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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r I區脫」一詞，最早始於{漢書﹒匈奴傳}的記載:
車胡王愈轎，西侵。與匈缸中間有量地其居千餘星，各居

其邊為風脫。車胡使使謂冒頓日

r 匈姐所與我界風脫外

量地，匈姐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續開眾臣，或日﹒

「此量地，于之。」 1
從上述所引之史料加以分析

r 區區脫」指的乃是兩國之間的

三不管地帶，而並非如字面般「棄地」的不毛之地。這在進輝東

學壘北市立木桐高組工輩職輩學校歷史料教師

1

車固. (現書) (北京

中尊書局﹒ 1962)

• ,*- 94.

<匈姐啤〉﹒頁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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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論漢匈之間的區脫〉一文中即有詳盡的論述

2於此不再贅

言。

以地理學對疆域的概念而言，此類型的三不管地帶，多半出

現在交通不便或是兩國之間天然界線不明確之處。 3而{魏晉南北
朝中悶地帶研究}一書中所謂的「中闊地帶 J

自秦嶺到漢水中

游地區而言，基於古代運輸條件的考量，其複雜的山嶽地形，正

好造成與其他地區的往來不便，至於准河兩岸即為廣大的平原地
區，則是地表缺乏具起伏的標的物以分隔兩個不同政治勢力的範
園，自然滿足了後者的條件。
過去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或緩衝地區的研究，清代

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在談論天下州郡形勢的部分即有所涉

及，而今人的研究成果，則以陳寅倍(述東晉王導之功業)

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

， 5周

良(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戶

和(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
土民)、 8 回餘慶(北府兵始末)

2

4傅

， 7唐長孺(北魏的青齊

9史念海(論我國歷史上東西對

述耀車· (試繭，真匈間的風脫〉﹒收錄祈{從平戚到洛陽

拓政醜文化轉哩的

歷程 l (全北。東大圖書 ·2000). 頁 302-334 。

3

沙壘，吏· {地理學抽文革 l (全北

4

陳寶悟· (述東晉王導之 Z力韋) .收錄於{企明館堇輔相蝠 l (北京
店.

5

2001 )

台灣商務 ·2000) .頁 93-97 •

傅樂成﹒〈荊州典六朝且局) .收輯對(;其唐史輸車 l (全北
司.

1995)

三月草書

.頁 36-72 。

聯組出版企

.頁 93-155 。

6

周-良· (東晉南朝地理形勢典政治) .收錄於{姐晉南北朝史札記l (北

7

周-且· (南朝境內各種人且且層對待之政革).收錄-!t {lt 晉南北朝史輸

8

唐長孺·

京

車 l

中華書局.

(北京

書局.

9

1985)

.頁 75-82 。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祖的青曹土民)

1983)

1997)

.頁 33-101

•

.收錄對{且晉南北朝史諭拾遺 l (北京

中華

.頁 92-122 口

回鹼壘· (北膺兵晶主) .校錄-!t{壘，真組晉史探微l (北京

中攀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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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局面和南北對立的局面)、 10胡阿祥(東晉南朝的守國形勢一
一兼論歷史上的南北對立) 11 等人專文的研究成果為著。不過若觀
察上述的論文，多半為單篇旦專 i主於討論某一主眉之上，例如陳

寅格與傳樂成專談荊州位處長江中游對於下游揚州的地形優勢，
其荊州乃為攻略或防守江東前峭的說法，在魏晉歷史地理的研究

上，得到了許多迴響，並成為治魏晉南北朝史者，一個相當重要

的觀念，口唐長孺、回餘慶論述南北朝政府對江准

帶流民集團的

招撫或處理﹒使後人對於魏晉南北朝地方勢力與政權強弱遞壇的
相互關係，有更進一步的暸解。 13
但其中並沒有出現一本有系統旦全面性的討論兩個對立政權
問鷗脫地區的專書，此點就顯示出了{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

究}這本書的特色。本書在資料的引用上，羅列了許多關於區脫

的研究論文，給予了相關主題的研究者一個相當具實用性的參考
價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亦解決了一個前人研究中未處理

的問題，即 r I區脫」的範團究竟包含哪些地區?陳寅格與傅樂成
談荊州地勢險耍，但並未肯定魏晉南北勢力在相互對峙時，兵家

必爭之地僅限長江中游以及漢水流域的荊州一地，至於唐長孺和
田餘慶論南朝和北朝雙方對於江准流民集團或地方勢力的爭奪，

2004)

.頁 329-378 。

w 史是冉· (論我國歷史土東西對立的局面和尚北對立的局面)
(中國歷史地理
靖宜}﹒ 1 (陵函.

1992) • 1992 年，頁 57句 112 。

II 胡阿祥﹒〈東晉南朝的守圓形勢
(南京·

1998)

最曲歷史土的南北對立) (江串串報)

·4

.頁 65-73 。

"陳賣掉。〈述車骨王導之功輩).頁 36-72 ;啤樂處. (荊卅與六朝政局) •
頁 93-155
日用一良 •

0

(南朝境內各種人且政府對待之政軍〉﹒頁 75-82 ;唐長孺. (北龍

的青齊土民)

.頁 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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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和「北府」 l5 的範圍，也是集中在准河下游的

兩岸地區。有關各政權在這個地區競爭的史料，則見於(宋書﹒

州郡志)
三國時，江〉僅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此堵縣

並在江北准晶，虛其地，無使民戶-吳平，民各還本，故
復立焉。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准南民~南度。成帝

初.it.唆、祖約為商 L 於江堆，胡寇又大至，民兩度江者轉
多，乃杭江南僑立;直南郡及諸縣，晉車 i是劉丹陽之于淘縣、
為准南境。 16
面對資料如此零碎的狀況下，本書作者利用自三國到南北朝
末年各政權對區脫的爭奪狀況，發現西迄融右、雍州，中有荊

州，東至准南准北，都有南北對峙、激烈衝突以及羈康地方勢力
的痕跡 a 進而使作者得出結論，即魏晉南北朝南北政種作為緩

衛、防禦或攻略基地的區脫，應被定位在秦嶺准河線兩側的帶狀
地區。 17 此一研究成果，對於處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地理以及
政治、經濟局勢上的變化狀況，可說是極為具體且相當帶有參考
性的論說。以政治地理學的觀念而言，當一個地理區為兩個實力
相當的政權所分割時，領土重要性不是發生在其領內，而是兩個

勢力相碰撞的緩衝地區。 18陳金鳳對於當時區脫的看法，亦抱持著
這樣的概念。其認為南朝或北朝政權彼此之間的消長，與這條帶

"唐長孺﹒〈北籠的青齊土民)

15 回聲聲.

(北肩兵晶卓)

.桂蟬，守{魏晉而北朝史檔持適}﹒頁

93-94

•

.頁 331-337·

16 沈峙. (草書) (北京﹒+草書局.

1997)

.車站. (叫那志〉﹒頁 1033

1034·
17 陳企風. (鈍骨而北朝+間地帶研究) (天津

18-20·
悶，少學，直﹒{地理畢誼主聾) .頁 180·

天津古抽出版社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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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地帶有著非常大的關係，其政權的強弱，與其政府夠在區脫控

制多少的勢力範圍，進而也影響了對外政策的執行。南北朝彼此
之間對敵脫地區所進行的戰爭，目的不完全是要消滅對手，而是
為了作為長時間和平對峙期間的防衛前哨與談判當碼。作者以劉
宋對准北的經營為例，認為劉宋的統治者相當瞭解當時南北均勢

的狀態難以突破，遂而以准北作為北伐洞南地區的前哨站，試圖

在長期對峙下取得優勢。 19
雖然說本書在界定魏晉南北朝的區脫地有著一定的具體成

果，然而本書事實上亦存在著些許缺失之處。首先是部分筆法、
引述以及用詞的問題。關於書名中的「中間地帶」一詞，作者陳

金鳳乃是認為若以「邊地」視之，是一種中央對地方的觀察角
度，但以魏晉南北朝的情形而言，除了西晉有出現短暫的統一，

其餘時間均無法出現一個完整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即便是東晉

南朝多被奉為正朔之所在，也不過是南北分立中的一個政權罷
了。故在這種長時間分裂的態勢下，以中性的「中間地帶」來作

為秦嶺准河帶狀區域的名稱，是較為合適的。油然此一說法讓筆者
感到相當不解，關於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區或是三不管地帶，以

r

I區脫」一詞為名，無論在{史記}和{漢書}當中，皆已多次

出現。這樣的現象在本書的註釋中，作者也表達贊同之意，認為

「區脫」與「中間地帶」在字義上是相同的。 21 因此作者特創「中
闊地帶」一詞，實際上是略顯多餘。
另外有關於談論南北朝對於區脫內少數民族的政策，以及區
脫的經濟意義上，作者仍然將其固定在唯物史觀框架中。南北朝

"時租金鳳· (揖晉南北朝中悶地帶研究) .頁 88 0
20 陳金鳳· (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 .頁 14-15 。

"

ft 金鳳· (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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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政權與管理區脫的將領們，依舊被視為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的

地主階級;至於少數民族和國脫中的流民們，則又被歸位於受壓
迫的勞動階級。
本書最後缺點是在於整體論點處理的問題。重日前所述，本書
系統化的整理了有關魏晉區脫研究的命題和相關三手的研究資
料，進而使得本書具有多樣的參考性，然而這樣的特色，事實上

也造成了作者在自身創見方面的不足。本書既名為{魏晉南北朝

中間地帶研究>

'其必須處理和融合的主題也相當多元，包含了

歷史地理、政治史、軍事史、民族史以及經濟史的範疇。本研究

之成果在於明確規劃出魏晉時期的區脫範圈，故而在歷史地理的
主題上處理得相當完善，但是其他主題之獨創性就明顯薄弱許
多。尤其是第三章(中闊地帶與東晉守國〉的部分，作者認為東
晉將國防主力集中在壽陽與洒口一帶，目的是為了控制荊州以及

鞏固准河沿岸的防衛，另外在戰略方面也以「守江必守准」為
主。且這樣的一個論點，在回餘慶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有

關都鑒以流民自自身份經營京口駐防地的部分，大致上是吻合的。

23

另外一個有關東晉守國的策略，陳金鳳提出了荊襄經略的論調。

其重點放在東晉對於荊州地區的經營，是為了加強下游揚州地區
的防禦'因此在都督的遴選上，必須以實力考量為主。書中以桓

i 中為例，認為東晉政府依然選擇桓氏家族子弟，是基於其當地勢
力雄厚的結果;並且認定這樣在荊裹的經營，也1::;日後視水之戰

的勝利莫下一部份的基礎，而不完全是陳郡謝氏的功績。

24 同樣

的，在{東晉門閥政治}中(陳郡謝氏與酒吧水之戰〉這一章也有

12 陳企圖且﹒{醜晉而北朝中闊地帶時克}

2J 回命壘. (車晉門開政治)
μ 陳金鳳.

(北京

.頁 72 。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頁 73-76 。

(龍骨而北朝中間地帶研克)

.頁 7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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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幾近相同的論述。 25
從這樣的結果來觀察，有關魏晉區脫的研究，在許多方面都

已達到一個飽和的狀態。那麼究竟還有什麼相關領域與主題可供
開拓?其實這個問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間地帶的經濟考
察)可窺探出一些解答。本書在論及魏晉歐脫的經濟問題時，著

重的部分在於農業、水利以及商業互市上

26然而作者似乎忽略了

當時經濟運作中，金囑貨幣所扮演的角色問題。

貨幣的使用，在中國歷史上擁有甚為長遠的傳統。秦代半
兩、漢時五餘，為貨幣的標準化首開先例，也使中國的貨幣經濟

進入了另外一個進程。然而隨著東漢末年政治局勢的轉變，貨幣
經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頓挫。但是就根本來說，貨幣經濟並非完
全消失，應該視為相對衰落的情況。

至晉武帝泰始年間( 265-274 年)

，隨著政治、社會秩序的

逐漸穩定，貨幣經濟不僅恢復了原有的景況，甚至有急速膨脹發
展的跡象。士族爭先恐後的捨本逐末、瘋狂的固積財貨，西晉魯
褒的{錢神論}正是此時期貨幣經濟情況一個極為貼切的描述。

永嘉之禍後，南北分裂，貨幣經濟的發展也衍生成兩個方向;南
方自東晉開始，雖然時有內亂外息的威脅，但與北方比較之下，
是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上，因此在城市經濟和商業區域的發

展上，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這樣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貨幣的
使用、發行與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到了南朝，貨幣又再度進一步發展。兩晉在貨幣的使用上，
基本是沿用漢五誅錢，本身並沒有鑄幣的紀錄。然而自劉宋開

2丹田中壘.

<車骨門閥政治>

"陳金鳳.

<且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

.頁 163-179

'

.頁 205-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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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南方的社會和商業持續穩定的成長，貨幣鑄造的需求也突顯

出來，因此宋、齊、梁、陳四朝，都有鑄幣的紀錄。盯在發行和使
用而言，南朝雖然重視錢幣的功能及其所產生的貨幣經濟，但常
由於私鑄和貨幣供給量不足的問題，苦於幣制混亂的情形中。

恰巧是通貨不足的問題長期困擾南朝政府，進而更顯示了歐
脫對其的重要性。魏晉南北朝的銅礦產地，正好是集中在江准河

道沿線之間。從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荊州，一直到下游的丹陽，且
為中國中南部地區鋼產量最豐富的地區。所以我們根據這樣的經
濟視角來分析東晉「守江必守准」的戰略，自然也就有其合理之

處。上述所說的三個地區，正好與秦嶺准河線的歐脫帶緊密接

壤;巴蜀的北方即為雍州與漠中谷地，荊州上方為裹陽地區，丹
陽一地再往北方前進即進入准南地區。以南朝統治者的觀點來
看，國區脫地區不僅有國防上的意義，在經濟生產上，又有著防衛
銅礦產區的現實層面必須兼顧。單純的從廣業、水利的特點來觀

察團區脫地區的經濟面並不突出，因為這並非南北經濟活動上的相
異點。但若從南朝貨幣供給不足的角度切入，即可明暸何以南朝

亟欲在區脫地區留下大面積的空白和緩衝區，而北朝則努力予以

破壞此平衡的原因了。
除了自南朝貨幣經濟的角度所衍生出銅礦生產確保之問題

外，區脫這類的緩衝地的存在，也間接讀以銅錢為主的經濟體
系，在南北朝分裂且相對不穩固的時空背景下，得到部分生存和
流行的可能。此一論述的成立，乃是透過北魏孝文帝一朝後南北

"甜，膏，
n 高敏，

1998)

(
(

'!'團古代貨幣史) (北京

人民出組祉，

1984) ，頁 154-1 的。

'!'團組溝通史:巍晉南北朝盟濟.) (北京

，頁 934-935

盟濟日報出版社，

•

j

評介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一淺棧「鷗脫」的經濟價值

兩政權問日益頻繁的互市記錄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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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要是位於准潤汝穎間的緩衝地帶，透過官方使節交聘或民

間私自交易的方式而存在。通常是先出現官方互市之後，民間走
私貿易使由政府的帶動因應而生。在這樣商品日漸流通的過程

中，不但加強了各政權間的經濟聯繫，

30亦讓北方各政權更為貼近

貨幣經濟的運作模式。因此當北魏於太和十九年(

495 年)

，基於

經濟發展進步而欲發行錢幣時，自然會去參照持續發展貨幣經
濟，並通過雙邊貿易而使銅錢流入其境內的南朝模式。在此前提

下，區脫自然極可能成為南朝金屬貨幣流入華北地區和北朝嘗試
獲得貨幣經濟資訊的場域。
藉由上述關於北朝貨幣經濟受南朝影響的觀點，那麼「區區

脫」這塊介於兩政種間的緩衝地，對於當於貨幣經濟演變所產生
的重要性﹒便成為值得討論的面向。同時這也反應了{魏晉南北

朝中間地帶研究}和晚近與該書同性質的相關研究，仍然多將心

力投 i主於政治史層面的探究。若是能從經濟史或其他論證的取徑
或面向切入，勢必能為此一主題的研究帶來更多不岡以往的看

法。

(責任編輯:林益德校對:黃于庭、劉世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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