國號日元 。這些重大的設施與革新 ,「 皆自秉忠發

之」。當年忽必烈為便於統治兩個不同的地區 ,乃構想在草原與漢地之間 ,創建

一個新都 ,以便兼統兩地 。秉忠知其意 ,乃相地度勢 ,選於桓州東 、灤水北 。龍

岡地區 ,建一新城 。三年而畢 ,名日開平 。後城成 ,升為上都 。地點即在今哈爾

濱省的多倫多附近 。後來忽必烈兼駐蹕大都 ,春夏巡幸上都 ,形成元代兩都並建

的制度 。這一設計 ,就是劉秉忠苦心孤詣助成的 。(註 l17)說到張文謙的功

勳 ,更與 「人為的力量」有關 。他是邢州人 。忽必烈汗欲在分地內選用當地俊

才 ,秉忠薦舉了張文謙 。應對稱旨 ,因任為王府的掌書記 (即侍從秘書),日見

信任 。時漢地不治 ,邢州尤甚 。「受封之初 ,民萬餘戶 ,後日削月減 ,纔五七百

戶耳」。於是秉忠 、文謙建議於忽必烈說 :「今民生困弊 ,莫邢為甚 。宜選妥人

往治 ,責其成效 ,使四方取法 ,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選近侍蒙古人脫兀脫為

之長 ,使漢人劉肅 、張耕 、李簡 ,協心為治 。革去貪暴 ,流亡復歸 ,不期月戶增

十倍 。由是世祖心喜 ,益重儒術 ,任之以政 。後日關中等地選任蒙古人為首長 ,

漢人之賢者為佐理 ,使漢地秩序得以恢復 ,皆自張文謙發之 。世祖即位 ,立中書

省 ,任張文謙為左丞 ,建立綱紀 ,講明利病 ,以安國便民為務 。詔令一出 ,天下

咸有太平之望 。至元十三年 (一二七七)遷御史中丞 ,十九年 (一二八二)拜樞

密副使 ,歲餘薨於位 ,年六十八 。文謙生平以引薦人材為己任 ,時論亦以是多

之 ,他對於這一點的貢獻也最大 。(註 l18)

c.京北賀氏家族
=

忽必烈創建元朝的時候 ,中原有一批克難英雄 ,發揮智勇 ,說服了忽必烈 .

使他感覺蒙古習慣 ,不如中原文化 。使他心悅誠服的在東亞建立了一個比美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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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朝 。在這批克難英雄中 ,給忽必烈印象最深的 ,當推關中賀賁 ‵賀仁傑父

子 。而賀賁六盤山的獻金 ,更是智勇兼備 ,令人欽敬 :所以賀氏子孫 ,不但在元

朝世為上都留守 ,而且賀惟一更得到元順帝的賜姓 ,官至御史大夫 ,形成了漢人

在蒙古朝罕有的際遇 。(註 l19)賀賁六盤山獻金的壯舉 ,影響大極了 。他不但

獲得忽必烈的信任 ,形成蒙漢合作的事實 ,並且 :(l)由於賀賁的獻金 ,賀仁傑

由此出入宮帳 ,學習蒙古語言 ,成了大汗的親信 ,「 與董文忠居中事上 ,同心協

力 。知無不言 ,言無不聽 ,多所裨益 。而仁傑言不外洩 ,帝尤深愛之」。大德九

年 (一三○五)年七十二 ,請老 ,復以子勝繼任 。勝亦習蒙古語 ,有時密奏 ,獨

留勝許聽 。子惟一仕至左丞相 ;(砂 賀賁又知道親近儒者 ,使仁傑 、勝師事大儒

許衡 。諸儒欲有所建白 ,常常透過仁傑父子轉達大汗 。由是蒙古大汗得知親近漢

地儒者 ,漸漸習慣漢地文化 古蒙古重部曲隨從關係 ,因此賀氏祖孫對蒙漢的溝

通 ,盡了很大的責任 ;(3)救了南宋末年苦守合州釣魚城的名將王立與數十萬忠

義的軍民 。(註ηU)又有人挑出 《論語》中 「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一

點 ,認為孔子曾有意誣蔑邊疆民族 ,向元世祖告密 ,以圖洩憤 。忽必烈以此詰問

賀勝 ,賀勝回答 ,孔夫子在兩千年前說出這句話 ,自然是有為而發的 ,與現在無

關 ,更不可誤解 。且可汗承受天命 ,統有中國 ,更不應以古代小國之君自居 。經

此解說 ,元世祖釋懷 ,更加信用儒術 。(註 121)

d.張德輝辨金非以孺而亡
=

金亡以後 ,舊 日金朝士大夫與1﹉匕地漢人 ,合而為一 ,勢力更為強大 。但因語

言不通 ,朝廷又不重用漢人 ,乃倡出 「金以儒亡」的口號 ,以誣蔑漢文化 ,同時

並用以抵制漢人 。一二四七年忽必烈在和林與張德輝懇談 ,提出質詢 ,可證這一

間題已引起蒙古高階層統治者的注意 。張德輝回答得很切實 ,他說金朝內外雜

職 ,儒士僅占三十分之一 ,地位也不重要 。金朝之存亡 ,自然另有原因 ,儒者沒

有責任 。這一段解惑的對話 ,不但可以正一時的視聽 ,也更堅定了忽必烈任用儒

臣的信心 。(註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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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姚樞調和忽必烈與蒙哥汗間的衝突
=

憲宗時代 (一二五一∼一二五九)蒙古統治者 ,如何治理聚居久處一地 ,人

數眾多 ,當時稱為漢地 (即長城以內各州縣)的漢人 ,自然是一個很嚴重的問

題 。當時對於漢地的如何處理 ?眾說紛紜 ,莫哀一是 。就大致說來 ,可分為兩大

派 。一派主張安撫合作 ,簡言之即採用漢法治理漢地 ,包括尊崇孔子在內。此派

忽必烈領導之 。一派主張與其他地區同樣看待 ,即不一定採用漢法 ,應用蒙古 、

西域 、漢法混合處理 ,並不包括尊崇孔子在內。這一群人 ,大多數是蒙古貴族 ,

自視甚高 ,偏重保守 ,輕視與漢人合作 ,也可以稱之為反忽必烈派 ,阿里不哥 、

阿藍答兒主之 。蒙哥汗的意見 ,自然傾向後一派 。這一派散居蒙古中央汗庭 ,人

數眾多 ,久而久之.,漸與駐節漠南的忽必烈等 ,形成對立 。他們間 ,彼此觀點不

同 ,衝突摩擦 ,勢所難免 。(註 l” )姚樞在忽必烈諸漢臣中 ,以持中退讓見

稱 。忽必烈與蒙哥汗因治理漢地的見解與看法不同 ,積有歧見 。或讒 「王府得中

土心」 ,蒙哥汗信之 ,即解除乃弟兵柄 ,派阿藍答兒等親來調查 ,事態極端嚴

重 。姚樞曾一度勸忽必烈辭謝全有漢地 。至是又勸忽必烈 「盡合邸妃 ,主先歸和

林 ,為久居謀 ,疑將自釋」。這一行為 ,感動了蒙哥汗 ,遂得和解 。(註124)

E許衡的時務五事
=

許衡 (一二○九∼一二八一)河南懷慶河內人 。他的時務五事 ,等於諸葛亮

的 〈隆中對〉,或北宋王安石上給宋仁宗的萬言書 ,其要點 :(→ 首先建議忽必

烈要有 「立國的規模」。「立國的規模」即是立國的大致方針 ,要以愛與公安定

天下 ;(勾 指出北方草原民族兼有中原 ,必行漢法 ,方可長久 ,否則亂亡相繼 ,

勢難立國 ;(3)他認定只有實行兩元政治 ,方可彼此相安 。兩元政治是蒙漢兩套

並用的政治 ,不是各各的分治 。例如在蒙古統治下的漢地 ,首長則以蒙古人或西

域人領之 ,而輔佐則為漢人 ;(Φ 並指出 「為君難」以勗勉忽必烈努力實現 「大

有為天下」的理想 。(註 125)又 「衡每有奏對 ,或被召見 ,則上必自擇善譯

者 ,然後見之 。或譯者言不逮意 ,上已領悟 ,或語意不倫 ,上亦覺其非而正

之」。「帝久欲開太學 ,八年 (一二七一)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 ,兼國子祭

酒 。並親為擇蒙古及藩邸弟子 (如安童 、賀勝等)俾教之 。衡喜日
「
此吾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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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子視聽專一 ,置之善類中 ,涵養數年 ,將必為國用』 。乃選姚燧等十二人為

伴讀 ,待之如子弟 ,人人自得尊師之樂」。就這一例說 ,可知許衡也感覺到 :培

養翻譯人才與溝通兩種文化 ,須從教育入手的重要性 。許衡能選用姚燧 、呂端善

等 ,擔任助教 ,為蒙古子弟及可汗親信子弟的伴讀 ,這種教學方法 ,異常高明 。

(註趁6)總之 ,他對於元世祖的建立元朝 ,崇行孔學 ,出力最多 ,影響也最

大 。

B趙復的不言伐宋
=

《元史》 (一八九) 〈儒學傳〉稱他為江漢先生 。乙未年 (一二三五),蒙
古南伐 ,復初被俘 。楊惟中 、姚樞奉詔令軍中求儒 、道 、釋 、卜,因偕請至燕 。

設學教士 ,學子從者百餘人 。時世祖在潛邸 ,嘗召見復 。問日 :「 我欲取宋 ,9H9

可導之乎 ?」 復不對 。再間 ,因婉辭曰 :「 宋吾父母國也 ,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

母者 !」 世祖悅 ,心甚敬之 。因不強之仕 ,且厚禮之 。楊惟中 、姚樞共議建太極

書院 ,聚書八千餘卷 ,請復講授其中 。元初北方知有程朱之學 ,實自復始 。(註

127)

h.李治 工

李治字敬齋 ,封龍山三老之一 ,是一位老誠謀國的學人 ,也是一位可敬的科

學家兼經世家 。自幼手不釋卷 ,聰慧絕倫 。丁巳歲 (一二五七),世祖居潛邸 ,

遣親信董文用馳傳召見 ,懇談如何治理中國 。李治在召見時 ,也詳述所見 ,贏得

了忽必烈汗的歡心 。他又輯錄召見時與皇帝問答的談話為 〈王庭問對〉一文 。其

重要內容 :「 王又問 :『天下當何以治之 ?』 對日 :『夫治天下 ,欲難則難於登

天 ,欲易則易如反掌 。蓋有法度則治 ,按名實則治 ,進君子退小人則治 。如是而

治天下 ,豈不易如反掌 ?無法度則亂 ,進小人退君子則亂 。如是而治天下 ,豈不

難於登天乎 ?且為治之道 ,不過立法度 ,正紀綱而已 。紀綱者上下維持 ,法度者

賞罰示懲勸 。今則大官小吏 ,下至編民 ,皆自縱恣 ,以私害公 ,是無法度也 。有

功者未必得賞 ,有罪者未必被罰 。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 ,有罪者或反獲寵 ,是無

賞罰也 。法度隳 ,紀綱壞 ,天下不變亂 ,已為幸矣 。』」這一大段 ,完全是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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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的原則原理 ,對於元世祖也是易知易行的 。(註 也8)又曾合力勸說忽必

烈擔任儒教的大宗師。這一舉動在當日對於中原人民影響之大 ,不言而喻 。(註

129)

i.王鶚 、高鳴 、李謙 、李昶都是能言敢諫的文學侍從之臣 .他們對恢復湊法 .口

行漢制 ,隨時進言 ,影#很犬 ,貢祉更是多方面的 (註13U)

j.商挺 、徐世隆等是忽必烈的潛邸近臣 ,參與軍事要政。商挺曾勸忽必烈蔽立軍

中符信 ,因以粉碎了阿里不可口謀自立的奸驟 。徐世隆勸忽必烈建立太廟 ,制定

朝儀 ,由是中原儒家的文治得以次第建立。這些不但是保全中原傳統的文化 ,簡

直是努力推廣與提倡中原文化了。(註l31)               ﹉

3.當時色目人蒙古人的助成注化

忽必烈對於採行漢化態度的積極 ,除漢人方面竭力爭取蒙古可汗信任外 ,當

時多數色目人與蒙古人的助成漢化 ,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茲舉三例 ,作為說明 :

a.廉希憲 (一二三一∼一二八○ )工

畏兀兒人布魯海牙之子 。年十九得忽必烈於潛邸 ,容止議論 ,瞻視不凡 ,恩

寵殊絕 。篤好經史 ,手不釋卷 。嘗與時儒許衡 、姚樞輩談治道 。一日方讀 《孟

子》 ,聞召 ,急懷以進 。忽必烈問何書 ?對日 :「 《孟子》」。又問其說謂何 ?

希憲以性善義利之分 ,愛牛之心 ,擴而充之 ,足以便恩及四海⋯⋯為對 。忽必烈

善其說 ,目 日 「廉孟子」。由是知名 。元憲宗崩 (一二五九),希憲勸忽必烈北

歸即位 ,以安天下 。世祖然之 。希憲在中書 ,振舉綱維 ,興利除弊 ,典章文物 ,

一遵儒教 ,當時翕然稱治 。帝一日諭希憲日 :「 吏廢法而貪 ,民失業而逃 ,工不

給用 ,財不贍費 ,先朝患此久矣 。自卿等為相 ,朕無此憂」。方士請煉大丹 ,敕

中書給所需 。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止之 。且日 :「 堯舜得壽 ,不因大丹也」。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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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然」。遂卻之 。時方尊禮國師 。帝命希憲受戒 ,對曰 :「 臣已受孔子戒

矣」。帝日 :「孔子亦有戒耶 ?」 對日 :「 為臣當忠 ,為子當孝 ;孔子之戒 ,如

是而已」。世祖時代西域人而輔助姚樞諸人 ,贊助蒙古可汗推行漢化 ,實以希憲

為最著 。(註132)

b.高智扭 工                           ﹉

河西人 ,西夏進士 。西夏亡 ,隱居賀蘭山 。憲宗即位 (一二五一)智耀入

見 ‘因言 :「 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自 古有國家者 ,用之則治 ∵不用則

亂 。養成其材 ,將資其用也 .宜鐲免徭役 ,以教育之」。帝 (憲宗)問

一

「儒家

何如巫醫 ?」 智耀日 :「儒以綱常治天下 ,豈方技所得比 !」 帝日 :「 :善 。前此

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無有所與 。世祖在潛邸 ,已聞﹉其賢。及

即位召見 ,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 。反覆辯論 ,辭累千百 。帝 (忽必烈)異其言 ,

鑄印授之 ,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 ,為佐驗 。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 。謂 :

「本朝舊俗與漢法異 ,今留漢地 ,建都邑、城郭 、儀文制度 ,遵用漢法 。其故何

如 ?」 帝求報聘之使 ,以析其間 。智耀入見 ,請行 。帝問 ,所答劃一 ,敷對稱

旨 ,即 日遣就道 (以上 《元史》一二五 〈本傳〉)。 《元史》本傳所說 。高智耀

助成漢化的態度 ,比廉希憲更為積極 。(註133)

c.丞相安重的傾心漢化
=

安童蒙古貴族 ,成吉思汗功臣 ;四傑木華黎的四世孫 。因世選習慣 ,至元二

年 (一二六五)為中書右丞相 。召大儒許衡至 ,令輔佐安童 。至元四年 (一二六

七)春 ,安童即奏 :內外官須用老成人 ,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 。忽必烈允

之 ,由是諸儒 (姚樞 、商挺等)有建議決策之權 。安童信任許衡 、姚樞等 ,一時

政令多從漢地舊制 。西域計臣阿合馬 、桑哥雖日事聚歛 ,而尚有所顧忌 ,安童主

持之力居多 。(註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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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忽必烈禮用北方學人以安定了十三世紀的北中國 (即是舊日的金朝),同樣

也禮用了南中國的學人 ,又安定了一二七六年統一中國以後的江南 。江南學者受

到忽必烈特殊知遇的首推程鉅夫 。(註 135)由於得君行道 ,屢言時政得失 ,極

力為南宋人爭取待遇 ,陳述疾苦 ,奏陳 「吏治五事」 (註 136),對安定南人 ,

綏靖長江以南的南中國貢獻至大 。至元二十三年 (一二八六),首陳興建國學 ,

遣使江南搜訪人才 ,並請御史臺按察司均參用南人。忽必烈即命建國子監 ,命鉅

夫以本官行御史臺事 ,命特齎漢字詔書 ,至江南訪求學人賢士 。得趙孟頫 、余

恁 、萬一顎 、張伯淳 、胡夢魁 、曾晞顏 、孔洙 、曾沖 、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

人。忽必烈皆用之 ,擢置臺憲 ,或任以文學之職 。還朝拜集賢學士 ,仍還行臺。

二十六年 (一二八九),時桑哥專政 ,鉅夫上疏請罷之 。桑哥請殺之 ,凡六奏皆

不許 。二十九年 (一二九二)又召鉅夫與胡祗藡 、姚燧 、王惲 、雷膺 、陳天祥 、

楊恭懿 、商凝 、陳儼 、趙居信等赴闕賜對。三十年 (一二九三)出為閩海道肅政

廉訪使 ,興明文教 ,吏民畏愛之
﹉
。這些都是程鉅夫在世祖平宋以後至晚年的重要

活動。成宗以後
一
他的影響還在 ,但已無甚創見 。(註 137)

玖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先生綜合他研究邊疆史的心得 ,又回過頭來看漢人歷史 ,指出中華民族的歷

史 ,如大家所知道的 ,不但是時代悠久 ,沒有間斷 ;而且也是與時俱進 ,逐漸擴

大。(註 138)「 中國歷史所以悠久 ,沒有間斷的原因 ,我以之於應歸功於 『中

原儒教大同文化』的維繫」。(註 139)並說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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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觀我國歷史演變的段落 ,自秦漢到清末 ;可區分為兩大階段 ;而以大唐
帝國瓦解的那一年 (即西元九○七年),作為劃分的界線 。西元九○七年
以前經歷秦漢 、隋唐 ,我們儼然有兩個羅馬帝國 ,可稱為兩個黃金時代 ;

或儒教發揚光大時代 。但自西元九○七年大唐帝國瓦解以後 ,情形就不同
了。中原漢族屢次遭受塞外的邊疆民族 (契丹 、女真、蒙古 、滿州)的乘
隙入侵 ;雜居混合 ,激動起若干新的變化 。不過漢地住民的生活方式與基
本文化 ,尚無改變 。因為這些民族皆無例外的依次接受了中原儒教的文
化 ,逐漸變成了廣義的中華民族 。這些事實 ,自 可證明中原儒教大同主義
文化 ,具有世界性與客觀的價值 ;所以這一階段也可以稱之為儒教文化受
考驗的時代 。(註 HU)

這一看法 ,就追究國史擴大與綿延的原因說 ,實已探驪得珠 。簡單說 ,一部中華
民族的歷史 ,就是儒家大同主義文化的發展史 .自上古到戰國 ,是儒教大同主義
的醞釀時期 ;秦與西漢的統一與強大的發展 ,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正式形成時

期 ,也是奠定基礎時期 。因此我們主張兩漢是我們第一個羅馬帝國 。隋唐時是儒

教大同主義文化第一次稱霸世界時期 ,因此也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二個羅馬帝國 。
這兩個時期也都是儒教大同主義文化的黃金時代 。但自九○七以後 ,漢唐的威
力 ,日趨銷沈 ;契丹 、女真 、蒙古相繼興起 ,並且入主中原 ,建國稱制 。但是他
們同時都自動的接受中原漢文化 ,變成儒教大同文化的繼承人 。在這個大混合時
期 ,北宋一百六十餘年是漢唐中原儒家文化的重獲休息時期 。南宋一百五十餘年
是漢唐儒教文化的江南開拓時期 ;明朝 (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二百七十六年是

漢唐儒教文化的二次休息時 。清朝自一六四四到一八四二年 ,這一百九十餘年 ,

是儒教大同文化第四次興盛時期 。自九○七年以後到一八四二年 ,主持的人物 ,

大部份雖是歸化的邊疆民族 ,但東亞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 ,政治制度的規模 ,經

濟社會的組織 ,民間的日常生活 ,則仍是儒家文化 。所以說 ,自遼初 (九○七 )

到清末葉 (一八四二),是儒教大同文化的考驗時代 。既然能擋得住時代的考

驗 ,也就是儒教大同文化具有客觀 、世界性的一個證明 。(註Hl)
因此先生也贊成國史從殷商發祥 ,直到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 (一八四二),

或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曾經五大醞釀 ,四大混合的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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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商 、周 ,春秋 、戰國的長期醞釀 ,而後有秦漢時代第一次的大混

合 。(二 )有魏晉五胡十六國醞釀同化與南北朝的分途發展 ,而後有隋唐

的第二次大混合 。(三 )有五代的醞釀與兩宋遼 、金的分途發展 ,而後有

大元帝國的第三次大混合。(四 )有明朝與蒙古的對峙與休息 ,而後有大

清帝國的第四次大混合。現在另是一個新的時代了。這一新時代 ,應從一

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算起 ,直到日下反共抗俄時期 ,猶未過去 。我們認為這

一百年的長期苦難 ,當是另一新的醞藤時期 ;醞釀著另一個偉大時代的出

現 。這個大時代 ,應當是從我們反攻大陸成功時期開始 ,漸漸轉變到以中

國為主 ,另成一二十世紀下半期的 ,自 由世界中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為

止 。(註M2)

亦即 ,中國文化是多元的 ,以漢唐儒家文化為主流 ,而以黑水白山半農半獵的文

化為第一支流 ,以草原遊牧社會文化為第二支流 ,以西南夷文化為第三支流 。就

歷史的形成說 ,東北區域尤為重要 ,就演進的大勢說 ,漢唐中原農業文化是主

體 ,第一 、二 、三支流文化是輔佐 。

中國文化與民族發展次第 ,是自北而南的。邊疆民族的入侵 ,也以北方與東

北方的南下為主潮 ,甚至說我國的歷史 ,是由北方 ,東北方民族與中原文化交織

而成 ,亦無不可 。因此 「長城」、「黃河」與 「長江」,也確實形成了國史上的

三道防禦線 ,我們稱之為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長城 ,奠基於秦代 ,顯耀於

兩漢 ,形成隋唐以後中原文化對東北與北方邊疆民族勢力消長的蘭鍵 。牠可以說

是中原漢民族的前進基地 ,也可以說是中原民族與儒教文化的門戶 。自東漢以

後 ,北方與東北邊疆民族 ,欲問鼎中原者 ,必先佔領長城 。佔領了長城 ,才能有

權力過問中原黃河流域的政治 ;才能對中原政治有發言權 ;纔有用武力干涉的機

會 。契丹是如此 ,女真是如此 ,蒙古更是如此 。黃河 ,就大勢說 ,居中國之中 ,

為歷史上之心臟地帶 。西元九四七年 ,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佔領了黃河 ,即一變從

前番不治漢的態度 ,正式宣布建立進朝 ,改元大同。倘非歸途得病而死 ,則以開

封為中心的中原黃河流域 ,第十世紀怕已歸屬契丹了 。至於長江對於南宋的保

障 ,更是瞭如指掌 。當一一二七年以後 ,一一四一年宋金劃淮議以前 ,這一階

段 ,女真鐵騎的被阻止 ,南宋人猶能在杭州初而苟安圖存 ,進而開發閩 、桂 、

湘 、黔 ,可以說全是受了地勢的限制 。也可以說是長江在第十二世紀上半期拯救

了南宋 。(註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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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國史發展的深遠看法和精闢分析 ,都是前賢所未曾聞發的 。這層看

法 ,曾先在他撰寫的紀念北大老同事盧逮真的文章中述及 ,刊出後又手書一段增

補的文字 ,記云 :

中國在歷史發展中能形成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 ,推究原因當歸功於中原漢
人既有智慧 ,又有群力 ,所以漢唐盛時建立大國 ;創造持久的文化 。但現
在情形有點不同了 ;我們的文化沒有進步 ,而外國如英 、美 、德 、日等則
文化發達 ,超越吾人 ,若不努力直追 ,恐即有覆滅衰退的危險 。日本人統
治台灣五十年 ,台灣人中即有一部分擁護日本忘棄祖國 ,這一點很可以便
我們警愓 ,使我們明瞭當前局勢的危險 ,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猶太人命運
呢 ?日本人的中興呢 ?這也得我們好好想一想 。(註144)

這段文字發人深省 。

拾 、結論

為避免遺珠之憾 ,再贅補本文前面章節所未包含者 ,如下 :

(l)突厥對唐朝的態度
=

a.唐高祖武德五年 (六二二 )秋 ,突厥頡利可汗大舉入寇 。高祖遣鄭元擣 往見頡

利 ,責以負約 。雙方談話的要點 ,可以看出番漢文化的各異 ,與突厥人對於漢化

的態度 。「唐與突厥 ,風俗不同 ;突厥雖得唐地 ,不能居也 。今虜掠所得 ,皆入

國人 ,於可汗何有 ?不如旋師復修和親 ,可無跋涉之勞 ,坐收金幣之利 。熟與棄

昆弟積年之歡 ,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 ?」 頡禾!脫 ,引兵還 。元擣 自義寧以來 ,五

使突厥 ,幾死者數焉 (以上 《舊唐書》 《新唐書》 〈鄭元攜難靲 ,《通鑑》卷一

九○略同)。 然終能說服頡利可汗 ,就是他明白夷夏利弊的緣故 。(註 H5)
b.突厥不願接受漢化

一

突厥毗伽可汗時代 (七一六∼七三一),常計畫建築城

池 ,創立寺觀 ,接受中原文化 。賴富有智略的老臣暾欲谷力為勸解 ,沒有實行 。

《唐書》 (列傳卷一一四上 )〈 突厥傳〉記戴此事甚詳 。(註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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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明清日寺代的長城 : ﹉            :   ﹉      ﹉﹉

﹉ 

﹉    ﹉﹉      ﹉:  :  :   
一

   ﹉            :     ﹉ 
﹉﹉   :   ‘﹉﹉﹉  :  ﹉

a.明朝車建長城 ,縮小範圍。改為邊牆 ,用以防制蒙、滿兩株的入暈 ,同時也用

以保哼中國6中界)﹉ (許﹉!η )﹉ ﹉  
一
  ﹉      ﹉﹉  ﹉ ﹉

b.清朝 .入關後才能建大清帝國 ,統一中國與邊疆各地 。「入關」就是進入長

城 ,這一步驟是清朝發達成為大帝國的一個重要關鍵。(註 Ⅱ●)    ∵

伯)遮金先以後的�河
- 
﹉﹉ 

﹉﹉
﹉
:  

﹉﹉  :  
﹉﹉﹉:﹉

 ﹉
﹉

一

  .    
一
  ﹉ ﹉  ﹉                   ﹉ 

一

       ﹉ ﹉ ﹉-石
晉時代 ,契丹入汴 ,貢河絲毫沒有引起防阻的作用 。(註

一

9)﹉

b.宋金時代 ,黃河 (黎陽渡)守兵 ,不戰而潰 .清湯運泰
一
《金源記事詩》:有 〈渡

河笑〉一詞 ,描寫甚具匠心 :「河南渡 ,眾兵笑 。江山如此棄不守 ,函谷何用戍

卒叫 !」 但女真人則能利用黃河天險 ,防阻蒙古的騎兵 。所謂 「金國所恃 ;潼

開、﹉黃河與哈達而已」f即可證明女真人的獨能利用黃河 .《註15U)﹉

一

﹉:      ﹉            ﹉,             ﹉                                ﹉   
﹉

←)女Π人、央舟人:蒙古人薱菸接受中蒝漢化態度的比較:  ﹉   ﹉

大唐帝國瓦解以後入主中原的東北民族 ,首為契丹人 ,次為女真人 ,再次為

北方的蒙古人 ﹉最後文是東北的滿州人●大體上說 ;契丹人統治中原的態度是放

在的各自的在享樂與羈糜 ,對於漢人只有消極的剝肖j,荋沒有積極的管治。這自

然也是合理的 。契丹與燕蕓十六州歸他狎j統治以後 ,曾實行一種兩完政箈 ;就是

以契丹舊俗治契丹 ,以漢人成法治漢地﹉F番漢之間只求苟安無事

一

並沒有一種互

利進步長期合作計畫 .蒙古人初入中原 ,大體上仍是以掠奪為原則 ;利用與剝削

以外 ,對中原漢人的生死榮枯不關心 ;雖間有一時的撫慰 ,(如太祖太宗的信任

耶律楚材 、邱處機等 )實無久安的遠圖 ,元世祖忽必烈算是最關心漢地治安的

了 .但他推行的政策 ,以蒙古人管軍 ,以西域人理財 ,以佛教為國教 ,以漢法治

漢地 。當時的漢儒 ‵漢人 ,祗是政治上一小部分的助手 ,仍未能超出利用與剝削

的大原則 ;因此軍事停止 ,統治權也就跟著瓦解 。比較上番漢合作最親切╯最現

實 ,文化與武功也能比較配合的 ,要算女真入建立的金朝與清朝了 。在這兩個朝

代 ,就番漢兩大種族長期合作後混合的結果與經過說 ;有利用也有互助 ,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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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了解 ;文治武功 ,相得益彰 ;可與漠唐並駕齊驅 ,而視宋明遼三朝為優勝 。

金朝的疆域 ,廣大雖不及蒙古人 ,而文化的成就則遠非蒙古朝可比 。我們承認東

亞中華文化的第二主流是女真人 ,理由即在於此 。清朝就以往的歷史說 ,是次於

漢朝唐朝的繁榮時代 ;金朝是清朝的前驅 ;這種好的開端可以說是從金朝開始 。

(寰七151)

陶希聖先生曾追憶 :

從吾每與我談論 ,常以為兩漠大一統四百年之後 ,中國政治的局面與文化

的影響迭有蘭展 。在唐代擴至中亞細亞 ,在元代遠逮歐洲地中海濱 。至今

亞洲諸民族各自溯其遠源 ,皆須求之於中國史 。但中國史學卻未能盡力尋

繹亞洲各地區諸民族在中國政治的局面與文化的影響之下 ,互相衝激或互

相融和的軌跡與果實 。(註152)

宋晞先生進一步說明 :

誠如陶希聖先生說的 ,他 (姚從先生)確是努力於尋求亞洲各地區諸民族

在中國政治的局面與文化的影響之下 ,互相衝激或互相融和的軌跡與果

實 。他的治史收穫是豐碩的 ,他的識見影響是深遠的。(註153)

吳相湘先生則指出 :

至於自蒙古 、女真 、契丹人的漢化以說明中華儒家文化的偉大淵博 ,更是

以身作則 :中國歷史的研究不僅是繁瑣考據 ,更注重義理的聞釋 ,但這種

聞釋是必需根據史料而不是遊談無根 。(註154)       .

檢視本文所述先生對於中國史上漢化問題研究之成果 ,陶 、宋 ‵吳三位先生所

言 ;絕非溢美 。因此 ,張其昀先生盛讚 :「 中國學者研究中亞史地 ,特重塞外牧

族華化過程 ,旨在洞明歷史真相 ,駁斥外人謬論 。從吾於此道研幾之功獨深 ,其

成就亦最大」。

先生治史 ,態度嚴謹 ,始終服膺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史學以科學治史的方法 :

注重原手史料 ,實事求是 ;有一分證抹 ,說一分話 。並對於國內外學術界的動態

和研究現況 ,非常注意 ,時時提醒我們留意學術界的 「行情」 ,以免落在人家後

面 ,或作了人家已經做過的工作 。此除深表敬佩外 ,直欲急起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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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生經歷內憂外患 ,為學獨具先憂後樂 、悲天憫人的胸懷 ,其於洞察國

史擴大綿延之際 ,曾深深致意 :

中國近百年來戰亂頻仍 ,一切落後 ,所處國際地位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 ,

都是異常艱苦的 。擺在我們面前的 ,確實是數千年來空前未有的大變局 。
所遭遇的對手 ,也確實是數千年來空前未有的文明大國 ,與空前兇狠的狂

妄強敵 。我們當前努力的方向與任務 ,已不育旨再用 「夷狄進於中國者 ,則

中國之」的舊方式 。相反的 ,而是如何聯結自由世界 ,戰勝強敵 ,光復大
陸 。對自由世界 ,是如何見賢思齊與擇善而從 ,期與世界先進各國共存共

榮 ,而不致遭受排斥與淘汰 。(註156)         ﹉

至論其影響 ,則在於先生引領孫同勛 (拓跋魏 )、 陶晉生 (女真)、 王民信 (西

夏 、蒙古 )、 蕭啟慶 (蒙古 )、 札奇斯欽 (蒙古 )、 管東貴 (滿洲 )、 陳捷先

(滿洲)諸賢達 ,擴大中國史上漢化問題之研究 。而此正如張寶樹先生所言 :

從吾先生是治蒙古 、遼金歷史專家 ,這在歷史學方面 ,可說是冷門課程 ,

其實這是他獨具慧眼 ,國家之強 ,在講求國防 ,而國防之強 ,則須堅固邊

疆 。鼓勵青年往邊疆 ,須先誘導青年研讀邊疆歷史 ,青年對於邊疆歷史有
﹉了興趣和研究 ,自然志願到邊疆去開拓事業 。以一個中原人士而專治艱澀
的邊疆史學 ,這是先生的高瞻遠矚 ,亦非

一
般人所能及的 p(註 157)

註釋

註 1有關姚從吾先生之生平傳記 ,請參閱下列諸大作 (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王德毅 :〈 姚
從吾〉 (秦孝儀主編 :《 中華民國名人傳》 ,第二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中華民
國七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頁一九○∼二○○ 。吳相湘 :〈 姚從吾譯註蒙古秘史〉
(《 民國百人傳》 ,第一冊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十五

日),頁二四三∼二四九 。姚從吾先生治喪委員會編印 :《姚從吾先生哀思錄》 (中華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張儐生 :〈 姚從吾先生傳略〉 (國史館編印 :《國史館現
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五輯 ,台北 ,國史館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頁一七

○∼一七四 。陶晉生 :〈 迫噫姚從吾先生〉 (《歷史月刊》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七十
七年十二月),頁一一∼一五 U《姚從吾先生行述》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二十
五 )。 〈姚從吾先生行述 (一八九四∼一九七○ )〉 (大陸雜誌社 :《 中國近代學人象
傳初輯》 ,台北 ,大陸雜誌社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初版 ),頁一一二 。〈姚從吾
(18蛢∼199U)〉 (劉紹唐主編 :《民國人物小傳》 ,第一冊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
社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三十一日再版),頁一一六∼一一七 。

註 2陶晉生 ,前揭文 ,頁
一五 。

註 3王德毅 ,前揭文 ,頁一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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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札奇斯欽 :〈 迫噫吾師姚從吾〉 (《姚從吾先年哀思錄》),頁｜

一

。﹉﹉     ﹉

註 5陶晉生 ,前引文,頁一三 。               ﹉  ﹉ ﹉  : ﹉ ﹉

註 ° 陶晉生 :﹉ 〈後記 〉:(姚從吾先生邁著整理季旱會編輯 :《蚞從青年生全集 (一 )〡 一一遼金

元史講義一

一

甲.遼朝史》,台北 ,工中書局 ,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頁三三八。

註9仝上。 ﹉   ﹉ ﹉       ﹉ ﹉﹉       ﹉  ﹉ ﹉

註﹉●詳見
李冬

「率 ::國來披
本

綿延巾一呷有法

一

。  : ‵    ﹉ ﹉  ﹉ ﹉

註 9 〈契丹換化的分析9(姚蓯善先生迪著整理委員會編精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一一遼

金元史論文 (上 )》 ,台北 ,正中書局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9頁三五∼三六 。

註lU仝註4。             :

註ll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三 。 :﹉  ﹉    
一
 ﹉

註珍 〈蔮史撥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姚從善 :k東北史論叢》上油 ,苔北

一

正中書局 ,中華民

國四十八年九月),頁五 。

註● 〈國史擴大棉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仁 -﹉ 一 ﹉ ＿

註

一

﹉
〈齒史姦夫縮延的一油砉法9(k東HL其嚭姦9上而9,頁

一

。

L一

一

:﹉
﹉

﹉

註15陶晉生 :〈 後記》(《姚從苦先生全集 (二
)﹉ 》).貢主三九6     ﹉﹉

註16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姚從吾 :《東北史論叢》下冊 ,台北 ,正中書局′中華
民國四十八年九月),頁四U○∼四○一。
﹉﹉ 

﹉  ﹉  ﹉
 ﹉﹉﹉   ﹉         ﹉  

﹉
、一
:     ﹉

﹉﹉
 ﹉   ﹉.﹉

 ﹉ ﹉ . ﹉
 ‘

註17 〈國史撥末綿延的┬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

一

:.﹉     ﹉

註18﹉ 〈國與擴大綿延申一個看法)﹉ (《東北宋論叢》上冊),頁二∼三!p ﹉﹉:﹉

註19王民信
垚棻郛 》癮 絮告導麊蔧

理季員會編輯 :《姚從吾年年全集 (-)一一遼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頁四九

。

。

註加
i主

苠蓓 :〈 編後記9 (《妧蓯害先生金巢 (一 )》 );一責山八三
-   ﹉

 ﹉

許” 安海璣 :〈 追界兢從春先生〉﹉
(k姚從吾先生哀思錄之′﹉頁一

一

八﹉
:﹉

註免 陳捷先 :〈 哭從吉師〉<《姚從吾先年表惠錄》)﹉
;頁

一°

一

:   ﹉ ﹉一

註”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東北史論姦》上冊),頁三一 。        ﹉

註2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撥權的檢討〉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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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筠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九 。     ﹉

註% 〈匈奴與西漢爭奪東亞顆權的檢討〉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三九 。  ﹉

註”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一頁小
°  t    ﹉   :

註m全上

一

   ﹉﹉﹉    ﹉ ﹉

註”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一頁九 。  ﹉ ﹉    ﹉

註3U±上 .

註31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一 。         ﹉

註笓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二 。

註a3仝上 。

註田 〈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三五 、七○ 、七四。

註竻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三八 ‘

註%以 下相關敘述 ,請詳參 :〈 契丹漢化的分析〉、〈契丹人的 「捺鎔 生活」與若干特殊習

俗〉 (又名 〈說契丹的驐 化〉、〈遼朝契丹族的捺釵 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 ,兩

. ﹉ 元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 〈契丹漢化〉、《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

註39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四七∼四八 。

註38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二 。

註39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東北史論技》。冊 )﹉ :頁一九三 。  ﹉        ﹉

註的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五 。
﹉            , :         ﹉       ﹉﹉    ﹉ ﹉             ﹉﹉ 

﹉   ﹉      ﹉  ﹉
一

 ﹉﹉

註∥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六 ︳﹉ ﹉   ﹉        ﹉

註佗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五○∼五
一

;又 《姚從吾先生全

﹉﹉

一

﹉集 (二 )》 ∵頁九 。﹉  :﹉   ﹉      ﹉            .

註芻 全上 。                                    .

註拉 6契丹漢花菂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主○

一

五

一

;又 《姚從吾先生全

集 (二 )》 ,頁九∼一○。

註甾 詳閱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又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害先生全集 (主 )》 );
頁五一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一○∼一一。            一

註“ 《姚從吾先生全集 (早 )﹉ 》,頁本∼七。         ﹉ ﹉  ﹉     .﹉

註η 詳閱〈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又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姚從吾先生

全集 (五 )》 ),頁一五∼一六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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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捆 仝上 。

註Φ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一八∼一九 。

註∞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五三∼五八 ;又 《姚從吾先生全

集 (二 )》 ,頁五五∼一四八 ;又 〈遼朝契丹族的捺釵 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 ,兩元

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契丹漢化〉。

註51詳閱 〈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 〉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三○∼三三 ;又 〈契丹漢化〉。

註犯 仝上 。

註“ 仝註51。

註與 〈契丹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五七∼五八 ;又 〈契丹漢化〉。

註∞ 詳閱 〈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 〉 ;又 〈契丹漢化的分析 〉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五八∼六二 ;又 〈契丹漢化〉。

註%詳 閱 〈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 〉 ;又 〈契丹漢化的分析 〉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六二∼六三 ;又 〈契丹漢化〉。

註” 〈契丹漢化的分析〉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五二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 二 二 一
∼

二 二 八 。

註兒 詳閱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二

七四∼二九六 。

註” 遼五京 :1.上京臨潢 ;2.中京大定 、興中 ;3.東京遼陽 ;4.南京析津 ;5.西京大同 。 (〈 遼

金元疆域洽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 〉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八○∼八

一 古
)

註ω 〈契丹漢化〉 (方豪主編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 《歷史學》 ,台北 ,臺灣商

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頁八六 。

註61王民信 :〈 絲路上消失的古國〉 (《 歷史月刊》第八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一

日),頁三三∼三四 。

註ω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二三三。

註ω 全上。

註“ 〈富弼〉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五八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二 )》 ,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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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仝註ω 。

註“ 〈女真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六四 。

註σ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愛〉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三一∼四

七 ;又 〈遼金元疆域洽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蘭係 〉 ,(《東北史論叢》下

冊),頁八五∼九一 ;又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東北史論叢》

下冊),頁一四四∼一五四 ;又 〈女真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
頁一六五∼一七八 ;又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三 )一一

遼金元史講義一一乙 .金朝史》 (台北 ,正中書局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頁九七
∼一一八 。

註“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一五二 ;又

〈女真漠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七七∼一七八 ;又 《姚從吾

先生全集 (三 )》 ,頁一○一∼一○六 .

註ω 〈女真漢化的分析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九五∼一九六 ;又 〈金世宗對

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六五∼一六六 。

註9U 〈女真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六六 。

註91 〈女真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八六 。

註砂 〈女真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九四 ;又 〈金世宗對於中原漠

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六一∼一六二 。

註93 《金史》 (卷十四)〈 兵志〉說 :「其部長日孛堇 ,行兵則稱猛安或謀克 ,從其 (眾 )多
寡以為號 。猛安者 ,千夫長也 ,謀克者 ,百夫長也 。謀克之副日蒲里衍 ;士卒之副日﹉阿

里喜 。部卒之數 ,初無定制 。」這與元初成吉思汗時代的 「千戶制度」也極相似 。即是

以千戶或百戶為軍隊組成的單位 。人多的稱為猛安 ,是一個大一級的單位 。少一點的稱

為謀克 ,是一個次
一

級的單位 。人數自然也不限定一千人或一百人 。《金史》又說 :

「太祖即位之二年 ,始命以三百戶為謀克 ,十謀克為一猛安」。那末猛安有三千戶略當

於近代團營制的一個混成團或一旅了 。又說 :「 諸部來降者 ,率用猛安 、謀克之名 ,授

其首領 ,而部伍其人 。」這是猛安謀克制度的逐漸擴大 。又說 :「 及來流 ,鴨水 ,鐵

驪 ,鱉古之民皆附 ,東京 (遼陽高永昌)既平 ,山西維定 ;內收遼漢之降卒 ,外籍部族

之健士 ,嘗用遼人訛里野 (等 )以北部人百三小戶為一謀克 ;漢人王六兒 (等 )以諸州

漢人六十五戶為一謀克 ,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為一猛安 。」由這一段可證在編制

上遼人漢人的猛安謀克 ,遠較女真各部為小 。「皇統五年 (一
一四五)罷遼東 、渤海 、

漢人猛安謀克承裝之制 ,浸移兵柄於其國人 。乃分猛安 、謀克為上中下三等 。宗室為

上 ,餘次之 。」這是金初上京時代女真人兵制的概況 。 (〈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

遷燕後的轉變〉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四○∼四一 ;又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

真舊俗的態度 〉 ,《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一五二∼一五主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三 )》 ,頁一○八∼一一○ 。)

註π 〈女真漢化的分析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七九∼
一八二 ;又 〈女真建國

與漢化〉 (方豪主編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 《歷史學》),頁五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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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五 。           ﹉

〈遼金元疆域洽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一一
二∼一一三 ;又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 ),頁二○∼二

一 。       ﹉,﹉            
一
 ﹉﹉  : ﹉:     ﹉

﹉   ﹉    ﹉  ﹉    -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一八﹉。

〈女真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
一
八六∼一九三 ;又詳閱 〈金世

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及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三 )》 :(第七講﹉,所謂金世
宗的 「小堯舜時代」),頁一五五∼二○一 。

註99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三四 、五八∼

﹉  六四。         ﹉    . ﹉   ﹉   ﹉ ﹉ ﹉

註SU 詳閱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東北史論叢》下冊);又 〈元邱處機年
﹉
譜〉 (《東北史論叢》下冊);又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

化的貢獻〉 (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一

遼金元史

論文 (中 )》 ,台北 ,正中書局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又 〈金元全真教〉。

王履常 :〈 「從吾所好 」 「死而後已」一一追念姚從吾老師〉 (《姚從吾先生哀思

錄》),頁六一 。           ﹉     ﹉       ﹉﹉∵  
一

﹉
註 81

註跑 札奇斯欽 ,前引文 ,頁七一 。      ﹉          ﹉ ﹉   ﹉

註B3王民信 :〈 編後記〉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四九一 。
﹉

 ﹉﹉      ﹉  ﹉   ﹉ ﹉          :﹉
 
﹉I: 

一
       ﹉                               : . ﹉

註M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九 。  ﹉  ﹉  ﹉
﹉ ﹉  ﹉                      .     ﹉﹉

註Sj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二四∼三二。  ﹉

註跖 此處轉引自 〈成吉思汗的智班團〉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五。﹉

註S9 〈成吉思汗的智襄團〉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二○六∼二○七 ;又 〈忽必烈對於漢
﹉ 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 )﹉

,頁三七七 ;又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
﹉ 輯 :《姚從吾先生全集﹉(四 )1一遼金元史講義一┬丙 :元朝史》 (台北 ,工中書局 ,

﹉ ′
一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頁八

=。
  ﹉  ﹉:  ﹉

註SS詳閱 〈元邱處機年譜〉;又﹉〈金元全真數的民族崽想無救世惠想9 (《東北史論叢》下

冊 )﹉ .頁一八四 ;又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三∼六 ;又 《姚從吾先生全集《四)》 I頁八六∼

﹉﹉ 八七 .                  ﹉   ﹉ ﹉    
一
 

一

i

註S9 《西遊記》 。分上下兩卷及附錄 ;包括全部有關長春西行的重要公文 。自棲霞到撒馬爾

﹉ 干 ,赴行宮初謁成吉思汗止為上卷 ,再回撒馬爾干至東歸及死為下卷 F此書名為李志常
作 ,實為邱處機與諸大弟子合著之旅行傳道報告 。就中收有長春西遊全部詩詞﹉、談話及

註巧

註L96

畫生79

=主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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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諸大弟子和人的交際情形 。李志常西遊時 ,中途留阿不罕山的棲霞觀 ,並未親到撒馬

爾干與雪山 。他祗不過是此書的總編輯 。(〈 元邱處機年譜〉 ,《東北史論叢》下冊 ,

頁二七四)。   ﹉  ﹉    ﹉ ﹉ ﹉    ﹉ .∴    : ﹉  ∴ ﹉

註9U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八七 。   ‘ :﹉

註91 〈元邱處機年譜〉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一七 。        ﹉

註夗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 姚從吾先生全集
﹉ ﹉  (六 )》 ),頁八 。  ﹉ ﹉﹉    ﹉

﹉﹉   .   ●   !﹉   ﹉﹉  :-       t  ﹉

註93 〈耶律楚材與元太宗〉 (方豪主編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 《歷史學》),頁
八六∼八七 。
:              ﹉ ﹉ ﹉  ﹉﹉ 

一
   ﹉: ﹉   ‘  ﹉    ﹉      ﹉﹉

﹉
﹉     ﹉

註與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獄〉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二
﹉﹉﹉四八∼二四九 。 ﹉  ﹉     I﹉   ﹉   ﹉  ﹉    ﹉

﹉    ﹉   ﹉   ﹉

一
    ﹉

註外 〈元好問癸已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一六

一

∼一六二 ;又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二二三∼二二四 。

﹉﹉     ﹉﹉ ,   
一
 ﹉       ﹉            ﹉

﹉  ﹉  ﹉   ﹉ ﹉i     ﹉   :﹉   ﹉﹉ ﹉

註%﹉ ﹉〈元好問癸已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

一
六六 。        ﹉     ﹉ . ﹉    :

註99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頁二

﹉  ﹉三四∼二四三

一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U
∼三九二 ;又 〈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六∼四○七 ;又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

﹉﹉ 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頁四二二∼四二三 ● ﹉ ﹉  

一

﹉

註兜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二

四五∼二四八 。

註∞ 詳閱 〈金元之際孔元措與 「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又 〈元好問癸已上耶律楚
﹉ 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一七三∼

﹉: 
一七四 。            ﹉  ﹉    ∵﹉ ﹉﹉﹉ ﹉ ﹉

註lUU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 )′ 頁三七六∼三七七 。﹉

註1Ul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姚從吾先生全集《六 )》 )一 ;頁四二七∼
:

﹉ 四二八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9頁三七八 。

註lU2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二八 ;

﹉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 :

註lU3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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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研 全上 。

註lU5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 )

註1U6全上 。

註lU7仝註lU5。

註1U8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二九∼三U;又 〈元世祖忽必

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五∼四○六 ;又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

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三○ ?

註lU9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三一 ;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 (《東北史論叢》下冊 ),頁三九○∼三九一 ;又

〈元好問癸已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一八三∼一八四 ;又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二三四∼二四三 ;又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

關於他的若干問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九○ 。

註llU詳閱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又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
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三三∼四三四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
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六∼三八七 。

註11l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雜〉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三四∼

四三五 ;又 〈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姚
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七∼四○八 。

註112 〈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一一∼四一三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
下冊),頁三九八∼三九九 。

註113 〈元邱處機年譜〉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二六八∼二六九 。

註114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三∼三八四 ;又 〈忽必
烈平宋以後的南人間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一八∼一九 ;又 〈程鉅夫
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文史哲學報》 ,第十七期 ,台北 ,國立台灣大

學文學院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頁三五四。

註11∫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又 〈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全集 (六 )》 ),頁四○八 。

,頁四三五 ;

《姚從吾先生

註116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前引),頁三五四 ;又 〈忽必烈平宋以後
的南人間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一四∼一七 。



註l19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前引),頁三五四∼三五五 ;又 〈忽必烈

平宋以後的南人間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一九∼二○ ;又 〈忽必烈對

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四 。

註l18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前引),頁三五五 ;又 〈忽必烈平宋以後

的南人間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二○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

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四∼三八五 。
註l19〈 六盤山賀責魚金〉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一三三 。.

註趁U 〈六盤山賀賁獄金〉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一三四∼一三五 ;又 〈程鉅夫與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前引),頁三五五∼三五六 ;又 〈忽必烈平宋以後

的南人間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二○∼二一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

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五 。

註121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三四∼

四三五 ;又 〈元世祖忽必烈汗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姚

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七∼四○八 。

註也2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三一∼

四三二 。

註挖3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三八一 。

註124仝註l1U.

註趁5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二五∼

四二六 ;又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九 。

註126仝註lU8。

註挖9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八八 。

註珍8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又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

的困難〉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二四∼四二五 ;又 〈元世祖忽必烈汗 :

他的家世 、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設施〉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四

○四∼四○五 ;又 〈元好問癸已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一八五 。

註129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一七一 ;〈 金元之際元好間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 (《姚從吾

先生全集 (六 )》 ),頁二三三 。

註13U仝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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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3二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 姚從吾先生全集
(六 )》 ),頁

一

七二 ;〈 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默》 (﹉ 《姚從吾
先生全集 (六 )》 ),頁二三二 。 ﹉∴    ﹉ ﹉﹉    :   

一
 :.﹉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二∼三九三 d﹉  ∵ ﹉
﹉      ﹉   ﹉                              ﹉   ﹉          ﹉ ﹉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三 。﹉ ﹉ ﹉

﹉: ﹉ : ﹉ 
﹉   ﹉﹉:﹉

 ﹉  ﹉
′
﹉﹉﹉﹉﹉ ﹉﹉:﹉

一

  ﹉﹉

一

﹉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三九三∼三九四 。

程鉅夫受到忽必烈汗的特別知遇 :﹉其因有二

一

1.由於相貌出眾、以引起必烈可汗的注意 ;

2由於評論賈似道立言公正更增加忽必烈汗對他的尊重” (〈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

的安定南人間題〉 ,前引 ,頁三五八∼三六四);又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間題 〉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二二∼三○ 。

註136吏治五事 ;上取會江南仕籍﹉;工通南北之選 ;9.立考功曆 ;●置貪賊籍 ;5.給江南官吏俸

錢 。(〈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前引 ,頁三六七γ三七○ ;又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間題〉《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三一∼三四)。
∴                        !﹉          ﹉｝         ∴  ﹉   ﹉        ﹉    : ﹉

註l37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間題〉 (前引),頁三六五 ;又 〈忽必烈平宋以後
的南人間題〉 (《姚從吾先生全集 (七 )》 ),頁二九∼三○ 。

﹉   ﹉        ;        ﹉ ﹉ ﹉    ﹉ : 
一
        ﹉﹉

註B8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一 。

註l39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四 。
i       Γ﹉ 

一
 ﹉‵  ﹉﹉   ﹉:﹉ ﹉ :﹉

 ﹉﹉  

﹉﹉
 ﹉﹉﹉﹉﹉﹉

 ﹉ ﹉

一

 ﹉   ﹉∵ ﹉

註14U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 )一 頁六∼七 。

註141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九∼一○ 。  
一

;  ∴ ﹉

註142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冊》,頁

一

二∼

一

三 。﹉ ﹉﹉﹉  ﹉-

註-3 《國史擴大綿延的
一
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 )﹉ ′頁一七 ‵    

一

﹉
一
 ﹉﹉

註∥4王德毅 ,前引文 ﹉,頁一九本﹉。  ﹉﹉ ∵ :﹉ 
一
  ﹉ ﹉ ﹉ 

一

﹉ ﹉ ﹉ ﹉

註∥5〈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
=L史

論叢》上 冊),頁二
=。

一   ﹉

註㏑6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東北史論叢》上廠)一頁二二∼二主 6

﹉‥﹉﹉﹉: ﹉﹉﹉:   ﹉ ﹉ ﹉ ﹉ ＿ ﹉﹉
﹉ ﹉﹉  ﹉ ﹉  ⋯

一

﹉﹉  ﹉
.﹉  ﹉  ﹉﹉﹉﹉

註半t〈 國史擴大綿延的
一

仰看法〉 (﹉《k9L寒論叢》上冊),頁一九 。

註148仝一上。

註149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二○ 。

註15U仝上 。

註l32

註 133

註134

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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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1 〈女真漢化的分析〉 (《姚從吾先生全集 (五 )》 ),頁一九七∼一九八 ;又 〈金世宗對

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東北史論叢》下冊),頁一六八 。

註152陶希聖 :〈 姚從吾先生誅〉 (《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九九 。

註153宋晞 :〈 悼念姚從吾先生〉 (《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八○ 。

註154吳相湘 :〈 姚從吾師盡瘁史學〉 (《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九○ 。

註155張其昀 :〈 今之良史——永憶姚從吾先生〉 (《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
一
一○ 。

註156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東北史論叢》上冊),頁三 。

註159張寶樹 :〈 紀念從吾先生〉 (《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頁一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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