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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六十年代初，我在《 历史地理学刍议（》 原载《 北京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６２年第１期，后收入《 历史地理学的

理论和实践》文集）一文中，曾专门讲到历史地理和沿革地

理的关系问题，指出“ 两者虽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完全

等同的。”“ 沿革地理的工作则可以包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领域之内 象，它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它的主要对

和最后的目的。”同时，在通过一些具体例证阐述了“ 从沿革

地理的工作出发，逐步深入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的过程之

后，进一步指出：“ 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沿革地理的工作已经够

了，可以不必再作了。完全相反，已经作过的有关这类的工

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今后还必须更多更好地来进行。不

过在进行这类工作的同时，还须看出向着历史地理学前进的

道路，从而为这门年青的学科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十分重

要的。”

正是在这一理论观点指导下，结合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

的需要，在１９７９年至　１９８８年间，我主持了研究和编制《 北

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虽然这部图集的编纂缘起可以追溯

到五十年代初，但后来因故几经曲折，直至粉碎“ 四人帮”并

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之后，这项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业已出版发行的《 北京历史地图集》，实际上就是以北京历代

政区沿革图为主要内容的。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关北京沿



革地理的图集。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为今后深入开展北京历

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和正在

研究编绘中的《 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续集和第三集，正是向

着历史地理学前进的道路继续迈进。

尹钧科自始至终参加了研究和编制《 北京历史地图集》的

工作，并发挥了业务骨干作用。他学习刻苦，工作勤奋，肯

于钻研。在《 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之后，他又经过继续不

断的潜心研究，撰著了《 北京历代建置沿革》这部书。这是

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历史悠久。在过去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封建王朝更

替无间，历代疆域时有消长，行政区划每多变迁。再加上古

今地名更易，城关都邑兴衰，河湖水系演变，交通路线增辟

等等，构成了极为复杂的沿革地理课题。尽管有关的文献记

载很多，但有的亡佚失传，有的失之简略，有的是非混淆，有

的转抄讹误，从而为研究沿革地理增加了困难。北京地区的

情况也是如此。在研究编制《 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就

遇到过许多疑难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最后只能择其一说落

实在图上。在这里还应当指出，采用断限的方法表示某一时

期的行政建置和区划，难以反映行政建置和区划演变的具体

过程与细节，更无法阐述这种变化的原因。这是历史地图集

不可避免的缺陷。而尹钧科的《 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一书，采

用文字论述的方法，着重于对北京沿革地理上一些疑难问题

进行考证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根有据、能够自圆其说的新

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北京历史地图集》的不足，可



以作为阅读和使用《 北京历史地图集》时辅助性参考读物。从

这个角度上说，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侯　　　仁　 之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０日



言前

《 北京历代建置沿革》，是我在参加研究编制《 北京历史

地图集》工作的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撰著的。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侯仁之教授在《 历史地理学刍议》这篇著名论文

中，在清楚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的区别与相互关系

之后，明确指出了“ 从沿革地理的工作出发，逐步深入历史

地理的研究领域”的治学之路。这使我深刻认识到，要想真

正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天地，并能有所作为，就必须熟

练地掌握有关北京沿革地理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

个在大学受过现代地理学训练而立志于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

人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１９７９年６月，由侯仁之教授主编的《 北京历史地

图集》的研究编制工作正式开始。在侯先生及徐兆奎教授的

精心指导下，从查阅资料到编绘图稿，从野外考察到图稿的

审定，从撰写文字说明到编制地名索引，我自始至终参加了

这项重大科研工作的全过程，差不多耗费了八、九年的时间

和精力。其间，除学到丰富的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知识和治

学经验外，还积累了大量有关北京沿革地理的资料和问题，也

激发了对研究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的浓厚兴趣。当然，也深深

感受到进行这方面研究的难度。在研究和编制《 北京历史地

图集》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建置沿革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最



后只好择其一说落实在图上，不同的意见可以撰写专文，另

行讨论。还有一些问题，当时实在难以解决，只好存疑，留

待以后稽考。由此可见，在已出版的《 北京历史地图集》中，

有关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上的部分疑难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深

入研究下去。

《 京历史地图集》是以历代政区图为第三，已出版的 北

主要内容的。实事求是地说，在严格时间断限的前提下，采

用一个朝代一幅图的形式，来表现北京历代建置和区划沿革，

就不可能反映出历史上北京地区行政建置和区划演变的全过

程及其细节，更无法表现这种演变的具体原因。《 北京历史地

图集》这种不可避免的缺憾，只有采取文字论述的办法才能

加以弥补。

第四，近十余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修新志，北京市也

不例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北京市有些区县史志办公室的同

志反映，在新修县志的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关于建置沿革部

分的编写。面对纷繁杂乱的文献资料和莫衷一是的各家歧说，

总有理不顺、说不清之感。因此，若将各区县的历史沿革分

别梳理清楚，对修志工作大有裨益。

鉴于上述理由，撰著《 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一书，深入

研究北京沿革地理上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显然是很有意义

的。

全书分四章。第一章是“ 我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概说”，

为论述北京历代建置沿革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第二章是

“ 北京历代建置沿革总述”，按照历史先后顺序，论述以北京

城为治所的州、郡、道、路、府、市等一级行政建置沿革。其

他与今北京市境有关的行政建置亦分别述及。第三章是“ 区

县历史沿革分述”，每区县一节，以供各区县有关单位参考。



每区县的历史沿革都予以简化明晰的图示。第四章是“ 北京

历代建置沿革的特点”。在第二、三章论述的基础上，回首鸟

瞰北京地区历代建置沿革总貌，从中归纳出五大特点，并分

析了形成这些特点的主要原因。试图给读者对北京历代建置

沿革最后有个理论性的总的概念。

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三个问题。

其一，所谓北京的历代建置沿革， 是以北京今市域及行

政区划为准而分别论述的。北京今市域是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后确

定的。所辖十区八县则是１９９１年后的行政区划。有些区县历

史上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县建置，而有些区县历史上

则未曾设立过州郡县治所。前者以今区县辖境为准，一并论

述；后者则只能说其某朝某代属于某州某县之地。特殊的情

况则特殊处理。如今大兴县只是金元明清以迄民国间大兴县

的南部和宛平县的南部，如果只限于今县境，那么它的历史

沿革便无法说清，故只能从历史悠久的蓟县说起。

其二，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有的内容有重复之嫌。限

于本书的体例，这是不可避免的。尚祈读者谅解。

其三，对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上古今有争论的疑难问题，着

重进行分析论证，并充分阐述个人的观点。因此，书中有些

观点和结论与《 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相关图幅所表示的不同。

正确与否，有待读者评说。

在本书撰著过程中，曾得到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的热情

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得到北京大学地理系徐兆奎师多次指教。

书稿写成后，徐先生不顾年高事忙，详加审阅，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修改意见。又承蒙侯仁之师厚爱，百忙中予以作序。北

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韩光辉同志也为本书

的修改和出版帮了一些忙。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由于学识浅薄，史料难全，耳目心思，定有不周，挂漏

讹误，在所难免。倘得学界博雅宏达，垂教匡正，则引以为

幸，至感至谢。

作 者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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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概说

——第一节　　　　远古时代

传说的九州

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的疆域已是“ 北至于

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史记·五

帝本纪》）。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许许多多的部族，所

谓三皇五帝，就是先后涌现出的著名的部族首领。其中，相

传黄帝受命风后，“ 划野分州，经土设井，立步制亩。都十为

师，师十为州。分为井而计州，则土著而数详。此建置之始

也”（《 乾隆延庆州志》卷一）。由此可见，关于古代中国分

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九州的传说，可谓

源远流长了。

唐尧之时，天下发生特大水灾，洪水荡荡，“ 怀山襄陵，

浩浩滔天（”《 尚书·尧典》）。尧命鲧治水，历九年而水患不

息，后鲧因治水无功而被诛。尧禅让于舜后，舜举鲧之子禹

继续治水。禹“ 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 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开九州，通

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史记·夏本纪》），终于将洪水平

息。禹治水之后，舜“ 肇十有二州”（《 尚书·舜典》），即析

冀州北域分为幽、并二州，又划青州北域为营州。于是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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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幽、并、营

十二州之说。

舜禅让于禹，“ 禹别九州” 》），又恢复九（《 尚书·禹贡

州之制。《 禹贡》九州是：两河间冀州，济、河惟兖州，海、

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

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

州。各州均有其山川泽陂，有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物产和

贡赋，并经由不同的贡道向王都纳贡。《 禹贡》之九州，不但

自然分界颇为明确，而且各州的区域特点十分鲜明。

商、周时期，仍有九州之分，只是与前代略有不同而已。

三国魏孙炎注《 尔雅》，认为《 尔雅·释地》之九州为殷制。

《 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

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

曰幽州，齐曰营州。”可见殷之九州较《 禹贡》九州少了青、

梁二州，而增加幽、营二州。又《 汉书·地理志》始以《 周

礼·职方》之九州为周制。《 周礼·职方》：“ 东南曰扬州，正

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

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可见周之九

州较《 禹贡》九州又少了徐、梁二州，而增加了幽、并二州。

这说明随着时代的演替，传说中的九州或名称或地域也有变

化。

战国中后期，齐国人邹衍在《 禹贡》九州的基础上加以

想象，又提出了“ 大九州”之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

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

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

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

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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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天地之际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显

禹贡》九州的推演之然，邹衍所创的“ 大九州”是据《 说，只

是大胆地设想。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之九州（ 或十二州）并非实际存在

的行政区划，只是古代学者特别是战国时一些学者，就其所

知用自然分区法划分天下的一种地理观念而已。与盛行于西

周的分封诸侯制相比，后者更具有行政区划的意义。

第二节　　　　西周时期——

分封诸侯制

分土封侯，是西周时期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但是，

分封诸侯制并非西周所创，只是这种地方行政制度在西周时

更加完备、更加盛行罢了。

远古时代，分居在中国大地上的许许多多的部族之间经

常发生战争，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与蚩尤战于涿

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凡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

者去之”（《 史记· 》）五帝本纪 。舜“ 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

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鲧于羽山，殛 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记·五帝本

纪》）。夏启伐有扈氏“，大战于甘（”《 史记·夏本纪》），等

等，就是一些具体例证。其结果是强者征服弱者，胜者吞并

败者。于是，部族之数日少，但部族之体益大。作为胜者的

部族，为了巩固其扩大的地盘，便派人去管理被征服的部族，

或者从败者之中挑选贤能者代为统治。于是萌始了分封之制。

至夏朝，“ 禹行分封，以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

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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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氏 。夏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斟戈氏”（《 史记·夏本纪》）

夏启废除禅让制，开始了王位继承制。

殷商时，奴隶制的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不但商王嫡子

有王位继承权，而且某些庶子还有分封权。商子孙分封，仍

以国为姓，“ 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

目夷氏 《 史记·殷本纪》）。”等（

虽然夏商两朝相继实行分封制，但是真正支配一个时代

的分封诸侯制度，还是西周。

周武王克商后，天下平定。“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

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礼》），成为西周的治国纲”《 周

领，分封诸侯制度因之盛行。

周天子把国都附近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

畿以外的广大地区，按照不同的标准，分封给许多诸侯，建

为邦国，即诸侯国，作为王室的藩卫。

西周所封诸侯，以爵位而论，分为五等，即公、侯、伯、

子、男，是谓“ 列爵惟五（”《 尚书·周书》）。这五等爵位被

封土地的多少不同，所建邦国的大小有别，其中公、侯封国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共分三品，是谓“ 分土

惟三（”《 尚书·周书》）。但若以诸侯国君之所从出而论，则

分为三类：一为先圣后裔，一为同姓（ 姬姓），一为功臣。关

于先圣后裔的封国，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

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史记·周本

纪 。这里需要说明，据《 礼记·乐记》，周武“王》） 封黄帝之

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与《 史记》之说正反，未知孰是。

关于同姓封国，如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

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史记·周本纪》“）。周

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荀子·儒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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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臣封国，如封尚父于营丘，曰齐（《 史记·周本

）。在功纪》 臣封国中，师尚父（ 吕望）为首封。

周武王之后，续有所封，如成王封武王少弟于卫；又封

微子开于宋，以代殷后（《 史记·周本纪》）。

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各有疆土、都邑和官僚机构，但共

有一主，即周天子。因此，这些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保持着

密切的臣属关系，对周王室负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

贡赋、朝觐述职等各种义务。因此，这些诸侯国不但代周王

室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国土，而成为周王室的藩卫。

但是，周王室与诸侯国的这种密切关系，从西周末年开

始，因周天子的奢侈腐化、政治昏愦、国势日衰而趋于松弛。

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威信殆尽，如同虚设。而各诸侯国势

力渐强，日益摆脱周王室的驾驭，并不断犯上作乱，相互攻

伐，诸侯共主的政治局面终告结束，历史进入了诸侯长期混

战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

第三节　 ——　　　春秋战国至秦 郡县制

的出现与确立

春秋初期，周室衰微，原来臣属周王室的一百多个诸侯

国之间展开了以强并弱、争夺霸主的连年混战，其结果大多

数诸侯国被吞并了，而少数诸侯国却乘机扩展领土，壮大势

力，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等都曾成为

中原的霸主，史称“ 春秋五霸”。东周之政完全由齐、晋、秦、

楚等少数诸侯国所左右。

就在春秋初期展开的诸侯国兼并争霸的混战过程中，几

个诸侯大国首先开始在新兼并的边地设县。楚灭九国，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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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县即为一例（ 见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二章第七节）。新

设置的县由诸侯国君委派县令，主持一县政事。后来，县的

设置多种多样，例如晋、齐等国有按兵车数分县法，能出兵

车一百乘的地区即为一县。晋大夫韩氏有七邑，按兵车数设

七县。公元前５１４年，晋灭强宗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

七县，分羊舌氏田为三县。此外还有按家数分县法（ 范文澜：

《 中国通史》第二章第七节）。至春秋后期，县的建置在几个

诸侯大国内地推行开来，成为普遍实行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

与此同时，晋国又在新辟的边远地区创设郡这种行政建置，委

派郡守，主持一郡政事。在中国历史上，“ 县”创设于春秋初

期，“ 郡”创设于春秋后期。初期的县，官位高于郡，故《 左

传·哀公二年》谓：“ 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 周书

·作洛篇》谓：“ 千里百县，县有四郡。”由此可知，春秋时

代，县统辖郡。

时至战国，情况发生了变化。“ 战国七雄”先后实行变法

和改革，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实行郡县制是变法和改革的主要

内容之一。特别是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较为彻底，其

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上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从

而加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后来秦灭六国奠

定了基础。

各国变法之后，都普遍实行郡县制度，这从下列史实中

可以得到证明：

“ 秦攻赵。赵令楼缓以五城求讲于秦，而与之伐齐。齐王

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讲于秦。楼子恐，固以上党二十四县许

秦王（”《 战国策·齐 。二》）

“ 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

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 战国策·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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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王曰：“ 前日秦下甲攻赵，赵赂以河间十二县，地削兵

弱，卒不免秦患⋯⋯”（《 战国策·秦五》）。

魏“ 所亡乎秦者，［华］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

名都数十”（《 战国策·魏三》）。

燕国“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 赵、楚、韩、魏、

燕）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 战国策

·燕二》）。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足以说明，战国时代各国在平

原地区或山区都已设置了郡县，而县的数量还是相当大的。历

史上著名的北方五郡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

郡，就是战国时燕国始置的。战国后期，秦在攻灭六国的过

程中，又因地制宜地新置一些郡县。

战国时代，不但各国设置了许多事实上的郡县，逐步以

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而且郡的地位提高了，县的地位相对

降低，形成了以郡统县的二级行政建置制度。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从郡县的始置到其地位的相互转化

情况，唐人杜佑的《 通典》中有一段文字记载得颇为明确：

“ 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则县大而郡小。故

《 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至于战国，则郡

大而县小矣（”《 通典·职官一五》）。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诸侯国混战的历史，正是郡县制从出

现到基本确立的整个发展过程。

公元前２２１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国终于统一了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朝。

秦王朝建立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度，完全实行郡县制，从

而使郡县制得以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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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初并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等官

吏，加以治理。“ 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

卒；监御史掌监郡”（《 汉书·百官表》）。秦初所置的三十六

郡，有些是沿袭六国旧置，有些是灭六国后新置。秦始皇三

十三年（ 前２１４年），略取陆梁地（ 今两广地区），又新置桂

）。另林、象、南海三郡（《 史记·秦始皇本纪六》 外，于今

河套地区置九原郡（ 全祖望：《 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这

样，秦便有四十郡。但是，根据近人王国维的考订，秦郡实

有四十八。王氏结论是：“ 秦郡当得四十有八。秦以水德王，

故数以六为计。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

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置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

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

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

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 观堂集

》林：秦郡考 ）。王氏之说，当是可信的。据此，将秦郡列表

于下：

表Ⅰ 秦　　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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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①表中郡名据王国维：《 观堂集林·秦郡考》。
②始置年代主要参考全祖望：《 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秦制郡下领县，多少不等。县置县令或县长，掌一县之

政事。万户以上的县为县令，不足万户的县为县长（ 见《 汉

、县尉，县丞掌管文书、刑书·百官表》） 丞另有县。 法等，县

尉掌管军事。

县以下则分若干乡，乡以下有若干亭，亭以下为若干里，

“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

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

（《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乡、亭、里官吏由地方推举当

地富庶人家的适龄人员充当。

总之，郡县制度在秦统一全国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这一地方行政制度和秦始行的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共同

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并为后来历代

封建王朝所沿用。

第四节　　汉至南北朝一

州郡县三级制

公元前２０７年，秦王朝在陈胜、吴广发起的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崩溃了。

秦王朝灭亡后，以项羽和刘邦为主的两个封建政治、军

事集团间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项羽凭恃雄厚的军事

力量，自称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并以盟主的身份封立了十

八个王国，即汉王刘邦、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

东王常山王张耳、代王赵王歇、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

田市、燕王臧荼、辽东王韩广、魏王魏王豹、殷王司马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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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韩王成、河南王申阳、九江王黥 芮、临江王布、衡山王吴

共敖。十八王中，有故王，也有新王。项羽封王，是郡县制

的一时倒退，分封制的一度复活。

公元前２０２年，项羽被围困垓下（ 在今安徽灵璧县南沱

河北岸），自杀。刘邦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西

汉王朝。

刘邦建国之初，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但对地方的统

治，略有改变。因为刘邦认为，秦朝之所以短命，是秦始皇

未封子弟以为藩卫而孤立无援的结果。因此，便采取了既行

郡县制、又行分封制的所谓“ 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制度。

刘邦在以国都长安为中心的旧秦国和附近地区，实行郡

县制，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云中、河东、河南、河内、

东郡、颍川、南阳、南郡、巴郡、蜀郡、内史等十五个郡。郡

下领县。郡县的守、尉、令、丞等官吏由皇帝委派。这些郡

县直接受皇帝统辖。景帝中元二年（ 前１４８年）更名郡守为

太守（《 通典·职官十五》）。在其他旧为燕、赵、齐、楚、魏

等国的地域，则实行分封制，封立了燕、代、齐、赵、梁、楚、

吴、淮南、长沙等九个诸侯王国，其中除长沙王吴芮为异姓

王外，余皆为刘邦的子侄，即同姓王。这些诸侯王在封国之

内为国君，除各王国的太傅、丞相由中央任命外，御史以下

的各级官吏均由诸侯王任命。这些诸侯王国各统辖为数不等

的郡县，如齐王刘肥有六郡、七十三县，吴王刘濞有三郡、五

十三县等。刘邦除封立上述九个诸侯王国外，又将功臣、亲

属、外戚等一百四十多人封为列侯，其封国称为侯国。列侯

在其封国内无治民之权，侯国只是列侯的食邑，大侯食万家，

小侯食五、六百户。侯国设相，由中央委派，其职掌同县令

（ 长），故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归所在郡守统辖。此外，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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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公主的封地曰邑，邑同县。有蛮夷者曰道，道亦同县。

这种郡国并行制，实际上是一种折衷办法。

因为汉初封立的诸侯王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位高

不易为中央驾驭，对中央政权构成一权重， 定威胁。所以，汉

高祖有“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 史记·汉兴以

来诸侯 》）年表序 之令；文帝时有贾谊的削地分封之议；景帝

时有平息七王反叛之举；直至武帝时，又取主父偃之策，把

由王国分出去的侯国再加分裂。这样一来，使汉初分封的王

国和侯国成为有名无实，只是在形式上与郡县相间并立，统

称之郡国。但是分封制的步步削弱，正是郡县制的加强和扩

大 。

武帝元封五（年 前１０６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汉

书·武帝纪六》），即分全国为司隶部一和豫、冀、兖、徐、青、

扬、荆、益 交、凉、并、幽、 阯、朔方等十三州。在司隶部置

司隶校尉，在十三州刺史部各置刺史。刺史为监察官，爵位

虽在郡守之下，却有权弹劾郡守。每年秋天或春分刺史分别

巡察各部，于年底赴京奏报。因此西汉的十三州刺史部主要

为监察区，尚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故州未统郡，刺史亦无

固定治所。只是在汉成帝绥和元年（ 前８年）十二月时，“ 罢

部刺史，更置州牧”，十三州才具有行政区的性质，但为时仅

三年。至哀帝建平二年（ 前５年）又“ 罢州牧，复刺史”。

西汉一代的行政建置，《 汉书·地理志》总结说：“ 汉兴，

以（其 指秦 作者）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

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

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

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 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

阯南置交 ，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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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梁（ 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

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后，西汉郡县之名，多有更易。

公元２５年，光武中兴，建立东汉王朝，都洛阳。东汉的

地方行政制度仍西汉之旧。其变化较著者有二。

一是省并郡、国、县、邑、道。建武六年（ ３０年“）六月

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

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

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

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置减损，十置其一”（《 后

汉书·光武帝纪一》）。又建武十三年（ ３７年）二月“，省并西

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

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

广阳属上谷（”《 》）。这里后汉书·光武帝纪一 需要着重说明，

光武帝纪谓省并十三国，而只列其九。《 后汉书·郡国志》谓

“ 省郡、国十”，与纪不合《。 通典·州郡一》亦谓“ 后汉光武

以官多役烦，乃并省郡、国十。”《 后汉书》卷一“ 校勘记”指

出，纪云十三国者，误衍“ 三”字，并且“ 非以淄川属高密

也”，而所省十郡、国中，高密为其一。加上纪云所省之九郡、

国，正合十数。但是光武帝之后，所省并之郡、国、县、邑、

道、侯国渐有复置者，亦有新置者。因此，《 后汉书·郡国

志》总结东汉一代的行政建置时说：“ 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

郡、国二，和帝置三， ，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 又所省

县渐复分置，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

千一百八十。”

二是确立了州为最高一级行政建置，并有固定治所。前

已述及，西汉武帝始置之十三州刺史部并非正式的行政区划

名称，亦无固定治所，刺史或州牧地位较低，只是照例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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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所部而已。光武中兴以后，沿袭十三州之制，“ 所治有定

（《 通典·处” 职官十四》）。十三州遂成为最高一级行政建置，

刺史或州牧也成为最高级地方行政长官。东汉十三州的治所

分别是：司隶部治河南，豫州治谯，兖州治昌邑，徐州治郯，

青州治临淄，凉州治陇，并州治晋阳 冀州治鄗，幽州治， 蓟，

扬州治枥阳，益州治雒，荆州治汉寿，交州治广信（《 通典

·州郡一》）。原朔方已省。至于各州官吏名称，西汉以来即

多次更易。武帝时曰刺史，成帝绥和元年（ 前８年）改为州

牧，哀帝建平二年（ 前６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 前１

年） ）又 。东汉建武元年（ ２５改为州牧（《 通典·职官十四》

年）仍称州牧（《 后汉书·光武帝纪一下》注），十八年（ ４２

年）“ 罢 》）。时刺州牧，置刺史”（《 后汉书·光武帝纪一下

史“ 不复自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 通典·职官十

四》）。至灵帝中平五年（ １８８年），为了加强军政权的集中，

“ 改刺史，新置牧”（《 后汉书·灵帝纪 》“）。自此，州牧之任

重矣（”《 通典·职官十四 州》）。 统郡、国，郡、国领县、邑、

道、侯国。州、郡、县三级行政建置制度，于东汉完全确立。

不过，至献帝建安十八年（ ２１３年）春，又并十三州复为九州

（《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时省幽、并二州，以其郡国

属冀州；省司隶部及凉州，以其郡国属雍州；省交州，并入

荆、益二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

九州（《 后汉书·献帝纪》注）。与禹贡九州相比，惟改梁州

为益州而已。

公元２２０～２６５年，为三国魏、蜀、吴鼎立时期。三国的

地方行政制度基本仍袭东汉旧制，即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亦

为州、郡（ 国）、县（ 邑、道、侯国）三级制。其中魏居中原，

有州十二，为司隶、荆、兖、青、徐、凉、秦、冀、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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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雍等州，又有郡 》）。魏文帝国六十八（《 通典·州郡一

时，“ 郡国县邑，多所改易”（《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至

少帝时，又“ 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

（《 三国志·魏书·三少 。蜀国居巴蜀，置益、梁二州，帝纪》）

有郡二十二。吴国据江南，置交、广、荆、郢、扬五州，有

郡四十三 ）。（《 通典·州郡一》

公元２６５年（ 晋武帝泰始元年），司马炎废魏少帝曹奂，

自立为帝，建都洛阳，国号晋，史称西晋。至太康元年（ ２８０

年），平吴，全国又归统一。西晋初建国，所行地方行政制度

虽仍前代之旧，但尤重分封制。司马炎封同姓王二十七国，为

安平王、平原王、扶风王、东莞王、汝阴王、梁王、琅邪王、

齐王、乐安王、燕王、义阳王、渤海王、下邳王、太原王、高

阳王、常山王、沛王、陇西王、彭城王、范阳王、济南王、谯

王、中山王、北海王、陈王、河间王、东平王（《 晋书·武

帝纪》）。但是“ 王不之国，官于京师”（《 晋书·地理志·总

》）。此后，又有汝南王、赵叙 王、任城王、西河王、南阳王、

章武王、始平王、濮阳王、新都王、清河王、辽东王、广汉

王、乐平王、东莱王、长乐王、南宫王、武邑王、秦王、楚

王、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吴王、豫章王、代王、广陵

王、汉王、毗陵王、顺阳王、东海王等之封立。晋武帝一朝，

即封同姓王五十七国。至于分封的公、侯、 伯、子、男五等

之爵，为数更多。这种大规模恢复分封制的结果，导致了惠

帝元康元年至永兴三年（ ２９１ ３０６年）间发生的“ 八王之

乱”。历时十六年的“ 八王之乱”，不仅削弱了西晋王朝，给

人民带来很重的灾难，纷纷起义，而且为北方匈奴、鲜卑、氏、

羯、羌等少数民族进逼中原和汉族某些豪强割据制造了机会。

此后，在中国北方和巴蜀先后建立了前赵、成汉、前凉、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

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

凉、北凉、夏、北燕等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 十六国”。晋

愍帝建兴四（年 ３１６年），刘（曜 汉帝刘聪族弟）围攻长安，晋

愍帝出降，西晋灭亡。这时，原西晋的一些贵族豪门逃到长

江以南，司马睿依靠这些力量在南方建立新政权，史称“ 东

晋”。直到公元４２０年，大将刘裕篡位，建立刘宋政权，东晋

告亡。此后，中国南方相继出现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

均建都于建康。中国北方相继存在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

和北周等五个地方政权，君主大多是鲜卑族人，分别建都于

洛阳、邺和长安等地。南北多个政权的对峙局面长达约一个

半世纪，史称“ 南北朝”。

西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对峙、改朝换代频繁、

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这种历史背景不能不影响当时的行政

建置制度，造成了这个时期行政建置的突出特点。

特点之一是行政建置的混乱。东晋、十六国演至南北朝，

政权迭起，疆域屡变，各朝各国行政建置，殊难划一。有的

侨置州郡县徒有 史籍不绝；虚名，并无实土；重名的州郡县，

又战乱不息，州郡县的迁徙省并时有发生；文献记载，每多

缺失。因此，古今舆地学家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建置沿革，无

不感到棘手。例如清人洪亮吉撰《 十六国疆域志》，列举十条

原因，以诉其难（《 十六国疆域志》卷一）。清人钱大昕亦慨

然叹曰：“ 两汉、唐、宋之世，区宇混一，经纬秩如。即如三

国之承汉，五代十国之承唐，封畛虽分，名实未改，稽古之

彦，搜索匪难。独典午渡江以后，开皇平陈以前，瓜剖豆分

盖三十国，南北侨置千回百改。史之存者十家，而有志者才

五。晋则但述太康，而不详江右偏安之局；魏则只据武定，而

反遗洛阳全盛之规；休文上考沿革，差有条理，而或失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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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贯串，而或失之略；子显謏闻更辅机兼笼五朝， 无讥矣。

杜佑、李吉甫、乐史辈，於方舆之学最为赅洽，而南北侨立

之迹，十阙其九，非涉猎之未周，良讨论之未易也”（《 东晋

南北朝舆地表》序）。

特点之二是州郡县增多，辖境日狭。古之划州，少者为

九，多者十三、四而已。西晋始有析大州为小州之举。如晋

武帝泰始五年（ ２６９年）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

阴平置秦州（《 晋书·武帝纪》）。十年（ ２７４年）二月，又分

幽州五郡置平州（ 同上）。惠帝永平元年（ ２９１年）七月，分

扬州、荆州十郡置江州（《 晋书·惠 》）。怀帝永嘉元年帝纪

（ ３０７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 晋书·怀帝

纪》）。如此等等，不乏其例。晋武帝时有州十九，为司、冀、

兖、豫、荆、徐、扬、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

宁、交、广州等。又有郡国一百七十三，其中仍吴所置者二

十五，仍蜀新置者十一，仍魏所置者二十一，仍汉旧有者九

十三，新置者二 《十三（ 晋书·地理志·总叙》）。有县一千

二百三十二（《 晋书·地理志》）。至西晋末年，则有州二十

一，增江、湘二州。东晋偏居江南，境宇殊狭，但其州郡县

数之增，可从宋、齐、梁、陈四代之数想见。《 通典·州郡

一》载：宋孝武大明（ ４５７ ４６４年）时，有州二十二，郡二

百三十八，县一千一百七十九。齐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

五，县一千四百七十四。梁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一

千零二十五。陈有州四十二，郡一百零九，县四百三十八。较

之西晋辖土之广，东晋及南朝州郡县为数之多，而辖境之小，

则不言而喻。至于北朝，后魏武定年间（ ５４３ ５４９年），有州

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 一县一千三百五十二（《 通典·

州郡一》）。北齐之土远较后魏为狭。但亦有州九十七，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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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县三百六十五（ 同上）。北周则有州二百一十一，郡

五百零八，县一千零二十四（ 同上）。以上列举的数字，说明

西晋以后的行政建置呈现出由大化小、由少增多的趋势。

特点之三是侨置州郡县的出现。西晋末年，北方战乱不

休，随着晋室南渡，中原人民纷纷流徙江南。东晋“ 遂于江

汉淮之间，侨立州郡，以抚其民（”《 通典·州郡一》）。例如

在京口（ 今镇江）侨立徐州，江乘（ 今江苏句容北）侨立琅

邪郡和临沂县等。为与原来的州郡相区别，侨立的州郡名前

多加“ 北”字，后又改加“ 南”字，如“ 南徐州”、“ 南兖

州”之类。这种侨置州郡县的出现，造成了版图的混乱，导

《 宋书·致“ 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二、三” （ 诸志总

》序 ）的非常现象，酿成了侨人和土著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

侨置措施，在北朝也曾采用。例如北魏末年，山后杜洛周、葛

荣造反，攻陷许多郡县。东魏天平（ ５３４年）中和元象（ ５３８

年）中，分别将原在居庸关外的东燕州及所领郡县和原在古

北口外的安州及所领郡县侨置于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和密云县

境（ 见《 魏书·地形志》）。这些侨置的州郡县，有的有实土，

有的无实土，有的分立各地，有的聚治一城。这样以来，东

晋至南北朝间的行政建置，益加复杂化。

总之，从东汉开始，历魏晋南北朝，我国的地方行政建

置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制。其间，州、郡（ 国）、县（ 邑、

道、侯国）的省并增置，侨迁寄治，更名易号，极为复杂。这

是由当时的社会动乱不已、出现南北分裂对峙的这一历史条

件造成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

— 州（ 郡）、县二级制变第五节　　　　隋唐五代 —

为道、州（ 郡）、县三级制

公元５８１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周静帝而自立，国号隋，

建元开皇，定都大（兴 今西安）。开皇九（年 ５８９年），隋灭陈，

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又归于统一。

隋初建国，便制定了一整套巩固封建政权的制度。在地

方行政制度方面，初仍沿袭前代旧制，如仍封同姓王，实行

州、郡、县三级建置等 ８３年），河南道行台、兵。开皇三（年 ５

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杨尚希上书曰：“ 自秦并天下，罢侯

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

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

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

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

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

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 隋书·杨尚希传》）。

这一治国之策，深得隋文帝赞赏。于是遂罢天下诸郡，计五

百有余，实行以州统县的二级行政建置制度。州置总管府，总

管职同郡太守。在罢郡的同时，又省并许多州县，裁汰大批

冗官。这种简化地方行政机构的措施，革除了前代行政建置

混乱、官多役繁的弊端，节省了经费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是自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

郡县制以来，对全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又一次成功的改革。

创于隋文帝的以州统县的二级地方行政制度，隋炀帝又

加变革。大业元年（ ６０５年）正月，废诸州总管府（《 隋书·

炀帝纪上》）。二（年 ６０６年）正月，遣十使并省（州 同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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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６０７年）四月，改州为郡（ 同上）。此后直至隋终，便实

行以郡统县的二级行政建置制度。

隋所继前代，北方为周，南方为陈。周大象二年（ ５８０

年）辖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零八，县一千一百二十四。陈

“ 土宇弥蹙，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

扬之域。州有四十二，郡惟一百（ 零）九，县四百三十八”

（《 隋书·地理志上》）。二者相加，共有州二百五十三，郡六

百一十七，县一千五百六十二。隋一统天下后，境宇北至五

原，西至且末，东、南皆至于海，其间只有一百九十郡，一

千二百五十五县（ 同上）。隋代郡、县辖土之广，可以想见。

值得一提的是，大业九年（ ６１３年）八月，“ 诏郡县去道过五

里已上者，徙就之”（《 隋书·炀帝纪下》）。也就是说，隋大

业年间曾有徙郡县治所以近通途大道之举。了解这一点，对

于研究隋代某些郡县治所所在是有意义的。

公元６１７年，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攻入隋都大兴城，立

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称逃亡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次

年三月，炀帝为部将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李渊逼恭帝让位，

自登帝位，建立唐朝，年号武德，定都长安。

唐建国后，政治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地方行政制度亦为

州（ 郡）、县二级制。只是唐代郡改州，州改郡，多次反复。

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五月，罢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 旧唐

书·高祖纪 。表示恢复开皇旧制。时州为高级行政区名》） ，下

直接领县。另在边镇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或大总管府，以领

军戎。故唐初刺史、总管、大总管均为地方军政长官。武德

七年（ ６２４年）二月，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 同上）。武德

间，为安置降唐的隋末群雄，增置不少州县，以致州县之数

倍于隋。贞观初，并省州县。并始以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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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关内道、 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河南道、

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 旧唐书·地理志》），但

十道之分，不设长官，只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

道，其制与西汉十三州刺史部相类，故非为正式行政区。至

贞观十三年（ ６３９年），唐有州府（ 唐升京师和陪都所在地的

州为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同上）。景云二年

（ ７１１年）六月，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但寻

以权重不便而作罢（ 同上）。同年闰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使

（《 旧唐书·睿宗纪 ），掌举劾所属》 州县官吏。开元二十一年

（ ７３３年），改原十道为十五道，即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山南西

二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江南西二道，又新增京畿、都畿、

黔中三道，余者依旧。又改原按察使为采访使，以监察各地

）。虽然这十五道各有固定理非法（ 见《 通典·州郡二》 处，但

其采访使仍以巡察为任，非行政长官。开元间，又于边境置

节度使、经略使，以加强边防。时有节度使九，经略史一，为

北庭、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安西、河东

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等（《 旧唐书·地理志一》）。至德

（ ７５６ ７５８年）以后，凡要冲大郡，皆置有节度使。乾元元年

（ ７５８年）改原采访使为观察使，初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

兼理民事，管辖的地区即为一道。这时，凡不设节度使处，即

以观察使为一道的行政长官，设节度使处，则节度使兼观察

使。这样，节度使便成为地方军政长官了。因此，形成了道、

州、县三级行政建置制度。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天下诸州改

为郡，刺史改为太守（《 旧唐书·玄宗纪下》）。但《 旧唐

书》和《 新唐书》的“ 地理志”均谓：“ 开元二十八年（ ７４

年），户部计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

似乎在天宝元年以前，事实上已经改州称郡了。由于郡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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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改郡的反复，故唐代的州与郡可以并称，如《 新唐书·地

理志》所谓“ 幽州范阳郡”、“ 檀州密云郡”者然。虽然州郡

互改，但未改变自唐中期以后实行的道统州郡，州郡统县的

三级地方行政制度。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唐代从太宗至武则天时，在

边远地区先后设置了安西、单于、安北、安东、安南、北庭

六大都护府。每府有大都护、副大都护，管理辖境的边防、行

政和各民族事务。此外，唐代又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各地旧

有部族为基础，设置都督府和州八百多个，由中央政府任命

各族首领为世袭的都督刺史等官吏，受都护府或节镇管辖，其

贡赋版籍不入户部。这种府州统称为“ 羁縻府州”。后有些羁

縻府州侨迁内地。

９６０年，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公元９０７ 个分裂割据的时

期。这期间，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梁（ ９０７ ９２３年）、唐

（ ９２３ ９３６年）、晋（ ９３６ ９４６年）、汉（ ９４７ ９５０年）、周

（ ９５１ ９６０年）五个朝代，史称“ 五代”。同时，在南方和河

东地区，先后建立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

后蜀、北汉、荆南（ 南平）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 十国”。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割据政权，例如唐天佑八年（ ９１１年）八月，

刘守光据幽州僭号大燕皇帝，改年曰应天，即为一例。在中

原藩镇割据的同时，北方契丹族势力益盛，不断南下攻掠侵

扰。９３６年（ 后晋天福元年），石敬瑭为了谋取帝位，公然将

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

朔、蔚等十六州割让契丹，换取了“ 儿皇帝”的称号。幽蓟

十六州（ 亦称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和契丹势力的南进，使五

代十国的政治局面益加复杂化。但五代十国的地方行政制度

基本承袭唐制，为其后宋、辽、金的道（ 路）、府、州、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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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行政建置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　　　　 道（ 路）、宋辽金 ——

府、州、县四级制

公元９６０年 借“ 陈桥兵变”之机，回，北周重臣赵匡胤

师开封即帝位，为太祖，改国号曰宋，史称“ 北宋”。９７９年

（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灭北汉，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

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宋钦宗靖康元年（ １１２６年），金兵攻破宋

都汴梁（ 开封）。次年（ １１２７年）春，金兵掠走宋徽宗、钦宗

二帝，北宋亡。同年五月，徽宗第九子赵构即帝位于归德

（ 今商邱，北宋之南京），改元建炎，为高宗。后建都临安

（ 今杭州），长期偏安江南，史称“ 南宋”。

在北宋建国以前，契丹族早已兴起于北方，并不断南下

侵扰。９３６年（ 晋天福元年）得幽蓟十六州。９３８年（ 会同元

年）建陪都于幽州，为南京（ 后改名燕京）。９４７年（ 大同元

年）二月，契丹主正式建国号大辽（《 辽史·太宗纪下》。） 都

临潢府（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与北宋以白沟为界，形

成南北两国对峙的局面。

辽末，女真族相继兴起于北方。１１１５年，女真主建国号

大金，改元收国（《 金史·太祖纪 ），初都》 会宁（府 今黑龙

江省阿城南之白城），１１２２年（ 天辅六年）约宋灭辽。１１５３年

（ 贞元元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１２１４年（ 贞祐二年）为避

蒙古兵威胁，又迁都汴京。１２３４年（ 天兴三年）为蒙古人所

灭。１２７９年（ 祥兴二年、亦即元至元十六年），南宋亦亡于元。

至此，历时三百余年的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分别统一南方和

北方，而又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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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和辽、金，共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故南北所行地方

行政制度基本相同。

北宋初建国，承后周之制，地方行政建置以州统县。在

一些重要的州置节度使。后来，北宋的地方行政建置趋于复

杂化，出现了道、路、府、州、军、监、县等多种名目。

“ 道”是北宋初期一度实行的高级地方行政建置。宋太祖

乾德元年（ ９６３年）正月，“ 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十

州兵以讨张文表”（《 宋史·太祖纪一》）。开宝七年（ ９７４

年）十一月，“ 诏省剑南、山南等道属县主簿”（《 宋史·太

祖纪三》）。宋太宗淳化四（年 ９９３年）十月“，始分天下州县

为十道”（《 宋史·太宗纪二》）。以上事例说明，北宋初期确

是有道的建置的。这时的道，当是沿用唐朝的称号。但是，在

太宗淳化四年之前，又有路的建置。如太平兴国六年（ ９８１

年）三月，“ 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 宋史·太

宗纪一》）。端拱二年（ ９８９年）二月“，令河北东、西路招置

营田”（《 宋史 》）·太宗纪二 。另外还有郡，如太祖乾德四年

（ ９６６年）十月“，诏诸郡立古帝王陵庙，置户有差（”《 宋史

·太祖纪二 ）。开宝三（年 ９７０年）四》 月“，诏郡国非其土产

者勿贡”（ 同上）。上述事实，反映了北宋初期地方行政建置

的混乱。后来，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建置统一为路了。

“ 路”是北宋始创的地方区划名，为两宋最高一级地方行

政建置。但宋的“ 路”为数多变，这是因为有些路分而又合、

合而复分的缘故。宋太宗至道三年（ ９９７年），分天下为十五

路，（《 宋史·地理 》）志一 即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

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

（ 即峡西）、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五路。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

年）三月，“ 分川陕转运使为益、利、梓、夔四路”（《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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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纪一》）。天禧四年（ １０２０年）四月，“ 分江南转运使为

（ 江南）东、西二路”（《 》）。于是便有“ 天宋史·真宗纪三

１０３２年）析为十八（ 路）”之圣（ １０２３ 说（《 宋史·地理志

》）。此后，十八路之制虽有多次变更，一 但为北宋一代维持

最久的路制。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年），分京西路为京西南、

北路（《 元丰九域志》卷一）。同年九月，分淮南路为淮南东、

西二路；十一月，分陕西路为永兴、秦凤二路；六年（ １０７３

年）七月，分河北路为河北东、西二路；八年（ １０７５年）正

月，分京东路为东、西二路（ 以上俱见《 宋史·神宗纪二》）。

至此，原十八路制演变为二十三路。元丰八年（ １０８５年）颁

行的《 元丰九域志》即以二十三路为准，具体是：京西南、京

西北、京东东、京东西、河北东、河北西、永兴军、秦凤、河

东、淮南东、淮南西、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

湖北、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

路等。徽宗崇宁四年（ １１０５年）复置京畿路，于是又有二十

四路制，至政和（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８年）初不改。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

年），旧燕云十六州地入宋，宋于山前、山后分置燕山府路和

云中府路，故北宋末年增至二十六路。《 宋史》中还见有剑南、

延州、灵州、麟府、鄜延、泾原、汾阴、熙河、熙和兰湟、大

名府、黔南等等路名，多为一时之置，置废无常，故略而未

计。宋代各路长官为转运使，经度一路的财赋，监察各州官

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等情况上奏朝廷。

府是仅次于路的二级行政建置，隶属于路，府创置于唐。

唐升京师和陪都所在地的州为府，隶属于道。北宋在四京的

置府，谓之京府，如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

北京大名府。京府长官号府尹。京府之外，于较大的州亦升

为府，其长官号知府。北宋末年，共有三十四府（ 包括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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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未升府的州仍为州，其长官号知州。北宋末年，有二百

五十四州。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府、州别有郡名，如河南府、

洛阳郡，燕山府、广阳郡，泉州、清源郡，檀州、横山郡等

等。郡名多沿唐旧，亦有新赐名者。但“ 郡”在宋代只是一

种雅称而已。

“ 军”是宋代又一种行政区域名称。军之设置始于唐，但

为边戍之名号，至宋变为行政区名。宋代所置的军分两种，一

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但

也有略高于县而领县者。

“ 监”是宋代在矿区、盐区、牧马、铸钱等地设置的一种

行政区名，亦分两类，一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与县

同级，隶属于府、州。北宋末年，共有六十三监。

宋代的县分为赤、畿、次赤、次畿、望、紧、上、中、下

数级。其长官号知县。北宋末年，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

南宋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北宋相同，只是因偏安江南，国

土狭蹙，所置路、府、州、军、监、县等为数比北宋少。如

南宋只有十六路，为两浙东、两浙西、京西南、淮南东、淮

南西、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成都府、潼川府、

利州、夔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路等。其中有的路多次

分合，因而出现过十五路、十七路之置，但都为时不久。

辽、金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与两宋基本相同，但也有差

异。

辽代实行“ 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辽史·百

官志 的两种不同的制度》） 。表现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北面以

部族统县，南面则如唐宋，置道、府、州、军、县。这里着

重介绍南面的行政建置。

“ 道”是辽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名。自辽太宗至兴宗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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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立五京，于五京分置五道，是谓五京道，即上京道、东

京道、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道统府、州。辽又于五京

分置五府，为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

幽都府（ 后改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五府分别为五京道治。

另外于中京道别置兴中府。府统州、军，亦直接领县。辽代

的州次于府而高于县，故上统于府，下领有县。辽代的州分

节度州、刺史州、防御州、观察州等不同的级别，节度州皆

有军号，有些刺史州亦有军号。辽代的县有的直属于府，有

的则属于州、军。有辽一代，“ 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

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 辽史

·地理志序》）。此外，辽代还有“ 头下州县”之置。所谓

“ 头下州县”，是指辽兵南下征战时，所掠南方州县之民徙于

辽土而置的州县。这些州县归于宗室、外戚、功臣所管，多

以原来的州县之名命名。“ 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

》）。不能城者谓之堡”（《 辽史·百官志四 总之，辽代的地方

行政制度，基本上是道、府、州、县四级制。

金继辽后，其地方行政制度基本仿宋、辽，为路、府、州、

县四级制。金都中都，另建五个陪都，号五京，即上京（ 治

会宁府）、北京（ 治大定府）、东京（ 治辽阳府）、南京（ 治开

封府）、西京（ 治大同府），于京各置留守司。金分全国为十

九路，即上京、咸平、东京、北京、西京、中都、南京、河

北东、河北西、山东东、山东西、大名府、河东北、河东南、

京兆府、凤翔、鄜延、庆原、临洮路等。路为金最高一级行政

区。路下统府和州。见于《 金史·地理志》的还有蒲与、合

懒、恤品、曷苏馆、胡里改、婆速府等路名，但这些路仅同

府、州，且不领县。金代共置有三十府，其中京府六，置总

管府者十四，余为散府。府分属于十九路，每路辖一府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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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等。府下领县。金代的州计有一百五十五（ 据《 金史·

作者），分为节度州、防地理志》统计之实数 御州、刺史

州、观察州等不同级别，但均上统于路，下领有县。金代的

县计有六百三十二（《 金史·地理志》序），有的属于府，有

的属于州。有些县内置有镇、堡、寨等。

总而言之，尽管宋、辽、金的地方行政建置有道、路、府、

州、军、监、县等繁多的名目，但就其地位和隶属关系而言，

基本可以概括为路（ 道）、府、州、县四级行政建置制度。这

较之前代可谓复杂化了，然而还不及新兴的元朝更为复杂。

第七节　 ——省、路、　元

府 、 州 、 县 五 级 制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又从北方草原上兴起，在其首领成

吉思汗的率领下，凭藉强大的武力，四面征伐。１２４年（ 金１

宣宗贞祐二年）金室为避蒙古兵的严重威胁，迁都汴京（ 开

封）。次年，蒙古兵攻克金中都。１２３４年（ 金哀宗天兴三年）

灭金。１２７１年（ 元世祖至元八年）定国号为“ 大元”，都大都

（ 今北京）。１２７６年（ 至元十三年）平宋，统一了全中国。元

代中国疆域之广，“ 北踰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

表。”“ 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元史·地理志》序）。

为了有效地统治新扩展的疆土，元帝十分重视地方行政

建置。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年）闰五月，诏：“ 诸路州

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要冲者，不须改并。其户

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

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只令州府

官兼领。括诸路未占籍户任差职者以闻”（《 元史·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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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年十二月“，省并州县凡二百二十余所（”同上）。至

正九年（ １３４９年）五月，又明确制定守令督摄之法，为“ 路

督摄府，府督摄州，州督摄县”（《 元史·顺帝纪五 ）》 。由此

可见，元代是始终注意整顿地方行政制度的。因此，元代的

地方行政制度较前代又有新的发展。

元代始创省的建置。元世祖至元九年（ １２７２年），“ 建中

》）。元中书省辖书省置于大都”（《 元史·世祖纪四 山东、山

西、河北等地，又称“ 腹里”。中书省之外，又划分了十一个

行中书省，简称“ 行省”，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

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十一行中书省

（《 元史、地理志》序）。中书省和行中书省是元代最高一级

行政区划，相当于明、清以至今天省的建置，下领路、府、州

等。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书省和行中 “ 道”的建书省下还有

置，其地位在“ 路”以上，相当于宋代的“ 路”，为中书省和

行中书省的派出机关，分为宣慰司和肃政廉访司两种，亦管

辖路、府、州。

“ 路”为元代二级行政区划，上统于中书省和行中书省，

下领府、州。元代的路较宋代的路地位降低，区域缩小，与

明、清时的府相当。

“ 府”为元代三级行政区划。一般上统于路，下领州、县。

亦有直隶省部的。

“ 州”为元代四级行政区划。一般上统于府，下领县。亦

有直隶省部和路的。

“ 县”为元代五级行政区划。一般上统于州。也有直隶于

府或者路的。

元代的路、州、县也是分等级的，路分上下二等，州县

为上、中、下三等。划分等级的标准乃以户口多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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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８３年元史·据 百官志》，至元二十年 “），《 定十万户

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

万户亦为上路。”上路秩正三品，下路秩从三品。

府未分等。但路、府治所若在二千户以上，则置一录事

司，“ 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下不置，其户民之事归

依郭县管辖。在两京，则设警巡院。

至元三年（ １２６６年），“ 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

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江南既平，二十

年又“ 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

及三万户者为下州。”上州秩从四品，中州秩正五品，下州秩

从五品。

至元三年，合并江北州县。“ 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

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二十年又定江淮以

南“ 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

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中县秩正七品，下县秩从七品。

县治与路、府、州同城者为倚郭县。元代各级行政建置的隶

属关系略如下图示： 警巡院
录事司
县

路
府

县
县中书

（道 监 州察）
省与
行中

县书省
府

州

州 县或不领县
军 县
安抚司 县

州 县

不领县

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1

第 ——布政使司（ 省）、八节　　明

府、州、县四级制

元朝末年，朝政不纲，国势日衰，又连年灾荒，饥疫不

绝，民失安生，军乏俸饷。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导

致了群雄起兵反元，社会又进入战乱动荡之中。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１３５２年）闰三月，朱元璋投奔了起

兵濠州（ 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的郭子兴部，加入反元义军，

并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十五年（ １３５５年）郭子兴卒，其部

将尽归朱氏。此后并陈友谅，讨张士诚，逐步取得了战争主

动权。终于在１３６８年登皇帝位，建立明王朝，建元洪武，都

应天府。“ 然后遣将北伐，并山东，收河南，进取幽燕，分军

四出，芟除秦晋，讫于岭表。最后削平巴蜀，收复滇南。禹

之所奄，尽入版图”（《 明史·地理志》序）。

明初建国，承元旧制，仍置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但陆续

改元代的路为府，如改集庆路为应天府，改汴梁路为开封府，

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等（《 明史·太祖纪》）。从而废除了旧日

路的建置，提高了府的地位。同时，明太祖吸取宋、元 因 孤

立无援而亡国的教训，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四月，定封建

诸王之制。终明一代，封王不断。但是，明代分封的诸王多

没有实权，诸王并非一级独立政权，不同于两汉封立的诸侯

王国。

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九年（ １３７６年）四月，“ 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明

史·太祖纪》）。十一年（ １３７８年）正月，改南京为京师。十

三年（ １３８０年）正月，罢中书省（《 明史·地理志》）。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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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分为一京师（ 又称直隶）和十二布政使司，即北平、山

东、山西、河南、陕西、 广东、广西、福四川、江西、湖广、

建、浙江。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二月，平云南，置云南布政使

司。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改北平为北京，罢北平布政使司，

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永乐五年（ １４０７年）六月，安南平，又

置交阯布政使司。十一年（ １４１３年）二月，再置贵州布政使

司。十九年因迁都北京，而以北京为京师，改原京师曰南京。

宣德二年（ １４２７年）弃交阯。从此以后迄于明终，全国分为

京师（ 又曰北直隶）、南京（ 又曰南直隶）、和山东、山西、河

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等十三布政使司，又称十三省。这是明代最高一级

地方行政区划。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

品。布政使掌一省之政。

“ 府”是明代二级行政区划，上统于直隶省和布政使司，

下领州县。府设知府一人，正四品，掌一府之政。但顺天府、

应天府为京府，其主要官员称府尹，正三品，掌京府之政令。

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年）分天下府为三等，“ 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

府，知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 秩）正四

品；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从四品”（《 明史·职官志》）。

宣德二年弃交阯布政使司后，“ 计天下府凡一百五十有九”。

“ 州”是明代三级行政区划。州有属州与直隶州之别。属

州上统于府，有领县者，亦有不领县者，其地位与县相当。直

隶州上统于省，下领有县，其地位相当于府。职掌一州之政

的主要官员称知州，秩从五品，属州与直隶州同。明代“ 计

天下州凡二百三十有四”。州无分上、中、下等。

“ 县”是明代四级行政区划。上统于府或州，下分里社屯

甲。职掌一县之政的主要官员称知县，秩正七品，但依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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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的大兴、宛平二县和依郭应天府的上元、江宁二县的知

县，秩正六品。吴元年（ １３６７年）定县分三等：粮十万石以

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

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后并为正七品（《 明史·职

》）。明代“ 计天下县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一”官志 。

上述明代府州县之数额，均见《 明史·职官志》，但与

《 地理志》所载之数有出入，故将《 地理志》数附记于此，以

备考定。志云：“ 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

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

四川，曰湖广、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

曰云南，曰贵州。其分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

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编

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

此外，明代还有都司、行都司、留守司及卫所之置。都

司、行都司、留守司分隶五军都督府，如浙江都司、山东都

司、辽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陕西都司、四川都司、广西

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行都司，隶

右军都督府；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隶中军都督府；兴都

留守司、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

西都司、广东都司，隶前军都督府；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

西都司、山西行都司，隶后军都督府。而凡是卫所皆隶都司。

这些都司、行都司、留守司及卫所属军事建置，但有些都司

和卫所有实土，实为军政合一的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

明代计有都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卫四百九十三，所

二千五百九十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五（《 明史·地理

志》）。除卫数于《 职官志》作五百四十七外，余皆同《 职官

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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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代置土官，有宣慰使司、宣抚

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在行政上则

详见《 明史有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 ·地理

志》和《 职官志五》。

明代地方行政建置系统略如下图示：
县

县

府 州
长官司

少数民
长官司 族地区
县直隶州

州 县

县

卫

宣慰军民府 司
布政使司 宣抚司
（ 省）

安抚司

长官司 多见于西
宣慰司 长 南少数民官司

族地宣抚 长官司司 区

安 长官司抚司

长官司

御夷府 安抚司

御夷州

御夷长官司

卫 指有实土
千户所 的军政合

一堡 建置

所
都 司

省、府（ 直隶州、直隶厅）、第 九 节 清

县（ 散州、散厅）三级制

１６４４年，清王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至康熙、雍正、乾

隆年间，“ 长驱远驭，拓土开疆”，使中国领土“ 东极三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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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

广东琼州之崖山”（《 清史稿·地理志》序）。

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统治这辽阔的疆域，基本推行省、府

（ 直隶州、直隶厅）、县（ 散州、散厅）三级地方行政制度。

“ 省”是清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由明代的布政使司

演变而来。但清代的省比明代布政使司之数要多。这是因为

清初废明之南京，改置江南省，康熙间析江南省为江苏、安

徽二省。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年），析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

府置甘肃省，于是，原明之陕西布政使司又分为陕西、甘肃

二省。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年），原明之湖广布政使司又析为湖北、

湖南二部分。这样以来，清初期已拥有十八省，即直隶、山

东、山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同治

年间，置台湾、新疆两个行省。光绪年间，又将东北分为奉

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俗称东三省。至此，全国除西藏、青

海及内外蒙古等地方外，共设有二十三个省。总督或巡抚为

省级地方长官，但总督职权大于巡抚，有的总督要管辖二、三

个省的民、军要政。

“ 府”是清代次于省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一般上统于省，

下领州、县。其长官称知府。但顺天府因系京师所在，其地

位高于一般的府，其长官称府尹。奉天府因系盛京所在，初

如顺天府，亦设府尹，至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才改设知

府。清代与府同级的行政建置还有直隶州和直隶厅。二者上

统于省，下领有县。直隶州的长官称知州，直隶厅的长官称

同知。所谓厅，是清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新开辟的地区创

设的一种地方行政区名，有直隶厅和散厅的区分。

在省与府这两级行政区划之间，清如明旧，亦设有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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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监察区，其长官称道员。但清代道员已是实官，与明代只

是差遣有所不同。

“ 县”是清代第三级行政区划。一般上统于府、或统于直

隶州、直隶厅。县的长官称知县。与县同级的是散州和散厅，

均无领县。散州的长官亦称知州，散厅的长官亦称同知或通

判。

清代地方行政建置系统如下表

直隶州 县

县

散州

散厅

直隶厅 县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名虽分三级，实际上却要复杂得多。

例如有的府上直辖于朝廷，与省同列。有些州厅县直隶于省，

与府平行。另有散州、散厅、散县。又有土司、卫所、镇道，

掺杂于中。又因变革繁琐，地方单位之间，或省省相并，或

府府相割；或局部添改，划土设治；或全部撤裁，割属四迩。

或降府为厅、为州、为县，或升县为州、为厅、为府。加上

地名分歧，或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或旧地易新名，或新

地用旧名等等。这一切都使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复杂化。

—第十节　　　　中华民国 —

省、道、县三级制

１１１年１０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辛亥革命的风暴，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

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成立到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三十八年间，先是北洋军阀政

（道 监察区）

中央 省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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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都北京。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

本投降后，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严重关头。与其相适应，

其间中国历史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这种复杂的历史政治局面对当时

的地方行政制度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地方行政制度基本为省、道、县

三级制。

省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民国期间，除沿袭清代设置

的２３个省外，又划分出一些新的省。１９１４年将直隶省的热河

道、山西省的绥远道和兴和道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分

别划设热河、绥远、察哈尔三个特别区域。又将四川省的西

部和西藏的东部划为川边特别区域。１９２８年直隶省改名河北

省，奉天省名辽宁省，将原甘肃省的宁夏道及内蒙古的阿拉

善、额济纳两旗划设宁夏省，将甘肃省的西宁道及青海地区

划设青海省，同时将热河、绥远、察哈尔、川边四个特别区

域分别改为热河、绥远、察哈尔、西康四个省。１９４５年抗战

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将原东北三省改划为黑龙江、嫩江、兴

安、松江、合江、吉林、安东、辽北、辽宁九个省（ 参见

《 我国近现代的行政区划》一文，载《 地理知识》１９８２年第４

期）。１９４６年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１９４７年５月，在中

国共产党的协助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解放以来我国

省级行政区的改革和调整》，载《 地理教学》１９８２年１期），至

解放前夕，全国共有３３个省和一个自治区，即河北、山东、

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宁夏、甘肃、

青海、新疆、台湾、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吉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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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宁、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原兴

安、辽北两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此外，还有北平、天津、沈

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

，载庆等１２个直辖市和西藏地方（《 我国近现代行政区划》

《 地理知识》１９８２年４期）。

“ 道”是民国期间曾实行过的二级行政区划。上统于省，

下领有县。一省划分为若干道，一道管辖若干县。但原顺天

府划为独立区域，改称京兆地方，与道相当。民国十七年

（ １９２８年）迁都南京后，废道及京兆之制，由省直接领县，成

为省、县二级制。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又逐渐设置行政

专员区，次年改为行政督察专员署。

“ 县”为民国间三级行政区划，上统于道或省，下领有区、

乡。民国初，废除府、州之置，原称府称州者，或废或改为

县。民国间的县也是分等级的。

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

主义的殖民地。１９３７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

动了全面的对华侵略战争，我国的大片领土被日本侵略者占

领。日寇为了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极力扶

持大小汉奸，施行所谓“ 以华治华”。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

的操纵下，在沦陷区一度成立了一些汉奸伪政权。如在东北

成立了伪“ 满洲国”；在内蒙古成立了伪“ 蒙疆自治政府”；在

北平成立了伪“ 临时政府”，后汪精卫在南京组成伪“ 中央政

府”后，北平的伪“ 临时政府”又改为“ 华北政务委员会”；

在冀东则成立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与北平伪“ 临时政

府”合污。类似这些汉奸傀儡政府，其控制地域内，也曾有

省、道、县的行政区划。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等地后，还

组织过各级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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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特别说明的是，自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领导

举行了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

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领

导红军和革命人民陆续建立了一些革命根据地。后在抗日战

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又在华北、华

东、华南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进行难苦卓绝的

抗日斗争。嗣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

区遍布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华中等广大地区。从二十

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根据

地和解放区，都建立过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如在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过工农苏维埃政府；在抗日战争

时期，在陕北建立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华北建立过晋察冀

边区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建立过华北人民政府等

等。在这些革命斗争根据地和解放区地域内，也领有若干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根据形势的需要，还新设过一批联

合县，也设置过若干专署或行政公署或行政委员会，以管辖

根据地内或解放区内的县和联合县。这样以来，在中国大地

上，于一时期内，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政权

与国民党政府乃至日伪统治下的反动政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

历史局面。

第十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行政区划沿革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进入

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

会各方面的发展，行政区划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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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不同的行政区划系统；在不同的地区，又有着不同的行

级别升降、治政区划名称。各级政区的撤销复置、合并离析、

所迁徙以及名称更改等等，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需要而有所

变更。但总的说来，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的行政建置以省、县

二级为主。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４年间，则为三级制，在省级建置以

上还有六大行政区。

（ 一）解放初期的六大行政区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省级区划以上曾设

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五大行政区。这五大行政区

的政府驻地分别是沈阳、西安、上海、武汉、重庆五市。当

时，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平原省、察哈尔省、

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为中央人民政府直属省级行政单

位。１９５０年９月５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并于同年１１月１２

日，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职能同五大行政区，所

辖省、市、自治区即原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各行政单位。１９５２

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华北事务部，设立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同时撤销原五大行政区人

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分别改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东北、

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五个行政委员会。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

南、西南六大行政委员会，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

地区等由中央直辖。

（ 二）省与省级行政区划

省的建置相沿前代。１９５４年以前，各省分属于六大行政

区，以后则直辖于中央。省下领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省的数目不断变化。

与省同级的行政区划还有直辖市、自治区、行署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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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区、筹备委员会等名目，其数目亦随时间和形势的变

化而变化。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７年初，我国的省级行政区

划数目及其变化如下表：

其中，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撤销旅大行署区，设旅大直辖市；撤

销四川省，分设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区。

１９５２年８月，撤销皖北、皖南二行署区，恢复安徽省。撤

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同年１１

月撤销平原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山东、河南。撤销察哈

尔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山西。南京由直辖市改为

江苏省辖市。撤销苏北、苏南二行署区，合并为江苏省。

１９５３年７月，吉林省长春市和松江省哈尔滨市升为直辖

市。

１９５４年６月，撤销辽东、辽西二省，合并为辽宁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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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松江省和宁夏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黑龙江省和甘肃省。

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长春、哈尔滨、武汉、广

州、重庆、西安十一个直辖市分别改为辽宁、吉林、黑龙江、

湖北、广东、四川、陕西七省的省辖市。同年还撤销绥远省，

其行政区域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１９５５年７月，撤销热河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辽

宁二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又撤销西康省，其行政区域并入四

川省。９月，撤销新疆省，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９５６年４月，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１９５７年７月决定，设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撤销广西省设

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两自治区分别于１９５８年３月和１０月正

式成立。

１９５８年２月，直辖市天津改为河北省辖市。

１９６５年９月，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１０月，广西僮族自

治区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９６７年１月，天津市复升为直辖市。

此后，省级行政区划未有变动，即今河北、山西、辽宁、

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台湾二十二个省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

个民族自治区以及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

（ 三）县与其他

县级行政建置自春秋战国出现以来，至今沿用不废，表

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以下的基本行政区

划依然是县。一般每省、每自治区、每直辖市下面皆管辖为

数不等的县。县下领区、乡。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８１年间，则县下领

若干人民公社。与县同级的行政单位，则有县级市、县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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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县、旗等。

在省与县之间，还有地级市（ 省辖市）和专署（ 亦称地

区）、自治州、盟等。其中的专署本不是一级政区，而是省级

派出机关。但后来实际上形成一级政区，上统于省，下管领

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些专署（ 地区）和

县，分别改为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建制，以便在某一地域内的

经济发展中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我国现代行政区划系统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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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京市建置沿革总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社会

主义新中国的首都。建国以后，北京市一直为中央直辖市之

一。现在的北京市，辖有十区八县，即东城、西城、崇文、宣

武、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等区和通县、

大兴、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延庆等县。总面积

为１６８０７．８平方公里，人口９３３．　 ２（万 １９８３年（）据《 欣欣向

荣的北京》一书中“ 人口及土地面积”统计表）。今日北京市

的建置及辖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的。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

幽陵和幽都

北京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六、七十万年

前，今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天然洞穴中，就居住着举世闻

名的“ 北京人”。在距今约十万年和一万八千年前，在龙骨山

的另外洞穴中，又先后有“ 新洞人”和“ 山顶洞人”生养繁

息“。北京人“”、新洞人”和“ 山顶洞人”分别属于旧石器时

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原始人群。他们利用木棒和打制的粗

糙的石器，采集植物的果实和猎捕野兽鱼虾而生活。考古工

作者在“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发现了用火的遗迹，火的使

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于“ 山顶洞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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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形态已和现代人基本相同，他们生活的时代已是母系氏

族社会了。

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间，人类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在

门头沟区东胡林，平谷县上宅、北埝头，昌平县雪山等地，都

已发现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北

京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告别了天然洞穴，来到河谷阶地和山麓

平原上定居，并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活。他们不仅能制造和

使用各种精致的石器，而且已经大量制作和使用陶器，甚至

能够制作骨项练、陶猪头一类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这时候的

人类社会已是父系氏族公社了。

大约就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传说中的黄帝开始“ 经土分

野”，萌发着中国分为九州的原始地理观念。也就在这时候，

幽陵和幽都《。 史记·今北京地区获得了最早的名称 五帝

本纪》称，在黄帝之孙帝颛顼时，中国的疆域“ 北至于幽

陵”。同书又谓帝尧“ 申命和叔，宅北方，曰幽都。”所谓

“ 幽陵“”、幽都”《， 史记·正义》皆谓之幽州。从《 史记·五

帝本纪》谓舜“ 请流共工于幽陵”，《 庄子·在宥》谓“ 流共

工于幽都”，而《 尚书·尧典》又谓“ 流共工于幽洲（ 州）”看

来，幽陵、幽都、幽州似乎指同一地区。据某些文献记载，舜

流共工之处谓之龚城，一作共城，其地在今密云县东北境。例

如《 括地志》谓：“ 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按唐之檀州治今密

云，所领燕乐县治在今密云东北燕乐庄 作者］界，故老

相传，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贺次君：《 括地志辑校》卷

二）。顾炎武谓：“ 共城，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亦作龚

城”（《 昌平山水记》卷下）。这样说来，视远古时代的幽陵、

幽都、幽州为今北京地区，应当是合理的。至少可以说，今

北京地区包括在远古时代传说中的幽陵、幽都、幽州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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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范围内。

第二节　　　　先秦时代的蓟和燕国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后，随着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和私有

制的出现，阶级形成了，国家也随之产生。夏、商、西周就

是我国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奴隶制国家。这时候，人类文明已

发展到青铜器时代。

殷商之时，今北京地区已有蓟和燕两个自然生长的国家。

蓟本作 ，燕本作妟、匽、郾。蓟和燕都是商的属国。周武王

伐纣胜利后，立即封黄帝之后（ 一说帝尧之后）于蓟（ 见

记·乐记》和《 史记·《 礼 周本纪》），封召公奭于（燕《 史记

因·周本纪》）。 而蓟和燕又都成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关于

蓟和燕的始封地以及这两个诸侯国的相互关系，历来存在着

不同观点的争论，至今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对于蓟国的

始封地，人们多从《 水经注· 水》篇之说，认为在古蓟城，

即今北京城西南部广安门一带地方，因蓟丘以名国。对于燕

国的始封地则众说纷云，有的说在今河北省涞水县境，如

《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易州条：“ 废涞水县在［易］州北

四十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有的说在今天津市

蓟县地，如《 括地志》：“ 燕山在幽州渔阳县［按唐渔阳县治

即今天津市蓟县 作者］东南六十里。徐才《 宗国都城

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

（《 括地志辑校》卷二）。还有的说在今北京，如《 史记·燕

召公世家·索隐》：“ 后武王封［召公奭］之北燕，在今幽

蓟县故城是也。”因为考古工作者在今房山区琉璃河以北的董

家林、黄土坡一带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古城遗址和同时代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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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群，并出土大批青铜器，有的带有“ 妟侯”铭文，因此，近

年来人们较一致地认为燕国的始封地就在这里。

召公奭为西周初期辅臣之一，位居太保。周武王封召公

奭于燕国，充分说明西周王朝对燕国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

此，燕国的势力和地位远过于蓟国。后来，燕灭蓟，燕遂迁

都于蓟。《 韩非子·有度》篇曰：“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

国。”这里的“ 河”乃指古黄河，其下游大约流经今河北省大

清河一线；这里的“ 蓟”乃指古蓟城，即今北京城区西南部

广安门一带地方。也就是说，在燕襄王（ 公）（ 前６５７一前６１８

年）时，燕国已迁都蓟城。据此，则燕国吞灭蓟国并迁都于

蓟，当在燕襄王（ 公）之时或稍前，已是春秋时代之中期了。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周武王始封的蓟和燕及

其相互关系，史籍记载，很不一致。例如《 礼记·乐记》云：，

“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

后于祝，⋯⋯”。《 史记·周本纪》则谓：“ 武王追思先圣王，

乃褒封⋯⋯黄帝之后于 封召公奭于燕，祝，帝尧之后于蓟·⋯⋯

⋯⋯”《。 史记·燕召公世家》谓“：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

燕。”对此《， 索隐》云“：⋯⋯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

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 水经注· 水》在

“ 蓟县故城”下谓：“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

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

公之故国也。”陆德明《 经典释文》卷１３谓：“ 黄帝姬姓，君

奭盖其后也。”朱彝尊《 日下旧闻》赞同其说，谓：“ 召公所

出，众说纷云，当以陆德明为是。盖《 乐记》所云封黄帝之

后于蓟者，即召公也。”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卷４“ 历代

都邑考”引《 舆地广记》云：“ 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分召

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又引《 诗补传》云：“ 蓟后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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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

燕。”　《 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

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

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 唐）幽州蓟县， 古燕国

也。”如上种种，不胜枚举。尽管诸家各有其说，但较为一致

的说法是蓟和燕原为西周初期分封的两个诸侯国，后来蓟国

或自绝，或被灭，或更封，都变为燕国的疆域，蓟城则变为

燕国之都。

春秋时代，燕国还是众诸侯国中较为弱小的一个。正如

《 史记·燕召公世家》所云“：［燕国（］北［）外］迫蛮貉，内

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特别是

前 ６北方的山戎部落，对燕国的威胁最大。燕桓侯（ 前６９７ ９１

年）时，受山戎部落之逼，燕国徙都临易（ 在今河北省雄县

前６５境）。燕庄公（ 前６９０ ８年）时，山戎大举侵燕，燕求

救于齐，齐桓公遂北伐山戎，成为春秋时代燕国历史上的一

件大事。

战国时代，燕国势力渐强盛，与秦、楚、齐、赵、韩、魏

六国共称“ 战国七雄”。燕王哙（ 前３２０一前３１２年）时，燕

国内乱，齐宣王乘机伐燕，破燕国都城，杀燕王哙与太子相

子之，大掠而去，使燕国蒙受巨大损失。继而燕昭王立（ 前

３１１ 前２７９年），昭王招贤纳士，励精图治，“ 乐毅自魏往，

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　（《 史记·燕召公世

家》）。对待郭隗等名士，昭王为之“ 改筑宫而师事之”，对待

平民百姓，则“ 吊死问孤”，同甘共苦。经过二十余年的苦心

经营，燕国殷富，国力振兴。燕昭王二十八年（ 前２８４年），

命乐毅率军伐齐“，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下［齐］七十余

城，尽郡县之以属燕”，同时“ 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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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

之植，植于汶篁（”《 战国策·燕二》）。燕昭王因而洗雪了先

王之耻，乐毅亦因战功被封为昌国君（ 封地在今山东省淄博

市境）。乐毅伐齐的第二年，燕将秦开又北攻东胡，拓地千余

里，遂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修筑西

起造阳、东抵襄平的千里长城。

总之，燕国强盛之时，无愧于“ 战国七雄”之一的称号。

它“ 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

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

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

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 战

）《。 汉书·地国策·燕一》 理志》亦云：燕地“ 东有渔阳、右

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

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

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这就是说，今北

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辽宁省大部、内

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等广大区域，都曾是燕国的

疆土。它除有都城蓟外，还有中都（ 在今房山区东南部）、下

都（ 即武阳城，在今河北省易县）。

燕昭王死后，燕国渐渐衰落下去。至燕王喜二十九年

（ 前２２６年），秦军攻破燕都蓟城，燕王喜逃亡辽东。三十三

年（ 前２２２年），秦军攻辽东，虏燕王喜，燕亡。从周武王封

召公奭于燕至燕亡，燕国“ 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

独后亡（”　《 史记·燕召公世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0

第三节秦、两汉的广阳郡、燕国、

广阳国、幽州及其他

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２２１年），在兼并四海、统一中国之

后，“ 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

下为郡县（”　《 汉书·地理志》）。尽管秦郡之数，有三十六郡、

四十郡、四十二郡、四十八郡等诸说，但与今北京市相涉者，

有上谷、渔阳二郡，是绝无争议的。上谷郡在西，渔阳郡位

东，上谷郡治沮阳（ 今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南之大古城村

北），渔阳郡治渔阳（ 今怀柔县东梨园庄东南），因渔阳郡治

在今北京市境，故与今北京市关系尤为密切。除上述二郡外，

对秦是否在燕都蓟城置广阳郡争论颇大。若秦郡为三十六或

四十，则无广阳郡；若秦郡为四十二或四十八，则广阳郡为

其一。首主秦于燕都蓟城置广阳郡者，是郦道元，他在《 水

经 注 · 水》中云“： 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武王封

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按

《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一年（ 前２２６年）秦将王

贲、王翦取燕蓟城，燕王喜亡据辽东；二十五年（ 前２２２

年）王贲又率军攻燕辽东，得燕王喜，燕亡。由此可见，秦

灭燕或为秦王政二十一年，或为二十五年（《 史记·燕召公

世家》所记秦攻灭燕的时间与此同），不当作二十三（年 前２２４

年）。《 水经注》作二十三年，有两种可能，一是将“ 一”或

“ 五”误作“ 三”；一是作“ 二十三年”并非误，可能就在秦

军攻取燕都后两年，于蓟城置广阳郡。清人全祖望力主秦置

郡之说，谓“ 燕之五郡（ 指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

东五郡 作者）皆燕所旧置，以防边也。渔阳四郡在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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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在西，而其国都不豫焉。自蓟至涿三十馀城，始皇无不置

郡之理，亦无反并内地于边郡之理。且始皇之并六国也，其

国都如赵之邯郸、魏之砀、楚之江陵、陈、九江、齐之临淄，

无不置郡者，何以独燕无之？”（《 汉书·地理志稽疑卷１》）。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秦郡为数四十八，亦包括广阳郡在

内。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不仅赞同秦郡四十八之说，

且将其分为三大组，“ 秦之故地为一组，这组共有六郡，即汉

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是也。取之胡越的为一

组，这组也有六郡，即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九

原是也。六国之旧地为一组，这一组中，楚之旧地置有八郡，

即南郡、九江、泗水、东海、长沙、薛郡、黔中、陈郡是也。

赵地八郡，即太原、上党、钜鹿、云中、雁门、代郡、邯郸、

河间是也。燕地六郡，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广阳是也。广阳是增置的。齐地七郡，即齐郡、瑯琊、胶东、

胶西、济北、博阳、城阳是也。胶东以次五郡是增置的。韩、

魏两地共七郡，河东、三川、东郡、南阳、定陶、砀郡是

也”（《 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十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可见周谷城先生亦主秦增置广阳郡之说。但是，不

主秦于燕都置广阳郡者，亦大有人在。例如，《 晋书·地理

志》：“ 及秦灭燕，以为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五

郡。”而不言广阳郡《。 舆地广记》卷十二“：幽州，武王封召

公奭于燕，都此。及秦灭燕，以为上谷郡。《” 太平寰宇记》卷

六十九：“ 燕称王十叶，至始皇灭燕，置三十六郡，以燕都及

燕之西陲为上谷郡。”二者都谓燕都蓟城在秦为上谷郡地。

《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云：“ 秦始皇二十一年，王贲取燕蓟

城，因置蓟县，属上谷郡。”顾祖禹亦不主秦置广阳郡说。总

之秦灭燕后是否于燕都置广阳郡，向来有不同之见。笔者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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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系涿县人，郦道元《 水经注》之说，因为向于 郦 所记今

北京地区之事，应当是可信的。至于秦广阳郡属县，除蓟县

外，余者尚难一一列出。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天下动荡。秦二世

（ 胡亥）二年（ 前２０８年），“ 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

，其中韩广自（《 史记》卷８“ 高祖本纪”） 立为燕（王《 史记

》）。·索隐 汉高祖元年（ 前２０６年，时刘邦尚未即帝位）二

月（《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一》作一月），项羽封燕将臧荼

为燕王，都蓟，徙封韩广为辽东王。但韩广不从，于同年八

月（《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一》作七月）被臧荼击杀于无

终（ 今天津市蓟县）。

汉高帝五年（ 前２０２年）十二月（ 时以十月为岁首），汉

王刘邦与西楚霸 。二月甲午，王项羽决战垓下，项羽兵败自刎

刘邦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 即定陶），建立西汉王朝。时臧荼

降汉，仍为燕王。同年秋七月（《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

一》作九月，《 史记》作十月），臧荼反，汉高祖亲自率军征

讨，杀臧荼，遂立太尉卢绾为燕王。置燕国（《 汉书·地理

志》谓广阳国 《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一》载：为高帝燕国。

吕后七年“ 初置燕国”。这里从《 地理志》说）。汉高祖十二

年（ 前１９５年，但《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作十一年）十二月，

因陈豨降将告卢绾派人与陈豨合谋反汉，高祖遂命樊哙、周勃

讨伐卢绾，并于同年二月甲午改封皇子刘建为燕王，是谓燕

灵王。未久，汉高祖崩，卢绾逃亡匈奴。总之，汉高祖时，於

故燕都蓟城置燕国，为西汉初年封立的诸多王国之一，臧荼、

卢绾、刘建相继为燕王。

吕后七年（ 前１８１年）九月，燕王刘建薨逝，吕后派人

杀其子，绝其后，燕国废除。八年（ 前１８０年），立吕肃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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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置燕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 国。未几，吕通被诛，国除。

汉文帝元年（ 前１７９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刘泽

为燕王（《 史记·孝文本纪》，但《 汉书·文帝纪》作十二

月），是谓燕敬王，燕国复置。二年（ 前１７８年）刘泽薨。三

年（ 前１７７年）燕康王刘嘉嗣，历二十六年即至景帝五年

（ 前１５２年）而薨。景帝六年（ 前１５１年）刘定国继为燕王，

历二十四年即至武帝元朔二年（ 前１２７年）秋，燕王刘定国

因罪自杀，国除。元狩六年（ 前１１７年）四月乙巳，立刘旦

为燕王，是谓燕刺王。

昭帝元凤元年（ 前８０年）十月，因燕刺王刘旦谋反，被

废为庶人而自杀，国除。遂改燕国为广阳郡。从汉高帝始置

燕国，至昭帝改置广阳郡，燕国经历一百二十余年。

宣帝本始元年（ 前７３年）秋七月（《 汉书·诸侯王表第

二》作五月），又封燕刺王刘旦之子刘建为广阳王，由是废广

阳郡而改置广阳国，仍都蓟。历二十九年，广阳王刘建薨，于

汉元帝初元五年（ 前４４年），改封穆王刘舜为广阳王，历二

十一年刘舜薨，于成帝阳朔二年（ 前２３年）由思王刘璜嗣。

刘璜王广阳国亦历二十一年而薨，于哀帝建平四年（ 前３

年）由刘嘉嗣。十二年后王莽篡位，广阳王刘嘉被废，国除。

从汉宣帝改广阳郡为广阳国，至莽新而废，广阳国共历八十

余年。

据《 汉书·地理志》，西汉广阳国辖蓟、方城、广阳、阴

乡四县，共计２０７４０户，７０６５８人。其中蓟县治蓟城，即今北

京广安门一带地方；方城县治在今河北省固安县城西南十七

里方城村；广阳县治在今房山区东北隅南、北广阳城二村处；

阴乡县在明、清顺天府西南二十五里，当在今丰台以南、永

定河左岸。以上四县除方城县外，均在今北京市境内。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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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时之燕国、昭帝时之广阳郡，是否亦辖此四县，未敢

妄断。从《 汉书·樊哙传》谓“ 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

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等情况看，

似乎高帝所置之燕国，辖县不止为四，应为十八县，但史籍

缺载，实难考定。

西汉于今北京地区所置郡、县（ 侯国），与今北京市境相

涉者，除广阳国及所领四县外，余者分述如下：

渔阳郡，仍秦旧置，治渔阳城，故址在今怀柔县东梨园

庄东南或言在密云县西南统军庄南。《 汉书·地理志》：渔阳

郡领十二县，为渔阳、狐奴、路、雍奴、泉州、平谷、安乐、

厗奚、犷平、要阳、白檀、滑盐，共计６８，　８０２户，２６４，　１１６

人。渔阳县与郡同治渔阳城。狐奴县治在今顺义县东北二十

五里、狐奴山西。路县治在今通县东八里古城村（ 残垣尚

见）。雍奴县治当在今天津市宝坻县南十里秦城（ 遗址今存）。

泉州县治在今天津市武清县（ 杨村）西南５里城上村。平谷

县治在今平谷县东北十二里大、小北关村一带。安乐县治在

今顺义县西南古城村北里余（ 残垣尚见）。厗奚县治在今密云

县东北古北口内、潮河右岸。犷平县治在今密云县东北石匣

至瑶亭一带，要阳县治在今河北省丰宁县东南、兴州河（ 古

称要水）上游。白檀县治当在今河北省隆化县境、滦河之畔。

滑盐县治当在今河北省滦平县西南巴克什营一带（ 以上多据

《 水经注》而定）。这十二县中，除雍奴、泉州、要阳、白檀、

滑盐五县在今北京市界之外以外，其余七县俱在今北京市境。

上谷郡，仍秦旧置，治沮阳城，故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

官厅水库南岸大古城村之北，辖十五县，为沮阳、泉上、潘、

军都、居庸、雊瞀、夷舆、宁、昌平、广宁、涿鹿、且居、茹、

女祁、下洛。共计３６，　００８户，１１７，　７６２人。十五县中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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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居庸、夷舆三县在北京市界内以外，其余十二县分布在

今河北省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宣化、万全、赤城等县

境。因为昌平县后徙于居庸关内，故在此加以着重说明。西

汉之昌平县治在今河北 桑乾河南岸（ 见《 水经省阳原县境、

水》），不在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这个注 · 问题古来争论

不休，笔者赞同《 水经注》说，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至

于在今北京市界内的三个县，其治所分别是：军都县治在今

昌平县西十七里（ 亦有在今河北省怀来县矾山之说）；居庸县

治在今延庆县城或稍东；夷舆县治在令延庆县东北二十里古

城东（ 残垣尚见）。

涿郡，汉高帝置，治涿，即今河北省涿州市，领二十九

县，除良乡（ 侯国）、西乡（ 侯国）二者在今北京市界内以外，

其余二十七县均在今河北省境。良乡县治在今房山区窦店西

一里（ 遗址今存）。西乡县治在今房山区长沟东（ 残垣尚见）。

此外，阳乡县治在今河北省涿州市东境、永定河右岸之长安

城，其县境北部当亦在今北京市境。

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１０６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之后，

渔阳、上谷、涿郡皆属幽州刺史部。当然，幽州刺史所管辖

的不止此三郡，还有代郡、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

浪、勃海等郡。惟广阳国下，《 汉书·地理志》不注“ 属幽

州”。这说明广阳国不在幽州刺史所巡察郡国之列。

西汉末年，平帝年幼，王莽摄政 （ ４。汉平帝元始四年

年），“ 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

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王莽更改天

下郡县之名当自此始。又四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 公元

９ ２５年）。

据　《 汉书·地理志》，王莽所改郡国县邑之名与今北京市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6

相关者，列表如下：

光武中兴，建立东汉王朝，年号建武。东汉初立，于今

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仍西汉之旧。时幽州牧为朱浮，驻蓟。渔

阳郡太守彭宠，上谷郡太守耿况，涿郡太守张丰。建武二年

（ ２６年）四月甲午，光武帝封叔父刘良为广阳王，广阳国继置。

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 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

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

见名尚书，封拜（”　《 后汉书·光武帝纪 》）。于是，原各侯国

亦得复有，至建武六年（ ３０年）始遣列侯就国。

建武五年（ ２９年）三月癸未，广阳王刘良改封为赵王，始

就国。此后广阳国当空有国名而 （ ３７无王。直至建武十三年

年）二月丙辰，省广阳国，其地并入上谷郡。至和帝永元八

年（ ９６年）九月庚子，复置广阳郡，原广阳国所属地域归上

谷郡辖，为时长达五十九年。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依诏并省四百余县，其中原属广阳

国的阴乡县，原属上谷郡的夷舆县，原属涿郡的西乡县等均

在省并之列。因为这三个县俱在今北京市境，故特列如上。所

省渔阳、上谷、涿郡所属其他诸县，因与今北京市关系不大，

故从略。

建武十五年（ ３９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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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因“ 时胡寇数犯塞，故徙之。”疑此

时将西汉置于 水之畔的昌平县内徙于今昌平县东南境。待

建武二十六年（ ５０年），诸郡民归于本土时，或许昌平县未复

徙回，故东汉之昌平县在今昌平县东南，与军都县同由上谷

郡改属广阳郡。

另外，原属渔阳郡各县，除白檀、要阳、滑盐三县省废

外，路县改作潞县，迁治于今河北省三河县西南城子村处。又

原属渤海郡之安次县划归广阳郡。

上述诸项说明，东汉时今北京地区的郡县建置及政区界

线有较大的变动。与今北京市相关的郡县是：

广阳郡，治蓟，领五县，为蓟、广阳、昌平、军都、安

次。只有安次县在今北京市界外。共计４４５５０户，２８０６００人。

渔阳郡，治渔阳，领九县，为渔阳、狐奴、潞、雍奴、泉

州、平谷、安乐、傂奚、犷平。只有雍奴、泉州二县在今北

京市界外。共计６８４５６户，４３５７４０人。

上谷郡，治沮阳，领八县，只居庸一县在今北京市界内。

全郡共计１０３５２户，５１２０４人。

涿郡，治涿县，领七县，只良乡一县在今北京市界内。全

郡共计１０２２１８户，６３３７５４人。

上述四郡均属幽州。因东汉幽州为最高行政区之一，幽

州刺史（ 或州牧）已有固定治所，就是蓟城。所以东汉时的

蓟城，不仅为广阳郡郡治，而且是幽州的行政中心。当时幽

州辖郡除广阳、渔阳、上谷、涿郡外，还有代郡、右北平、辽

西、辽东、玄菟、乐浪六郡以及辽东属国。至东汉末年，即

献帝建安十八（年 ２１３年）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即将原

幽、并、冀、凉、雍、交、荆、益、青、兖、徐、扬、豫十

三州以及司隶校尉省并为冀、雍、荆、益、兖、青、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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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九州。时幽、并二州同时省并入冀州。因此，原幽州所属

郡县遂改属冀州了。这时冀州的行政中心为邺（ 今河北省临

漳县西南）。

综上所述，秦至西汉于今北京市境的行政建置有如下特

点：

（ １）故燕都蓟城先后为广阳郡→燕国→广阳郡→广阳国

→广阳郡等郡与王国的治所所在。光武帝中兴建立东汉王朝

后，又成为幽州的行政中心。

（ ２）今北京市境主要分属广阳郡（ 包括燕国、广阳国）、

渔阳郡，兼为上谷郡、涿郡之一部。

（ ３）县为数多、辖境小。今房山、昌平、延庆、密云、顺

义等区县内，都曾置有二、三个县。

（ ４）莽新至东汉间，行政建置变化较大。主要表现为：王

莽普遍更改郡县名号，东汉则复旧名；幽州正式成为最高行

政区之一，且有固定治所，即蓟城；广阳国省并入上谷郡，后

复置；阴乡、西乡、夷舆等县与侯国省废；昌平县内徙，并

与军都县由上谷郡改属广阳郡；安次县亦由渤海郡属县改广

阳郡属县，而原属广阳国的方城县则改属涿郡等。

第四节　　　　魏晋十六国时的幽州

燕国、燕郡及其他

公元２２２～２６３年，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这时，

今北京地区属曹魏的版图。魏文帝黄初元（年 ２２０年“），郡国

县邑，多所改易（”《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兹将与今北

京地区有关者略述如下：

首先，复置幽州。原在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春，魏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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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禹贡九州之制，其中将幽、并二州废入冀州。但《 三国志

　·魏书·文帝纪》云：黄初六年（ ２２５年）三月，“ 并州刺史

梁习讨鲜卑柯比能，大破之。”又同书《 明帝纪》云：太和五

年（ ２３１年）四月，“ 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

儿禅诣幽州贡名马。”这里并州、幽州的分别出现，说明幽、

并二州已从冀州析出而复置。据同书《 崔林传》：“ 文帝践阼，

拜尚书，出为幽州刺史。”说明魏文帝一即位，幽州即复置了，

并命崔林为幽州刺史。时为延康元年，即黄初元年，亦即建

安二十五年（ ２２０年）。明 ２３７年）中，毌丘俭帝青龙（ ２３３

又迁任幽州刺史。

据清人洪亮吉《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曹魏之幽州治涿，

辖燕国与范阳、北平、上谷、代、辽西、辽东、昌黎、乐浪、

玄菟、带方等郡，共十一郡国。与东汉幽州相比，虽所辖郡

国之数同，但差异很大，除将原广阳、涿、右北平三郡改名

为燕国、范阳郡、北平郡外，又将东汉辽东属国升为昌黎郡，

将东汉末公孙度分乐浪郡所置之带方郡收入魏幽州属地。但

引人注目的是，秦汉名郡渔阳郡不见了。

其次，改广阳郡置燕国。魏文帝时，广阳郡仍东汉之旧。

明帝太和六年（ ２３２年）二月，诏曰：“ 古之帝王，封建诸侯，

所以藩屏王室也。⋯⋯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

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　 》）。遂将下邳王曹宇改封燕王，改《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广阳郡为燕国（ 同书《 燕王宇传》。燕王宇深得明帝宠信，青

龙三年（ ２３５年），徵入朝。景初元年（ ２３７年），还邺。二年

（ ２３８年）夏，复徵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病甚，拜燕王宇

为大将军，嘱以后事。但燕王宇固让，遂被免官。景初（ ２３７

２３９年）、正 元（ ２５４ ２５６年 ）、景 元（ ２６０ ２６４年）中，燕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0

王宇累增邑至５５００户。在曹魏所封诸王中，其食邑之户数，

仅次于东海王曹霖（ ６２００户），可见燕国在曹魏时的地位非同

一般。

据《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燕国都蓟，统十县，为蓟、安

次、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泉州、雍奴、狐奴。除

安次、泉州、雍奴三县外，余皆在今北京市界内。

再次，省渔阳郡。上文已提及，洪氏《 补三国疆域志》中，

幽州属郡不列渔阳之名。而在燕国所属安乐县下注云：“ 以下

四县（ 指安乐 作者）盖魏武省、泉州、雍奴、狐奴四县

作者）。”据此，则渔阳郡渔阳郡移属于此（ 指燕国 省于

魏武之时。

　考《 晋书·地理志序》：“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灵版

荡， ⋯⋯所省者七，上郡、朔关洛荒芜，所置［郡］者十二，·

方、五原、云中、定襄、渔阳、庐江。”洪氏之说当据此。但

翻检《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只有朔方、五原、云中、定

襄四郡之省有明确记载，为建安二十年（ ２１５年）正月。其余

三郡皆不知省废年月。　《 三国志·魏书·田豫传》称田豫为

“ 渔阳［郡］雍奴［县］人”；同书《 牵招传》中又有“ 渔阳

傅容在雁门有名绩，继［牵］招后，在辽东又有事功”之语；

同书《 明帝纪》云，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六月，“ 省渔阳郡之

狐奴县，复置安乐县。”据此而断，则明帝时尚有渔阳郡。同

书《 三少帝纪》载，嘉平五年（ ２５３年）“ 自帝（ 指齐王曹芳

作者）即位（ ２４０年）至于是岁，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

或还复，不可胜纪。”莫非渔阳郡省于斯时？

渔阳郡废后，今北京市境在曹魏时大部为燕国属县。此

外，良乡县属涿郡。居庸县属上谷郡，上谷郡治沮阳（《 水

水》经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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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某些县的废置。据《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魏

省渔阳郡后，原东汉渔阳郡属县只有潞、安乐、泉州、雍奴、

狐奴五县改属燕国，而渔阳、傂奚、犷平、平谷四县均随之

而废。这四个县分布在今怀柔县南部、密云县和平谷县境，省

废之后，其地当分属狐奴（ 后为安乐）、潞县以及北平郡之无

终、俊靡等县。

狐奴、安乐二县同在今顺义县境，东汉同属渔阳郡。曹

魏时，先废安乐而存狐奴，故有景初二年“ 省渔阳郡之狐奴

县，复置安乐县”之举。由此可知，此二县并非同时属燕国。

《洪氏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将二县并列于“ 燕国”之下，同

为燕国所统十县之一，是不妥当的。在这里应特别说明，汉

之狐奴县在今顺义东北、潮白河左岸，安乐县在顺义西南温

榆河左岸；而顺义西北六里之衙门村（ 旧名安乐庄）亦有为

安乐故城之说。《 水经注·沽水》所谓“ 沽水又南迳安乐县故

城东”，该安乐县故城当即今衙门村处。或言魏景初二年省狐

奴县并复置安乐县时，将安乐县治向东北迁移至此，以使县

治居县境适中之地。晋封蜀后主刘禅为安乐公，即指此一安

乐。

此外，关于曹魏之昌平县所在，亦存在争论意见。有的

主张在西汉昌平县地，即今河北省阳原县境；有的主张在东

汉昌平县地，即今昌平县东南境。《 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云：“ 文帝践阼，拜招使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同书

《 田豫传》云：“ 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豫持节

护乌桓校尉，牵招、解俊并护鲜卑校尉。”这说明魏文帝登位

后，北部边塞受到鲜卑、乌桓等部族的严重威胁。作为护鲜

卑校尉、护乌桓校尉的牵招、田豫等自当屯驻北部边塞的战

略要地，以尽保家卫国之责。《 水经注· 水 水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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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县故城北，王莽之长昌也。昔牵招为魏鲜卑东迳 校尉，屯

道元著《 水经注》时，去曹魏仅三百余年此。”郦 ，所言应当

是可信的。《 牵招传》云：“ 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

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招广布恩信，招诱降附。”牵招只有屯

驻居庸关外之昌平，方能发挥如上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曹

魏之昌平县也一定在居庸关外，牵招所屯之昌平，或许仅沿

用西汉故城及其名号而已。既然洪亮吉将曹魏昌平县列为燕

国属县，那么曹魏之昌平县应袭东汉之旧，在今昌平县东南

境。

西晋泰始元年（ ２６５年）十二月，司马炎受禅于魏，登帝

位，建立西晋王朝。

西晋仍置幽州。《 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 ２７１年）八

月丙申，“ 以征东大将军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

事。”泰始十年（ ２７４年）二月，分幽州五郡（ 辽东、昌黎、玄

菟、乐浪、带方）置平州，幽州辖境缩小。太康三年（ ２８２

年）正月，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 晋书·愍帝纪》：建

兴二年（ ３１４年）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杀幽州牧王浚。至

西晋末年，段匹 任幽州刺史（《 晋书·元帝纪》）。

西晋幽州治范阳国（ 今河北省涿州市），统郡国七，即范

阳国、燕国、北平郡、广宁郡、上谷郡、代郡、辽西郡。与

今北京市境相关者如下：

燕国，仍魏之旧置。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 封皇弟司

马机为燕王。晋制：“ 王不之国，官于京师”（《 晋书地理志

上》）。司马机死后，无子，由齐王司马冏之子司马几继嗣。西

晋燕国都蓟，领十县，为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潞、

安乐、泉州、雍奴、狐奴。其中除泉州、雍奴、安次三县外，

余者均在今北京市境内。狐奴县于魏景初二年省废后，至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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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置，治所仍在今顺义东北之狐奴山西南，仍属燕国。

范阳国，本汉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阳郡，晋武帝泰始元

年改置范阳国，封宣帝弟子司马绥为范阳王。治涿，领八县，

为涿、良乡、方城、长乡、遒、故安、范阳、容城。其中只

有良乡一县和长乡县（ 故城在今涿州市东之长安城）北部在

今北京市境。

上谷郡，治沮阳，领二县，为沮阳、居庸。其中居庸县

在今北京市境。

此外，今怀柔县北部和延庆县东北部山区，乃为鲜卑等

部族的游牧区。

西晋自惠帝间爆发“ 八王之乱”以后，国势日衰。北方

和西方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乘机内侵，汉

族一些地方军阀亦称王割据，最后演成了长达百余年（ ３１７

４２０年）的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的历史局面。这就是东晋和十

六国时期。

东晋王朝偏据江右，置而不论。与其先后对峙的十六国

（ 据《 晋书·载记》为：前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

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南燕、北燕、西凉、夏、

蜀等）之中，版图辖有今北京地区的有后赵、前燕、前秦、后

燕等国。兹分述如下：

一 、 后 赵

后赵，石勒建。石勒，本为羯人，系由小贩、奴隶而后

成为汉刘渊的将领，是西晋末年活动于今河北、山东、河南、

山西、安徽、湖北等省广大地区的一个军阀。西晋建兴二年

（ ３１４年）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杀侍中、大司马、幽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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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陵公王浚，焚烧城邑，害万余人（”《 晋书·愍帝纪》）。石

勒遂命晋尚书刘翰为宁朔将军，行幽州刺史，戍蓟。东晋元

帝大兴二年（ ３１９）年十一月戊戌，石勒僭登王位，建国号曰

“ 赵”，史称“ （ ３１８年）刘曜所建赵国后赵”，而称大兴元年

为“ 前赵”。后赵建平元（年 ３３０年），石勒正式即皇帝位。石

勒死后，后赵相继传位于石弘、石虎、石遵、石鉴、石祗；至

东晋永和七年（ 后赵石祗永宁二年，即３５１年），国灭，历时

三十二年。初都襄国（ 今河北省邢台市），后迁都邺。

后赵石勒于蓟城置幽州，命刘翰为幽州刺史。未几，刘

。其后段匹翰叛归段匹 、李孟、石光、石斌、王午等都曾

任幽州刺史。据《 十六国疆域志》卷２，后赵幽州统五郡，即

燕郡、范阳郡、渔阳郡、上谷郡、代郡。除代郡外，其余五

郡皆与今北京市境有关。

燕郡，与幽州同治蓟城。领五县，为蓟、安次、昌平、军

都、广阳。其中除安次县外，其余四县均在今北京市界内。蓟

县境内有征北府小城（ 东汉末公孙瓒筑，晋征北将军曾驻，故

名），在蓟城东南，疑为今大兴县境回城村处；又有君子城，

在蓟城西，当即今门头沟城子处。

范阳郡，治涿县，领八县，为涿、良乡、方城、长乡、遒、

故安、范阳、容城。其中只有良乡一县在今北京市境。长乡

县北部亦在今北京市境。

渔阳郡，治渔阳，领六县，为渔阳、潞、安乐、泉州、雍

奴、狐奴。除泉州、雍奴二县外，其余四县均在今北京市境。

上谷郡，治沮阳，领二县，为沮阳、居庸。只居庸一县

在今北京市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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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燕

前燕，自慕容皝始。慕容氏，鲜卑人，原居今辽宁省北部，

常一面仕晋，一面又为鲜卑单于。东晋咸康三年（ ３３７年）冬

十月，慕容皝自立为燕王。永和四（年 ３４８年），慕容皝死，子

大将军、幽平二州嗣位。次年“，假慕容慕容 牧、大单于、

）。燕王（”　《 晋书·穆帝纪》 永和八年（ ３５２年）四月，慕容

僭帝号于中山，称大燕，史称“ 前燕”。升平四年（ ３６０

嗣位。东晋太和五年（ ３７０年）正月丙戌，慕容 死，慕容

年）十一月，前秦苻坚将王猛攻克邺城，获慕 ，前燕灭亡。容

前燕历时共三十三年，始都龙城（ 今辽宁省朝阳市），慕容

称帝后，都蓟（ 今北京）。东晋升平元年（ 前燕光寿元年，即

３５７年），又迁都邺。

前燕慕容氏势力最强时，拥有幽、平、中、洛、豫、兗、

青、徐、冀、并、荆等十一州，相当于今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山西、河南、辽宁等省市的全部或一部。与今北京市

相关者，是幽州。

据《 十六国疆域志》卷３，前燕幽州辖六郡，为燕国

（ 郡）、渔阳郡、范阳国（ 郡）、北平郡、广宁郡、代郡。但

《 晋书·载记·慕容 有》云：永和六年（ ３５０年），慕 容

“ 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凡城”之举。故笔者认为，

慕容 为燕王时，尚有上谷郡，应为前燕幽州属郡之一。因此，

前燕幽州当辖七郡。其中与今北京市境相关者，有燕国

（ 郡）、渔阳郡、范阳国（ 郡）、上谷郡。

燕国，治蓟。初称国，慕容皝、慕容 皆为燕王可证。又

慕容皝曾“ 以勃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

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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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晋书·载记九· 》）。在这里，犹直呼“ 燕国”之慕容皝”《

迁都邺城后，当改燕国 使范号。但慕容 名燕郡，有“ 慕容

阳、燕郡构皝庙”（《 晋书·载记十· 》）以为证。燕国慕容

（ 为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郡）领十五县，

泉州、雍奴、狐奴、兴集、宁集、兴平、育黎、吴县等。其

中确知在今北京市界内者，为蓟、昌平、军都、广阳、潞、狐

奴六县。至于兴集、宁集、兴平、育黎、吴五县，均系慕容

皝时以相应各地的流人所置，其治所史籍缺载，均难考定。今

山东半岛上有“ 育黎”一地名，或许与育黎县有关。

渔阳郡，当治渔阳。《 十六国疆域志》谓属县无考。只是

据《 北史·窦瑗传》，瑗之曾祖窦堪，为慕容氏渔阳太守，知

前燕时曾有渔阳郡。

范阳国，治涿，后改名范阳郡，其据如燕国改燕郡。范

阳国（ 郡）领八县，为涿、良乡、方城、长乡、遒、故安、范

阳、容城。只良乡一县在今北京市境。又长乡县北部亦在今

北京市境。

上谷郡，当如后赵之制，治沮阳，领沮阳，居庸二县，居

庸一县在今北京市境。

三 、 前 秦

前秦，发端于苻洪。苻氏，氏人。东晋永和六年（ ３５０

年），穆帝以苻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

广川郡公。但同年三月，苻洪被后赵石虎故将麻秋鸩杀。次

年正月，子苻健僭称王，国号秦，都长安，史称“ 前秦”。十

一年（ ３５５年）苻健死，子苻生嗣位。东晋升平元年（ ３５７

年），苻坚（ 苻洪之孙、苻雄之子）杀苻生自立，称大秦天王，

建元永兴。时前秦势力，日渐强大。东晋太和五年（ 苻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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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六年，３７０年）灭亡前燕；又七年（ ３７６年），消灭前凉。因

此，前秦成为五胡中版图最大的国家，领有司隶、雍、秦、南

秦、洛、豫、东豫、并、冀、幽、平、梁、河、益、凉、宁、

兗、南兗、青、荆、徐、扬等二十二州，相当于今北京、天

津二市和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新

疆等省区全境以及辽宁、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之一部。东

晋太元八（年 ３８３年），苻坚兵败于淝水之战后，前秦骤衰，不

久分裂为后燕、西燕、后秦、后凉、西秦、后魏等小国。苻

３９４氏终为后燕慕容氏所灭。前秦历时四十三年（ ３５１ 年）。

前秦幽州刺史镇蓟城。先后任幽州刺史者有张哲、郭庆、

梁谠、苻洛、苻重、王永、苻谟等人（ 俱见《 晋书·载记》）。

据《 十六国疆域志》卷４，前秦幽州共领五郡，为燕国、范阳

郡、北平郡、广宁郡、代郡。《 十六国疆域志》未提上谷、渔

阳二郡，但上谷、渔阳二郡当为幽州属郡。在上述诸郡中，与

今北京市境相关者有四郡，即燕国、渔阳、范阳、上谷。

燕国，治蓟，领十县，为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

潞、安乐、泉州、雍奴、狐奴。其中除安次、泉州、雍奴三

县外，余者均在今北京市境。

渔阳郡，治渔阳，领一县，为渔阳。

范阳郡，治涿，领八县，仅良乡一县在今北京市境。

上谷郡，治沮阳，领二县，居庸一县在今北京市境。

四 、 后 燕

后燕，慕容垂建。东晋太元九年（ ３８４年，按《 晋书·载

记》作八年），慕容垂在河南荥阳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

建元“ 燕元”。十一年（ ３８６年），慕容垂又僭即帝位，改元

“ 建兴”，定都中（山 今河北省定县）。慕容垂在位十三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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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元二十一年（ ３９６年）病亡。相继嗣位者有慕容宝、慕容详、

慕容麟、慕容盛、慕容熙等。至东晋安帝义熙三年（ ４０７年），

国灭。历时二十四年。

后燕拥有冀、幽、平、营、兖、青、徐、豫、并、雍等

十州的土地。今北京市境时属幽州。

后燕幽州因前代之置，治蓟城。先后任幽州牧（ 刺史）者

有慕容宝、慕容农、平规、慕容会、慕容隆、慕容豪、卢溥

等。据《 十六国疆域志》卷１２，后燕幽州领六郡，为燕郡、渔

阳郡、范阳郡、广宁郡、代郡、上谷郡。与今北京市境相关

者为燕、渔阳、范阳、上谷四郡。

燕郡，《 晋书·载记》有“ 高勾丽寇燕郡”，慕容盛“ 燕

郡太守高湖降魏”的记载。燕郡治蓟，领十县，为蓟、安次、

昌平、军都、广阳、安乐、泉州、雍奴、狐奴。除安次、泉

州、雍奴三县外，余者均在今北京市境。

渔阳郡，当治渔阳，领渔阳一县。

范阳郡，《 北史·崔遹传》：遹为慕容垂范阳、昌黎二郡

太守。治涿，领八县，仅良乡一县在今北京市境。

上谷郡，《 晋书·载记》有慕容垂“ 至上谷之沮阳”的记

载《。 魏书·太祖纪》“：［慕容］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隣，损郡

奔走”。治沮阳，领沮阳、居庸二县，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

第五节　　　　北朝时的幽州燕郡

及其他

东晋、十六国之后，在南方有宋、齐、梁、陈相继建国，

在北方则有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先后更替，中国

仍是南北分裂、战乱不休的历史局面，史称南北朝时期（ 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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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年）。其间，今北京地区先后为北魏、东魏、北齐、北

周所统治。

一 、 北 魏

北魏，鲜卑拓跋氏建。早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３８６

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 登国”。同年四月，改称

魏王，都盛乐（ 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过了十年，即皇

始元年（ ３９６年），魏王拓跋珪称帝，改元“ 皇始”；又两年

（ ３９８年），正式定国号为“ 魏”，改元“ 天兴”，并迁都平城

（ 今山西大同市），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为与三国魏

相区别，史称北魏或后魏。拓跋珪之后，有拓跋嗣、拓跋焘、

拓跋余、拓跋濬、拓跋弘、元宏［按北魏太和二十年（ ４９６

年）正月丁卯，拓跋氏改姓元氏］、元恪、元翊、元子攸、元

晔、元恭、元修先后嗣位。其中于孝文帝元宏在位时，即太

和十九年（ ４９５年）九月，迁都洛阳。至孝武帝永熙三年（ ５３４

年）七月，因高欢专权，帝元修逃亡长安；十月，高欢遂立

元善见为帝，是谓孝静帝，并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同年闰

十二月，宇文泰酖杀元修，于长安拥立元宝矩为主，史称西

魏。从拓跋珪即代王位称登国元年（ ３８６年）始，至永熙三年

分裂为东、西魏止，北魏政权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拓

跋珪天兴三年（ ４００年）十二月，后燕燕郡太守高湖率户降归

北魏后，燕郡（ 今北京地区）始入北魏版图。

北魏所行地方行政制度仍是州、郡、县三级制。今北京

市境之大部于北魏始终属幽州，后来其西北部和北部分属燕

州和安州。

幽州，沿袭旧置。皇始元年（ ３９６年）八月，拓跋珪兴师

伐慕容宝时，特遣封真等三军“ 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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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又武泰（ 永安）元年（ ５２８年），葛荣旧书·太祖纪》）

部韩楼复据幽州反。次年九月，“ 大都督侯渊讨韩楼于蓟，破

。斩之，幽州平”（《 魏书·孝庄帝纪》）普泰元（年 ５３１年）二

月，“ 幽州刺史刘灵助起兵于蓟”（《 魏书·前废帝广陵王

纪》）。由此可知，北魏一代幽州治所始终在蓟。但是，幽州

所统郡县却前后变动甚大。据徐文范《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年表》，拓跋嗣永兴三年（ ４１１年），幽州辖燕、范阳、勃海、

河间、高阳、广川、上谷、广宁等八郡（ 卷４）；太平真君元

年（ ４４０年），幽州辖燕、上谷、范阳、渔阳、石城、建德、辽

西、北平等八郡和抚冥、柔玄二镇（ 卷５）；太和三年（ ４７９

年）后，只辖燕、渔阳（ 某些卷页误作汉阳）、上谷、石城四

郡（ 卷６）。但据《 魏书·地形志》，幽州辖燕、渔阳、范阳三

郡。二者孰是孰非？考上谷郡于太和十八年（ ４９４年）后改属

燕州（《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年表》卷６谓太和十八年分恒

州东部置燕州，后上谷郡属之；但同书《 郡县表》卷七上又

谓太和十一年由恒州分置燕州），故北魏后期上谷郡不当属幽

州。而石城当在营州境，更与幽州无涉。北魏孝明帝初，裴

延 迁任幽州刺史，曾主持修复范阳郡旧督亢渠和燕郡旧戾

陵渠等（ 详见《 魏书·裴延 传》），可证范阳郡实属幽州）。因

此，北魏后期幽州属郡当以《 魏书·地形志》为是。这样一

来，幽州辖境益加缩小了。据《 魏书》“ 帝纪”和“ 列传”，北

魏任幽州刺史者二十多人，而政绩最著者，当推裴延 。孝明

帝元诩在位间，裴延 任幽州刺史，时“ 水旱不调，民多饥

馁”，遂主持疏通戾陵堰、督亢渠等旧渠道“， 溉田百万余亩，

为利十倍”；又“ 修起学校，礼教大行“”，在州五年，考绩为

天下最 》”（《 魏书·裴延 ）传 。

北魏幽州若以永熙二年（ ５３３年）而断，据《 东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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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表》卷７，领燕、渔阳、上谷、石城四郡。除石城郡（ 当

在今辽宁省西南隅）外，其余三郡皆与今北京市境相涉，其

中又以燕、渔阳二郡为主。

燕郡，沿袭旧置，与幽州同治于蓟城。北魏燕郡太守见

于《 魏书》记载者，有高湖、费于、李蕴、卢道将等。燕郡

领五县，为蓟、广阳、良乡、军都、安城（《 魏书·地形

志 。除安城（ 据《 东晋》） 南北朝舆地表》卷５，延和二年

（ ４３３年）改安次县名安城，但《 水经注·巨马河》仍称安次

县，故治在今河北省廊坊市旧州）外，其余四县均在今北京

市界内。

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出讨论的是关于广阳、良乡、军都三

县的治所所在问题。

《 魏书·地形志》燕郡广阳县下注云“：有广阳城”。这就

是说，除广阳县治外，县境内别有一广阳城。这个广阳城当

即汉晋之广阳县故城，其址在今房山区东北隅之南、北广阳

城村处。既然《 魏书·地形志》将此广阳城特意注出，说明

北魏之广阳县治已非其地。今大兴县庞各庄、天宫院、郎各

庄等村之间，有为广阳城之说，至今当地流传着“ 大水冲了

广阳城”说法。笔者曾前往该地调查访问，得知五十年代此

处尚见一段古城垣遗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对

该广阳城遗址亦曾给予注意。但在有关北京的地方文献中，不

见任何有关该广阳城的记载。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北魏

之广阳县治很可能在此。因为北魏之 水（ 今名永定河）大

致流经今凉水河河道（ 见《 水经注·水 ），此一广阳城》 与

其西的汉、晋之广阳故城没有大河相隔，同在一县之境是完

全可能的。北齐天保七年（ ５５６年）所省入蓟县的广阳县治亦

当在此，该城遂被废弃，后毁于 水洪患。另外，据《 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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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金代于大兴县内曾置广阳镇，莫非位于今大兴县

境的古广阳城是金之广阳镇所治？究竟这个广阳城是北魏广

阳县治，还是金之广阳镇所在，有待研究。

良乡县，《 魏书·地形志》谓“ 治良乡城。有大房山神。”

因有大房山神，可知县在今房山区境。可是所治之良乡城何

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即汉良乡故城，其址在

今房山窦店西里许（ 见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

册）；有的认为在房山县东南（ 见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卷

１０）。《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绘组就此亦争论过多年。笔者反

复研读《 水经注·圣水》篇，尤信北魏良乡城在今房山东南、

大石河西岸（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节）。

军都县，《 魏书·地形志》谓“ 有观石山、军都关、昌平

城。”可知县在今昌平县境。至于军都县治，人们多指为今昌

平西南土城村处。但汉军都县城在今昌平西十七里，地当南

口附近。东汉以至西晋，今昌平县境并置军都、昌平二县。军

都县治仍如西汉，昌平县治在今昌平东南，地当小汤山附近。

北魏省昌平县入军都，并于西汉昌平县地（ 今河北省阳原县

境）重新置昌平县后，遂将军都县治由今昌平西十七里迁至

今昌平东南，就故昌平县城而治。故《 大明一统志》等明代

文献多载今昌平东南亦有军都故城。东魏天平中将原在居庸

关外的东燕州、昌平郡、昌平县内迁于幽州军都城后，遂将

军都县治向东北迁移二十里，即今昌平东境东、西新城村处。

因此，北魏之军都县治应在今东、西新城村西南二十里处，准

其地望，当在小汤山附近。关于北魏军都县治的迁移，详见

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

渔阳郡，本秦汉旧置，西晋省入燕国。据《 十六国疆域

志》，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都有渔阳郡。北魏当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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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置，因据《 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 ３９８年）三月，

“ 渔阳群盗库傉官韬聚众反。诏中坚将军伊谓讨之。”；七月，

“ 渔阳乌丸库傉官韬复聚党为寇。诏冠军将军王建讨平之。”可

见北魏初期曾有渔阳郡。但据《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北魏太

平真君元年（ ４４０年）以前，幽州辖郡无渔阳之名；在这之后，

渔阳郡才为幽州属郡之一（ 按：该书中有的卷页将渔阳误作

汉阳）。这是《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一书的疏讹，还是北魏前

期曾废渔阳郡，而后于太平真君元年复置，尚难判定，姑作

存疑。据《 魏书·地形志》和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

遗》，北魏渔阳郡治雍奴县，其址在今武清县（ 杨村）西北之

旧县村。领六县，为雍奴，潞、无终、渔阳、土垠、徐无

［按：无终、土垠、徐无本北平郡属县。太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

年），北平郡并入渔阳郡］。除潞、渔阳二县外，其余四县均

在今北京市境之外，故略。

潞县，治潞城，其址在今河北省三河县西南之城子村，遗

址可见。其辖境当包有今通县地。在这里需附带说明，太平

真君七年之前，曾有平谷、安乐二县之置，当亦为渔阳郡属

县。太平真君七年，二县同时并入潞县（《 魏书·地形志》渔

阳郡潞县下注）。时平谷县治在今通县北小营村附近（《 光绪

顺天府志》“ 通州村镇”部分），后赵石勒置县（《 读史方舆

纪要》卷１１）。而安乐县治当在今通县东八里古城，即西汉路

县故城处。因为《 日下旧闻考》卷１０８引《 图经志书》谓，唐

“ 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后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今

［通］州之东北，即旧治地也。”可知今通县东北曾有一安乐

故城，该城既为潞县旧治，当即今通县东八里古城村处。该

安乐县亦为后赵所置（ 见《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郡县表》卷

７上）。因为此平谷、安乐二县均地近潞县，故于北魏太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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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七年同时省并入潞。

渔阳县，仍旧置，但县治疑有迁徙，已非秦汉之渔阳郡

（ 县）故城。因为《 魏书·地形志》渔阳郡渔阳县下注云“：有渔

乐城。有桃花山。”所“谓 有渔阳城”，显然阳城、□ 是指北魏以

前的渔阳郡县所治之渔阳城，经《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绘组的

同志实地考察，确认其址在今怀柔县东、梨园庄东南或谓在密

云县统军庄南《， 水经注》称之“为 渔阳故城”。如果北魏渔阳县

治仍在此地，那么，如上文所引的“ 有渔阳城”又在何处呢？实

在难以找到合理的答案了。又上面引文中的阙字，中华书局本

的《 校勘记》认为“是 安”字，这是对的。也就是说，北魏渔阳县

内还有一个安乐城。这个安乐城显然不是太平真君七年省入

潞县的安乐县城。因为安乐县既省入潞县，安乐城亦随之入潞

县境，不当在渔阳县境。可见渔阳县内的安乐城另有所指。今

北京地区在北魏之前还有两个安乐故城，一个在今顺义西南、

温榆河东岸之古城村北（ 遗址尚存），汉更始间遣谒者韩鸿拜

吴汉为安乐令，即指此城。毫无疑问，这是西汉之安乐县故城。

另一个在今顺义西北六里衙门（村 旧名安乐庄），村以“ 衙门”

为名，是因明良牧署衙门设此的缘故。该安乐故城，有的文献

谓后魏安乐郡治此 昌平山水记》卷下）。笔者认为，（《 即使这

里确为安乐郡治，亦应是东魏者，而非北魏者，因为北魏之安

乐郡治在古北口外，《 水经注》言之甚明。对于这个安乐故城，

《 水经注》称是晋封蜀后主刘禅为公国者。可见这是西晋的安

乐县城。今顺义县境内两汉曾于东西分别置狐奴、安乐二县，

均属渔阳郡。三国魏曾废安乐县，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又省狐奴

县，复置安乐（县《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很可能就在这时

候，将安乐县治新置于今顺义西北衙门村处，以使县治居县境

之中部。西晋因之。笔者还认为，所谓北魏渔阳县内的安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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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指西晋之安乐县城而言，其位置更北近古渔阳地。此外，北

魏渔阳县内的桃花山，当即桃山，位于今怀柔、顺义二县边界

上。山下有桃山村，属怀柔县，附近有较大规模的古代聚落遗

址（ 中科院地理所李宝田曾前往考察后相告）。笔者怀疑这处

遗址就是北魏之渔阳县治。这样，其东北有渔阳城，南有安乐

城，近有桃花山，合情合理。当然，这一猜测是否合于历史事

实，尚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范阳郡，仍旧置，治涿（县 今河北省涿州市）。领七县，只有

苌乡县北部和涿县西北部与今北京市境相涉，分别为大兴县

南部和房山区之一部。

燕州，北魏太和（ ４７７一４９年）中分恒州东 （部新置《 魏书

·地形志》和《 水》水经注·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年表》

卷６谓太和十八年（ ４９４年）置，当有所据。治广宁（ 今河北省

涿鹿县），领广宁、平原、东代、大宁、昌平、上谷六（郡 见王仲荦

《 北周地理志》“附 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部分）《。 东

晋南北朝舆地表》谓治昌平，恐误，因为穆崇玄孙穆羆除镇北

将军、燕州刺史，镇广（宁 见《 魏书·穆崇传》）。在燕州所统六

郡中，唯上谷一郡与今北京市境相关。

上谷郡，仍旧置，治居（庸《 水经注· 水》），即今延庆。原

属幽州，后属恒（州 旧名司州），太和十八年分恒州东部置燕州

后，改属燕州。领居庸、沮阳二县，居庸一县在今北京市境，即

今延庆县地。

居庸县，仍旧置，治居庸城《。 魏书·成淹传》“：成淹，字季

文，上谷居庸人也。”

孝（昌 ５２５ ５２７年）中，杜洛周反于上谷，燕州失陷，所领

郡县尽为丘墟。至东魏天（平 ５３４ ５３７年）中，改置东燕州，领

流民寄治幽州军都（城 今昌平东南）《， 魏书·地形志》作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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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误。

安州，北魏献文帝皇兴二（年 ４６８年）置《。 魏书·地形志》

“谓 治方城”《。 水经注·濡水》云“：濡（水 今滦河）又东而南，索

头（水 今伊逊河）注之。水（北 流［）出］，南迳广阳侨郡西，魏分

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可见，北魏安州、广阳郡同治方城，即今

河北省隆化县。至于《 魏书·地形志》安州广阳郡燕乐县下注

云“：州郡治”， （ ５３８年）安州及其所领郡县则是指东魏元象中

寄治幽州北界以后的事。北魏安州所领之密云、广阳、安乐三

郡及郡下共领之八县，均在今古北口外。今北京市怀柔北部、

密云西部、延庆东北部山区当为安州属地。

二、东魏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 ５３４年），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

西魏两个分别独立的政权。东魏主元善见，都邺；西魏主元宝

矩，都长安。东魏武定五（年 ５４７年）正月和七（年 ５４９年）八月，

执掌东魏大权的高欢、高澄父子相继逝世。八年（ ５５０年）三

月，进封原齐郡王高（洋 高欢次子、高澄母弟）为齐王。同年五

月丙辰，东魏孝静帝诏归帝位于齐国。从此，北齐王朝取代东

魏，改元“ 天保”。而原东魏孝静帝被封为中山王，于次（年 　５５１

年）十二月死去。东魏政权共存在十六（年 ５３４ ５５０年）。而西

魏政权又延续了六年，于公元５５７年被宇文氏所篡夺，建立了

北周小王朝。在东、西魏共存的十六年中，今北京地区属东魏

版图。

与东魏政权在战乱中苟延残喘的命运相系，东魏在今北

京地区的行政建置也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 魏书·地形

志》是依据东魏后期即武定年（间 ５４３ ５４９年）的建置而修的

（ 见《 魏书·地形志》序），故东魏于今北京地区设置的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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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可以《 地形志》为准。但是《 地形志》中又夹杂许多北魏建置

沿革资料，因此在阅读和利用《 地形志》以研究后魏建置沿革

时，是需要认真分辨、慎重取舍其资料的。

据《 魏书·地形志》，东魏于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如下

表所示：

蓟（ 今北京广安门一带）

广阳（ 疑在今大兴县庞各庄北）
燕郡

良（乡 今房山东南、大石河西）
（ 治蓟）

军（都 今昌平东境东、西新城村）

安城（ 今廊坊市旧州）
幽州

潞（ 今三河西南城子村）
（ 治蓟） 渔阳郡

渔阳（ 疑在今怀柔南桃山村附近）
（ 治雍奴）

⋯⋯（ 余略）

（涿 今河北涿州市）之北部
范阳郡

苌（乡 今涿州东境之长安城）之北部
（ 治涿）

（ 余⋯⋯ 略）
东魏于

密（云 今密云）
今 密云郡北京

要阳（ 今平谷县北境之上镇附近）
地区行 （ 治白檀）

白檀（ 今密云东南之东汉傂奚故城）
政建置

安州 广兴（ 今密云东北境）
广阳郡

（ 治燕乐） 燕乐（ 今密云东北七十里燕乐庄）
（ 治燕乐）

方城（ 今密云东北境）

土垠（安乐郡 今顺义县城北一里）

安市（ 今密云东北（ 治安市） 黄土坎村附近）

昌 昌平（ 当在今昌平东南小汤山一带）平郡

万（年 今昌平西（ 治军都城） 南，疑为土城村处）

东燕州 居上谷郡 （庸 今昌平县境）

（ 治军都城 平（舒 今昌平县境））（ 治居庸

徧城郡 广（武 今昌平西南境，疑为土楼村处）

沃野（ 今昌平西南境）（ 治？）

这里，将上表中的一些问题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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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幽州燕郡之广阳县，其治疑在今大兴县庞各庄、天

宫院、郎各庄等村之间，上文已有所述。

第二、幽州燕郡之军都县在今昌平东境东、西新城村处，

主要依据是：《 太平寰宇记》卷６９云：“ 后魏移军都于今县东

北二十里，更于故县置东燕州及平昌郡昌平县。”按《 寰宇

记》所谓的“ 今县”，笔者认为不应理解为位于今昌平西八里

旧县村处的唐昌平县，否则在今十三陵地区是绝难找到有关

军都县城的文献记载或古城遗址的。《 昌平山水记》云：“ 今

［昌平］州东四十里有军都村，亦曰故县址”。《（ 汉书地理

志）补注》云：“ 今［昌平］州东之军都，乃魏齐时侨置，非

故县也。”光绪《 昌平州志》卷３云“：旧志：‘今州东四十里

有军都村，亦曰故县址。’当是今新城村北之土城。”又云：

“ 州东之军都村，即《 顺义县志》所谓军都城在县西北三十余

里者，乃魏齐时所侨置，非故县也。”笔者曾前往今昌平东境

东、西新城二村考察，在西新城村北确见一古城遗址，尚存

东、西、南三面城垣，长各数百米，高 ４米。从地面处约３

见到的大量瓦砾判断，该城址晚于两汉，早于辽金，对照文

献记载，确信此城是东魏向东北迁移二十里后的军都县城。附

近村庄以“ 新城”命名，盖因迁移后的新军都城在此也。既

然东魏军都县治迁此无疑，那么，北魏之军都即东燕州及昌

平郡昌平县所寄治的军都城，只能在其西南二十里处。明

《 顺天府志》（ 据《 永乐大典》辑本）卷１３云：“ 军都故城在

［昌平］县东南四十里蔺沟（社 注《） 元一统志》：略存古迹。”

《 大明一统志》卷１云：“ 军都城在昌平县东南，汉旧县。后

魏移治于东北二十里。”明隆庆《 昌平州志》卷８云：“ 军都

故城在州东南四十五里。”可见今昌平东南确有一军都故城，

这个军都故城应是北魏者，因为东魏天平中将东燕州及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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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昌平县寄治于此，故将军都县治向东北迁移二十里，于今

东、西新城村处新置军都县。准其地望，这个位于今昌平东

南的军都故城当在小汤山附近。其实，汉军都县故城在今昌

平西十七里，地当南口附近。明初金幼孜有诗云：“ 军都邑废

已无城，龙虎台空尚有名”（《 日下旧闻考》卷１３５引《 金文

》）。因此，笔者怀疑汉军都故城在龙靖集 虎台村附近，这里

西距南口二、三里地，地势高亢平坦，南临温榆河上游河道，

是建城立县的适宜之所。魏晋军都县治仍在此。很可能在北

魏将位于其东南的昌平县省入军都、并于今河北阳原县境新

置昌平县后，遂将军都县治移徙于原昌平县城处，东魏时复

移于东北二十里。军都县治的变迁过程，《 读史方舆纪要》卷

１１有所论述：“ 军都故城在［昌平］州东。汉立县于军都山南，

或以为秦县也。⋯⋯后移治于昌平县东南，属上谷郡，后汉

属广阳郡，晋属燕国。后魏复移治于县东北二十里，仍属燕

郡。⋯⋯今州东四十里有军都村，亦曰故县址。”今学术界多

据光绪《 昌平州志》卷３关于“ 军都故城⋯⋯当是双塔故城，

今之故［土］城村也”的揣度，认为汉至后魏的军都县治一

直在今昌平西南土城村处，这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渔阳郡之渔阳县治疑在今怀柔南之桃山附近，理

由已见上文，从略。

第四、渔阳郡和范阳郡属县与今北京市境无关者从略，用

删节号表示。

第五、《 魏书·地形志》安州下注云：“ 皇兴二年（ ４６８

年）置，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寄治幽州北界。”又安州

广阳郡所辖燕乐县下注云：“ 州郡治”，延和九年（ 按北魏延

４３和年号只用三年，即４３２ ４年，故“ 九”当为“ 元”之

讹）置，真君九年（ ４４８年）并永乐。”这样一来，安州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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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方城、燕乐二说。乍看似乎前后矛盾，颇为费解，其实

并非差误，只是北魏和东魏的安州有别而已。治方城者为北

魏安州，其地在今河北省隆化县境、伊逊河东岸（ 见《 水经

注·濡水》）；治燕乐者为东魏安州，其地在今密云东北七十

里。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卷十辨之甚明。因表中所列州郡

县均东魏者，故注明安州治燕乐，而不及方城。此外，东魏

元象中，安州及所领郡县多寄治于今密云县境，因此今密云

县地当时应属幽州范围。所谓“ 幽州北界”当以古北口东西

一线划分。《 中国历史地图集》北魏“ 相、冀、幽、平等州”

幅将今密云县、平谷县划入安州范围，恐怕欠妥。

第六、《 魏书·地形志》密云郡下注云：“ 皇始二年（ ３９７

年）置。治提携城 又于密云郡辖。” 白檀县下注云“：郡治”。

那么，东魏密云郡到底是治提携城（ 按即汉之厗奚、傂奚县

故城）还是治白檀县？这个问题，王仲荤《 北周地理志》卷

１０解释如下：“ 后魏密云郡治白檀，据水经濡水注，汉白檀县

在今河北滦平县东北之兴州城南三里小城子，后魏白檀县当

仍汉旧。及东魏天平中，安州陷，元象中，复置安州，寄治

幽州北界，其密云郡寄治提携城《。 地形志》：‘密云郡治提携

城’，盖谓东魏元象中，侨寄治而言也。按提携城即汉傂奚县

城“。”汉傂奚县在汉滑盐县故城东南，汉犷平县故城东北，正

当潮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又折而向南流之处，盖在今古北口口

内附近潮河西岸。”又“ 后魏密云郡治白檀，即滦平县北之汉

白檀县，东魏密云郡寄治提携城，在今古北口附近，而东魏

白檀县寄治今密云县南，则东魏世白檀已非密云郡治矣。”这

番解释明显的错误有二处：其一，误将汉白檀县城与北魏白

檀县城视为一地。《 水经注·濡水》云：“ ［濡水］又东出峡

入安州界，东南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 地理志》：濡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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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蛮中。汉景帝诏李广曰：将军其帅师东辕，弭节白檀者

也。又东南流，右与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并导，谓之大

要阳县故城东，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日要要水也。东南流迳

术矣。要水又东南流迳白檀县，而东南流入于濡。”在这段

《 水经注》文字中，前后两处涉及白檀县。前者谓之“ 渔阳白

檀县故城”，并附以《 汉书地理志》“ 濡水出县北蛮中”和汉

景帝诏李广“ 弥节白檀”两条史料，显然这是西汉之白檀县

（ 按：东汉白檀县废，故《 后汉书·郡国志》不载），位于濡

水之畔，当在今河北省隆化县西境。后者只称“ 白檀县”，显

然是北魏之白檀县，位于濡水支流大要水（ 今兴州河）下游，

即今河北滦平县北之小城子。西汉和北魏白檀县判然有别，不

可混淆。其二，误将西汉厗奚故城和东汉“”傂奚故城视而为一。

事实上两汉厗（ 傂）奚县治分居两地，换句话说，有两个汉

厗（　傂）奚故城，均在今密云县境《。 水经注·鲍丘水》“：大

榆河（ 即鲍丘水上游）又东南［出］峡，迳安州旧渔阳郡之

滑盐县南，左合县之北溪水，水出县北广长堑南，太和中掘

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迳滑盐县故城东（ 按所谓“ 旧渔阳郡

之滑盐县”和“ 滑盐 ”，县故城 同指西汉之滑盐县城，东汉废，

其址当在今滦平县巴克什营西），王莽更名匡德也。汉明帝改

曰盐田，右承治，世谓之斛盐城，西北去御夷镇（ 在今河北

赤城县北）二百里，南注鲍丘水。［鲍丘水］又南迳虎（ 当作

傂）［奚］县故城东，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鲍丘水又西南迳犷

平县故城东，王莽之所谓平犷也（ 当在今密云东北石匣一

带），又南合三城水（ 今密云县东北境之清水河）。”《 水经

注》在这里所记的傂奚县故城，既然为王莽更名敦德，无疑

是西汉之厗奚县故城，其址当在今古北口内潮河西侧，即鲍

丘水由东南流转向南流、又折而西南流之河段的西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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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平谷县故城东南，书 水（ 今平谷县之泃河）又西南又云“： 泃

与洳河会，水出北山，山在傂 迳博陆奚县故城东南，东南流

故城（ 今平谷西北城子村处）北，又屈迳其城东，⋯⋯又东

平谷县故城西，而东南流注于泃南流迳 河。”按洳河今名错河，

上源有东、西两股，东股自东北而西南流，为时令河。西股

自西北而东南流，常年有水。从《 水经注》所述洳河流向判

断。乃以西股为正源。正源发源于今密云南之银冶岭，岭

“ 在傂奚县故城东南”，可知今密云南亦有一傂奚县故城，该

傂奚县故城当是东汉者，其址疑在密云东南提辖庄处，傂奚、

提辖音极相近。若将该傂奚县故城视为古北口内之西汉厗奚

故城，则距洳河上源甚远，且中间还有一犷平县故城，可以

肯定，与洳河相关的傂奚县故城绝非西汉者。因此，今密云

县境有两个汉厗（ 傂）奚县故城是断无疑问的。既然如上文

所引《 北周地理志》对后魏密云郡治的解释文字中，存在着

上述两个明显的错误，因此其结论“ 后魏密云郡治白檀，即

滦平县北之汉白檀县，东魏密云郡治提携城，在今古北口附

近，而东魏白檀县寄治今密云县南，则东魏世白檀已非密云

郡治矣”就值得商榷。这一结论中，唯“ 东魏白檀县寄治今

密云县南”是正确的，《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谓“ 白檀废县

在密云县南”可为证。东魏白檀县所寄治处当即东汉之傂奚

县故城。因此，《 魏书·地形志》所谓密云郡治提携城，白檀

县又为密云郡治，二者并非矛盾，恰恰因为东汉之傂奚县故

城为东魏之白檀县治，使二者得到完全统一，东魏白檀县仍

为密云郡治。

第七、要阳县治在今平谷县上镇村（ 旧属密云县）附近，

可见《 光绪顺天府志》密云县村镇部分上镇村下注。北魏之

要阳县当仍汉阳，在今河北丰宁县东南境兴洲河西岸（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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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注·濡水》。）

第八，《 魏书·地形志》关于方城的记载颇为混乱，令人

费解。如安州，皇兴二年（ ４６８年）置，治方城。但在密云县

下注云“：真君九（年 ４４８年）并方城属焉”。即在北魏置安州

之前二十年，方城县已并入密云县，既然方城县于公元４４８年

并属密云，那么此后二十年所置之安州又何以治方城？或云

在置安州之 《 地前又复置方城县，但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

形志》广阳郡方城县下注云“：普泰元（年 ５３１年）置”，即方

城县复置后于安州之置六十三年。这样以来，皇兴二年所置

之安州治方城之说似乎就殊谬了。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尚无

人作过合理的解释。笔者怀疑《 地形志》所谓安州治方城，乃

指并属密云县后的原方城县城而言，而非指当时的方城县，如

《 地形志》所谓密云郡治提携城一样。如果不这样理解，而认

为北魏安州治燕乐县，那么同样存在不可思议的矛盾，因为

《 地形志》谓燕乐县延（和 九［）元］年（ ４３２年）置，燕乐县

与方城县至少并存了十六年。如果北魏安州从始置即治燕乐，

那么《 地形志》所谓安州治方城就是误说。但王仲荦《 北周

地理志》是坚持安州治方城之说的。这一事例充分说明，阅

读和利用魏收《 地形志》是相当困难的。

第九、关于安乐郡及所领土垠、安市二县，文献记载亦

颇混乱，令人无所适从。土垠、安市本汉县，分属右北平、辽

东二郡，其故城分别在今河北省丰润县境和辽宁省海城县境

（ 见《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魏书·地形志》所“谓 土

垠，真君九年置”和“ 安市⋯⋯真君九年并当平属焉”者，系

北魏之侨置，属安乐郡（ 真君二年罢交州置），其地当在今河

北承德、宽城等县境（ 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卷１０）。但《 水

经注·濡水》只载安乐县。五渡水（ 疑即今承德县境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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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境，而不见安乐郡和土垠、安市二县之河）源出并流迳 置。

据《 魏书·地形志》，安乐郡及所领土垠、安市二县上统于安

州。东魏天平中，安州陷，元象中，寄治幽州北界。时安乐

郡及土垠、安市二县当亦寄治于今密云县境。《 隋书·地理

志》安乐郡（ 在今密云县境）下云：“ 又有旧安乐郡，领安市、

土垠二县，后齐废土垠入安市，后周废安市入密云。开皇初

郡废。”这个“ 旧安乐郡”及所领土垠、安市二县，无疑是东

魏元象中随安州而寄治幽州北界者，其地显然在今密云县境。

但《 昌平山水记》卷下云：“ 后魏安乐郡故城在［顺义］县西

北六里。延和元年置交州，太平真君二年，罢州置郡。领县

二：土垠、安市。北齐废土垠入安市，后周废安市入密云县。

隋开皇初，郡废。今为安乐庄。永乐间拨给良牧署。”按顺义

西北六里安乐庄，今名衙门村，为明良牧署驻地。《 昌平山水

记》以为后魏安乐郡治此。上文曾有论述，今衙门村处是西

晋安乐县治。这样，便出现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即后

魏因晋之安乐县城而置安乐郡呢？还是《 昌平山水记》将晋

之安乐县城误以为后魏之安乐郡治泥？翻检有关土垠、安市

二县的文献资料，这个问题益加令人疑惑不解。

除汉土垠县城在今河北丰润县城东外，有关土垠县城所

在另有二说，一说在今顺义城北，一说在今密云东北一百八

十里陈宫山下。前者如《 日下旧闻考》卷１３８引《 顺州公

记》云：“ 土垠，晋宋为易京城，后魏废易京为安乐郡。今

［顺］州北负郭，名安乐村。”康熙《 顺义县志》卷２云“：土

垠旧县址在今县北门外里许。《” 昌平山水记》卷下云“：土垠

县有二，一在［顺义］县北门外里许，一在密云县东一百里

陈宫山下。”《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据《 昌平山水记》云：

义城北一里，又有废土垠县，疑后魏所改“ 顺 置，未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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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顺义县城北里许有土垠故城，那么，后魏安乐郡治今衙门

村，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４云：

土垠，“ 北魏县，安州安乐郡，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一百

八十［里］”。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云“：［后

魏］土垠，今密云县东北一百八十里地。”康熙《 密云县志·

古迹》云：“ 土垠县城，县东一百里陈宫山下有土垠县，今址

存。”这些资料又说明，密云东百八十里亦有土垠县城。如果

视该土垠县为北魏者，视顺义城北里许土垠县为东魏内徙者，

则治今顺义衙门村的安乐郡当为东魏者。然而，东魏安乐郡

领土垠、安市二县。关于安市县，文献记载几乎相同，皆谓

在今密云东北五十。如《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１２云：

“ 安市，北魏县，安州安乐郡，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五十

［里］”《。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云“：安市，今密云县东北

五十里”。《 光绪顺天府志》２８“ 村镇二·密云县”下云；

“ ［密云县东北］五十里黄土坎，或曰安市废县近此。”值得

注意的是，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亦有安乐城，如《 大明一统

志》卷１云：“ 安乐城，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后魏置安乐郡

及县。”《 万历顺天府志》卷１云“：安乐城，密云县东北五十

里，后魏安乐郡。”《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１云：“ 安乐，

北魏郡，安州，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五十里。”《 隋书地

理志考证附补遗》云：“《 地形志》安州有安乐郡，在密云县

东北五十里。《” 光绪顺天府志》２８云“：后魏安乐郡故城在密

云东北五十里安乐庄。”上面所引诸书记载的后魏安市县和安

乐郡同在今密云东北五十里，是二者同治一城。这便与《 昌

平山水记》等所谓后魏安乐郡治在今顺义西北六里安乐庄

（ 今衙门村）之说相抵牾。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到底孰是孰非？

在这里，试将后魏安乐郡及所领土垠、安市二县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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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如下：

北魏之安乐郡及所领土垠、安市二县《， 北周地理志》谓

在今河北省承德、宽城县境。这一观点应当是可信的。因为

北魏之安州治所在今河北隆化县，其所领郡县俱在今古北口

外。虽然《 水经注·濡水》中不见安乐郡及土垠、安市二县

的记载，但《 水经注》“ 沽水”和“ 鲍丘水”二篇中，于今北

京市界内亦未涉及安乐郡和土垠、安市二县。因此，仅据

《 水经注》难以判断北魏安乐郡及土垠、安市二县之所在。

《 但水经注·濡水》中述及安乐县，其地在今河北承德县境。

这个安乐县或许与安乐郡有关。所谓密云东北一百八十里陈

宫山下的土垠县，应是北魏之侨置县。今密云东北一百八十

里，正及河北承德县境或宽城县西境，或兴隆县东境。方位、

距离均与王仲荦先生的观点相吻合。东魏天平中，安州陷，元

象中，安州及所领郡县俱寄治幽州北界，从后人的记载看，大

都寄治于今密云县境。因此，东魏之安乐郡和安市县在今密

云东北五十里是可信的，疑《 昌平山水记》等误将西晋安乐

县城为后魏安乐郡治，也就是说，无论北魏或东魏的安乐郡

皆非治于今顺义县内。但是今密云县境独不见有土垠县的记

载，倒是顺义城北门外里许有土垠故城（ 残存的城垣尚见），

这或许是因为今密云县境当时寄治的州郡县太多，而将个别

的县（ 如土垠）寄治附近县内的缘故。因为东魏内徙的一些

州郡县，只管理一定的人口，并无实土。这样一来，土垠县

寄治今顺义县内也就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所谓顺义城北

里许的土垠县应是东魏侨置者，为寄治于今密云东北五十里

的安乐郡统领。上述管见意在抛砖引玉，以期研究北京史的

同志们进一步探讨北魏和东魏之际，北京地区复杂多变的建

置沿革这一学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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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东魏于今昌平县境的行政建置，如同安州及所领

郡县通过古北口要塞涌进今密云县境一样，是十分复杂的，因

为原在居庸关外的东燕州及所领诸郡县通过居庸关孔道也涌

进今昌平县境，激起昌平县土地上建置沿革的一股涡流。《 魏

书·地形志》云：“ 东燕州，［北魏］太和（ ４７７ ４９９年）中

分恒州东部置燕州（ 按：北魏燕州治广宁即今河北省涿鹿），

孝昌（ ５２５ ５２７年）中陷，天平（ ５３４年）中领流民置，寄

治幽州宣都城。”按宣都城为军都之讹。此军都城为北魏军都

县治，当位于今昌平东南小汤山一带。当东燕州内徙寄治于

此后，便将军都县治由此向东北迁移二十里，即今昌平县东、

西新城村处。与东燕州同寄治于军都城的是平昌郡和昌平县

（ 据《 隋书·地理志》涿郡昌平县条）。王仲荤《 北周地理

志》认为，平昌郡应作昌平郡。考《 魏书·京兆王黎传》：

“ 子吐根，改封江阳王。无子，献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继为后。

继弟罗侯，家于燕州之昌平郡，以兄子义执权，尤不乐入仕，

就拜昌平太守。”又《 魏书·宋弁传》“：子维，灵太后黜为燕

州昌平太守。”可见北魏时确有昌平郡，其治在今河北省阳原

县境。东魏天平中所置之东燕州，乃因北魏之燕州而置，所

领之平昌郡亦应因北魏之昌平郡名为是。《 魏书·地形志》作

平昌郡，似误。《 隋书。地理志》因袭其误，亦作平昌郡。昌

平郡领昌平、万言二县。东魏昌平县与东燕州、昌平郡皆寄

治军都城，即州、郡、县同治，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万言县

却还有未解开的谜，即其名称和位置。《 隋书·地理志》作万

年，并谓开皇初省入昌平县。王仲荦氏主张应从《 隋志》作

万年，而非万言《。 读史方舆纪要》云“：万年城在［昌平］州

西南，东魏天平中置万年县，属平昌郡，隋开皇初废入昌平。”

《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云：“ 东魏万年故城在［昌平］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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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万年故南 嘉庆重修一统志”。《 》 城在昌平州西南，后

魏万年县，隋开皇初省入昌平。”由此可见，万言县名实应为

万年县，其址在昌平西南，具体说相当于今日何地，前人未

明，今亦难考。莫非双塔村北之土城是因其故址而后建？这

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东魏东燕州还领有徧城郡，郡下领广武、沃野二县。据

《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知北魏徧城郡及广武、沃野二县

均在今陕北，属东夏州。《 读史方舆纪要》云：“ 广武废县在

［昌平］州西境，后魏武定初置徧城郡，领沃野、广武二县，属

东燕州。盖郡县皆侨置。”《 光绪顺天府志·昌平州沿革表》：

“ 武定中，又置徧城郡，领广武、沃野二县。”《 历代地理志

韻编今释》“：广武，北魏县，东燕州徧城郡，今直隶顺天府昌

平州西。沃野，北魏县，东燕州徧城郡，今直隶顺天府昌平州

地。”总之，有些文献资料表明，东魏东燕州所领之徧城郡以

及郡领之广武、沃野二县，侨置于今昌平县西境。但郡县治

所均不得详知。作者曾于１９８３年在昌平县西境进行野外考

察，在今土楼村发现古代城垣残址，莫非徧城郡及广武、沃野

二县寄治于此？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魏东燕州又领上谷郡，郡下领居庸，平舒二县。居庸

县从两汉至魏晋，均在今延庆县地，平舒县则在今山西广灵

县西之平水村，《 水经注· 水》记述祁夷水（ 今名壶流河）

时对其言之甚为明确。至东魏天平中，上谷郡及居庸、平舒

二县既然辖属于侨置之东燕州，似乎亦应随州治寄治于今昌

平县境，但是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这一信息。因而有人仍认为

居庸县在今延庆地，平舒县在今山西广灵县西平水村。如果

确是如此，那么就产生新的疑问，即何以原在居庸关外的东

燕州及昌平郡、徧城郡、昌平县、万年县、广武县、沃野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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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寄治于今昌平县境，而独上谷郡和居庸、平舒二县安然无

虞地留居原地呢？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总之，东魏之上谷

郡与所领之居庸、平舒二县所在，因资料奇缺，至今无法详

释。

三 、 北 齐

５５０年）东魏小王朝从诞生到灭亡的十六年（ ５３４ 间，权

柄始终掌握在高欢、高澄父子手中。武定五年（ ５４７年）正月，

高欢病逝；七年（ ５４９年）八月，高澄遇害。八年（ ５５０年）

五月丙辰，东魏帝下诏“ 归帝位于齐国”，齐王高洋遂即帝位，

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北齐小王朝登上历史舞台。

天保七年（ ５５６年）十一月，以“ 要荒之所，旧多浮伪，

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

彼泥龙，循名督实，事归乌有”，为由，并省三州、一百五十

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 北齐书·文宣帝

纪》）。至北齐末年，总计辖有九十七州、一百六十郡、三百

六十五县（《 隋书·地理志上序》）。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

上述北齐拥有的州、郡、县之数与其他文献记载有些出入，例

如《 周书·武帝纪下》云：建德六年（ ５７７年）二月，“ 齐诸

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县三

百八十五。”这里所谓合于北周版图的州、郡、县之数，也就

是北齐亡国前所辖有的州、郡、县之数。两者相较，《 周书》

州少四十二，郡多二，县多二十。考《 北史·周本纪》所记

数字与《 周书》同，而《 通典》卷１７１　“ 州郡序目”所载数字

与《 隋书》同《。 周书 史》《、 隋书》《、 通典》四书均唐》、《 北

人著撰，所涉北齐之州、郡、县数相殊如是，究竟是何原因？

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称，北齐之州“ 今可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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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州”，远 》、过《 周书》《、 北史》之数，而与《 隋志 《 通

典》之数相近。 《 北史》之数均有误。愚故杨氏怀疑《 周书》、

以为杨氏之见值得重视。同时，北齐亡国前夕，似乎应有大

量裁省州建置之举，遂致《 隋志》《、 通典》与《 周书》《、 北

史》所记北齐之州差违甚大，而郡、县之数却相近。北齐州、

郡、县与今北京地区相关者如下：

东北道行台和幽州，治蓟城。北齐东北道行台初治定州，

以《 北齐书·冯翊王润传》谓天保初“ 历位东北道大行台、右

仆射、都督、定州刺史”为证。后迁治幽州蓟城。《 隋书·地

理志》涿郡下云“：旧置幽州，后齐置东北道行台。”《 北齐书

·后主纪》：武平三年（ ５７２年）七月，“ 诛左丞相、咸阳王斛

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同书《 潘乐传》：子子

晃“ 武平末为幽州道行台仆射、幽州刺史。”可见北齐东北道

行台又称幽州行台，与幽州并治。幽州领燕、范阳、渔阳三

郡。《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谓北齐幽州领上谷郡，疑误。

燕郡，治蓟。 “《 隋书·地理志 涿郡蓟县下云 旧》 置燕：

郡，开皇初废。”《 北齐书·平鉴传》谓鉴“ 燕郡蓟人”。同书

《 杨休之传》：武平中封燕郡王。燕郡领蓟、广阳、良乡、安

次、归德五县。天保七年（ ５５６年）省广阳、良乡二县入蓟县。

武平六年（ ５７５年）复置良乡县，故北齐后期，燕郡只领蓟、

良乡、安次、归德四县（《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其中

蓟、良乡、安次三县皆沿旧置，唯归德县为北齐新置，在今

顺义县（境 同上）。

范阳郡，治涿。《 隋书·地理志》涿郡涿县下云：“ 旧置

范阳郡，开皇初郡废。”北齐乾明元（年 ５６０年），改“ 封广阳

王［高］绍义为范阳王”。同书《 暴显传》：天保十（年 ５５９），

“ 食幽州范阳郡干”。王仲荤《 北周地理志》范阳郡下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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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齐惟领涿、遒、范阳三县。”《 北齐书·卢裴传》“：卢裴，字

子章，范阳涿人也。”同书《 祖珽传》“：祖珽，字孝征，范阳

”《 元和郡县图志》卷１８容城县下云“遒人也。 ：本汉旧县，属

涿郡。高齐省入范阳县。”另外，原方城、长乡二县均于天保

七年省入涿县。

渔阳郡，当治潞县。《 隋书·地理志》涿郡潞县下云：

“ 旧置渔阳郡，开皇初废。”按北周建德六年（ ５７７年）始，幽

州辖地入北周版图。又三年（ ５８１年）地入于隋，故北周之渔

阳郡当仍高齐旧置。《 北齐书·薛修义传》：“ 修义从子无颖

⋯⋯举清平勤干，除渔阳太守。”同书《 废帝纪》：天保十年

（ ５５９年）十二月，“ 改封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但《 北齐

书》有《 渔阳王绍信传》，故疑绍仁为绍信之讹。又同书《 鲜

于世荣传》谓其为渔阳人，此处“ 渔阳”当指渔阳郡而言。但

同书《 阳裴传》谓阳裴系“ 北平渔阳人”，此处“ 渔阳”又为

县名，且县属北平郡。翻检文献，不见自汉以来渔阳县属北

《 北齐书·阳休之传》谓其为北平无终平郡的记载。且 人，阳

休之与阳裴同族，故阳裴亦当为北平无终人。北齐渔阳郡属

县有潞、雍奴、渔阳等。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谓北

齐幽州领燕、范阳、上谷三郡，而无渔阳。但王仲荦《 北周

地理志》卷９于昌平郡昌平县下云：“ 有旧置上谷郡，领居庸、

平舒二县，并北齐废。”前者谓有，后者谓无，孰是孰非？实

难评判。惟《 北齐书·张耀传》云：“ 张耀，字灵光，上谷昌

平人。”由此而断，北齐当有上谷郡，且昌平为其属县之一。

但北魏昌平县属燕州昌平郡，东魏属东燕州昌平郡，北齐尚

有东燕州，至北周方废，则昌平改属幽州上谷郡似无可能。究

竟如何，亦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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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在今北京地区除置幽州及所领燕、范阳、渔阳三郡

外，还有东燕州、安州以及北燕州。

东燕州，本东魏天平中置，寄治幽州军都城，领昌平、上

谷、徧城三郡共八县《。 隋书·地理志》涿郡昌平县下云“：旧

置东燕州及平昌（ 当为昌平）郡，后周州郡并废。”可知北齐

仍有东燕州及昌平郡。《 北齐书·赵郡王琛传》：天保七年，

“ 诏以本官都督沧、瀛、幽、安、平、东燕六州诸军事、沧州

刺史。”同书《 斛律金传》“：河清三（年 ５６４年）［，斛律金次

子羡］转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北营、东燕六州诸军

事，幽州刺史。”二传俱证北齐东燕州尚存。东燕州旧领昌平、

上谷、徧城三郡，上谷，徧城二郡俱北齐废（ 见《 北周地理

志》卷九），昌平郡独存。郡领昌平、万年二县，《 隋书·地

理志》可证。

安州，本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北省隆化。东魏元象（ ５３８

年）中寄治幽州北界。《 隋书·地理志》安乐郡下云：“ 旧置

安州，后周改为玄州。”可知北齐仍有安州。上文所举赵郡王

琛和斛律羡先后奉命都督诸州诸军事例中，安州皆为其一。安

州旧领郡县已见上文东魏一节，此不复赘。据《 隋书·地理

志》安乐郡条，北齐省广阳郡和密云郡，又省原广阳郡之大

兴、方城二县入燕乐县，省原密云郡之白檀、要阳二县入密

云县，省安乐郡之土垠县入安市县。因此，北齐之安州独领

安乐郡一郡，《 北齐书·皮景和传》云：“ ［天保］十年，食

安乐郡干。”未省之燕乐、密云、安市三县皆为其属县。

北燕州，北齐置。《 北齐书·赵郡王琛传》：天保八年

（ ５５７年），征赵郡王高琛之子高叡赴邺“，仍除朔州刺史，都

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堆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

军事。”可证北齐确有北燕州。据《 隋书·地理志》知，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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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治怀戎（ 今河北涿鹿县西南保岱村），领长宁、永丰二郡。

王仲荤氏疑长宁郡即后魏燕州之广宁郡，领怀戎一县；而永

丰郡领县无考，郡治当在今河北涿鹿。今北京延庆县地当属

北燕州辖境。

四 、 北 周

西魏恭帝三年（ ５５６年）十二月，禅位于周公宇文觉，宇

文周王朝建立，史称北周。但直到周武帝建德六年（ ５７７年）

二月，北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定后，北周才据有幽州

等地。至周静帝大定元年（ ５８１年）二月，相国、隋王杨坚称

帝，建立隋朝，北周遂亡。因此，今北京地区入北周版图，为

时不足四年。至静帝大象二年（ ５８０年），北周拥有二百一十

一州，五百零八郡，一千一百二十四县（《 隋书·地理志

序》）。王仲荤《 北周地理志序》云《： 北周地理志》十卷，共

著録州二百十五，郡五百五十二，县一千零五十六。”两相比

较，《 隋志》少四州、四十四郡，多六十八县。这也是读者应

当注意的。

北周所有的州郡县与今北京地区相关者如下：

幽州总管府。《 隋书·地理志》涿郡下云“： 旧置幽州，后

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改置总管府。”《 周书·武帝纪

下》：建德六年二月“，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乃于

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并置总管府。”北周

《 周书·于翼传》“：大任幽州总管者见 象初，征拜大司徒。诏

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

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幽州总管。”又《 隋

书·田仁恭传》：“ 从［周］武帝平齐，加授上开府，进封淅

阳郡公，增邑二千户，拜幽州总管。”北周幽州总管治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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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三郡。

旧燕郡，治蓟城。《 隋书·地理志》涿郡蓟县下云：“ 置

燕郡，开皇初废。”北周任燕郡太守者是薛温，温系薛辩六世

《 北史·薛辩传》云“：［薛］道衡兄温，字孙，薛道衡之兄。

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览坟典，尤善隶书。仕周为上黄郡守。

周平齐，徙燕郡太守，以简惠称。宣政元年（ ５７８年），赐爵

齐安县子。卒于郡。”北周燕郡领三县：为蓟、良乡、安次，

皆沿旧置。其中蓟为幽州和燕郡共治；良乡曾废于北齐天保

七年，至武平六年复置，其址在今房山东南，大石河西岸。安

次，《 魏书·地 《 北齐书·侯莫陈相传》，有形志》作安城，考

“ 别封安次县男”之语；又《 周书·阎庆传》：西魏大统中遥

封安次县子。可见西魏、北齐皆称安次县，而不曰安城。北

周当亦如此。又北齐燕郡之归德县，北周省入蓟县（《 光绪

顺天府志·沿革表》）。

范阳郡，治涿。《 隋书·地理志》涿郡涿县下云：“ 旧置

范阳郡，开皇初废。”《 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 ５７８年）闰

六月，“ 幽州人卢昌期据范阳反，诏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帅

众讨平之。”又《 隋书·贺若谊传》称，若谊在杨坚为丞相时，

“ 进爵范阳郡公，授上大将军。”是为北周封范阳郡公者之一

例。北周范阳郡领三县，为涿、遒、范阳。其治所皆在今北

京市境外。

渔阳郡，治潞。《 隋书·地理志》涿郡潞县下云：“ 旧置

渔阳郡，开皇初废。”《 周书·杨纂传》：子杨睿“，位至上柱

国、渔阳郡公。”《 隋书·酷吏元弘嗣传》“：父经，周渔阳郡

公。”清人刘锡信撰《 渔阳郡三治潞县考》一文，亦主北周渔

阳郡治潞县之说（ 详见《 光顺顺天府志·沿革表》）。北周渔

阳郡领潞、雍奴、无终三县，其治所只有潞县在今北京市境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5

即通县东八里古城处。雍奴治今天津市武清县（ 杨村）西北

之旧县村处。无终县治为今天津市蓟县。

另外，北周有昌平郡之置。《 隋书·地理志》涿郡昌平县

下云“：旧置东燕州及平昌郡，后周州郡并废。后又置平昌郡，

开皇初郡废，又省万年县入焉。”据此则知东燕州入于北周后

即废，但平昌郡废而复置，且郡领之昌平、万年二县于北周

俱存。那么，平昌郡及所领昌平、万年二县归属于哪个州？王

仲荦《 北周地理志》卷９将其列入燕州属下，并认为平昌郡

是昌平郡之讹。愚以为将平昌郡正为昌平郡是可取的。《 魏书

·地形志》有两个平昌郡，一属胶州，当在今山东潍坊市界；

一属东燕州，寄治今北京昌平县境。后者之所以寄治居庸关

内，是因为北魏孝昌中，杜洛周反于上谷，原在关外的州郡

县大都为杜洛周等攻陷。延至东魏天平中，为便于管理关外

流民，遂侨置东燕州及所领平昌、上谷、徧城三郡于关内幽州

军都县地。因此属东燕州之平昌郡，其故地必定在居庸关外，

而绝非将原属胶州的平昌郡改属东燕州并侨置于幽州之境。

但北魏于居庸关外确置昌平郡，而没有平昌郡之名。《 魏书·

京兆王黎传》：孙继，继弟罗侯，“ 家于燕州昌平郡，以兄子

执权，就拜昌平太守。”又《 魏书·宋弁传》：子维“，灵太后

黜为昌平郡守”《。 水经注· 水》篇中亦作昌平郡“，祁夷水

迳代城西。祁夷水又北迳一故城西又东北流 ，又迳昌平郡东，

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但《 魏书·地形志》不载

昌平郡，其误明显可见。东魏天平中侨置于关内军都城的平

昌郡当沿用昌平郡旧名，《 魏书·地形志》作平昌郡似误，对

此，王仲荦氏已明确指出了。但是王氏将北周昌平郡系于燕

州之下，似乎失考，愚以为应归辖于幽州。因为东魏天平中

将东燕州及所领郡县寄治军都县地之前，军都县属幽州燕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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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省军都入昌平县，北周又废东燕州，所存昌平郡及所领

昌平、万年二县并未徙回关外旧地。早在北齐时，其地已属

幽州所有《， 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六年“，发夫一百八十

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夏口即南口，

可证今昌平县地在北齐为幽州辖境。因此，在东燕州已废的

情况下，北周之昌平郡及昌平、万年二县沿袭旧日军都县之

辖属关系而改属幽州，当更顺理成章。

北周之世的行政建置，在今北京地区者，除幽州总管府

及其所领的郡县外，还有玄州和燕州。

玄州，本安州，治燕乐。《 隋书·地理志》安乐郡下云；

“ 旧置安州，后周改为玄州。”按玄州有的文献作元州《， 读史

方舆纪要》密云县下云：后魏“ 置安州⋯⋯后周又改州曰元

州。”北周玄州只领安乐一郡。

安乐郡，北齐旧郡。《 隋书·地理志》安乐郡密云县下云：

“ 又有旧安乐郡，领安市、土垠二县，后齐废土垠入安市，后

周废安市入密云。开皇初郡废。有长城。有桃花山、螺山。有

渔水。”《 周书·李穆传》云：子惇，进爵安乐郡公《。 北周地

理志》称，安乐郡治在今密云县东北五十里。郡领二县，曰

燕乐、密云。时燕乐县在今密云东北七十里，密云县即今地。

燕州，本北齐新置之北燕州，治怀戎。后周去“ 北”字，

曰燕州。沿北齐旧制，州领长宁、永丰二郡。隋开皇初郡废，

大业初州废（《 隋书·地理志》涿郡怀戎县条）。 北周地理《

志》卷９将昌平郡及所领昌平、万年二县亦列为燕州所属郡

县，欠妥。燕州辖境大部在今北京市界外，其东境当涉及今

延庆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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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隋代幽州总管府

涿郡及其他

北周大定元年（ ５８１年）二月，杨坚灭周，隋朝肇始，从

隋文帝开皇元年（ ５８１年）至炀帝大业十四年（ ６１８年），隋

朝经历了三十七年。

隋文帝统一天下后，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或沿或革，厘

定成隋制。在地方行政制度上，隋朝有两次重大调整。第一

次是开皇三年（ ５８３年）十一月，“ 罢天下诸郡”（《 隋书·高

祖纪上》）。此事乃隋文帝采纳杨尚希的建议。语云“：自秦并

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

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

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

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

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

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才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

（《 隋书·杨尚希传 。隋文帝嘉其议，遂罢天下》） 诸郡，改原

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建置为州、县二级制。第二次是隋

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年）四月，“ 改州为郡”（《 隋书·炀帝纪

上》），又实行郡、县二级制。今北京地区在隋代的行政建置

及其变化大致如下：

幽州总管府：隋初，承袭周制，幽州总管府不改。《 隋书

·地理志》涿郡下云：“ 旧置幽州，后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

平齐，改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既然始置于北周的幽州总

管府，废于隋炀帝大业初，那么隋文帝开皇、仁寿年间，幽

州总管府依旧存在。《 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二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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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三年五月“，幽州

总管阴寿卒”；七月“，以豫州刺史周摇为幽州总管”。仁寿三

年（ ６０４年）八月，“ 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丛郡公燕荣

以罪伏诛”《。 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 ６０５年）正月“，废

诸州总管府”，只称幽州。三年四月“，改州为郡”，幽州遂废。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旧唐书·罗艺传》谓罗艺于隋末“ 自

称幽州总管”，此为罗艺自封，非为隋末仍有幽州总管府之证

词。

隋初幽州总管府所领之郡仍周旧制，曰燕郡、范阳郡、渔

阳郡、昌平郡。开皇三年（ ５８３年）十一月“ 甲午，罢天下诸

郡”，幽州总管府所领之郡遂废，故《 隋书·地理志》涿郡蓟

县下云“：旧置燕郡，开皇初废”；涿县下云“：旧置范阳郡，

开皇初废”；潞县下云“：旧置渔阳郡，开皇初废”；昌平县下

云：“ 旧置东燕州及平昌（ 应为昌平）郡。后周州郡并废，后

又置平昌郡。开皇初郡废。”上述四郡废置后，郡所领县直属

于幽州总管府。但是，有些县于开皇初亦省废了，如昌平郡

属万年县省入昌平县，即其一例。至大业三年，罢州为郡，遂

于原幽州改置涿郡。大业四年（ ６０８年）春正月，“ 诏发河北

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 隋书·炀帝纪上》）。七（年 ６１１年）二月乙亥“，上自江都

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 隋书·炀帝纪上》）。八年

（ ６１２年）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九年（ ６１３年）正月

丁丑，“ 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 隋书·炀帝

》）。纪下 如上举措，目的皆为用兵辽东。值得注意的是，隋

炀帝时尚有燕郡，如《 隋书·薛世雄传》云：大业九年，复

征辽东。军至乌骨城，会杨玄感作乱，被迫班师“。帝至柳城，

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又《 隋书·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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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传》云：“ 帝幸辽东，召謇之检校燕郡事。及帝班师，至燕

郡，坐供顿不给，配戍岭南。”此一燕郡非前代幽州之燕郡，

前代幽州之燕郡早废，至大业初改置涿郡。该燕郡在今山海

关外辽宁义县境，《 隋书·地理志》阙载，不可因名同而误以

为旧与幽州同治蓟城之燕郡，换句话说，该燕郡与涿郡无关。

隋大业间之涿郡，治蓟城，领蓟、良乡、安次、涿、雍奴、昌

平、固安、怀戎、潞九县（《 隋书·地理志》）　。虽然涿郡乃

开皇间之幽州改置，但与原幽州辖境有较大变化，突出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业间废燕州，其辖境以怀戎县并入涿郡，

使涿郡西北境较原幽州大大向居庸关外扩展；二是原属幽州

之遒县（ 今涞水）与范阳县（ 今容城县固城镇）于开皇初期

互相易名，随后改范阳（ 今涞水）曰固安，未久又改曰永阳，

开皇十八年（ ５９８年）再改曰涞水；大业初于易县新置上谷郡，

涞水、遒二县俱改隶上谷郡，遂使涿郡西南境较原幽州向北

退缩；三是原属幽州渔阳郡之潞、无终、雍奴三县，因开皇

间移置玄州于无终，潞、雍奴二县皆属玄州，大业初玄州改

置渔阳郡，领无终一县，潞与雍奴则割隶涿郡，故使涿郡东

境扩占有玄州故土之大部。此外，隋代于汉方城县地新置固

安县，隶涿郡。

隋代于今北京市境的行政建置除涿郡之外，还有安乐郡。

据《 隋书·地理志》安乐郡，本东魏侨置之安州，治所在今

密云东北五十里。北周更名玄州。隋开皇初仍曰玄州。开皇

六年（ ５８６年）徙玄州治于无终（ 今天津市蓟县），遂于玄州

故地置檀州，此乃密云县境置檀州之始。在这里必须说明，隋

徙玄州于无终的时间，有二说，一说为开皇六年，一说为开

皇十六年。如《 隋书·地理志》渔阳郡下云：“ 开皇六年徙玄

州于此，并立总管府。”而同书安乐郡下云“：旧置安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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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改为玄州。开皇十六年州徙，寻置檀州。”二说见于同书同

页，却相差十年，必有一误，或六年之说脱“ 十”字，或十

六年之说衍“ 十”字。《 太平寰宇记》卷７０蓟州下云：“ 至隋

开皇初徙玄州于此，立总管府。”据此当以开皇六年为是。至

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檀州改为安乐郡。隋代安乐郡治在

燕乐，《 隋书·地理志》安乐郡燕乐县下云：“ 后魏置广阳郡，

领大兴、方城、燕乐三县。后齐废郡，以大兴、方城入焉。大

业初置安乐郡。”隋安乐郡领燕乐、密云二县，燕乐县治在今

密云东北燕乐村，城垣尚见，密云县治在今密云城。

此外，开皇六年徙玄州治于无终后，设总管府。大业初

废玄州总管府，改置渔阳郡，郡治无终。至大业末年，又改

无终县曰渔阳县。今平谷县地在隋当属渔阳郡辖土。

第七节　　　　唐幽州范阳郡及其他

隋朝末年，朝政腐败，社会动乱，义军蜂起。大业十三

年（ ６１７年）五月，唐王、太原留守李渊决意起兵反隋。同年

七月，发兵太原，进军长安。十一月，攻克京城长安。翌年

（ ６１８年）五月甲子，李渊即皇帝位，建元武德，唐王朝从此

兴起。至唐哀帝天祐四年（ ９０７年）亡国，唐朝共经历了二百

八十九年。

有唐一代，地方行政制度多变，有时罢郡为州，有时改

州为郡，以至州郡并称，不分彼此。加上武则天当政时期，契

丹陷营州，原在营州境内的许多羁縻州县南迁北还，寄治幽

州地区，遂使唐代幽州地区的建置沿革益加复杂。兹择要阐

述如下：

（ 一）幽州范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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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五月，“ 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

（《 旧唐书·高祖纪》）。于是废隋之涿郡，复置幽州总管府。

十二月“ 诏以罗艺 》）。这时，幽为幽州总管”（《 通鉴·唐纪

州总管府“ 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辽、营等八州。幽

州领蓟、良乡、潞、涿、固安、雍奴、安次、昌平等八县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 旧唐书·地理志》） 是故

隋涿郡所领之怀戎县，在武德七年（ ６２４年）平高开道而置北

燕州之前，当仍属幽州，只是为高开道的势力占据而已。北

燕州设置后，改属之。因此，唐初幽州属县中，《 旧唐书·地

理志》似乎遗漏了怀戎县。二是武德元年幽州总管府所管八

州中，只有幽、檀二州确凿无误，其余六州似乎皆有疑问，如

平州系武德二年（ ６１９年）改北平郡置，易州系武德四年（ ６２１

年）平窦建德后改上谷郡置，北燕州系武德七年始置。而燕

州、营州于武德元年皆别置总管府，且营州总管府管辽州

（ 以上俱见《 旧唐书·地理志 。因此》） ，武德元年幽州总管府

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八州之说，实难置信。

这是览旧唐志者应当注意的。

武德二年，自渔阳徙渔阳郡治于潞县，并改置玄州，领

潞、临泃、渔阳、无终四县（《 两唐书·地理志》）。其中临

泃、无终二县新置。同时又改隋北平郡为平州。因此，这时的

幽州属县中减少潞县，而幽州总管府所管的诸州中增加玄、平

二州。

武德五年（ ６２２年），于遒县置北义州，领遒、归义、固

安三县。时幽州辖县又减少固安一县。《 旧唐书·地理志》谓

武德四年固安县归北义州，疑误。

武德六年八月，改幽州总管府为大总管府，管三十九州

（《 旧唐书·地理志》）。三十九州具体名号《， 旧唐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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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载，但同书定州条下有云：“ ［武德］六年，升为大总

管府， 洺、相、磁、黎、冀、深、蠡、沧、瀛、魏、贝、管定、

景、博、赵、宗、观、廉、井、邢、栾、德、卫、满、幽、易、

燕、檀、平、营等三十二州”（ 列名者仅三十州）。显然，幽

州大总管府所管三十九州中，与定州大总管府所管三十二州

大都相同。这样一来，遂产生巨大矛盾，何以两大总管府于

同年内管辖基本相同的州？既然幽州置大总管府，何以又受

辖于定州大总管府？由此而断，《 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必

定有误。考《 旧唐书·高祖纪》，知幽州置大总管总府在武德

五年八月，纪云“：［武德五年］八月辛亥，以洺、荆、并、幽、

交五州为大总管府。”假设武德五年幽州大总管府管三十九

州，至武德六年升定州为大总管府后，原为幽州大总管府所

管诸州一并归于定州大总管府管辖，只有如此才较合情理。这

样，结论又只有一个，即武德六年升定州为大总管府后，原

幽州大总管府随之废除，所以连同幽州本身也归辖于定州大

总管府了。历史事实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考定。

武德七年二月，“ 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 旧唐书·

高祖纪》）。于是又有幽州大都府之置。同年，改涿县曰范阳，

仍属幽州。同年，在平定高开道势力后，于怀戎县置北燕州。

因此，幽州属县当再减少怀戎一县，而幽州大都督府所都督

者却增加北燕州。

武德九年，“ 罢幽州大都督府”，降格为都督府，都督幽、

易、景、瀛、东盐、沧、蒲、蠡、北义、燕、营、辽、平、檀、

玄、北燕等十七州（《 旧唐书·地理志 。按疑“ 十》） 七”系

“ 十六”之误。

高祖在位，仅有九年，幽州建置，变更五次，即由涿郡

改幽州，置总管府；继升大总管府，又改大都督府，再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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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府。其间幽州下领有县，上统于总管府、或大总管府、或

大都督府、或都督府。

贞观元 泃、无终二县，存潞、渔阳二县还年废玄州、省临

属幽州。又废北义州及归义县，其中固安县亦还属幽州，容

城县归还易州。这时幽州领有蓟、良乡、固安、雍奴、安次、

潞、渔阳、昌平八县。

贞观八年，复置归义县，改属幽州，幽州属县遂增归义

一县。同年，改北燕州为妫州，取妫水之名以为州名。这时，

幽州都督府都督幽、易、燕、妫、平、檀六州。《 旧唐书·地

理志》中将妫州仍作北燕州。

乾封二年（ ６６７年），于废无终县城复置无终县，属幽州。

《 旧唐书·地理志》于“ 幽州大都督府”条下作乾封三年，而

于“ 蓟州玉田县”条下作乾封二年。《 新唐书·地理志》于

“ 蓟州玉田县”下亦作乾封二年，是知作乾封三年误。

如意元年（ ６９２年），分安次县置武隆县，隶幽州。

万岁通天二年（ ６９７年），改无终县名为玉田县，属幽州

不变。

神龙元年（ ７０５年），营州都督府迁于幽州界内侨置，渔

阳、玉田二县由幽州割隶营州。

景云元年（ ７１０年），改武隆县名曰会昌，仍属幽州，又

析玄州置青山州，领青山一县，亦属幽州都督。

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析潞县置三河县，属幽州。应当指

出《， 旧唐书·地理志》“ 幽州大都督府”下有云“：景龙三年

（ ７０９年），分置三河县。”但《 两唐书·地理志》于“ 蓟州三

河县”下皆谓“ 开元四年”分潞县置。可见景龙三年说有误。

开元五年（ ７１７年）三月，寄治幽州渔阳县的营州还治柳

城，因此原由幽州割隶营州的渔阳、玉田二县复归幽州领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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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应当指出，《 旧唐书·地理志》“ 营州都督府”谓“ 开

元四年复移还柳城”，而《 新唐书·地理志“》 营州柳城郡”下

则云“ 开元五年又还治柳城”，二说相差一年，孰是孰非？考

《 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五年三月庚戌，于柳城依旧置营

州都督府”。可证开元五年说为是。又《 旧唐书·地理志》云：

“ 开元八（年 ７２０年），营州“ 又往就渔阳”，且于同年玉田县

“ 又割属营州”，而不及渔阳县。开元十一（年 ７２３年），营州

“ 又还柳城旧治”，玉田县亦再次还属幽州（《 旧唐书·地理

志》将幽州误作蓟州）。营州与玉田县的这一沿革变化，《 新

唐书·地理志》不载，两唐书本纪亦不见，故未敢妄从，只

此一提。

开元十三年（ ７２５年），升幽州都督府为幽州大都督府

（《 旧唐 》）。书·玄宗纪上

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年），“ 分幽州置蓟州”（《 旧唐书·玄

宗纪上》）。治渔阳，割幽州之渔阳、玉田、三河三县归蓟州

辖。《 旧唐书·地理志》蓟州玉田县下谓开元十一年又属蓟州，

误。蓟州析置后，今平谷县境大部属蓟州地。

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二月，“ 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

太守”（《 旧唐书·玄宗纪下 。时幽州改为》） 范阳郡《。 旧唐

书·地理志》称：范阳郡“ 属范阳、上谷、妫川、密云、归

德、渔阳、顺义、归化八郡”，中华书局本《 校勘记》云：

“《 合钞》卷５８《 地理志》‘属’字作‘管，。‘郡，字据上下

文义似当作‘县’。”显然，前者甚是，后者反谬。也就是说，

天宝元年范阳郡管范阳、上谷、妫川、密云、归德、渔阳、顺

义、归化八郡。这里的“ 管”，并非范阳郡太守管，而是由范

阳节度使管。天宝初范阳节度使为李适之，寻由裴宽继任，天

宝三载又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 旧唐书·裴漼传附崔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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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天宝元年，作为县的沿革变迁有以下几项：析蓟县置

广宁、广平二县，其治所只知在蓟城西，但至今不能确指。改

雍奴县曰武清县，雍奴县名始废。又改会昌县名曰永清县，永

清县名始此（《 旧唐书·地理志》）。

天宝三载（ ７４５年，同年正月改年为载），废广平、广宁

二县。至 ７５８年）后复置广平县（《 两唐书，地理德（ ７５６

志》 。）

《 旧唐书·地理志序》有“ 今举天宝十一载（ ７５２年）地

理”之句，是谓志中所载州、郡、县以天宝十一年为准。时

幽州属县为：蓟、幽都、广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

乡、昌平等九县。《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幽州范阳郡属县与

此同。但若以天宝十一载为断限，那么新旧唐志所载皆有失

误。首先，幽都县始置于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在天宝十一载

后二十八（年 详见下文燕州条）。其次，大历四（年 ７６９年）始

于范阳县置涿州，因此天宝十一载时，范阳、归义、固安三

县皆属幽州所辖。再次，广平县于至德后复置，亦不应列于

天宝十一载时幽州属下。因此，实际上《 两唐书·地理志》所

列幽州属县是建中二年以后的情况，不应视为天宝十一载的

建制。

至德二（年 ７５７年）十二月“，复诸州及官名（”《 新唐书

·肃宗纪》）。“ 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官名，一依故事”

（《 旧唐书·肃宗纪》）。总之，又改郡为州一事应在至德二年。

至德三年（ ７５８年）二月，方改元为乾元元年。《 旧唐书·地

理志》谓乾元元年范阳郡“ 复为幽州”，似乎亦有疑问。且云：

“ 旧领县十，蓟、潞、雍奴、渔阳、良乡、固安、昌平、范阳、

归义也。”显然，这里有较多差错，其一，县名中缺安次，

《 校勘记》已指出；其二，所谓“ 旧领县十”是指何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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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以前，还是天宝元年以前？若是前者，则不可遗漏

广平、武清、永清等县名；若是后者，则不可遗漏会昌或武

隆。其三，开元十八年渔阳已划归蓟州，既然列有渔阳县名，

则“ 旧领”当指开元十八年以前，假使如此，又不当遗漏玉

田、三河等县名。以此为例，足见《 旧唐书·地理志》缺憾

之多。

大历四年（ ７６９年）于范阳县新置涿州，原属幽州领辖的

范阳、固安、归义三县皆割隶涿州，幽州属县便减少该三县。

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废燕州及所领辽西县，而改置幽都县，

移治于幽州城内旧燕州 署，属幽州。因此，幽州属县增加

幽都一县。至此，幽州属县为蓟、幽都、广平、潞、武清、永

清、安次、良乡、昌平九县，即《 两唐书·地理志》于幽州

之下所列诸县。其中良乡县一度改名固节县。

此后以至唐终，幽州及所领诸县基本未变。

有唐一代，幽州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除作

为一般领县的行政州郡外，又先后在这里置总管府、大总管

府、都督府、大都督府等，统领数州的军政要务。镇守幽州

的军政官吏也多有朝中的要员或地方名臣，甚至宗室亲王，如

罗艺、温彦博、张亮、狄仁傑、张说、张守珪、朱希彩、刘怦、

刘济、刘聪、李怀仙等数十位，或任幽州总管，或任长史，或

任都督、刺史，或任节度使等。他们在幽州的活动两唐书多

有记载，在北京历史上都占有重要一页。特别是唐玄宗天宝

年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 安史之乱”，成为唐史上最

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幽州范阳郡堪称维系李唐社稷存亡的

军事重镇。

（ 二）檀州密云郡

檀州密云郡本隋之安乐郡。武德元年改郡为州，遂称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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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属幽州总管府管辖。天宝元年改州为郡，称密云郡。乾

元元年复为檀州。从唐初至唐末，无论称州称都，檀州密云

郡始终领密云、燕乐二县，州郡治所在密云（ 即今密云城

地），燕乐县则治今密云东北之燕乐村。任檀州刺史者，如天

宝初“，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人（”《 旧唐书·裴漼传》）。

又宣宗大中十一年（ ８５７年）四月，以幽州节度使张允伸之弟

允千任之（《 旧唐书·宣 》）。宗纪

（ 三）妫州妫川郡

妫州妫川郡本隋涿郡之怀戎县（ 治今河北涿鹿县西南保

岱村）。唐初为高开道的势力盘据。武德七年平高开道，于怀

戎县置北燕州，领怀戎一县。贞观八年（ ６３４年）取妫水为名，

改名妫州。长安二年（ ７０２年），妫州治所移徙清夷军城（ 怀

来县旧城，今湮于官厅水库），所领怀戎县同徙。天宝元年改

为妫川郡。乾元元年复名妫州。天宝之前，妫州只领怀戎一

县。天宝后析怀戎县东境置妫川县（ 今延庆城地），属妫州辖。

故《 旧唐书·地理志》妫州下列怀戎（ 州治）、妫川二县，而

于妫川名下注有“ 今所”二字，而后来妫川已非为县。《 新唐

书·地理志》于妫州妫川郡怀戎县下注云：“ 天宝中析置妫川

县，寻省。”此说应是可信的。《 乾隆延庆州志·名宦》载，

“ 圣历（ ６９８ ７００年）初，突厥默啜寇妫州，［桓］彦范巡行

边塞， 被敌家，度居庸等地后，肃靖内难。”是知唐代桓彦

范于妫州是有惠政的人，但此事《 两唐书·桓彦范传》无载。

（ 四）儒州缙山县

儒州及所领缙山县，《 新旧唐书·地理志》均未载，但

《 辽史·地理志》称“：儒州⋯⋯唐置“”，缙山县·⋯⋯唐天宝

中割妫川县置。”《 文献通考·舆地二》云：“ 儒州，唐末置，

石晋时没于契丹，领县一：缙山。”乾隆《 延庆州志·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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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韩梦殷者，幽州安次人也，以文学知名。乾宁元（年 ８９４

年），李克用既陷武［州］、新［州］，又使李嗣源、李嗣昭并

出飞狐，定山后，取妫、儒州，遂以梦殷为妫、儒州刺史。梦

殷下车，值岁饥馑疾疠，设策赈济医疗，百姓赖以全活。嗣

后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二州大治。子延

徽仕辽，亦为开国功名云。”《 辽史·韩延徽传》“：韩延徽，字

藏明，幽州安次人。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综

合以上材料可以断定，至迟在唐昭宗乾宁元年时，儒州已置。

《 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胡注云：“ 儒州，盖晋王镇河东所表

置”。这里的晋王当指李克用、李存勗父子。其镇河东时间亦

在唐末梁初。至于缙山县，谓唐天宝间割妫川县置，亦有道

理。虽然妫川县于天宝间置而又废，或许废妫川县正是别置

缙山县的原因。缙山县治所在今延庆东北旧县村，今为大柏

老乡驻地，村名旧县，盖因缙山县曾治此，后置儒州亦治于

此。《 两唐书·地理志》之所以不载儒州，乃是两志所载州县

以天宝间的建置为主的缘故。

（ 五）燕州归德郡

唐代燕州本隋之辽西郡，为处粟末靺鞨降人而置，初治

营州东二百里之汝罗故城，后寄治营州城内。武德元年改为

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同年省泸河县。武

德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幽州城内。《 旧唐书·北狄传·靺

鞨》云：武德间，靺鞨部落曾徙于幽州之昌平城（ 今昌平旧

县村）。贞观元年省怀远县，惟领辽西一县。开元二十五年

（ ７３７年），迁州治于幽州北桃谷山，即今昌平县东、西新城二

村处，城址尚见。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领县不变。乾元

元年复名燕州。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四月己亥，“ 省燕州”

（《 旧唐书·德宗纪》）。《 新唐书·地理志》云：“ 建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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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州］为朱滔所灭，因废为［幽都］县。”《 旧唐书·地理

志》云：“ 幽都，管郭下（ 指幽州城）西界，与蓟分理。建中

署，置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 幽都县，在［幽州都督］府

北一里。”两相印证，则燕州的沿革、迁移和治所明确无误。

有人以为归德郡即今顺义县，是不对的。

（ 六）蓟州渔阳郡

本幽州渔阳、三河、玉田三县地。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年），

“ 分幽州置蓟州”（《 旧唐书·玄宗纪上》）。领渔阳、三河、玉

田三县。天宝元年改为渔阳郡。乾元元年复为蓟州。

虽然蓟州所领三县治所均在今北京市境外，但因今平谷

县境大部和顺义县境东部，当时分属渔阳、三河两县，换言

之，唐之蓟州与今北京市域有关涉，故赘此数语，以明其缘。

（ 七 ）涿州

本幽州之范阳县。代宗大历四年（ ７６９年），幽州节度使

朱希彩奏请析幽州范阳、归义、固安三县置涿州，治范阳县

（ 今涿州市），属幽州都督。在新置涿州的同时，析固安县境

置新昌县；大和六年（ ８３２年），又于故督亢地新置新城县。

《 旧唐书·地理志》谓新城县为大历四年析置，误，因《 旧唐

书·文宗纪下》有云：“ 大和六年九月辛丑，“ 涿州置新城县，

古督亢之地也。”因此，涿州实领范阳、固安、归义、新昌、

新城五县。虽州县治所无一在今北京市界内，但因其旧属幽

州，故略记于此。

（ 八）顺州顺义郡

顺州，唐贞观四年平突厥后置，为唐初羁縻州之一。贞

观六年，寄治营州南五柳城，后又侨治幽州城中。天宝元年

改为顺义郡。乾元元年复为顺州。领一县，曰宾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献对顺州顺义郡的记载颇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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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造成更多的混乱。例如：

《 旧唐书·地理志》云：“ 顺州，下，贞观六年置，寄治

营州南五柳城。天宝元年改为顺义郡，乾元元年复为顺州。旧

⋯⋯宾义，郡所理，在领县一， 幽州城内。”

《 新唐书·地理志》云：“ 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

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又置北开、北宁、

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

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

秀容，隶顺州；后皆省。祐、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

顺州侨治幽州城中。岁贡麝香。县一、宾义。”

《 辽史·地理志》云：“ 顺 秦上谷，汉州，归化军，⋯⋯

范阳，北齐归德郡境。隋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厥

稽部长突地稽率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内附，置

顺州以处之。唐武德初改燕州，会昌中改归顺州，唐末仍为

顺州。统县一，怀柔县，唐贞观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顺义

县。开元四年置松漠府弹汗州。天宝元年改归化郡，乾元元

年复今名。”

比较上述三种说法，则产生如下几个问题：

（ １）顺州究竟始置于何年？

（ ２）顺州何时侨治于幽州城内？

（ ３）顺州与燕州、归顺州有无关系？

（ ４）顺州究竟领宾义县还是怀柔县？

这几个问题若不弄清楚，唐顺州顺义郡的沿革就是一个

难解的谜。

顺州始置之年，新旧两唐书分主贞观四年和六年之说。考

《《 旧唐书·太宗纪下》有云：贞观五“年 冬十月，右卫大将军、

顺州都督、北平郡王阿史那什钵苾卒。”据此则知，贞观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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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有顺 《 旧唐书·突厥传上》云：贞观四年，“ 授州。又

［突利可汗什钵苾］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户，

以其下兵众置顺、祐等州，帅部落还蕃。”由此可知，顺州始

置之年，《 新唐书·地理 《 旧唐书·地理志》说志》说为是，

为非。贞观六年当是顺州自朔州之地侨治于营州南五柳城的

时间。

至于顺州由五柳城迁治幽州城内的时间，史无明载。以

情理推想，当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契丹陷营州之时。

《 辽史·地理志》谓顺州于唐初改曰燕州，后又改为归顺

州云云，所指绝非这里所说的顺州，燕州已见上文，归顺州

可见下文。三者不可混同。顺州领县，《 两唐书·地理志》均

谓之宾义。《 辽史·地理志》所谓怀柔县实为归顺州辖县，亦

详见下文。

（ 九）归顺州归化郡

唐书·地理志》云：“ 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 旧

松漠府弹汗州部落。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

为归顺州。天宝领县一⋯⋯怀柔，州所理也。”

《 新唐书·地理志》云：“ 归顺州归化郡，本弹汗州，贞

观二十二（ ６４８年）以内属契丹别帅析纥便部置。开元四年更

名。县一：怀柔。”

显然，两唐书的说法也不一致。考《 旧唐书·太宗纪》：

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要度者并率其部内

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又《 旧唐书

·北狄传·契丹》云：贞观二十二年，“ 窟哥等部咸请内属，

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无极县

男，赐姓李氏。显庆（ ６５６ ６６０年）初，又拜窟哥为左临门

大将军。其曾孙祜莫离，则天时（ ６８４ ７０４年）历左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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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由此可知，是贞观二十二年

为安置内附契丹部族而置松漠都督府的。以契丹纥便部所置

之弹汗州如《 新唐书·北狄传·契丹》所说，亦在贞观二十

二年，属松漠都督府辖。松漠都督府辖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通辽市一带，都督府治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

旗西北，所领之弹汗州原先当亦在这片土地上。《 旧唐书·地

理志》所谓“ 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

落”，乃指位居今顺义县境者。也就是说，当开元四年松漠府

弹汗州侨置于今顺义县境时，更名曰归顺州。天宝元年改为

归化郡，乾元元年复称归顺州。领怀柔一县。故《 辽史·地

理志》述顺州（ 今顺义县前身）沿革，涉及唐之归顺州和怀

柔县，只是误以为归顺州由燕州演变而来而已。至于《 辽史

·地理志》所谓归顺州于唐末仍名顺州，别无文献可证，权

从其说。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唐末顺州与原寄治幽州

城中的顺州毫无关系，因为原寄治幽州城中的顺州为突厥羁

縻州，而由归顺州演变而来的唐末顺州则是契丹羁縻州。

（ 十）其他羁縻州

唐代还有一批羁縻州县侨治于幽州境内。所谓羁縻州县

是唐王朝为安置和管理表示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部落而设置

的州县，掌管这些州县的是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他们与唐

王朝中央政府间维系一定的臣属关系，因而称这样的州县为

羁縻州县。羁，原义是马笼头；縻，原义是牛纼（ ｚｈèｎ），即

牛鼻绳，故“ 羁縻”一词意为笼络、牵制，正可反映这些州

县的地位和性质以及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唐前期，设置的

羁縻州县很多，单是归于营州都督者即有二十多个。万岁通

天元年（ ６９６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

诚州刺史孙万荣，杀害营州都督赵文翙，举兵反叛，攻陷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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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而原归营州都督的诸多羁縻州纷纷南迁于青、淄、徐、宋

等州境内，至神龙元年北还幽州之境。具体是：

威州，本辽州，武德二年以契丹内稽部落置，初治燕支

城，后寄治营州城中。贞观元年更名威州，改隶幽州大都督

府。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陷营州后乃南迁，侨置于幽州良乡县

石窟堡（ 今房山区河北乡佛子庄一带，或者霞云岭乡上中下

石堡村一带），领威化一县，州县同治（《 两唐书·地理志》，

下同）。

慎州，武德初以靺鞨族涑沫乌素固部落置，隶营州都督。

万岁通天二年陷于契丹，侨迁于淄、青州（ 今山东淄博、潍

坊市境）安置。神龙初北还，隶幽州，与所领逢龙县寄治幽

州良乡县之都乡城（ 即西汉西乡县故城，在今房山区长沟村

东）。

崇州，武德五年（ ６２３年）分饶乐都督府置，以处奚族可

汗部落，隶营州都督。贞观三年（ ６２９年）更名北黎州（《 旧

唐书·地理志》作二年），寄治营州东北废阳师镇。八年复改

为崇州。契丹陷营州后，与所领之昌黎县徙治于幽州潞县之

古潞城（ 今通县东八里古城村处）。

鲜州，亦武德五年分饶乐都督府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

岁通天元年，南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元年北还，隶属幽州，与

所领宾从县寄治潞县之古潞城，和崇州昌黎县同地。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内置，以处靺鞨愁思岭部落，隶

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南迁于徐州。神龙元年北还，改隶

幽州都督，与所领来苏县寄治良乡之古广阳城（ 今房山区东

北隅南北广阳城处）。《 新唐书·地理志》谓夷宾州于乾符

（ ８７４ ８７９年）中置，乃误将乾封作乾符。

归义州，总章（ ６６８ ６７０年）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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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都督，侨治良乡之广阳城，领归义一县。

瑞州，贞观十年（ ６３０年）于营州境内置威州，以处突厥

乌突汗达 ６７４年）中改为干部落，隶营州都督。咸亨（ ６７０

瑞州。万岁通天二年南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北还，隶幽

州都督，与来远县寄治良乡之故广阳城，与夷宾州、归义州

同治。

黎州，载初二年（ ６９０年）析慎州置，以处浮渝靺鞨乌素

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南迁于宋州管治。神

龙元年北还，改隶幽州都督，与所领新黎县寄治良乡县之故

都乡城，与慎州同寄治一地。《 两唐书·地理志》俱谓载初二

年置黎州。但“ 载初”年号从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始，至载

初元年九月改元天授止，只行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故实际上

不存在“ 载初二年”，所谓载初二年应为天授元年（ ６９０年）。

师州，贞观三年（ ６２９年）于营州东北废阳师镇置，以领

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南迁于青州安

置。神龙元年北还，改隶幽州都督，与所领阳师县寄治良乡

县之故东闾城，疑即今大兴黄村西北之芦城处。

带州，贞观十九年（ ６４５年）于营州界内置，以处契丹乙

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南迁于青州安置。神

龙元年北还，改隶幽州都督，与所领孤竹县寄治昌平县清水

店。该清水店有人疑为今海淀区太舟务处，如麻兆庆《 昌平

外志》云“：旧志：州西南有村名太州务，疑为带州孤竹县侨

治处。带、太同韻，转带为太；孤竹音省为务。村西即黑龙潭，

店名清水，其因此耶？”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更值得思

考的是清河镇附近，因为今清河镇西不远的朱房村有一古城

遗址，考古工作者认定是汉城，但为汉代的什么城，却至今

没有结论。作为一个汉代城址，唐代侨置带州及孤竹县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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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可能的，如上文已述的慎州、黎州所寄治的都乡城，就

是西汉的西乡县城。朱房古城遗址距清河镇不远，清河镇或

许由唐清水店沿袭而来，这两个地名的亲缘关系似乎更密切

些。总之，带州及孤竹县所寄治的昌平县清水店，尚有进一

步研究的必要。

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以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

督。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陷营州，沃州及所领滨海县南迁幽

州境，寄治蓟县东南回城（ 今大兴县大回城村一带），改隶幽

州都督。

昌州，贞观二年置，以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

岁通天二年南迁于青州境安置。神龙元年北还，隶幽州都督，

寄治安次县古常道城（ 今廊坊市南、北常道村一带），领龙山

一县，州县同治。

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以领契丹乙失活部落，隶营州

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北还，改隶幽州都督，与

所领黄龙县寄治范阳县境（ 不详确址）。

玄州，隋开皇初置，领契丹李去闾部落。唐万岁通天二

年，南迁于徐、宋州安置（ 今江苏徐州和河南商丘市一带）。

神龙元年北还，隶幽州，与所领静蕃县同寄治幽州范阳县鲁

泊村（ 今涿州市西北境有南北鲁坡二村，当即鲁泊村）。

除上述诸州外，还有的州是后来新置的，如青山州，景

云元年（ ７１０年）析玄州（ 寄治范阳县鲁泊村）置，隶幽州都

督，侨治于范阳县水门村（ 今名税门村），领青山一县。又如

凛州，天宝初置，以处降胡，领一县（ 名不详），治于幽州范

阳县界。据《 新唐书·地理志》，也还有一把羁縻州旧属营州

都督，后归幽州都督，但不知其地。如领管奚族某些部落的

弱水州、祁黎州、洛瓌州、太鲁州、渴野州，该五州属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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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府辖，奉诚都督府本唐初之饶乐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

（ ６４８年）更名。今房山区有村名曰饶乐府，是否与此有关，亦

未可知。又如领管契丹某些部落的属松漠都督府的峭落、无

缝、羽陵、白连、徒何、万丹、疋黎、赤山等八州，亦不得

其详。

上述诸多羁縻州县中，有的是万岁通天间由营州地界直

接侨迁于幽州境内；有的则是先侨迁于青、淄、徐、宋等州，

而于神龙年间 此后新置于幽复北迁于幽州各地的；还有的是

州属内者。情况不一，颇为复杂。在北京沿革地理上，唐代

众多羁縻州县的侨迁寄治，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八节　　　　五代幽州及其他

唐朝灭亡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

五个朝代。同时，在南方与河东地区，先后建立过吴、前蜀、

楚、吴越、闽、南汉、南平（ 荆南）、后蜀、南唐、北汉十个

较大割据政权。这种分裂动荡的社会局面持续了半个世纪有

余（ ９０７ ９６０年），史称“ 五代十国”。

其间，分布于今北京地区的州县，见于文献记载的，略

如下述。

幽州。开平元年（ ９０７年，即天祐四年）“ 卢龙节度使刘

仁恭骄侈贪暴，常虑幽州城不固，筑馆于大安山”（《 资治通

鉴》卷２６６）。乾化元年（ ９１１年，即天祐八年），“ 幽州刘守

光僭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

同光三年（ ９２５年），“ 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为幽州节度使”

（ 同上）。天成二（年 ９２７年“），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加检校太

》）尉（”同上书《， 明宗纪 。信手摘录的材料说明，五代时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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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仍唐旧置，治蓟城，梁、唐时为卢龙军节度使（ 亦称幽州

节度使）驻地。幽州属县可稽考者，有蓟、良乡、潞、昌平

（ 燕平）、幽都、安次、永清、武清等，亦基本沿袭唐制。在

这里应当着重说明的是，刘仁恭所设立的玉河县。《 辽史·地

理志》云：“ 玉河县，本［玉］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

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

之。在［燕］京西四十里。”其他文献亦多见玉河县的记载，

如：《 读史方舆纪要》云：“ 玉河废县在［顺天］府西四十里，

本蓟县地，五代时刘仁恭置。”《 大清一统志》云“：玉河废县

在宛平县西，五代时置。”《 日下旧闻考·郊坰》云“：宛平县

西四十里有城子村，旧为玉河乡地，与《 方舆纪要》之说合，

当即玉河废县。”近年有的同志认为今门头沟北之城子村即玉

河县故城处，并探索过玉河县疆域（ 赵其昌：《 辽代玉河县

》）。另外有些材料表明玉河县考 故城未必就是门头沟城子村，

例如据《 永乐大典》辑本《 顺天府志·宛平县古迹》有云：

“ 玉河城，城在［北京］城西南三十五里，故老相传金章宗游

幸宿顿之所，因立县曰玉河；今遗址尚存。”这里有关玉河城

的方位里程是值得注意的。又《 日下旧闻考》引《 国门近游

录》云：“ 过长店冈而西有县村，疑即古玉河县故址。然唐时

幽州管内尚有广平县，亦分蓟县置者。所谓县村，究未定为

何县也。”按长店冈今称卧龙冈，在丰台区西北部永定河南岸；

其西之县村，当即东、西新秤二村处， 《 宛署杂记》作明 东、

西新城二村。村以城名，当因旧有城池在。《 国门近游录》怀

疑这里是玉河县治所在，愚以为不无道理。刘仁恭设玉河县，

目的在供大安山所需。从交通地理情势看，将玉河县治设于

县村，远比设于门头沟城子村为优为便。因此，在考察玉河

县位置时，今东、西新秤二村处是颇值得注意的。至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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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广宁二县，亦皆析蓟县置，其点位至今不明确，莫非

石景山区之古城和门头沟之城子，与此二县有关？此外，《 旧

五代史·郡县志》云：“ 幽州北平县，后唐长兴三年八月，改

为燕平县。”据考隋唐之世幽州不领北平县，北平县（ 今河北

完县）属定州。定州北平县已非故燕国地，更其名曰燕平似

难置信。唐幽州属县改名燕平者，惟广平、昌平二县可能性

最大。但广平县于唐末已废，刘仁恭析蓟县置玉河县，以供

经营大安山之需这一事实，隐约透露着广平县不复存在的信

息。这样一来，只有昌平县改名燕平是可信的。凡论述昌平

县历史沿革者，亦皆补一笔，谓五代唐曾更名燕平县。因此，

《 旧五代史·郡县志》所载后唐长兴间改“ 幽州北平县”应为

昌平县之误。

檀州。天祐十年（ 后梁乾化三年，９１３年）二月，“ 周德

威报檀州刺史陈榷以城降”（《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

同年十月“，［刘］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周］德威追及，大

败之。”十二月“，檀州燕乐县人执刘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

继祚以献（” 五代史·唐书·庄宗纪》）《 旧 。天成三年（ ９２８

年），“ 以责授檀州刺史刘训为右龙武大将军”（《 旧五代史·

唐书·明宗纪》）。上列数则说明，五代时檀州亦仍旧制。有

人曾说，因天成二年（ ９２７年），唐明宗将其原名李嗣源改为

李亶，为避讳计，檀州亦曾更名。但此说未足信，因《 旧五

代史·唐书·明宗纪》前后皆称檀州，似无改名之实。又清

泰二年五月，中书虽有更名之请，但诏曰：“ 偏旁文字，音

韻悬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杨檀赐名光远，余依旧”

（《 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据此则尤信檀州未曾改名。

顺州。天祐十年（ 即后梁乾化三年，９１３年）正月，“ 周

德威攻下顺州，获刺史王在思。” 月，“九 刘守光率众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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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遂陷顺州。冬十月己巳朔，守光帅七百骑、步军五

》）千，夜入檀州”（《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 。可知五代不

仅有顺州，而且地处幽、檀二州间，即今顺义也。

儒州。同光二年（ ９２４年）七月，升新州（ 今河北涿鹿）

为威塞军节度使，以妫、儒、武等州为属郡”（《 旧五代史·

。又天成四（年 ９２９年）七月“，贬前左金唐书·庄宗纪》） 吾

上将军毛璋为儒州长流百姓，寻赐自尽”（《 旧五代史·唐书

·明宗纪》）。五代儒州，亦仍旧置。

妫州。同光二年正月，“ 幽州奏，妫州山后十三寨百姓却

复新州”。七月，妫州为威寨军节度使管辖（《 旧五代史·唐

书·庄宗纪》）。妫州之置，一如前代。

此外，涿州、蓟州亦皆存在。如天祐九年（ ９１２年）五月，

“ ［周］德威自涿州进军于幽州，营于城下。”天祐十一年

（ ９１４年），因晋王李存勗“ 南破梁军，北定幽、蓟，乃共推崇

焉（”《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这里的“ 蓟”即指蓟州。

总之，唐代在今北京地区设置的幽、檀、顺、儒、妫、涿、

蓟等州，在五代前期一如旧制，并归中原政权统辖。但至后

晋时，石敬瑭为报答契丹援立之功，竟然割幽、蓟等十六州

赂契丹，从此地入契丹人之手。

第九节　　　　辽南京道、析津府及其他

唐朝后期，活动于潢水（ 今辽河上游）流域的契丹民族，

日渐强盛，至其首领阿保机统率时，势力益壮，四出征战，逐

渐统一了塞外诸部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于大同元年（ ９４７

年）定国号曰辽。

在这之前的十年，即天显十一年（ ９３６年）十一月，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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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扶助石敬瑭登上“ 大晋皇帝”的宝座（《 辽史·太宗纪

。为报答契丹援立之助，石敬瑭便上》） 将幽、蓟等十六州割

让给契丹。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文献记载不同。《 辽史·太

宗纪》称：会同元年（ ９３８年）十一月，“ 是月，晋复遣赵莹

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

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 资治通鉴·后晋

纪》云：天福元年（ ９３６年）十一月，“ 契丹主作册书，命

［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

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

云、应、朔、寰、蔚十六州，以与契丹。”《 契丹国志》说同。

《 新五代史·晋高祖纪》说和《 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说

亦同。显然，《 辽史》之说不可取。

从后晋天福元年幽、蓟等州入于辽人之手后，直至辽天

祚帝保大二年（ １１２２年），辽人统治幽燕地区长达一百八十余

年。辽代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道、府、州军、县四级制。道领

府、州、军，府州军领县。府有京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

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别。就今北京地区来说，有辽一

代的具体行政建置如下：

南京道

辽置五京道之一。南京，即原幽州。会同元年（ ９３８年），

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幽州之置从此结束。《 金史

·地理志》称，开泰元年（ １０１２年），南京改号燕京。但《 辽

史·太宗纪》载：会同二年（ ９３９年）八月，“ 晋遣使贡岁币，

奏输戌、亥二岁金币于燕京。”三（年 ９４０年）六月壬寅“，驾

发燕京’，；十二月丁巳“，诏燕京皇城西南堞建凉殿”。五年

（ ９４２年）八月戊辰“，诏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送叛臣乌古指挥使

由燕京赴阙”。同年五月甲午“，如南京”；六年（ ９４３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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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丁未，“ 如南京”。凡此种种，说明会同元年之后，“ 南

京”与“ 燕京”即二名并用，并非开泰元年后始称燕京，且

《 辽史·圣宗纪》于开泰元年下亦无“ 改南京曰燕京”之语。

辽南京道统府一、节度州一。府曰幽都，后改析津；节度州

曰平州，下领刺史州二、县三。因平州与今北京市无关，故

从略。兹将幽都（ 析津）府详述如下：

幽都府与析津府

幽都府与析津府，为一府二名，只是有先有后而已。辽

太宗会同元年，在升幽州为南京的同时，于南京置幽都府，当

因幽都县治亦在南京而命名。至开泰元年十一月甲午，“ 改幽

》）都府为析津府”（《 辽史·圣宗纪 。因与幽都县共治南京的

蓟县，先改名蓟北县，开泰元年又改名析津县，以燕分野旅

寅为析木之津而命名。府名之改，亦源于此。

据《 辽史·地理志》，辽析津府直属县有十一，又领刺史

州六，州下领县共计十三。具体是：

（ 一）析津府直属县

析津县。原为蓟县，辽会同元年改名蓟北县。统和九年

（ ９９１年）三月，“ 复遣⋯⋯蓟北县令崔简等分决诸道滞狱”

（ 》）《 辽史·圣宗纪 。时蓟北县属幽都府。开泰元年又更名析

津县，改属析津府。与宛平县分理南京东、西界。

宛平县。本唐代始置之幽都县，入辽属幽都府。开泰元

年改名宛平县，盖取《 释名》所云“ 燕，宛也；宛，宛然以

平”之意而名县，改属析津府。与析津县分理南京西、东界。

大安四年（ １０８８年），“ 有司奏宛平、永清蝗为飞鸟所食”

（《 辽史·道宗纪》）。

昌平县。旧置，五代唐改曰燕平县（ 一说同光二年改，一

说长兴三年改），后晋复昌平县旧名。入辽初属幽都府，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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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后属析津府。统和十三（年 ９９５年）六月“，诏许昌平、怀

）。辽代昌平柔等县诸人请业荒地”（《 辽史·圣宗纪》 县治世

人多以为在今昌平旧县村，愚以为在今昌平土城村，详见第

三章第十三节。

良乡县。旧置，治今房山区良乡镇。汉良乡县治在今房

山区窦店西一里；自北魏至隋唐，良乡县治在房山东、大石

河西岸。五代赵德钧镇幽州时，于县境筑盐沟城，徙良乡县

来治，即今良乡镇处。《 辽志》谓“ 刘守光徙治此”，误。宋

王曾上契丹事曰：“ 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

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

至良乡。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 辽史·地理

志》）。此段文字，足证辽良乡县治所在。

潞县。旧置。治所在今通县。统和五年（ ９８７年）二月，

“ 幸潞县西，放鹘擒鹅。”十二年十一月，“ 渔于潞县西淀”

（《 辽史·游幸表》）。

安次县。旧置。辽大康三年（ １０７７年）五月，“ 玉田、安

次蝝伤稼”；八年（ １０８２年）七月，“ 南京霖雨，沙河溢，永

清、归义、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县伤稼”（《 辽史·道

宗纪》）。安次县治在耿就桥行市南，志称“ 在京南一百二十

里”，即今河北省廊坊市西境之旧州村处。

永清县。唐置。辽咸雍四年（ １０６８年）十月，“ 永清、武

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水，复一岁租”

（《 辽史·道宗纪》）。县治“ 在京南一百五十里”，即今永清

县。

武清县。原雍奴县，唐更名。辽因之，统和十三年（ ９９５

年）三月“，武清县百余人入宋境剽掠（”《 辽史·圣宗纪》）。

县治“ 在京东南一百五十里”，即今武清县（ 治杨村）西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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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县村。

香河县。本武清县之孙村。辽于新仓置榷盐院，居民聚

（集，因分武清、三河、潞三县户置。重熙十三年 １０４４年 ）秋

“七月辛酉， 香河县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伏诛。”是知香河

县置于重熙十三年之前。县治“ 在京东南一百二十里”，即今

香河县。

玉河县。五代刘仁恭置，辽因之。志称“ 在京西四十

里”，有人认为在今门头沟城子村，愚以为在今门头沟区东南

隅东、西新秤（ 城）处更为合理。

漷阴县。本汉泉州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

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辽圣宗统和十二年（ ９９４

年）春正月癸丑 漷阴镇水，漂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辽”朔“，

史·圣宗纪》）。说明此时尚未置县。又《 张绩墓誌铭》称：“绩 以

清宁四（年 １０５８年）三月八日，卒于在任“”，公夫人即中书门

下平章事史相之长女也，痛违偕老，恨结未亡，乃于当年十月，

随护其榇，葬于漷阴县故□□□□□（” ：陈述《 全 卷８辽文 ）》 。

是知辽道宗清宁四年已有漷阴县。《 金史·地理志》于漷阴县

下注云“ 辽太平（ １０２１ １０３１年）中以漷阴村置。”当言之有

据。漷阴县治所，旧多以为在今通县东南漷县村。经《 北京历史

地图集》编辑组成员的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确认在今通县南

牛堡屯乡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村间。

上列十一县，皆直属析津府。在这里有必要一提，辽代

尚有一个虎县，陈述编《 全辽文》卷１０《 造长明灯记》一文

称：“ 大辽国幽燕之北、虎县之东龙门乡兴寿里邑众杨守

（《 昌平外志》卷４作“ 宗”）金等，久弘善念，特建灯幢。

⋯⋯”。麻兆庆《 昌平外志·金石》篇载录此文，题为《 灯幢

记》。文末题“ 乾统五年（ １１０５年）乙酉岁十一月乙未朔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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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１６）坤时建记”，是知虎县存于辽末。所谓兴寿里当即今

昌平县兴寿村，为乡驻地，则又知虎县大约为今昌平县北境。

其县治疑即今昌平虎峪村处。因县处居庸关内，当属析津府

无疑。但是虎县之置废，已难稽考，谨附记于此。

（ 二）析津府属州及诸州领县

加武威军号。统和（ １）檀州，因唐旧置，为刺史州，又

七年（ ９８９年）二月，“ 诏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

州（”《 辽史·圣宗纪》）。太平五年（ １０２５年）八月“，猎于

檀州北山”（《 辽史·游幸表 。辽檀州领》） 二县，曰密云、曰

行唐。密云县，旧置，辽仍之。圣宗统和七年（ ９８９年）六月，

“ 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 辽史·圣宗纪》）。行

唐县，辽置。“ 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

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 辽

史·地理志》）。按在这之前，檀、顺等州屡遭契丹兵燹之殃，

其民多被掠俘，徙于契丹内地，故檀州旷土多有，适宜安置

俘掠行唐县民。所云凡置十寨，已无法一一考定，今密云县

西、南可见河南寨、燕乐寨、靳各寨、渤海寨等村名，村大

人多，疑即辽置十寨的陈迹。至于行唐县治，说者均谓在今

密云东，如《 读史方舆纪要》顺天府密云县下云：“ 行唐废县，

亦在县东。”《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８云“：行唐，宋县，燕

山府路檀州；辽县，南京道析津府檀州。今直隶顺天府密云

县东。”循其线索，经实地考察后，于今密云县东之地，惟前、

后焦家务村一带适宜建城立县，且村民相告，当地旧多残砖

碎瓦，有官道经此。莫非辽之行唐县治确在于此？

在这里还有必要就燕乐县问题赘言几句。自东魏始，以

迄五代，今密云县境曾有燕乐县之置，已详上文。至《 辽史

·地理志》檀州下不见燕乐县之名。《 辽史·圣宗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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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此下中华书局本

云：“ 辽无燕乐县，此系用旧名。”《 校勘记》 《 读史方舆纪

要》亦云“：五代梁乾化三（年 ９１３年），晋将周德威伐燕，刘

守光奔燕乐，被擒，县寻废。宋白曰：‘燕乐、密云皆汉厗奚

县地，五代时废为燕乐庄，其地平旷 ’”然不仅《 辽史可屯。

·圣宗纪》有如上记载，《 辽史·食货志》又载：“ 统和十五

年（ ９９７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

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

此私田制也。”此下之《 校勘记》将该事与统和七年六月“ 诏

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一事，视而为

一，殊为不妥。因为前者明令“ 免赋役十年”，后者则专对山

前后未纳税户而言的，令之“ 占地置业入税”，前后政策之不

同，说明二者并非一回事。据此则知，辽代前期尚存燕乐县，

至少在圣宗统和十五年前是这样。因此，谓“ 辽无燕乐县”或

“ 燕乐县废于后梁”，似乎失之武断。

（ ２）顺州，因唐旧置，为刺史州，军号归化。太平三年

（ １０２３年）以冯延休为顺州刺（史《 辽史·圣宗纪》）。辽顺州

领怀柔一县，州、县治均在今顺义县。《 辽史·地理志》有关

顺州沿革的叙述颇多舛误，兹详加辨析。

志云：“ 顺州，归化军，中，刺史。秦上谷、汉范阳、北

齐归德郡境。隋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厥稽部长

突地稽率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馀城西北举落内附，置顺州

以处之。唐武德初改燕州，会昌中改归顺州，唐末仍为顺州。

有温渝河、白遂河、曹王山，曹操尝驻军于此；黍谷山，邹

衍吹律之地，南有齐长城。城东北有华林、天柱二庄，辽建

凉殿，春赏花，夏纳凉。初军曰归宁，后更名。统县一：怀

柔县。唐贞观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顺义县。开元四年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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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府弹汗州，天宝元年改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今名。户五千。”

其说之误可举五端：

①“ 秦上谷，汉范阳，北齐归德郡境”。按辽顺州之域大

致即今顺义县境，温渝河（ 今温榆河）、白遂河（ 今潮白河）、

华林（ 今花梨坎）、天柱（ 今天竺）等地名可证。西汉于境内

置狐奴、安乐二县，皆属渔阳郡，渔阳郡治即在今密云县统

军庄南，或怀柔县梨园庄东南，与今顺义县北界相距咫尺。县

南今通县在汉为路县，亦属渔阳郡。汉渔阳郡当因秦旧。观

其地理形势，今顺义县境或者辽之顺州辖域，在秦断不能为

上谷郡地。又汉无范阳郡之置，即便有范阳郡，亦当在今涿

州市境，与今顺义县地风马牛不相及。谓辽顺州乃汉范阳郡

境，殊谬。此处范阳必为渔阳之讹，因两汉之狐奴、安乐县

均属渔阳郡。至北齐属归德郡境，亦难置信。因北齐长城在

今温榆河南岸，故华林、天柱二庄俱在城东北。宋沈括《 梦

溪笔谈》有云：“ 幽州东北三十里有望京馆，东行少北十里余，

出古长城，又二十里至中顿，又逾孙侯河，行二十里至顺州。”

这里的“ 望京馆”当在今朝阳区大望京、小望京一带，大、小

望京二个地名即因望京馆而得名。据此，则更明确“ 古长

城”（ 即所谓北齐长城）的位置。今顺义县地大都在“ 古长

城”北，北齐修此长城，目的应当是防御北方敌对势力侵犯

幽州。如果这种解释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北齐反在长城之外

设立归德郡便是难以置信的事。况且《 读史方舆纪要》顺义

县下云：“ 北齐始置归德县，属燕郡，后周废。”北齐于今顺

义县境究竟是置郡还是设县，尚且说法未一，这便更增加了

辽之顺州在北齐为归德郡说的不可信度。

②隋开皇中置顺州以处内附的粟末靺鞨，是谓顺州始置

于隋开皇中。但《 隋书》本纪不载此事，惟《 隋书·靺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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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传》 ，渠帅度地稽率其部

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 旧唐书

·北狄传·靺鞨》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

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

由此可知，粟末靺鞨酋长突地稽率部落内附是在隋炀帝初期，

时置辽西郡以处之，并无开皇中置顺州以处靺鞨降民之事。这

一点朱彝尊氏早已指出：“ 然考之《 隋书》，粟末靺鞨渠长度

地稽内附，止云居之柳城而已。《 寰宇记》云：‘大业八年

（ ６１２年）为置辽西郡以统之。’亦未有隋置顺州之文也”

（《 日下旧闻考》卷１３８）。总之，《 辽史》谓顺州始置于隋开

皇中，误。

③“ 唐武德初改燕州”。按唐武德初改燕州者，本是隋之

辽西郡，非顺州。且武德六年，燕州侨置于幽州城内，与辽

顺州境无关。详见《 唐书·地理志》。

④“ 会昌中改归顺州”。按《 唐书·地理志》，燕州与归

顺州各自为州，并非一州先后二名。燕州为唐武德初改隋辽

西郡置，以处内附之靺鞨部落；后领辽西一县，建中二年废

为幽都县。归顺州本弹汗州，为契丹羁縻州，开元中更名，领

怀柔一县。所谓会昌（ ８４１ ８４６年）中改燕州为归顺州，不

知何据？《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三年（ ８０８年）六月癸丑，

邕管“ 以 将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既然如此，谓“ 会昌中改

为归顺州”尤为无稽之谈。

⑤“ 怀柔县。唐贞观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顺义县。开

元四年置松漠府弹汗州。天宝元年改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今

名。”按此段关于怀柔县建置沿革的叙述，将怀柔县与归顺州

混为一谈，又将顺州与归顺州混为一谈。贞观六年治五柳城

者是顺州，改为顺义者亦是顺州，且称顺义郡而非称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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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府弹汗州，置于贞观二十二年，开元四年更名为归顺州，并

侨置于今顺义县地。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者，是指原归顺州，

而非怀柔县。乾元元年复旧名者，是指归化郡复称归顺州，亦

非复称怀柔县。怀柔县作为归顺州归化郡属县，并未有如此

复杂的更改过程（ 详见《 两唐书·地理志》）。

《 辽史·地理志》顺州一节舛误如是，可叹治古代舆地学

之难矣。

（ ３）涿州。因唐旧置，治范阳（ 今涿州市），领范阳、固

安、新城、容城四县。其中只有范阳县与今北京市境相涉。

《 辽史·地理志》涿州下“ 有大防山、六聘山、涿水、楼桑河、

横沟河、礼逊河、祁沟河。”其中的大防山、六聘山皆在今房

山区中南部。《 全辽文》卷１１选载《 白带山云居寺舍利石匣

铭记》称：“ 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是知石经

山云居寺在辽代亦属涿州范阳县地土。但刘李村（ 今琉璃

河）、十渡村皆属良乡县（ 分见《 全辽文》载《 白继琳幢记》

和《 齐师让妻阿石造经题记》）。

（ ４）蓟州。因唐旧置，治渔阳（ 今天津蓟县），领渔阳、

三河、玉田三县。其中渔阳、三河二县与今平谷、顺义县地

土有关。《 全辽文》卷１１载《 静严寺造像记》称：“ 大辽国燕

京蓟州渔阳县大王镇西寨务静严寺内⋯⋯”。按静严寺遗址在

今平谷县西北大辛寨村村南，大辛寨村在辽称西寨务。《 平谷

县志》称，唐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年）废平谷县为大王镇，隶渔

阳县。可见今平谷县在辽代为渔阳县辖境无疑。今平谷县西

境、顺义县东境，原来便是三河县属地，在辽当亦然。

（ ５）易州。因唐旧置，治易县，领易县、涞水二县。今

房山区拒马河南岸地土当旧属涞水县。

（ ６）景州。本蓟州遵化县，辽重熙中置景州，领遵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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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今北京市境无涉。

辽天祚帝保大四年（ １１２４年）五月，金人攻克燕京，驱

燕之大家东徙，“ 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与宋以

塞盟（”《 》）。金人予宋之土地，也正是辽析辽史，天祚帝纪

津府所辖之州县。

上述辽南京道析津府所辖州县，基本在居庸关、古北口

间长城之内。至于今北京市境在长城之外者，则分属于西京

道和中京道。

西京道，辽五京道之一，治大同府（ 今大同）。在西京道

所统府州县中，惟奉圣州与今北京市境有关，余皆从略。

奉圣州，军号武定。本唐新州，会同元年改称奉圣州，为

辽节度州之一。统四县、三州：县曰永兴、矾山、龙门、望

云；州曰归化、可汗、儒。与今北京市境有关者，惟儒州与

可汗州，余皆略。

儒州。因唐旧置，为刺史州，治缙山县，领缙山一县。旧

属新州，辽会同元年后改属奉圣州。统和二年（ ９８４年）十一

月，“ 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胡嘏为儒州刺史”（《 辽史·圣

宗纪 四年（ ９８６年》）。 ）九月，皇太妃“ 次儒州”；七年（ ９８９

年）四月，辽帝“ 驻跸儒州龙泉”；五月，“ 祭风伯于儒州白

马村”；十年（ ９９２年）十二月，“ 猎儒州东川”（《 辽史·圣

宗纪》）。可见儒州在辽代曾是帝后巡幸的重要地方。所领缙

山县亦因唐旧置《。 全辽文》载《 史洵直墓誌铭》，称洵直为儒

州缙山县人，清宁八年（ １０６２年）登进士第，官至左谏议大

夫。儒州及缙　 治在今延庆县东北旧县村，今为大柏老乡山县

驻地。

可汗州。本唐妫州。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

自别为西奚，号可汗州。辽太祖因之。《 辽史·太祖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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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元年（ ９１６年）十一月“ 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

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

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但此后妫州似乎仍存，会同元

年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赂辽时，妫州仍为其一。至统和八

年（ ９９０年 ）七 月“， 省 遂、妫、松、饶、宁、海、瑞、玉、铁

里、奉德等十州”，（《 辽史·圣宗纪》）。此后于《 辽史·本

纪》中方多见可汗州之名，如统和十二年（ ９９４年）六月，

“ 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十月“，猎可汗州之西山”（等 同

上）。辽可汗州为刺史州，上统于奉圣州，下领有怀来县。怀

来县，本唐怀戎县，辽太祖更名。县治在旧怀来县城，即官

厅水库北岸。可汗州亦治此。虽可汗州及怀来县治均在今北

京市境外，但今延庆县西南部当为可汗州属地。

中京道，辽五京道之一。治大定府（ 今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南约７５公里处）。在中京道所辖的十州、九县中，惟北

安州及所领兴化县与今北京市境有关。《 辽史·地理志》云，

北安州系圣宗以汉户置。天祚帝保大二年（ １１２２年）二月，

“ 金师败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辽史·天祚帝

纪》）。关于北安州的沿革《， 辽史·地理志》“谓 本汉女祁县

地，属上谷郡。”又所领兴化县“，本汉且居县地”。此说皆误，

不足信。因汉女祁、且居二县均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境，其辖

土不会远及古北口外。辽北安州治应在古北口外，在汉属渔

阳郡辖境。《 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北安州治于今河北省滦平县

滦河村处。愚以为亦欠妥。《 金史·地理志》云，兴州“ 本辽

北安州兴化军”。金代兴州在今滦平县兴州村处，因此辽代北

安州亦当在今滦平县兴州，与所领兴化县同治。今北京市怀

柔县北部山区以及密云县西部、延庆县东北部，在辽代皆应

属北安州辖境。值得注意的是，今怀柔县琉璃庙乡有安州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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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亦怀疑该“ 安州坝”地名与辽北安州有关，但无从考定。

今附赘于此，以待来者。

此外，《 辽史·太祖纪》载，神册六年（ ９２１年）十一月，

辽“ 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

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这里所列诸城，除安远之外，

均可一一落实，独不知安远所在，亦未详安远是州名还是县

名？如果《 辽史》记载无误，则安远亦当是五代与辽初存在

于今北京地区的一个州县。惜以无考，只能存疑。

第十节　　　　北宋燕山府路

燕山府及其他

北宋建国之前，辽国已崛起于北方，并控制了幽、蓟地

区，将幽州升为南京，又号燕京，建为陪都。北宋建国后，虽

有收复幽、蓟等十六州之愿，并付诸行动，抗辽斗争曾高涨

一时，但终因力不从心，却形成了以白沟为界宋辽长期对峙

的历史局面，幽蓟地区在辽亡以前始终未能纳入北宋版图。

辽代后期，女真族在黑龙江流域迅速兴起。后建国号

“ 大金”，从北方严重威胁着辽国的存亡。在这种形势下，北

宋王朝接连派使臣赴金，相约共同攻辽，以实现收复幽、蓟

十六州的夙愿。

宋徽宗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夏，宋军伐辽，屡败。九月，

辽将郭药师等以涿、易二州降宋。十月，宋“ 改燕京为燕山

府，涿、易八州并赐名”，以蔡攸判燕山府（《 宋史·徽宗

纪》）。但实际上当时宋人尚未占有燕京。同年十二月，金伐

燕京，一举攻克，辽主萧氏遁亡，金主入据燕京。

在金克燕京之前，金遣李靖使宋，许山前六州（ 即蓟、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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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涿、易、景六州）予宋。宋则遣赵良嗣报聘于金。在金

克燕京之后，即宋宣和五年（ 金天辅七年，１１２３年）正月，金

复遣李靖使宋，议商所许六州代租钱，宋则遣赵良嗣使金，求

西京等州。二月，金主诏平州官与宋使同分割所与燕京六州

之地。四月，“ 金人遣杨璞以誓书及燕京、涿、易、檀、顺、

蓟、景州归宋。”宋“ 童贯、蔡攸入燕，时燕之职官、富民、

金帛、子女先为金人尽掠而去。”正如《 辽史·天祚帝纪》云：

保大四年（ １１２４年）五月，“ 金人既克燕，驱燕之大家东徙，

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州与宋以塞盟。”宋以原

来输辽的大批岁币改输于金。后金又陆续将山后诸州归宋。

宋取得幽蓟十六州后，于山前置燕山府路燕山府，以领

诸州县；而于山后置云中府路云中府，以领诸州县。

据《 宋史·地理志》，燕山府路，宣和四年置，治燕山府，

领燕山府一，又涿、易、檀、平、营、顺、蓟、景、经九州，

总计领三十县（《 宋志》作二十，误）。五年（ １１２３年）正月，

以王安中兼任燕山府路宣抚使，七月，改任谭稹兼燕山府路

宣抚使。七年（ １１２５年）六月，封童贯为广阳郡王（ 俱见

《 宋史·徽宗纪》）。

燕山府，宣和四年十月改燕京置，治燕京。又改郡曰广

阳，节度曰永清军。同年以蔡攸判燕山府，次年正月以王安

中兼知燕山府。府领十二县，为析津、宛平、都市（ 赐名广

宁）、昌平、良乡、潞、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 赐

名清化）、漷阴。与辽代析津府相比，增加了都市县。按都市

县，宋赐名广宁，似乎在宋置燕山府之前即有此县建置，故

有宋赐名之说。《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１２云：“ 都市，宋

县，燕山府路燕山府，今阙。按当在直隶顺天府境。”可见都

市县无考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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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因辽旧置。宣和四年辽将郭药师以州降宋，赐郡

名曰涿水，升威行军节度，属燕山府路。领范阳、归义、固

安、新城（ 赐名威城）四县。其中范阳县西北境当与今北京

市房山区相涉，势同辽旧。

檀州，因辽旧制。宣和四年，金人以州归宋，赐郡名曰

横山，升镇远军节度，属燕山府路。领密云、行唐（ 赐名威

塞）二县。

顺州，因辽旧制。宣和四年，金人以州归宋，赐郡名曰

顺兴，领怀柔一县，属燕山府路。

蓟州，因辽旧制。宣和四年，金人以州归宋，赐郡名曰

广川，领渔阳（ 赐名平卢）、三河、玉田三县，属燕山府路。

宣和六年（ １１２４年），析玉田县置经州，仍属燕山府路。

此外，燕山府路还辖有平州（ 领卢龙、石城、马城三

县）、易州（ 领易水、涞水、容城三县）、营州（ 领柳城一

县）、景州 玉田（ 领遵化一县）、经州（ 领 一县）等五州，因

俱在今北京市界之外，从略。

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年）十二月，“ 郭药师以燕山叛，北边诸

郡皆陷”（《 宋史·徽宗纪 。因此，燕山》） 府路燕山府及所领

州县，为北宋王朝所有的时间仅仅四年，此后便皆入金人之

手。

又《 宋史·地理志》称，宣和三年（ １１２１年）始得云中

府和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总称山后

九州。实际上，武、应、朔、蔚等州，皆为宣和五年（ １１２３

年）归宋。因此，所谓宣和三年始得云中府云云，有误，即

“ 三年”为“ 五年”之讹。也就是说，宣和五年时，宋得山后

诸州后，即设置云中府路、云中府。云中府乃改辽西京置。辽

西京本唐之云州、大同军节度，故云中府治大同，领县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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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云中府路所领其他八州中，惟儒州在今北京延庆县

境，领缙山一县。又妫州及所领怀来县的东部当亦与今延庆

县西境有关。余者如武、应、朔、蔚、归化、奉至六州，均

在北京市境外，从略。

宣和七年，云中府路云中府及所领州县同燕山府路燕山

府及所领州县一样，皆入金人之手。

第十一节　　　　金中都路大兴府及其他

辽代后期，散居于长白山区和混同江（ 今松花江）流域

的女真部族（ 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亦作女直）崛起。辽

天庆五年（ １１１５年）初，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 即完颜

旻）在统一女真各部落和接连取得伐辽胜利的基础上，即皇

帝位，定国号“ 大金”，建元收国，都会宁（ 今黑龙江省阿城

１１２２年）攻占辽燕京后，以燕京空城及南）。金天辅六年（ 山

前涿、易、檀、顺、蓟、景诸州归宋，宋改置燕山府。天会

三年（ １１２５年）灭辽，并复取宋燕山府、云中府及山前山后

诸州县。此后大举伐宋。天会四年（ １１２６年），攻占宋都汴城；

五年（ １１２７年）三月，掠宋徽宗、钦宗二帝北行，北宋亡国。

同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 今河南商丘南），

建元建炎，南宋肇始。后南宋辗转定都杭州临安府，偏居江

南，淮河以北的广大疆土则为金占有。南宋与金南北对峙又

长达一个世纪有余。

有金一代，地方行政制度沿袭宋制，为路、府、州、县

四级制。金代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如下：

中都和中都路

金太宗天会三年（ １１２５年），金人复取宋燕山府诸州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5

后，遂废宋燕山府，仍称燕京，并置燕京路，又于燕京设枢

密院。见于《 大金国志》则燕山府、燕山路并称，如天会五

年（ １１２７年）七月，“ 宋二帝（ 按指宋徽宗、宋钦宗）自云中

如燕山府”，又“ 起燕山、云中、上京、东京、辽东、辽西、

平州、长春八路，隶于诸万户，入侵两河，取诸州郡”（《 大

金国志》卷５）。而《 建元以来系年要录》卷９“ 建炎元年

（ １１２７）九月壬辰条”“，燕山”作“ 燕京”。天会七年（ １１２９

年）“ 去宋朝新改诸州郡名，复旧州县名”（《 大金国志》卷

五）。天眷元年（ １１３８年）九月，“ 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

》“），诏宗弼（ 即兀术）为太省”（《 金史·熙宗纪 保，领行

台尚书省（”《 金史·宗弼传》）。同年“，诏以燕京路隶尚书

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 金史·宗弼传》）。又

“ 省燕（ 京）、中（ 京）西（ 京）三京、平州东、西等路州

》）。海陵王县”（《 金史·熙宗纪 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年）三月壬

辰“，诏广燕（ 京）城，建宫室（”《 金史·海 》）《。 金陵王纪

史·地理志》说略同。但《 大金国志》将此事记于天德二年

（ １１５０年）下，且言之甚详，文曰：

天德二年七月，“ 一日，宫中宴閒，［主］因问汉臣

曰：‘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汉臣曰：‘自古江南

为桔，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

惟燕京地暖，可栽莲。’主曰：‘依卿所请，择日而迁。’

萧玉谏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国旺气，况是根本，何

可弃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请曰：‘燕京地广土坚，人

物蕃息，乃礼仪之所，郎主可迁都。北蕃上都，黄沙之

地，非帝居也。’汉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为郎主起

诸州工役，修整内苑，然后迁都。’主从其言。”

“ 冬，发诸路民夫，筑燕京城，盖主密有迁都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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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

仪著位而慕之。下诏求直言，内外臣僚上书者，多谓上

京僻在一 漕艰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隅，转

徙都燕以应之。与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张浩、张

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夫匠，筑燕京宫室。皇城周

九里三十步，其东为太庙，西为尚书省。宫之正中曰皇

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省，妃

嫔居之。又西曰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皆在

焉。”

天德四年（ １１５２年）冬，“ 燕京新宫成，主率文武百

官自会宁府迁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贞元。”

按《 大金国志》卷１３说，海陵王生迁都于燕之意在天德二年，

修广燕京城亦在是年冬，而正式迁都于燕是天德四年。而

《 金史·海陵王纪》云：天德三年三月壬辰，“ 诏广燕城，建

宫室”。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辛酉“，有司图上燕城宫

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贞元元年（ １１５３年）二月庚申，

“ 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备法驾“。”乙

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

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 金史·地理志》云：“ 天德三年，

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 海陵贞

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

又《 金史·张浩传》云：“ 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

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明（ 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

拟差除。”“ 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

津府为大兴府。”但《 金史·后妃传·徒单氏》则云：“ 天德

四年，海陵迁中都，独留徒单于上京。”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金代中都和中都路是由燕京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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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路更改而来。但更改的时间，也就是海陵王迁都于燕的时

间，史有二说，一说为天德四年，一说为贞元元年，二者相

差一年。愚以为金代迁都从酝酿以迄完成，有一个过程，即

海陵王于天德二年生迁都之意，三年着手营建燕京宫城，增

广燕京城，并作出迁都的正式决定。四年，燕京宫城营建竣

工，开始迁都行动，《 金史·海陵王纪》所谓是年十月壬戌朔，

“ 使使奉迁太庙神主”可证。《 大金国志》与《 金史·后妃

传》皆谓天德四年迁都，当指开始行动而言。至贞元元年三

月，完成迁都过程，遂诏告中外。因此，关于金迁都时间的

异说，实际上是就其始或终所言而已，皆未有悖于史实。但

是，改燕京为中都，改燕京路为中都路，是在贞元元年三月。

金中都路领府一、节镇三、刺郡十、县四十九、镇七。府

一为大兴府；节镇三为平州、保州、雄州；刺郡十为通州、蓟

州、易州、涿州、顺州、滦州、霸州、安州、遂州、安肃州；

县四十九为大兴、宛平、安次、漷阴、永清、宝坻、香河、昌

平、武清、良乡（ 以上属大兴府）、潞、三河（ 二县属通州）、

渔阳、遵化、丰润、玉田、平峪（ 以上属蓟州）、易、涞水

（ 二县属易州）、范阳、固安、新城、定兴、奉先（ 以上属涿

州）、温阳、密云（ 二县属顺州）、卢龙、抚宁、海山、迁安、

昌黎（ 以上属平州）、义丰、石城、马城、乐亭（ 以上属滦

州）、归信、容城、保定（ 三县属雄州）、益津、文安、大城、

信安（ 以上属霸州）、清苑、满城（ 二县属保州）、渥城、葛

城、高阳（ 三县属安州）、遂城（ 属遂州）、安肃（ 属安肃

州）等县。镇七为广阳（ 在大兴县）、石门（ 在遵化县）、韩

城（ 在玉田县）、政满（ 在范阳县）、建昌（ 在迁安县）、榛子

（ 在石城县）、新（桥 在乐亭县）（等《 金史·地理志》）。

上述中都路所领府州县镇中，有些与今北京市境无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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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略。兹将在今北京市界者，详述其沿革如下：

大兴府《 金史·地理志》云：“ 大兴府，上。晋幽州，

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卢龙军，开泰元年更

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

元元年更今名。”按这里的“ 晋幽州”是指五代晋，非西晋。

又“ 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有误。因《 辽史·圣宗纪》

谓开泰元年十一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 辽史·地理志》

说同，并无“ 永安”二字“，永安”二字别有所指（ 见下文）。

又天会七年“ 属河北东路”说亦有可疑处，因为天眷元年有

省燕京等路州县和“ 诏以燕京路隶尚书省”之举，说明燕京

路是建置路之一，时后于天会七年仅仅八年，如果燕京路是

天会七年后新置，于《 地理志》中亦应交待一笔。既无进一

步说明，则燕京路应当早存，那么析津府自应属燕京路辖，而

不当归于河北东路。又“ 贞元元年更今名”一句，应改为

“ 贞元元年更名永安府，二年更今名。”因为金人元好问《 续

夷坚志》卷三“ 永安钱”条云：“ 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

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

‘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

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

《 金史·世宗纪》云：大定十三年（ １１７３年）三月乙卯，“ 上

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

寝忘旧风’。”可证贞元元年时，中都又确有“ 永安”之名。正

因为如此，外地有中都、永安之名者，同时更改，如《 金史

·地理志》南京路河南府“ 芝田”县下云：“ 宋名永安，贞元

元年更。”同书山东西路东平府“ 汶上”县下云“：本名中都，

贞元元年更名汶阳。”这些记载与元好问《 续夷坚志》说相合。

由此可知，在析津府更名大兴府之前，曾先更名永安府，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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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年（ １１５４年）复更名大兴府，析津县更名大兴县便在贞

元二年，亦为一证。因此，《 金史·海陵王纪》所谓贞元元年

三月“ 改燕京曰中都，府曰大兴”是将短暂的永安府一名略

而未计；而同书《 地理志》所谓“ 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

府”，则又混淆了辽金两代之事。曾任金大兴府尹者，如赤盏

晖、世宗子越王永功、唐括安礼、张万公等数十人。

大兴府共领十县、一镇。具体是：

大县兴，本辽析津县，金贞元二年更名大兴，擢张汝霖为

县令。县治倚郭。县内有建春宫。金章宗承安三年（ １１９８年）

正月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 金史·章宗纪三》）。同年二

月“ 幸建春宫”。四（年 １１９９年）二月，三次“ 如建春宫”，三月复

“ 如建春宫（”同上）。今大兴县“ 天宫院”之地名由来，疑与金建

春宫有关。另外，大兴府属一镇，曰广阳，亦在大兴县境。今大

兴县庞各庄、四各庄间，据说曾有广阳城遗址，北京市文物部

门于６０年代曾前往踏勘，予以注意。《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

组成员在县地名科李丙鑫导引下，亦曾前往调查，确认这里曾

为一处古代居民点，后当毁于永定河洪水。既然该地早有广阳

城所在的传说，那么金代广阳镇在此当无疑问。在这里有必要

说一句，汉广阳县故城在今房山区良乡镇东北八里，即今南、

北广阳城村处，此地历史上不可能属大兴县，因而金于大兴县

境所置之广阳镇亦不可能在此。

宛平县，本唐之幽都县。辽开泰元年改名宛平，金因之。

县治依郭。有玉泉山行宫，在今海淀区玉泉山。大定十二年

（ １１７２年）十一月，宛平令刘彦弼杖鲁国公主家奴，事载《 金

史·世宗纪》。

安次县，旧置，金不改，即今河北省廓坊市。

漷阴县，辽太平中以漷阴村置，金因之。其治在今通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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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关和前、后南关村境大、 间。

永清县，因唐旧置，今河北省永清县。

宝坻县，本香河县新仓镇。金大定十二年（ １１７２年）新

置。金刘晞颜《 新建宝坻县记略》云“：大定十有一载辛卯，冬

至郊天后，銮舆东巡，幸于是邦（ 按指新仓镇）。历览之余，

顾谓侍臣：‘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明年，有司承

命析香河县东偏乡闾万五千家为县，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

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 日下旧闻考》卷１１３）。大定二十

九年（ １１８９年）十月，金章宗次宝坻。承安三年（ １１９８年）

升置盈州，为大兴府支郡，以香河、武清二县属之。寻废州

仍为宝坻县，香河、武清二县亦还属大兴府。县治即在今天

津市宝坻。 ［府］宝坻人。《 金史·马琪传》云，琪大兴

香河县，辽 漷分武清、 阴、三河三县之地与民置，县治在

当时的孙村，金因之，承安三年曾归盈州（ 升宝坻县置），未

久州废，县仍属大兴府。今河北省香河县。《 金史·王蔚传》

云，蔚，香河人。

昌平县，因旧置。有居庸关，女真语为查刺合攀。县治

当在今昌平西南土城村，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 金史·

卫绍王纪》，大安三年（ １２１１年），昌平县已为蒙古军攻占。

武清县，因旧置，县治在今武清县（ 杨村）西北之旧县

村。

良乡县，因旧置，县治在今房山区良乡镇。有料石岗、盐

（沟 今名刺猥河）《。 金史·海陵王纪》，贞元元年十月“，猎

于良乡。封料石岗神为灵应王”。

上述大兴府所辖十县中，大兴、宛平、漷阴、昌平、良乡

五县在今北京市境。

通州，原析津府潞县，海陵王天德三年于潞县置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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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漕运通济”之义命名为通州。初为下等刺史州，兴定二年

（ １２１８年）五月升为防御州。正隆四年（ １１５９年）二月，“ 造

战船于通州”；十月“，观造船于通州（《 金史 纪》）。·海陵王”

任通州刺史者，如完颜守能、郭邦傑等等。通州上统于中都路，

下领有潞、三河二县。

潞县，因旧置，为通州治。

三河县，因旧置，本为蓟州属县，天德三年置通州后，改

隶之。《 金史·马百禄传》称百禄“ 通州三河人”。

顺州，因辽置不废，为下等刺史州。《 金史·海陵王纪》：

贞元二年九月，“ 癸亥，猎于近郊；丁卯，次顺州。”同书

《 宣宗纪》，贞祐二年（ １２１４年）十月丁酉，“ 大元兵徇顺州，

劝农使王晦死之。”泰和八年（ １２０８年），顺州刺史唐括直思

。顺州上统于中都路白私议朝政，杖之（《 金史·章宗纪》） ，

下领温阳、密云二县。

温阳县，即辽怀柔县，明昌六年（ １１９５年）更名，因县

居温榆河北，故名。有螺山（ 今怀柔县东南境）、溆水（ 今白

河）、兔耳山（ 今顺义县东境）。

密云县，因旧置，辽属檀州并为州治，金废檀州及所领

之行唐县，独存密云县改属顺州。《 金史·世宗纪》，大定五

年（ １１６５年）十月癸丑朔，“ 猎于密云县”；同书《 卫绍王

纪》，大安三年（ １２１１年）十一月，密云县已归蒙古军管辖。

涿州，因旧置，为中等刺史州，属中都路。领范阳、固

安、新城，定兴、奉先五县。前四县今属河北，从略，仅就

奉先县介绍如下：

奉先县，金置。海陵迁都燕京后，于贞元四年三月乙卯，

“ 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

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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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营山陵（”《 金史·海陵王纪》）。正因为金室皇陵选定于

大房山麓，为奉山陵，世宗大定二十九年（ １１８９年）析良乡

县西境和范阳县西北境，新置万宁县，同年始造卢沟石桥。章

宗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年），改万宁县为奉先县，县治即今房山城。

明昌四年（ １１９３年）九月庚午，“ 如山陵，次奉先县”（《 金

》）史·章宗纪 。县有房山、龙泉河（ 今大石河）、盘宁宫。

蓟州，因旧置，为中等刺史州，属中都路。州领渔阳

（ 今天津蓟县）、遵化、丰润、玉田（ 曾名永济）、平谷五县。

前四县均在今北京市界外，故从略，仅将平谷县介绍如下；

平谷县，金大定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年）以渔阳县大王镇置。

此地本汉平谷县，北魏省入潞县。唐代为檀州密云郡属下之

大王镇（《 新唐书·地理 》）《。 全辽文·静严寺造象记》有志

“ 大辽国燕京蓟州渔阳县大王镇西寨务静严寺内”云云，是知

大王镇于辽已改属蓟州渔阳县。金则恢复平谷县之建置。县

名于《 金史·地理志》作“ 平峪”，但同书《 巨构传》谓“ 巨

构字子成，蓟州平谷人”，则证县名亦作“ 平谷”。因此，不

可拘于《 地理志》而强调金改平谷县曰平峪，鉴于前代后朝

皆称平谷县，则有理由认为《 金史·地理志》作平峪为误。

上述中都路所领府州县俱在居庸关、古北口以内，位居

关外的今北京市延庆县和怀柔县北部山区以及密云县西部，

则分属于西京路德兴府和北京路大定府。

西京路

据《 金史·地理志》，西京路领大同、德兴二府；丰州、

桓州、抚州、朔州、应州、蔚州、云内州等七节镇；弘州、净

州、昌州、宣德州、武州、宁边州、东胜州等七刺郡；大同、

云中、宣宁、怀安、天成、白登、怀仁、富民、襄阴、顺圣、

天山、清塞、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德兴、妫川、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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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矾山、龙门、宝山、宣德、宣平、鄯阳、马邑、宁远、

金城、山阴、浑源、灵仙、广灵、灵丘、定安、飞狐、柔服、

云川、宁边、东胜等四十县；奉义、窟龙城、安七疃、振武、

阳门、大罗、永安、宁仁、宁化等九镇。应当指出，《 金史。

地理志》西京路下，所列刺史州名仅七个，与“ 刺郡八”不

符，又所列县名为数四十，与“ 县三十九”亦不符。今按实

数统计。在西京路所辖诸府州县中，独德兴府与今北京市境

相涉。

德兴府，本辽奉圣州武定军节度，金初因之，大安元年

（ １２０９年）升为府，改名德兴。府治在今宣化。《 金史·章宗

纪》：泰和七年（ １０２７年）二月，“ 判平阳府事卫王永济改武

定军节度使，兼奉圣州管内观察史。”至大安三年（ １２１１年）

十一月，德兴府已为蒙古军队占 》）。金据（《 金史·卫绍王纪

德兴府领德兴、妫川、缙山、望云、矾山、龙门六县及永安

一镇。与今北京市境相关者，为 山、妫川二县和永安缙 镇。

缙山县，“ 辽儒州缙阳军，县故名，皇统元年（ １１４１）废

州来属。崇庆元年（ １２１２）升为镇州。镇一，永安”（《 金史

·地理志 （ １１３０）下云：“ 望国》）。按《 大金国志》天会八年

崖在儒州望云县北也”，是知儒州在金初曾领有望云县（ 今河

北赤城县之云州处，其北望国崖当即今云州水库大坝处）。这

一点为论儒州沿革者所鲜及。当皇统元年废儒州后，望云、缙

山二县同属奉圣州辖，至大安元年改属德兴府。又升缙山县

为镇州，亦见《 金史·术虎高琪传》，传云：“ 大安三年

（ １２１１）累官泰州刺史，以乣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

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乣军赏

有差。至宁元年（ １２１３）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

行省于缙山，败绩。⋯⋯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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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据此则知，镇州置于崇庆元

年是可信的。《 金史·毕资伦传》尤直言“ 崇庆元年，改缙山

为镇州，术虎高琪为防御史。”但缙山县未废，为镇州属县。

在这之前一年即大安三年十一月，缙山县曾为蒙古军攻占。

，亦为镇州升置之年一证。（《 金史·卫绍王纪》） 至于永安镇，

一般认为在居庸关北口。但今延庆县东境四海冶东南，有一

地名曰永安堡，莫非是金缙山县内永安镇的遗存？

妫川县，本辽可汗州及怀来县。金明昌六年（ １１９５年）废

州，县名更为妫川，其治所在旧怀来县城（ 今官厅水库北

岸）。县境东部当与今延庆县有关。

北京路

据《 金史·地理志》，北京路领大定、兴中、广宁、临潢

四府，瑞州、锦州、懿州、全州、义州、兴州、泰州等七节

镇，利州、建州、庆州等三刺郡，大定、长兴、富庶、松山、

神山、惠和、金源、和众、武平、静封、三韩（ 以上属大定

府）、阜俗、龙山（ 二县属利州）、弘政、开义、同昌（ 三县

属义州）、永乐、安昌、神水（ 三县属锦州）、瑞安、海阳、海

滨（ 三县属瑞州）、广宁、望平、闾阳（ 三县属广宁府）、顺

安、灵山（ 二县属懿州）、兴中、永德、兴城、宜民（ 以上属

兴中府）、永霸（ 属建州）、安丰（ 属全州）、临潢、长泰、卢

川、宁塞、长宁（ 以上属临潢府）、朔平（ 属庆州）、兴化、宜

兴（ 属兴州）、长春（ 属泰州）等四十二县。另有恩化、文安、

漆河、饶庆、迁民、梁渔务、山西店、黔城、阜安、咸康、闾

阳、衡家等十二镇（《 金史·地理志》作七）和兰州、闾城、

兔儿窝、大斧山、北川等五寨（《 地理志》作一）。在北京路

所辖诸府州县中，惟兴州与今北京市境有关，余概从略。

兴州，本辽北安州兴化军。天辅六年（ １１２２年）二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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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 宗翰等败辽奚王霞末于北安州”（《 》）。金史·太祖纪 皇

（ １２００年统三年（ １１４３年）降军置兴化县。承安五年 ）升为

兴州，并置宁朔军节度。兴州治所原在今滦平县东之滦河

（ 旧称喀刺河屯），俗称大兴州。今滦平县东北有地名曰兴州，

俗称小兴州，乃金之宜兴县，元曾升为宜兴州也。对此，《 承

德府志》卷３有详文辨识。至金宣宗贞祐二年（ １２１４年）四

月，兴州侨置 《 金史·地理志》）。这一点，过去于密云县（

也未引起人们注意。

兴州领二县，曰兴化、曰宜兴。又有利民县，承安五年

改利民寨置，泰和四年（ １２０４年）废。

兴化县，皇统三年降兴化军置，隶大定府，承安五年建

兴州于县，而县不废，改隶兴州。《 金史·地理志》兴化县下

谓“ 辽旧县”，紧接其下又谓“ 皇统三年降兴化军置”，前后

不合，疑前者误。县内旧有白檀镇，因北魏白檀县治置。

宜兴县，本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 １２０３年）升为宜

兴县，属兴州。县治在今滦平县东北之兴州。其南小城子即

后魏白檀县故城，后县徙称白檀镇。

兴州及所领兴化、宜兴二县境域，相当于今滦平县、承

德市南部和丰宁县南部。今北京市怀柔县北部山区和密云西

部山区旧为滦平县地，于金代亦当属兴州宜兴县的土地。况

且金末兴州侨置于密云县，则兴州与今北京市的关系便更为

密切了。

第十二节　　元大都路及其他

金章宗泰和六年（ １２０６年），迅速崛起于北方高原上的蒙

古族首领铁木真，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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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曰成吉思汗（ 皇帝）。同年，始议伐金。时过六年，即金完

（ １２１１年颜永济大安三年或成吉思汗六年 ），兴师南伐金国。

二、三年内便将黄河以北金之路府州县大都攻陷，唯中都、通

州、顺州等十一城未克。金王朝被迫于宣宗贞祐二年（ １２１４

年）五月迁都南京（ 今开封）。次年，即成吉思汗十年（ １２１５

年）五月，蒙古军攻占金中都，把中都城内大量金银财帛抢

劫一空，金室宫阙亦遭焚毁。至窝阔台六年（ １２３４年），金亡。

直到忽必烈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年），蒙古统治者才正式建国号曰

“ 大元”。从蒙古军攻占金中都至元朝国号确立，其间共有五

十六年。这段时间内与蒙古帝国正式称“ 大元”之后，其行

政建置在今北京地区者，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分别叙述如

下：

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后，废中都之名，恢复燕京旧称。

《 元史》帝纪中于元世祖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年）以前多见燕京之

名，如窝阔台（ 太宗）八年（ １２３６年）六月，“ 耶律楚材请立

编修所于燕京”；贵（由 定宗）三年（ １２４８年“），诸王及各部

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蒙哥

（ 宪宗）元年（ １２５１年）六月“，遣塔儿、斡鲁不、察乞刺、赛

典赤、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九年（ １２５９年）冬，忽必

烈“ 驻燕京近郊”；忽必烈（ 世祖）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年）十月，

“ 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 １２７１年）正月“，以益都武卫军千

人屯田燕京，官给牛具”等。同年八月乙卯“ 诏改燕京为中

都”后，燕京之名又销声匿迹，而中都名号复行用了九年，于

至元九年（ １２７２年）二月为大都所代替。

《 元史·木华黎传》云“：丁丑八月⋯⋯乃建行省于云、燕，

以图中原。”木华黎是成吉思汗征战时的著名将领和辅臣，卒

于成吉思汗十八年（ １２２３年）三月。因此，所谓丁丑八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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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十二年（ １２１７年）八月，正是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

后的第三年。这件事不仅说明金中都入蒙古人之手后即复称

燕京旧名，而且成为蒙古军队南图中原的基地，因而建行省

于此，由木华黎“ 都行省承制行事”。

《 元史·太宗 》云：二年（ １２３０年）冬十一月，“ 始置纪

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这则记载说明，

当时已有燕京路的建置。蒙哥元年（ １２５１年）六月，“ 命皇弟

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又“ 以牙刺瓦赤、不只儿、斡

鲁不、覩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 元史·宪宗 》纪 。）

这说明当时燕京路行省依然存在。

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年）三月辛卯，忽必烈即皇帝位，“ 以

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五月，又“ 以赛典赤、

李德辉为燕京路宣抚使”。七月“，以燕京路宣慰使妈祃行中书

省事，燕京路宣抚使赵璧平章政事”（ 俱见《 元史·世祖纪

》。一

至元元年，随着燕京更名中都，燕京路亦更名中都路。故

《 元史·世祖纪》于至元五年（ １２６８年）九月下有“ 中都路

水“”，罢中都路和顾所”等记载。

从世祖至元四年（ １２６７年）开始，于金中都东北郊新建

都城，初亦名中都，到至元九年二月“ 改中都为大都”，中都

路亦随之改名大都路。同年四月，“ 赈大都路饥（”《 元史·

世祖纪》），即为明证。

在燕京路和中都路存在时，所领府州县基本与金中都路

相同。这从如下史实可以窥见。至元元年八月，在诏改燕京

为中都时，强调“ 其大兴府仍旧”，这说明燕京路和其后的中

都路皆辖大兴府，一仍金制。又成吉思汗十年（ １２１５年）正

月，通州降；四月克顺州（《 元史·太祖纪》）。中统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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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６１年）十一月，“ 帝亲将诸万户汉军及武卫军，由檀、顺

四年七月“，燕京昌平县州驻潮河川”（《 元史·世祖纪》）。

雨雹害稼”（《 元史·五行 。以通、檀、顺三州及昌平一志》）

县为例，可知原属金中都的一些州县入元之后大部依然如故。

但是，因元世祖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年）“ 省并州县凡二百二十余

所”，故燕京路（ 中都路）属下州县亦有省废更改者，如平谷

县省入渔阳，丰润县省入玉田等；又安次县升为东安州，固

安县升为固安州等。至于长城以外的缙山县（ 今延庆）和兴

州亦仍旧置，只是由金代分属西京、北京二路改隶上都路罢

了。另外，至元三年（ １２６６年）曾省缙山县入怀来，五年

（ １２６８年）复置。

元世祖至元八年以前，于今北京地区的建置略述如上。但

是，本节的重点是探讨至元八年忽必烈定国号以后的情况，即

大都路及其所领州县之沿革。

上文已经谈到，元大都路之置始于世祖至元九年，即将

中都改为大都时。原由燕京路更名而来的中都路亦随之称作

大都路，《 元史·世祖纪》所载至元九年四月甲寅“ 赈大都路

饥”为之证。《 元史·五行志》云，至元九年四月，“ 京师

饥”，可知世祖本纪所载不误。

大都路上统于中书省。世祖至元九年二月，“ 建中书省署

于大都”（《 元史·世祖纪 。元中书省统今山东》） 、山西、河

北等地，亦谓之“ 腹里”，辖路二十九，州八，属府三，属州

九十一，属县三百四十六（《 元史·地理志 。》）大都路即为

二十九路之一。

《 元史·地理志》云，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２年）置大都留守

司，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年）置大都路总管府。同书《 百官志

六》云“：至元十九年罢宫殿府行工部，置大都留守司，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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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都总管，知少府监事。二十一年，别置大都路都总管府治

民事。”“ 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

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

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

事。”又同书于“ 大都路都总管府”下云：“ 国初，为燕京路，

总管大兴府。中统五年（ 即至元元年）称中都路。至元九年

改号大都。二十一年，始专置大都路总管府，秩从三品⋯⋯

二十七年，升为都总管府，进秩正三品，领府一、州十有一。

凡本府官吏，唯达鲁花赤一员及总管、推官专治路政，其余

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号曰供需府焉。”由大都留守司和大都

路总管府各自的职能及官级品位来看，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机

构，留守司非地方行政建置，而总管府却是领辖府州并专治

民事的行政衙门。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上面引文中，一说至

元二十一年置大都路都总管府，一说至元二十一年置大都路

总管府，二十七年升为都总管府。到底哪种说法对呢？考

《 元史·世祖纪》，谓至元二十一年四月“，立大都留守司兼少

府监。立大都路总管府。”这里又将大都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

府之设立记于同年同月下，与同书《 地理志》和《 百官志》说

又有差异。对此，愚以为大都留守司之设当以《 地理志》和

《 百官志》说为是，因为《 世祖纪》于至元十九年四月下有

“ 敕以大都巡军隶留守司”之载，可证至元十九年已有大都留

守司，故《 世祖纪》于至元二十一年四月下复有“ 立大都留

守司兼少府监”为误记。而大都路总管府之设立应以《 地理

志》和《 世祖纪》说为准。至于《 百官志》所谓至元二十七

年升大都路总管府为都总管府说亦是对的，因为《 世祖纪》于

至元二十七年正月戊申下有“ 改大都路总管府为都总管府”之

载。因此《 地理志》中于“ ［至元］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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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府”一句下，应补入“ 二十七年，升为都总管府”之语。但

是《 世祖纪》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年）正月，“ 敕大都路总管府

和顾和买，权豪与民均输。”这说明至元十三年已有大都路总

管府。莫非此处记载有误？

《 元史·地理志》谓，大都路总管府“ 领二院、县六、州

十，州领十六县。”具体是：

二院为右警巡院、左警巡院。按志原注云：“ 初置警巡院

三，至元四年（ １２６７）省其一，止设左右二院，分领坊市民

事。”中华书局本《 校勘记》云：“ ‘四年，疑当作‘二十四

年’。按赵万里辑本《 元一统志》有‘元初设大都警巡院及左

右二院’，‘建置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省并，止设左右

二院，分领京师城市民事’。”若此，则大都警巡院和左右二

院始置于至元十二年（ １２７５年），但是《 元史·世祖纪》未载。

而《 元史·百官志》的记载与上述说法又有不同：“ 左、右警

巡二院，秩正六品。 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置，⋯⋯ 领民事及供

需，视大都路。大德五年（ １３０１），分置供需院。”又“ 大都

警巡院，品职分置如左、右院。⋯⋯大德九年（ １３０５）置，以

治都城之南。”后者亦见于《 元史·成宗纪》。元代于大都所

置之左、右二警巡院和大都警巡（院 治南城），究竟在哪一年，

尚待进一步考证。

六县为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昌平。六县之

中，大兴、宛平为赤县，余皆下县。该六县之名，在《 元

史》纪、志、传中，屡见不鲜，不赘例证。

在这里必须着重说明的问题是元代大兴、宛平二县治所

所在。过去，人们总以为二县治所皆在大都城内，其实不然。

这个问题，大兴县李丙鑫曾作过较深入的研究，有专文发表

于《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７年第４期。据赵万里辑《 元一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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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至》：“ 大兴县⋯⋯北至大都三里，⋯⋯西至旧城施仁门

一里，⋯⋯西北到宛平县十里。”“ 宛平县，⋯⋯东北至大都

平则门（ 明改阜成门）五里，东至大兴县界丽正门九里，⋯⋯

东到大都顺承门（ 明改宣武门）五里，⋯⋯东南到大兴县十

里。”这里所说的大兴县、宛平县，皆就其县治而言。既然大

兴县治北至大都三里，西至旧城（ 指金中都）施仁门（ 金中

都东三门之居北者）一里，而元大都南墙大致位于今东西长

安街南侧东西一线，金中都东墙大致位于宣武门翠花街至永

定门外火车站南北一线，那么元大兴县治当在今宣武区琉璃

厂南。又既然宛平县治视大都平则门为东北，且有五里之远，

东距丽正门（ 在今天安门南）和顺承门（ 在今西单十字路口

南）分别为九里、五里，又东南距大兴县治十里，准其地望，

当在今复兴门外大街南、真武庙头条附近，亦为大都城外。

《 元一统志》成书于成宗大德七年（ １３０３年），刊行于顺帝至

正六年（ １３４６年），距元亡仅２２年，可见元代大兴、宛平二

县治所均未在大都城内，而处其近郊。二县治所迁于原大都

城内，应在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因为据《 永乐大典》抄本

《 顺天府志· 宇》有云：“ ［大兴］县治在教忠坊，洪武三

年依式创盖。”“ ［宛平］县治在府城内西北丰储坊，洪武三

年依式盖造。”这里所说的大兴、宛平县治所在，明清两代相

沿不改，即今东城区大兴胡同和西城区全国妇联干部学院处，

皆始于明洪武三年，当时元大都之名已废，而改称北平。这

一事实亦说明终元之世，大兴、宛平二县治俱非设于大都城

内，难怪至今学术界尚无人确切说明元大兴、宛平二县县署

是在大都城内何坊何街了。因此，李丙鑫对元大兴、宛平二

县治所的研究成果，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元代昌平

县治亦曾迁徙，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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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州及州领十六县为：

涿州，下，因旧置。但“ 元太宗八年（ １２３６年）为涿州

路。中统四（年 １２６３）复为涿州。”《 元史·直脱儿传》云：太

宗“ 八年，建织染七局于涿州。明年，改涿州路，以直脱儿

为达鲁花赤。”据此则知涿州路始置于元太宗九年（ １２３７年），

与《 地理志》说略异。涿州领二县，一曰范阳，今河北省涿

州市；二曰房山，本金奉先县，元初沿金旧，世祖至元二十

七年 １２９０年）二月丙戌，更名房山，因县境有大房山（ 故也。

县治即今房山城处。二县皆为下县。

通州，下，因袭金置。成吉思汗十年（ １２１５年）正月，金

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蒙古军，仍拜为元帅（《 元史·

。此后以至元终，通州不废。且因通惠河太祖纪》） 的开通，漕

运益盛，通州作为京城水路门户和漕运仓储重地的特殊地位，

于元代进一步确立并巩固下来，成为推动通州城镇历史发展

的根本性因素。州领二县，一曰潞县，旧置，与州同治，即

今通县。二曰三河县，下，今河北省三河县。

漷州，下，本金大兴府属漷阴县，元初属燕京路大兴府。世

祖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年）八月，“ 升漷阴县为漷州（”《 元史

·世祖纪》），属大都路，并割大兴府属武清、香河二县隶属

漷州。因此，州领二县，一曰武清，县治在今天津市武清县旧

武清城关东八里旧县村处。二曰香河，即今河北省香河县。二

县皆为下县。关于漷州治所，前人有“ 元升为州，迁于河西务。

至正间，复移旧治”之说（《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８“ 顺天府

古迹三”引漷县旧志）。漷阴县治在今通县南牛堡屯乡大、小

北关和前、后南关等村间，上文已有详说。按前人之说，元

升县为漷州后，迁治于武清县河西务，时间当即至元十三年。

但下述材料似乎透露着另外的信息。《 元史·世祖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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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四年正月“，浚河西务漕渠”；八月“，置河西务

马站”。

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年）五月，“ 发武卫亲军千人浚河西

州饥，发河西务米二千石，务至通州漕渠。”八月“，　漷 减其价

赈粜之。”十月，“ 通州、河西务饥，民有鬻子、去之他州者，

发米赈之。”

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年）四月，“ 命大都路以粟六万二千

通州五百六十四石赈 、河西务等处流民。”

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年）二月，“ 发通州、河西务粟，赈

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

上列数则材料中， 州之号。如屡见河西务之名，而少有漷

果至元十三年漷州治所已迁于河西务，那么上述记载中的“ 河

西务”似乎皆不应出现，而应直书“ 州”。值得特别注意的漷

是至元二十六年八月一条，“ 漷州饥”，不言发州城内贮米赈

之，而明言发“ 河西务米”。如果理解不错，这说明当时漷州

治所并未在河西务。

《 元史·仁宗纪》云：

延祐二年（ １３１５年）正月，“ 发卒浚漷州漕河”。

延祐六年（ １３１９年）七月，“ 通州、漷州增置三仓”。

《 元史·英宗纪》云：至治元年（ １３２１年）正月，“ 增置

漷州都漕运司、同知运判各一员。”

这几则史料明确说明漷州之治已近漕运河道，即已迁于

河西务处，因元代的河西务是著名的运河码头和仓储榷税要

地。

两相比较，则有理由认为漷州治所由故漷阴县城迁于河

西务，当在元世祖之后和元仁宗之前，即元成宗和武宗在位

期间，而不是至元十三年由漷阴县升置漷州后立即迁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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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至正元年（ １３４１年）四月，“ 罢漷州河西务”

（《 元史 。前人所谓“ 至正间，复移旧治”，当是·顺帝纪》）

因为河西务已罢的缘故。但是，漷州治所复北迁后，并未就故

阴县城，而是漷 于今通县东南北运河西岸之漷县村处设治。

《 元史·河渠志》云：“ 白河，在漷州东四里，北出通州潞县，

南入于（通 疑为“ 漷”字之讹）州境，又东南至香河县界⋯⋯。”

这里的漷州正是指今漷县（ 明初降州为县）村处。

顺州，下，因金旧置。但金顺州领有温阳县（ 今顺义）。

成吉思汗十年四月，蒙古军攻克顺州后，州与温阳县当仍俱

存。后元废温阳县，独存顺州。废县时间，史籍缺载，疑在

世祖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年），因是年省并州县凡二百二十余所

（《 元史·世祖纪》），温阳县当在其中。

檀州，下，金为密云县，属顺州。元初废县复置檀州。

《 元史，地理志》谓“ 金仍为檀州。元因之。”但《 金史》纪、

志、传中，均不见金代后期有檀州之名《。 元史·世祖纪》：中

统二年（ １２６１年）八月“，立檀州驿”；十一月“，帝亲将诸万

户汉军及武卫军，由檀、顺州驻潮河川。”是知元初重新恢复

唐、辽时檀州之置，并非因袭金制。《 明史·地理志》谓元代

后来复置密云县，为檀州治。但于《 元史》中亦不见密云县

之名。

龙庆州，本金缙山县，崇庆元年改缙山为镇州（《 金史

·毕资伦传》）。入元，废镇州，复为缙山县《。 元史·世祖

纪》：中统二年十一月，“ 诏汉军屯怀来、缙山”为之证。世

祖至元三年（ １２６６年）省入怀来县，五年（ １２６８年）复置。

本属上都路宣德府奉圣州。至元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年），仁宗生

于县内香水园，故于仁宗延祐三年（ １３１６年）九月，特将缙

山、怀来二县由上都路划归大都路辖，并改缙山县为龙庆州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5

）。按《 元史·百官（《 元史·仁宗纪》 志三》说“为 延祐七年

（ １３２０）改缙山为龙庆州。”二说相差四年，此从《 仁宗纪》说。

延祐四年（ １３１７年）四月，割怀来县属龙庆州，故州领怀来

一县。又《 元史·仁宗纪》云， ３３０）三 月“， 分至顺元年（ １

龙庆州隶大都路”。是知龙庆州又一度复归上都路。

蓟州，下，仍前代旧置。《 元史·地理志》谓元太祖十年

（ １２１５年）定其地。但同书《 太祖纪》云：八年（ １２１３年）秋，

“ 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 、薄刹为左军，遵海而东，

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据此则知，于成吉思汗八

年蓟州地已入于蒙古势力范围内。州领五县，曰渔阳、曰丰

润、曰玉田、曰遵化、曰平谷，皆为下县。前四县均在今北

京市界外，故略。下面仅述平谷县。平谷，因金代置。元世

祖至元二年省入渔阳县，属同年省并的二百余州县之一。十

三年（ １２７６年）正月甲午，“ 复蓟州平谷县”（《 元史·世祖

纪》 终元未改。）。

霸州，下，因前代旧置，领益（津 今河北省霸县）、文安、

大城、保定四县。皆在今北京市界外。

东安州，下，原安次县，中统四年（ １２６３年）升为东安

州，属大都路。即今河北省廊坊市。

固安州，下，原为固安县，中统四年升为州，属大都路，

即今河北省固安县。

以上是《 元史·地理志》中所载大都路及所领州县，其

中为大都路直属县有六，属州有十，州领县总计为十六。但

是《 元史·百官志》于大都路总管府条下载：至元二十七年，

“ 升为都总管府，进秩正三品，领府一、州十有一。”与《 地

理志》稍有不同。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 元史·世祖纪》云：至元十年（ １２７３年）五月，“ 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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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州复隶大都”。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年）七月，“ 以雄、易二州

复隶保定”。《 地理志》于此二州下所记与此皆同。可见在元

世祖至元十年至二十三年间，大都路尚领有雄州（ 今河北雄

县）、易州（ 今河北省易县）。如果将此二州计入，而舍去龙

庆州（ 因龙庆州置于延祐年间），那么元世祖在位时，大都路

总管府恰领十一州，即涿、通、漷、蓟、檀、顺、固安、东安、

霸、易、雄州等。《 百官志》所谓大都路总管府领州十有一，

当就这期间的建制而言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百官志》所谓大都路总管府“ 领府

一”指的是什么？过去多认为大都路下没有府的建置，不像

金中都路下领有大兴府那样。现在看来，这种传统观点值得

商榷。许多资料表明，元大都路下仍然设有大兴府。例如：

《 元史·地理志》云：“ 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

总管大兴府“。”世祖至元元年⋯⋯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

同书 漷州”下云：“ 元初为大兴府属邑，至元十三年，升“

漷州，割大兴府之武清、香河二邑来属。”“ 东安州”下云：

“ 元初隶大兴府“”。固安州”下又云“：元宪宗九年（ １２５９），

隶霸州，又改隶大兴府。”如果说元世祖至元元年以前，大兴

府的存在已确凿无疑，那么由漷州的建置隶属，则将大兴府的

存在时间至少推延到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年）。

其实还不止如此。从元仁宗至文宗年间，大兴府仍有。

《 元史·选举志》云“：仁宗延祐四年（ １３１７），大兴府尹马思

忽重修［大都路学］殿门堂 ，建东西两斋。泰定三年

（ １３２６），府尹曹伟增建环廊。文宗天历二年（ １３２９），复增广

之，提举郝义恭又增建斋舍。自府尹郝朵而别至曹伟，始定

生员凡百人，每名月饩，京畿漕运司及本路给之。”又同书

《 祭祀志·三皇庙祭祀礼乐》篇云：至正九年（ １３４９），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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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文殊讷言：“ 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

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请如国子学、宣

圣庙春秋释奠，上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其议

获准后，命有关衙门明确分工，各负其责，于每年季秋九月

九日完成祭祀三皇之事。其中“ 大兴府尹供牺牲、制币、粢

盛、殽核。”如上史料表明，既然有大兴府尹之官，则必有大

兴府之衙。终元之世，大兴府未废矣。

因《 元史·地理志》大都路下不载大兴府，故人们多以

为元代没有大兴府，也就更不深究其属县若何了。根据金代

中都路大兴府属县推测，元大兴府属县在世祖至元十三年以

前，应为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昌平、武清、香

河、漷阴等九县 漷阴县为漷州，，制与金同。至元十三年因升

又割武清、香河二县为漷州属县，所以此后的大兴府属县当即

《 元史·地理志》大都路所领六县，即大兴、宛平、良乡、永

清、宝坻、昌平。如果上述分析不无道理的话，那么，《 元史

·地理志》大都路应领院二；府一，府领县六；州十，州领

十六县。

元代于今北京地区的建置沿革上，有一个不同于前朝后

代的重大变化，那就是大都路的辖境于仁宗延祐年间，突破

了居庸关的天然界分，而包有龙庆州及怀来县，即今延庆县

地已归大都路管辖。这样以来，今北京市境在元代尚居大都

路之外者，惟有今怀柔县长城以北山区和密云县西境长城之

外山地。这片山区在元代为上都路兴州属地。

据《 元史·地理志》知，上都路治开平（ 上都），领一警

巡院、开平一县；又领顺宁府，府下有宣德、宣平、顺圣三

县和保安州（ 领永兴一县）、蔚州（ 领灵仙、灵丘、飞狐、定

安、广灵五县）；又领兴州、松州、桓州、云州（ 领望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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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除兴州外，余者皆与今北京市境无涉，从略。

兴州，仍金旧置，中统三年（ １２６２年）属上都路。州初

领兴安、宜兴二县。《 元史·地理志》称二县均置于至元二年

（ １２６５年）。其实金代二县已有。或许元初曾废，至元二年复

置而已。《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年）正月，

“ 兴州之兴安、宜兴两县饥”。文宗致和元年（ １３２８年）八月，

“ 升宜兴县为州”。顺帝至元五（年 １３４５年）四月“，革兴州兴

安县”。因此，至元末二县皆废，为兴州和宜兴州取代，是为

大、小二兴州也。故今怀柔县北部和密云县西部山区，于元

代则先属兴州宜兴县地，后为宜兴州地。

第十三节　　　　明京师顺天府及其他

１３６８年正月，“ 奋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东兼

吴、会”的反元义军首领朱元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

曰“ 明”，建元洪武，都应天（ 今南京）。然后遣将北伐，同

年七月丙寅，明军克通州，元顺帝北逃上都。八月庚午，明

将徐达入元大都，“ 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壬

午，“ 改大都路曰北平府”（《 明史·太祖纪二》）。洪武二年

（ １３６９年）三月，置北平行中书省，治北平府，领八府、三十

七州、一百三十六县。因山东行中书省、河南行中书省和山

西行中书省同时分置，故明初北平行中书省较元代中书省

（ 腹里）范围大大缩小，所领府州县数额亦随之骤减。同年八

月置燕山都卫，与北平行中书省同治（《 明史·地理志·京

师》）。三年（ １３７０年）四月，封皇子朱棣为燕王，但延至十

三年（ １３８０年）三月壬寅，燕王朱棣才到北平就国（《 明史

·太祖 ）》 。纪 八年（ １３７５年）十月，改燕山都卫为北平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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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使司。九年（ １３７６年）六月甲午，改北平行中书省为北平

承宣布政使司。

总之，明洪武、建文年间，以北平为治所的省级建置称

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府级建置即北平府。北平府上统于北平

承宣布政使司，下领州县。所领州县的建置、名称与数额，较

元大都路有较大变化。例如：

元固安州直属大都路，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属北平

府。

元东安州直属大都路，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属北平

府。

香河县，元属大都路漷州。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年）二月省

入漷州，十三年（ １３８０年）二月复置，改属北平府。

武清县，元属大都路漷州。洪武十二年（ １３７９年）改属

北平府通州。

元漷州属大都路，领武清、香河二县。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

年）二月降为漷县，改属北平府通州。

宝坻县，元直属大都路。洪武十年二月，改属北平府通

州。

益津县，元属大都路霸州，为州治。洪武初省入州。

保定县，元属大都路霸州。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年）九月省

入霸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北平府霸州。

范阳县，元属大都路涿州，为州治。洪武初省。

元顺州，直属大都路。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改名顺

义，为今顺义县得名之始，改属北平府。

元檀州，直属大都路。后置密云县，为州治（ 按此说不

见《 元史》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省密云县入檀州。十二

月复置密云县，并省檀州，以县属北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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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县，洪武元年十一月壬子省入檀州（ 按此说则怀柔

元史》有县于元末已置，但不见《 载）。十二月复分密云、昌

平二县地置怀柔县，属北平府。

渔阳县，元属大都路蓟州，为州治。洪武初省。至此渔

阳县名在北京地区消失。

平谷县，元属大都路蓟州，洪武十年二月省入三河县。十

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北平府蓟州。

新城县于洪武初亦曾属北平府。六年（ １３７３年）五月，改

属保定府。

龙庆州，元属大都路。洪武初属永平府。三年（ １３７０

年）三月，改属北平府，寻废。元龙庆州所领之怀来县，于

洪武二年属永平府 寻废。但《 明，三年三月亦改属北平府，

太祖实录》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七月戊辰下有“ 革妫川、宜

兴、兴、云四州，徙其民于北平附近州县屯田”的记载。这

里的妫川州是龙庆州废后而新置的呢？还是以旧名而称龙庆

州呢？愚以为此处的妫川州即龙庆州。

云州，元属上都路。洪武三年七月属北平府，五年七月

废。

此外，元上都路属之兴州（ 俗称大兴州）洪武初当亦属

永平府，后废，改置卫。其所属宜兴县于元致和元年（ １３２８

年）八月升为宜兴州（ 俗称小兴州）。洪武二年兼置宜兴卫，

属永平府。三年三月改属北平府。六月改宜兴卫为守御千户

所。五年（ １３７２年）七月，废宜兴州，存宜兴守御千户所，属

北平行都司。

以上关于洪武、建文年间北平府及所辖部分州县的沿革

变化，俱见《 明史·地理志》。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即龙庆州、怀来县、宜兴州等于洪武初年皆曾属永平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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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府当是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克开平（ 元上都）后改上都

路而置，并非日后地处冀东的永平府。因为《 明史·地理

志》中的永平府本元代永平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改为

平滦府，四年（ １３７１年）三月又改名永平府。清因之。明清

永平府辖境大致与今河北省唐山地区相当。既然此永平府之

名始于洪武四年三月，那么，于洪武二年出现的永平府必定

是另外一回事《。 明史·地理志》开平卫下云“：元上都路，直

隶中书省。洪武二年为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属北

平都司。”这里所谓“ 洪武二年为府”，疑即永平府，取“ 此

地永久平定”之义而名之。

燕王朱棣“ 靖难”之后，夺取帝位，建元永乐。此后，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是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正月辛卯，

“ 以北平为北京”，此乃今北京得名之始。二月庚戌“，改北平

［府］曰顺天府”，此乃明清北京又称“ 顺天”之始。同时，又

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罢原北平布政使司，其

所领府州县等改为直隶北京行部；又罢北平都指挥使司，其

所领卫所、守御千户所等改为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永

乐四年（ １４０６年）闰七月，“ 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

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十四年（ １４１６

年）十一月，“ 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十八年（ １４２０

年）九月丁亥，“ 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

一月戊辰“，以迁都北京诏天下”。十二月乙未“，皇太子及皇

太孙至北京。”癸亥，“ 北京郊庙宫殿成”（ 以上俱见《 明史·

成祖纪》）。据此则知，明迁都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十九年

北京称京师。明仁宗洪熙元年（ １４２５年）三月戊戌，“ 将还都

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

（《 明史·仁宗纪》）《。 明史·职官志一》亦称“，洪熙元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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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各部官属于南京，去‘南京’字，而以在北京者加‘行

在’字，仍置行部。”但是，当时复迁都南京之举并未坚决彻

底。时隔三年，即宣宗宣德三年（ １４２８年）八月，“ 罢北京行

部及行后 》），表明不再迁都，仍军都督府”（《 明史·宣宗纪

以北京为国都之意。至英宗正统六年（ １４４１年）十一月，最

后决断“ 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明史·英宗前

纪》）。“故 于北京去‘行在’字，于南京仍加‘南京’字，遂

为定制”（《 明史·职官志》）。终明不改。

明京师领八府、二直隶州、十七属州、一百十六县。其

中顺天府为本节叙述的重点。洪武元年八月，改元大都路为

北平府，为北平布政使司所治，所领州县已见上文。永乐元

年正月，又改为顺天府，寓“ 顺应天意”之义。府署在京城

灵椿坊。明顺天府领五州、二十二县。其中有七县直属于府，

即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大兴县治

在京城教忠坊，宛平县治在积庆坊，二者为依郭县。另外东

安县治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为避浑河水患向东南迁移四十

五里。余者皆仍前旧。其他十五县分属五州。

通州，因旧置。州治潞县于洪武初省。州领四县，曰三

河、曰武清、曰漷县、曰宝坻。其中三河县仍元旧制。武清县

元属漷州，洪武十二年改属通州，县治西迁于元卫帅府署，即

旧武清城关，在今武清县西北部。漷县元为 州，洪武十四年漷

降为 漷漷县，改隶通州，县治在今通县东南 县村。宝坻县元直

属大都路，洪武十年二月改属通州，县治即今天津市宝坻县。

因此，明代通州较元代有较大变化。

霸州，因旧置。州治益津县（ 今河北霸县）于洪武初年

省。州领三县，曰文安、曰大城、曰保定。其中保定县于洪

武七年九月省入霸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县治即今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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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西北部之新填。文安、大城同元旧。

涿州，因旧置。州治范阳县于洪武初年省。州领一县，曰

房山，在今北京市境。

昌平州，元昌平县，直属大都路大兴府。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

年）正月，“ 南京吏部尚书林翰言，［昌平」陵寝所在，岁三

大祭钦遣百官陪祀，及帝后忌辰、岁暮正旦并遣驸马诣陵。县

小民贫，供亿烦苦，请改为州，以密云、顺义、怀柔三县隶

之，助其力役。凡有科派差徭及养马之类，悉皆优免”（《 昌

平山水记》卷上）。因此，升昌平县为州。三年（ １５０８年）十

二月，经太仆寺奏请，仍罢昌平州为县，令宛、大、昌平三

处养马，怀柔等县亦各养马如旧（ 黄云眉《 明史考证》昌平

州条）。故《 明史·地理志》云昌平为州“ 旋罢”《， 昌平山水

记》则谓“ 未几复降为县”。至九年（ １５１４年）四月，县丞张

怀具疏言民有十苦，甚切至，户部议可，乃复为州（ 见《 明

·武宗实录》实 ）《。 明史录 ·地理志》作“ 八年复升为州”，

《 昌平山水记》亦云“：八年，县丞张怀复奏，始定为州。”故

黄云眉氏认为“ 八年系九年之误”。此从《 明实录》说，作九

年复定昌平州之置，仍领密云、顺义、怀柔三县。必须说明，

昌平州治即今昌平县城地。明代宗景泰前， 昌平县治尚在正

西八里旧县村。景泰元年（ １４５０年），鉴于英宗“ 土木之变”

的教训，于当时昌平县东八里筑城，命名为永安城，徙长陵、

献陵、景陵三陵卫于新城内，以确保皇陵安全。景泰三年

（ １４５１年），昌平县治一并迁此。故今昌平城之始，溯于明景

泰初年。昌平州领三县：

密云，元为檀州，《 明史·地理志》称“ 后置［密云］县，

为州治。洪武元年十一月省县入州，十二月复置县，省州入

焉。属［北平］府。正德元年七月（ 或九年四月）来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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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州］。”按遍检《 元史》纪、志、表、传，不见“ 密云县”名，

惟有檀州之号，是知元代无密云县，但《 明史·地理志》所

谓“ 后置县”当必有所据。

顺义县，元顺州。洪武元年十二月改为顺义县，初属北

平府，永乐元年后改属顺天府。正德元年七月或九年四月，又

改属顺天府昌平州。按《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

“ 廷议以各处州治，有连辖数县，有不辖县而亲理民事者，于

体未善，诏从其议。于是凡州之不辖县治而改为县者六十有

五。”顺州之改顺义县，檀州之改密云县，漷州之改漷县等，皆

属此例。

怀柔县，新置。《 明史·地理志》云：“ 洪武元年十一月

省入檀州；十二月复分密云、昌平二县地置。”按《 明太祖实

录》谓洪武元年十一月壬子“，并怀柔、密云二县地入檀州”。

十二月，“ 仍改檀州为密云、怀柔二县”。据此则知，元代末

年当已置有怀柔县。但该怀柔县与唐、五代至辽期间的怀柔

县，虽名称相同，地域相近，却没有直接的沿革关系，不可

混为一谈。又《 昌平山水记》、《 嘉庆重修一统志》等书均谓

怀柔县系明洪武十三年置，恐误。《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

怀柔县》下谓洪武元年省怀柔县入檀“州 可疑”《， 明实录》记

载明确，当无可疑。至正德年间，怀柔县改属顺天府昌平州。

蓟州，因旧置。洪武初，以州治渔阳县省入。州治即今

天津市蓟县。州领四县：

玉田县，因旧置。

丰润县，因旧置。

遵化县，因旧置。以上三县均在今北京市界外。

平谷，因旧置。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年）二月省入三河县，十

三年十月复置，仍属蓟州。即今平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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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永乐之后明顺天府及所辖州县沿革。顺天府设府

尹一人，正三品；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

判六人，正六品等官。“ 府尹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劝农

问俗，均贡 徭，谨祭祀，阅实户口，纠治豪强，隐赋，节征

恤穷困，疏理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岁立春迎春、进春，祭

先农之神。月朔望早朝，奏老人坊厢听宣谕。孟春、孟冬，率

其僚属行乡饮酒礼。凡勋戚家人文引，每三月一奏。市易平

其物价。遇内官监征派物料，虽有印信、揭帖，必补牍面奏。

若天子耕耤，行三推礼，则奉青箱播种于后。礼毕，率庶人终

丞，二京府兼领学校。治中参理府事，以佐尹、丞。亩 。府 通

判分理粮储、马政、军匠、薪炭、河渠、堤涂之事。推官理

刑名，察属吏（”《 明史·职官志》）。

在明京师所辖的二个直隶州中，延庆州为其一。延庆州，

即元龙庆州，属大都路。洪武初，属永平府，三年（ １３７０

年）三月，改属北平府。四年（ １３７１年）废山后诸州，龙庆

州亦废，山后诸州民分批迁移塞内北平等地屯田，而于诸州

衡要之地设立都司、卫所、堡寨，派军队屯守。例如于原龙

庆州境内，洪武十二年（ １３７９年）九月置永宁卫。永乐二年

（ １４０４年）于居庸关北口置隆庆右卫等。永乐十二年（ １４１４

年）三月，巡狩北边，驻跸团山（ 在今延庆县东北），见其地

“ 厥土旷沃，群山环峙，遂创州治。迁民以实地，命官以莅

民（”乾隆《 延庆州志》卷１“０艺文志”）。于是复置州，改龙

庆州旧名曰隆庆州，属北京行部。同时，置永宁县于永宁卫，

隶隆庆州（《 明史·地理志》）。十八（年 １４２０年）十一月，改

北京为京师，隆庆州亦直隶京师。至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年），避

穆宗年号讳，改曰延庆州。州领永宁一县。有明一代，隆

（ 延）庆州直隶京师，说明明王朝对该州的高度重视。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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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 延）庆州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既是防御蒙古势力南

侵的边防要地，又是护卫京师和皇陵的直接屏障。

此外，元之宜兴州于洪武二年兼置宜兴卫，属永平府。三

年三月改属北平府。同年六月，改宜兴卫为守御千户所。五

年（ １３７２年）七月戊辰，废宜兴州，徙其民于北平附近州县

屯田，而宜兴守御千户所存。永乐元年，所亦废。后为蒙古

朵颜部驻牧之地。因此，今怀柔县北部山区和密云县西部山

区，在明初仍属宜兴州地，洪武五年州废，为宜兴千户所辖

地。永乐元年所废后未有新建置。

在明代京师顺天府的建置沿革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有必要加以补充说明，那就是不少州县都有内迁的卫所。例

如，大宁中卫、前卫，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年）九月分大宁卫

置，治大宁。永乐元年二月徙于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富

裕卫，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年）五月改富裕守御千户所置，永

乐元年二月徙置于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营州左屯卫，洪

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三月徙治顺义县，属

大宁都司。营州右屯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治元之建州，

永乐元年三月徙治蓟州，属大宁都司。营州中屯卫，洪武二

十六年二月置，治元之龙山县，永乐元年三月徙治平谷县西，

属大宁都司。营州前屯卫，洪武二十六年置，治元之兴州，永

乐元年三月徙治香河县，属大宁都司。营州后屯卫，洪武二

十五年（ １３９２年）八月置，永乐元年三月徙治三河县，属大

宁都司。兴州左、右、中、前、后五卫，皆洪武中置，永乐

元年二月，分别徙治玉田、迁安、良乡、丰润、三河五县，均

直隶后军都督府。开平卫，本元上都路，洪武二年为［永平？］

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属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

徙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宣德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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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０年）迁治独石堡，改属万全都司。宽河守御千户所，洪

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遵化县，仍

属大宁都司；又侨置宽河卫于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上述

卫所原来大都有实土，内徙后则多无实土。还有一些卫所或

废置，或内徙，因与京师顺天府无关，故不赘。

上述诸多卫所，初系军政合一的建置，原来都属于大宁

都司，分布于古北口长城外各地。大宁都司始置于洪武二十

年（ １３８７年）九月，治大宁卫。次年七月更名北平行都司。永

乐元年三月复称大宁都司，侨治于保定府，而故地遂虚，后

为鞑靼朵颜部活动区域。故永乐弃大宁，实为撤销京师东北

方的防卫，而使其西的万全都司伸入敌对势力之中，为日后

北京的军事防御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第十四节　　　　清京师顺天府及其他

明朝后期，世居长白山一带的满洲部族日渐兴起。万历

四十四年（ １６１６年），其部族首领努尔哈赤即皇帝位，建元天

命，定国号曰金，史称“ 后金”。十年后，即１６２５年迁都沈

阳，称盛京。又过了十一年，即太宗天聪十年（ １６３６年）四

月，更国号曰“ 清”。清世祖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清兵入关，

定鼎燕京，渐有全国版图。直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亡国，清

朝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

清初划土分疆，多沿明制。仍以北京为京师。但清代京

师专指北京城及近郊城属地区而言，这与明代京师稍有不同。

明京师除指国都北京城外，还指整个北直隶省。清代的南京

已非陪都，故南直隶已不复存，惟将明京师（ 北直隶）改称

直隶省。清直隶省除兼管顺天府某些政务外，领有保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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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名、顺德、广平、沧州、河间、天津、承德、宣化、朝

阳、永平等十一府和赤峰、易州、遵化、冀州、赵州、深州、

定州等七个直隶州。此外还有三个直隶厅，即张家口厅、独

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合称“ 口北三厅”。各府和直隶州下，

一、县一百共领散州十二、散厅 零三。在这里应当说明，上

述直隶省领辖的散州、散厅和县之数，是据《 清史稿·地理

志》于各府和直隶州下实际列举的州县名称而统计的。但同

书自谓领“ 散州九“”、县百有四”，而在各府和直隶州下自注

领县之数总计为一百零八。这些数字的不同，说明《 清史稿

·地理志》的记载，必有所失，这是值得注意的。

顺治初年，于直隶省曾置一总督、三巡抚。总督曰宣大，

驻山西大同，辖宣府镇。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年）裁，令顺天

巡抚兼之（ 》作十三年，误）。总督“ 掌《 清史稿·地理志

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清史稿·职官

》）。志三 三巡抚分别为顺天、保定、宣府。顺天巡抚驻遵化，

辖顺天、永平二府，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裁，归保定巡抚

兼管；保定巡抚驻真定，辖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

河间六府。《 清史稿·地理志》谓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裁。

但《 清史稿·世祖纪》载有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年）四月，“ 以

刘祚远为保定巡抚”，九月“ 以王登联为保定巡抚”之事；又

《 清史稿·职官志》谓顺治十八年省顺天巡抚后，“ 归保定巡

抚兼管”。由此可见，裁保定巡抚应在顺治十八年以后。宣府

巡抚驻宣府镇，辖延庆、保安二州。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年）省，

由宣大总督兼其事。巡抚“ 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

刑，兴革利弊，考核郡吏（”《 清史稿·职官志三》）。

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

大名。十五年（ １６５８年）改为直隶巡抚（《 清史稿·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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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但《 地理志》作十六年）。十七（年 １６６０年）移驻真定。

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复置直隶总督于大名（《 清史稿·职官志

》）。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三 年）五月，直隶总督仍兼辖山东、河

南，为三省总督（ 此据《 清史稿·圣祖纪》，但《 职官志》作

三年，《 地理志》作五年。）八年（ １６６９年），省直隶、山东、

河南总督，而迁直隶巡抚驻保定。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年）改宣

府镇为宣化府，领二州八县。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置热河厅；

改真定府曰正定。二年（ １７２４年），复改直隶巡抚为总督；增

置定、冀、深、赵、晋五个直隶州和张家口厅。三年（ １７２５

年）升天津卫为直隶州。九年（ １７３１年），又升天津直隶州为

府。十年（ １７３２年），置多伦诺尔厅。十一年（ １７３３年），改

热河厅为承德州，与易州并升为直隶州；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

置独石口厅，并降晋州直隶州为散州，属正定府。乾隆七年

（ １７４２年），复改承德州曰热河厅；八年（ １７４３年），升遵化

为直隶州；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年），又升热河厅为承德府。光绪

二年（ １８７６年），置围场厅；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升建朝阳府；

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升赤峰为直隶州（ 以上俱见《 清史稿·

》）地理志 。至此，形成直隶省境府、直隶州、直隶厅的行政

区划格局。

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定鼎北京之后，沿袭明制，于京

师置顺天府。顺天府与直隶省所辖其他诸府不同，因其府衙

在京城内，故称之为京府。顺天府的政务除受直隶总督管辖

外，更多的则受制于清室朝廷。因此，顺天府府尹官位为正

三品，多为朝廷重臣兼任。其他府的行政长官称知府，初为

正四品，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后改从四品。顺天府其他官

职的设置和品级亦高于一般的府。顺天府府尹“ 掌清肃邦畿，

布治四路，帅京县颁政令条教。岁立春，迎春东郊。天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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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鞭，奉耤，具耒 青箱播种，礼毕，率庶人终亩。田赋出纳，

以时勾稽，上其要于户部。治乡饮典礼。乡试充监临官”

（《 清史稿·职官志》）。

有清一代，顺天府辖州县多有变化。从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

年）至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年）间，府辖州县说法不一。例如

《 嘉庆重修一统志》谓清初顺天府领“ 州六、县二十二”；《 光

绪顺天府志》谓领“ 州六、县二十一”。但《 清史稿·职官

志》则云“ 康熙十五年（ １６７６年），始以昌平等十九州县来隶

（ 顺天府）。”这就是说，康熙十五年以前，昌平等十九州县并

未直隶于顺天府。按，明顺天府领州五、县二十二，即通州、

昌平州、涿州、霸州、蓟州和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

清、东安、香河、三河、漷县、武 怀柔、密清、宝坻、顺义、

云、房山、文安、大城、保定、遵化、玉田、丰润、平谷等

县（《 明史·地理志》）。即使入清之后，顺天府完全因袭明

制，亦只能是领州五、县二十二。所谓领州六说，实误。顺

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省漷县入通州（《 光绪顺天府志》谓十

五年省，误。因《 清史稿·世祖纪》有顺治十五年二月，“ 免

漷上年灾赋”之载）。因此武清、 《 嘉庆重修一统志》与《 光

绪顺天府志》分别谓清初顺天府属县为二十二和二十一之数。

在这里还应当指出，《 清史稿·地理志》谓明顺天府“ 领州六、

县二十五”，亦是误志。正因为人们多遵信《 大清一统志》和

《 光绪顺天府志》之说，所以，过去对康熙十五年始以昌平等

十九州县隶顺天府之说，知之者论之者鲜有。此说既然见于

《 清史稿·职官志》，当必有据。若此，则康熙十五年以前，顺

天府只领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七县。

而通州、三河、武清、宝坻、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涿

州、房山、霸州、文安、大城、保定、蓟州、遵化、玉田、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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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平谷等十九州县，并不直属顺天府府尹统领，当属顺天

巡抚（ 驻遵化）管辖。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或者说康熙初，

裁顺天巡抚后，当改由保定巡抚兼管。

康熙十五年，因陵寝隩区所在，升遵化县为州，改属顺天

府。同年，昌平等十九州县（ 包括旧遵化县）已改属顺天府。

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年），从直隶总督于成龙之请，于顺

天府特设东、西、南、北四路厅（ 同知），分辖各州县。东路

厅驻通州，辖通州、三河、武清、宝坻、香河、蓟州、玉田、

丰润等州县；西路厅驻卢沟桥拱极城，辖大兴、宛平、良乡、

涿州、房山等州县；南路厅驻黄村，辖固安、永清、东安、霸

州、文安、大城、保定等州县；北路厅驻沙河巩华城，辖昌

平州、顺义、怀柔、密云、平谷等州县。四路厅初设，专司

捕盗，上辖于霸昌、通永二道。霸昌道驻昌平州，辖西、南、

北三路厅；通永道驻通州，辖东路厅，遵化州亦属。霸昌、通

永二道，皆为分巡道，即督察机构。清制，于一般行政建置

之外，又设名目繁多的道，如粮道、河道、海关道、巡警道、

兵备道、劝业道、分守道、分巡道等，各掌分守、分巡及粮、

河、盐、茶等政务，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并

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

守，以帅所属而 》）。廉察其政治”（《 清史稿·职官志 通永道、

霸昌道即为上列诸道中的分巡道。而通永道兼河务、海防、屯

田。本来四路同知专司捕盗，并不经管钱粮等事。自乾隆十

九年（ １７５４年）后，准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请，顺天府属各州

县钱粮之事，改由四路同知专管，霸昌、通永二道兼管，顺

天府则负督催之责。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复以部院大臣兼管顺天府事，号兼

尹。二年（ １７２４），割顺天府蓟州所属玉田、丰润二县隶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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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光绪顺天府志》作四年）。三年（ １７２５年），升天津州

为直隶州，割顺天府通州属县武清隶之。次年（ １７２６年），武

清县还属顺天府通州。六年（ １７２８年）改三河、武清、宝坻、

顺义、怀柔、密云、房山、文安、大城、保定诸县直属顺天

府。《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有作“ 五年”之处，误。九年

（ １７３２年），析宝坻县梁城所新置宁河县，隶顺天府东路厅。

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升遵化州为直隶州，割永平府之玉

田、丰润二县隶之。同年，改平谷县直隶顺天府。《 清史稿·

职官志》谓“ 乾隆八年，定为二十四州、县隶府”，是因这年

平谷县最后一个改为直属顺天府的，并非二十四州县皆于是

年更改旧制。至此，顺天府共领二十四州县，为大兴、宛平、

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宝坻、

宁河、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霸州、文安、大城、保

定、涿州、房山、蓟州、平谷。这二十四州县，既由顺天府

管辖，又由直隶总督兼管。捕盗、钱粮等务则分属四路同知

管理。这种体制，终清未改。上述二十四州县中，在今北京

市境者，有大兴、宛平、良乡、房山、通州、昌平州、顺义、

怀柔、密云、平谷等，又三河县北部亦在北京市界内，后分

别划入顺义、平谷二县。

清代于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除顺天府以外，还有宣

化府、承德府与独石口厅。

宣化府，本明宣府镇，治今宣化。清顺治元年置宣府巡

抚，驻宣府镇，领延庆、保安二州。八年（ １６５１年）裁。十

年（ １６５３年）并诸卫所。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年），改隶山西省，

寻还属直隶省。七年（ １６６８年）裁万全都司。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

年），改为宣化府，隶口北道。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割承

德府围场厅来隶。宣化府共领一厅（ 围场厅）、三州（ 延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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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州、蔚州）、七县（ 宣化、赤城、龙门、万全、怀来、西

宁、怀安（） 》）。其中只有延庆州在今北京《 清史稿·地理志

市境。延庆州，因明旧置，入清后仍领永宁县、永宁卫、延

庆卫等，属宣府镇东路。后升为直隶州。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

年），省永宁县入永宁（卫《 清世祖实录》卷１２７）。康熙间又

省永宁卫入延庆卫。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年），降延庆直隶州

为延庆州，还属宣化府。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省延庆卫

及所辖五千户所入延庆州。此后未有多大变化。其治所在今

延庆县城。

承德府，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年），始建避暑山庄于热河，

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年）筑城。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始置热河直

隶厅；十一年（ １７３３年）改为承德直隶州。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

年）复为厅；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年）改置承德府（《 清史稿·

地理志》）。至清末领一州（ 平泉州）、三县（ 滦平、丰宁、隆

化），其中滦平县与今北京市境有涉。滦平县，乾隆七年始置

喀拉河屯直隶厅，四十三年改为滦平县（《 承德府志》卷

３０）。治所在今滦平县城东之滦河。其县境西南部在今北京市

界内，即怀柔县长城以北山区和密云县西部山区（ 白马关至

石城一线长城以西）。

独石口厅，口北三厅之一。顺治初为上北路，隶宣府镇。

康熙中置独石口县丞。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始改置独石口

理事厅，辖官地及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

并口内延庆州、赤城、龙门、怀来三县之旗民（《 清史稿·

地理志》）。其东南部在今北京市境，为延庆县东北隅和怀柔

县西北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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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民国京兆、

北平市及其他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

华民国。从民国肇建至１９４８年底北平和平解放的三十七年

间，北京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建都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设市的

两个主要历史阶段。其中于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间，曾

为日本侵略者占领（ 称沦陷期）。因此，民国期间北京的建置

沿革，应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分别阐述。

（ 一）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京都市和京兆地方。中华

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为时

不久，于民国元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便向临时参议院提出

辞职。二月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三

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四月二十九日，临时参议

院亦在北京开院。从此中华民国的都城仍为北京，直至民国

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才迁都南京。这期间，中华民国政权掌握

在由直系、皖系、奉系三派军阀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当

时的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但因各派军阀充当不同的帝国

主义国家的走狗，相互间矛盾重重，争权夺利，导致政局极

不稳定，总统和政府频频更换，更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 复

辟”的短命闹剧发生。尽管如此，北京作为京都的地位却没

有改变。

中华民国成立伊始，直隶省、顺天府的名称及其所属府

州县，一如清制，但为时短暂。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年）冬，裁各府首县。二年（ １９１３年）

二月，废府与州，皆改为县，县直隶于省。独顺天府不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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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不仅未废，府下领县亦未变更，仍领大兴、宛平、良乡、

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县（ 通州改）、三河、武清、宝

坻、宁河、昌平（ 昌平州改）、顺义、怀柔、密云、蓟县（ 蓟

州改）、平谷、涿县（ 涿州改）、房山、霸县（ 霸州改）、文安、

大城、新镇（ 原保定县）等二十四县。这时的顺天府仍归直

隶省管辖，直隶省治在天津。

不久，直隶省分置四观察使，即渤海观察使（ 驻天津）、

范阳观察使（ 驻保定）、冀南观察使（ 驻大名）、口北观察使

（ 驻宣化），分领全省各县。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一月，改渤

海观察使为津海道，改范阳观察使为保定道，改冀南观察使

为大名道，改口北观察使为口北道。同年五月，顺天府划为

独立区域，不再为直隶省管辖；同时文安、大城、新镇、宁

河四县由顺天府属县改为直隶省津海道属县。于是顺天府只

领二十县。东安县因避重名恢复了安次县古老名称。同年十

月四日，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亦称京兆尹、京兆特别区，简

称京兆，仍为独立区，直隶于中央政府。京兆地方辖大兴、宛

平、良乡、固安、安次、永清、香河、通县、三河、宝坻、武

清、昌平、顺义、怀柔、密云、蓟县、平谷、涿县、房山、霸

县等二十县。京兆尹公署即原顺天府府衙。此后，沿至民国

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不改。这期间，京兆地方所领诸县中，只

有大兴、宛平、良乡、通县、昌平、顺义、怀柔、密云、平

谷、房山等在今北京市境，且皆在长城以内。今北京市长城

以外的延庆县和怀柔县北部山区、密云县西北部山区，则分

属于１９１４年设置的察哈尔特别区和热河特别区。

（ 二）国民党南京政府设置的北平特别市和后改的北平

市。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北京已经称京都市，曾成

立京都市政公所，负责市政建设。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年），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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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夺取国民党及中华民国

政府最高领导权之后，决定将国都从北京南迁于南京。此后，

北京失去数百年一直作为京都的至高地位。十七年（ １９２８

年）六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令改北京为北平，与天

津同设为特别市，归南京政府政务院管辖。与此同时，令改

直隶省名河北，废道及京兆制，原京兆地方所辖大兴、宛平

等二十县，一律改属河北省。同年七月，河北省政府成立。十

月，河北省治自天津迁北平。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十月，复徙

还天津。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年）六月，又自天津迁往保定。由

于大兴、宛平二县县治明清一直在北京城内，划归河北省管

辖之后，不宜维持旧制，遂于十八年（ １９２９年）三月，迁宛

平县治于卢沟桥拱极城内清代西路厅旧署。大兴县治本应同

时外迁，但久议未果，直至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年）三月，才迁

治于南苑北大红门。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北平特别市降为北平市，七月六

日，改隶河北省管辖。从设北平特别市起，市辖区域仅限于

北京内城、外城以及附近郊区，其范围东至东坝，西至香山、

北至清河、南至北大红门，面积约七百余平方公里。因为市

域面积有限，许多与城市关系密切的设施都不在市域内，如

自来水源地在孙河镇，发电厂在石景山，交通枢纽丰台，主

要能源（ 煤）供给地门头沟等，或在大兴县，或属宛平地，给

北平城市管理和建设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从北平特别市设

立不久，即提出划定市界问题。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八月，提

出“ 以旧城区域为基础，西、南、北三郊酌量展拓”的方案，

将孙河、马驹桥、南苑、卢沟桥、丰台、黄村、门头沟、大

小汤山等地皆划入北平市。经南京政府内政部派员与河北省

和北平市代表会商结果，该方案未获准允，北平市仍“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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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及步军统领辖区为区域”。此后，省市

经会商，划界又几 皆未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于民国三十

五年（ １９４６年）二月，北平市政府又拟定《 北平新市界草

案》。按此草案，北平市东界至通县县城以东，往南达马驹桥

西；南界延至南苑南大红门，向西经黄村、葫芦垡一线；西

界经岗洼、戒台寺至门头沟，再北达温泉一线；北界抵沙河

镇、大小汤山以至孙河镇。该方案经河北省政府研究后，又

以“ 仍按现界，无庸另划”的结论予以否定。直至北平和平

解放前，北平市与河北省划界问题终未解决。

民国间的北平特别市和北平市，下辖若干个区。在这里

应当补充说明，元大都和明北京城内均设若干坊。清代实行

内八旗、外五城制，即于北京内城分别有八旗划地驻防，其

中安定门内镶黄旗，德胜门内正黄旗；东直门内正白旗，朝

阳门内镶白旗；西直门内正红旗，阜城门内镶红旗；宣武门

内正蓝旗，崇文门内镶蓝旗。各设都统，属以参领、佐领管

辖。而于外城则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各设正副指挥使，以

巡城御史统之。至清末，成立警察厅，前制悉废。厅下管内

城十个区（ 内左一区至内左四区、内右一区至内右四区、中

一区中二区）和外城十个区（ 外左一区至外左五区、外右一

区至外右五区）。这里应当指出，《 故都变迁纪略》谓清末北

京内城划分十二个区，即内左一区至内左五区，内右一区至

内右五区以及中一区、中二区，连同外城十个区，共二十二

个区。民国初期，制如清末。十七年国都南迁设北平特别市

后，重行划分为内城六个区和外城五个区，即内一区至内六

区，外一区至外五区。其中内一区区署在王府井大街，内二

区区署在二龙路，内三区区署在东直门大街北，内四区区署

在报子胡同，内五区区署在刘海胡同，内六区区署在银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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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区署在东珠市口，外二区区署在梁家园，外三区区署在

花儿市，外四区区署在广安门大街，外五区区署在灵佑宫。此

外，将北京城近郊郊区划分为四个区，即东郊区、南郊区、西

郊区、北郊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市行政区划作了新的

调整，内城划分为七个区，依次由内一区至内七区；外城划

分为五个区，依次由外一区至外五区；郊区分为八个区，依

次由郊一区至郊八区。直至北平市和平解放，这种“ 内七、外

五、郊八”的区级区划未变。

在这里还应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其一，民国十七年废京

兆后，原京兆所辖二十县俱划归河北省管辖。其中大兴、宛

平、通县、良乡、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十

县，皆在今北京市境。但当时河北省北界大致以长城为限。今

北京市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怀柔县北部、密云县西北部，分

属察哈尔省和热河省。察哈尔省与热河省是民国十七年分别

由 民 国 二 十 一原察哈尔特别区与热河特别区改置的。其二，

年（ １９３２年）九月，在河北省东北部设置滦榆、蓟密两个行

政督察专员区。滦榆行政督察专员区与今北京市无涉，可置

而不论。而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区所辖蓟县、密云、通县、遵

化、玉田、三河、顺义、怀柔、平谷、兴隆（ 民国十九年八

月析遵化、密云、蓟县三县地新置）十县中，有密云、通县、

顺义、怀柔、平谷五县在今北京市界内，且该行政督察专员

区的专员驻通县。其三，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以滦榆、蓟密二行政督察专员区所管十八县为范围，

成立伪“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次年一月一日，改为伪“ 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原驻通县，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八月

十日迁驻唐山，并增管昌平、香河、宝坻、宁河四县。这样，

由这个反动卖国的地方性汉奸政府管辖的二十二县中，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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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为今北京市辖县。其四，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国民

党河北省政府逐渐在省内设置行政专员区。截至二十六年二

月，共设立十区，其中宛平区（ 二十五年十二月设，管宛平、

大兴二县）与今北京市相关。二十六年三月，河北省又将全

省划为十七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其中第二区所辖九县中的良

乡、房山二县以及第三区所辖宛平、大兴二县，皆在今北京

市境。

（ 三）日伪时期的“ 北京地方维持会“”、北京特别市”以

及“ 燕京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卢沟桥事变”（ 亦称

“ 七七事变”）后，京津地区除冀东二十二县外，全部成为战

场。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日本侵略者出于有利于其侵华

战争的目的，迫切需要在北平建立过渡性的傀儡政权。于是，

纠集一伙汉奸，于八月四日宣告正式成立“ 北平地方维持

会”，暂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其时，北平附近各县、各镇以

至于村，多成立“ 维持会”，如“ 宛平县地方维持会”，八月

二十五日成立，在广安门外财神庙办公。另在宛平县丰台、门

头沟、长辛店、北臧村、清河镇、衙门口、狼垡等地于同年

九月间先后成立“ 维持会“”。大兴县地方维持会”，八月二十

五日成立，在北大红门办公。另在大兴县南苑、采育、黄村

等地也成立“ 维持会”。这些大小高低不等的“ 地方维持会”，

管辖范围广狭不一。其范围狭者，不过办理支应事宜；其范

围广者，实际上已涉及行政，不唯“ 办理救济事务为主”。为

了便于管理这些“ 地方维持会”，同年八月间在北平成立“ 河

北省地方维持联合会”，上归“ 北平地方维持会”管理。“ 河

北省地方维持联合会”凡是关于行政事宜，均呈“ 北平地方

维持会”主持办理。同年十一月八日，于“ 北平地方维持

会”下另设“ 地方行政委员会”，负责处理地方一切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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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将“ 河北省地方维持联合会”解消，各村镇小“ 维持会”也

渐次消散，仅存县“ 地方维持会”。但是，原在北平城内大兴

隍庙办公的“ 大兴县地方维持会”，不久即县胡同城 改组为伪

“ 大兴县政府”，于九月十五日移治南苑万字镇，原在北大红

门办公的国民党大兴县政府即行消亡。宛平县则又不同，在

“ 宛平县地方维持会”成立的同时，尚有伪“ 宛平县政府”成

立，与“ 宛平县地方维持会同在广安门外财神庙办公，“ 维持

会”办理救济支应事宜，伪县政府为全县之行政机关。十月

五日，伪“ 宛平县政府”迁回卢沟桥旧治，又于十一月二十

七日迁治于长辛店，而“ 维持会”仍在广安门外未动，至十

月二十二日结束了事。总之，“ 北平地方维持会”是北平论陷

初期为日寇侵华服务的汉奸傀儡政权，所辖号称十九县，其

中宛平、大兴、良乡、房山四县在今北京市境。民国二十七

年（ １９３８年）一月十二日，地方行政委员会结束，“ 北平地方

维持会”所辖各县由伪“ 河北省公署”接管。伪“ 河北省公

署”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驻天津市。

除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四县外，北平沦陷初期，通

县、顺义、昌平、密云、怀柔、平谷等县，仍属伪“ 冀东防

共自治政府”管辖。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日本帝

国主义一手操纵下，于北平成立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

年二月一日，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伪“ 临时政府”合

污，至四月一日，取消冀东组织，将其所辖诸县，合并于伪

河北省公署。就在这时，伪河北省公署相继正式成立津海、保

定、冀南（ 大名改）、冀东四道公署。但伪河北省道区的正式

划定，一直延迟到同年七月十九日。在与今北京市相关的县

中，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四县属津海道，通县、昌平、顺

义、怀柔、密云、平谷等属冀东道。今延庆县、怀柔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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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西北部山区，这时则属于伪“ 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管

辖。伪“ 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筹备于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

年）七月，正式成立于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是日本侵华的一

种工具。后在“ 联合委员会”下，以归绥（ 今呼和浩特）、张

家口、大同三地为中心，设立了“ 内蒙自治政府”、“ 察南自

治政府”和“ 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组织。二十八年（ １９３９

年）９月“，联合委员会”又改组为“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

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我国蒙古族上层反动分子组织的傀儡政

府，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伪“ 临时政府”决定改北平

名北京（ 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项决定始终未予承认，仍称

北平）。当时，北京内城分六个区，即内一区至内六区；外城

分五个区，即外一区至外五区；郊区分四个区，即东郊区、南

郊区、西郊区、北郊区。“ 北京市”的行政分区，实际上承袭

了“ 卢沟桥事变”以前北平市的区划。在日伪占领时期，亦

曾试图调整“ 北京市”界。１９３８年初，伪“ 北京特别市公

署”提出一个“ 参酌以前计划，略有损益”的三点方案，即

（ １）南苑、丰台、门头沟与市关系密切，应划入市；（ ２）京

绥路（ 今京包铁路）两侧的温泉村一带及大小汤山等地预计

为休养地和别墅区，应划入市；（ ３）通县部分地区，因拟引

运河并作为工厂区，须一并划入市。该方案经伪市政会讨论

后，认为地域过大，难以实现，因而提出折衷方案：东以通

县与大兴县县界为界，西、南两面以永定河为界，北面至大

小汤山。但后来虽经多次商讨，并有新的方案出台，终因各

方意见不一而无结果（ 详见国华：《 北京市市界的形成》一文，

《载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３期）。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伪“ 河北省公署”以“ 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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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天津以北十一县即涿县、房山、良乡、宛平、大兴、固

安、永清、安次、霸县、武清和天津，距“ 道公署”（ 时驻沧

县）较远，决定暂由“ 省公署”（ 时驻天津市）直辖。一年后

移归原道管辖。另外，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五日，伪“ 临时政

府”行政委员会训令，以大兴、宛平、通县三县归伪“ 临时

政府”内政、治安两部管辖。次年二月十五日成为定案，伪

“ 河北省公署”于六月三十日分令各有关道县遵行。

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年）三月三十日，大汉奸汪精卫为

首的伪“ 中央政府”在南京组成。此后，北京伪“ 临时政

府”改为“ 华北政务委员会”，北京失去伪“ 首都”的地位，

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伪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同年七月一日，伪

“ 河北省燕京道署”在北京成立，辖通县、大兴、宛平、良乡、

房山、昌平、蓟县、平谷、密云、顺义、怀柔、香河、固安、

三河、涿县等十五县。实际上是将原冀东道（ 驻唐山市）西

部诸县和津海道（ 驻沧县）北部诸县分别划出并合并而成一

个新道建制。但日伪并未完全控制这些县域。至日本投降后，

燕京道废。

这里应当说明，由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伪“ 蒙疆政府

联合委员会”改组为伪“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以，今北京

市长城以外地区于此后归伪“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管辖。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地

区创建了巩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直接指导华

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在北平地区，则相继开辟了平西、冀东

和平北三处抗日根据地。其中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也

最巩固。其范围东起长辛店，西至紫荆关，南起高碑店，北

到蔚县、宣化、涿鹿、怀来等县，与晋察冀根据地一分区紧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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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相连。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有力地支援了冀东

和平北两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斗争。

冀东地区北据长城，南濒渤海，西控平津，东扼山海关，

是东北与华北往来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卢沟桥

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在冀东以及整个燕山山脉

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后又对此

作过多次分析和指示。１９３８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冀

东人民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八路军主力部队宋（ 时轮）、邓

（ 华）纵队亦挺进冀东，有力配合冀东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风

暴很快席卷了整个冀东地区。虽然八路军主力于秋后转移平

西整训，但冀东的抗日武装斗争一直坚持下来。１９３９年成立

冀东军分区和冀热察党委冀东分委，并成立冀东抗日政权办

事处。至１９４０年底，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已扩大到南起乐

亭、宁河，北至兴隆、青龙，东至迁安，西至平谷、密云、蓟

县的广大地区，后称冀热辽根据地。

平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早在１９３８年夏即已开展起

来，但尚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里地处北平市与热河省、察

哈尔省交界地带，是伪“ 华北政府”与“ 伪满洲国”、伪“ 蒙

疆政府”管辖区域的结合部。山峦重重，河谷道道。广大人

民深受日伪的残酷掠夺和奴役之苦。因此开辟抗日根据地具

有有利条件。虽然亦有不少困难，但于１９４０年中共平西区党

委和挺进军根据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精神，先后派武工队和

八路军一主力团进入平北地区，相继建立了平北工委、平北

军分区和平北办事处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并紧紧抓住武装斗

争这个中心环节，积极向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争，连续取得战

斗胜利。１９４１ １９４３年间，根据地范围日渐扩大。北平、承

德、张家口间的广大地区大部都变成抗日根据地，即冀热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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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抗日根据地。

平西、冀东、平北三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是中国共产

党中央关于坚持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的总的战略任务下，而在

冀热察地区的具体斗争目标。这三处抗日根据地是互相关联、

互相依存、互相配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是“ 三

位一体”，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永载抗日战争史

册。

随着平西、冀东、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相继开辟、扩大和

巩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在这三处抗日根据

地内分别组建了一些联合县政府，以便更有力地领导广大军

民进行抗日斗争。

在平西根据地，据梁湘汉、赵庚奇撰《 平西抗日游击队

史略》一文中称：相继建立四个联合县政府，即昌（ 平）宛

（ 平）联合县，焦若愚为县长，县政府设在斋堂；房（ 山）涞

（ 水）涿（ 县）联合县，以佟旭野为县长，县政府设在紫石山

（ 口）；房（ 山）良（ 乡）联合县，杜伯华为县长［县政府曾

驻南窖］；宣（ 化）涿（ 鹿）怀（ 来）联合县，以魏国元为县

长。但据马辉之《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前后》一文，知

平西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宛平、涞水、宣涿怀、房良、涞

涿共五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马文又指出，平西专员公署原

辖五个联合县和一个办事处，后改为四个县。可见上述两说

并非矛盾。只是马文中的宛平县当即昌宛联合县，涞涿县当

作房涞涿联合县。因为同文中在谈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宋（ 时

伦）、（邓 华）纵队到达平西后“，征服了地主武装的抵抗，站

稳了脚跟，开辟了以宛平八区为中心的房涞涿、宣怀、昌 宛

的工作，并成立了三个联合县政府”。这里已提到昌宛、房涞

涿联合县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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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先后成立了二十五个联合县，属冀热辽军区、区

党委和行政公署管辖。其中与今北京市有关者，有平（ 谷）三

（ 河）蓟（ 县）联合县、蓟（ 县）平（ 谷）（ 密（ 云）联合县、

平（ 谷）三（ 河）密（ 云）联合县、平（ 谷）密（ 云）兴

（ 隆）联合县、兴（ 隆）滦（ 平）密（ 云）联合县等。

在平北，首先成立的是昌（ 平）滦（ 平）怀（ 柔）联合

县。至１９４１年６月，又相继成立了昌（ 平）延（ 庆）联合县、

龙（ 关）赤（ 城）联合县、龙（ 关）崇（ 礼）赤（ 城）联合

县、龙（ 关）延（ 庆）怀（ 来）联合县、丰（ 宁）滦（ 平）密

（ 云）联合县、怀（ 柔）滦（ 平）密（ 云）联合县等。１９４３年，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和平北根据地的日趋扩大，又成立

滦（ 平）昌（ 平）怀（ 柔）顺（ 义）联合县、龙（ 关）崇

（ 礼）宣（ 化）联合县、昌（ 平）顺（ 义）联合县等。１９４４年，

解放区更加扩大与巩固，遂取消了原县制划分，改设为昌平、

怀顺、赤原、崇礼、宣怀、龙关、赤城、延庆等县。上述诸

县皆属平北专员公署领导。平北专员公署设在延庆县西北部

大海坨山中海沟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战争时

期的历史产物，是各抗日根据地内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是

为抗日斗争服务的。它们随着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设

置，又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胜利而先后撤销。只有极少数的

联合县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 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北平市。民国三十四年（ １９４５

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此后，日

伪占领时期改名的北京市和设置的燕京道皆废，又恢复了北

平市的旧名。直至民国三十七年（ １９４８年）十二月北平市和

平解放止，北平市的辖区较日本占领前略有调整。首先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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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内城的六个区划为七个区，即将崇文门大街以西、宣武门

大街以东和东西长安大街以南、前门以内的地区，划为内七

区。又将东西南北四个郊区析划为八个郊区，由东直门外沿

顺时针方向依次称为郊一区至郊八区。独外城仍分为五个区

未变。

民国三十五年 《 北（ １９４６年）二月，北平市政府又拟定

平新市界草案》（ 详见上文），但未获准实施。

北平市四邻的通县、大兴、宛平、良乡、房山、昌平、顺

义、怀柔、密云、平谷等县，仍然归河北省。长城以外的延

庆县和今怀柔县北部、密云县西北部山区，则分别属于察哈

尔省和热河省的滦平县。但是，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年）曾

置四海县，辖区相当于今延庆县东部和怀柔县北部山区，以

境内有四海冶村而命名。县政府曾驻四海冶、宝山寺、汤河

口等地。为冀热察解放区设置的县。解放以后撤销。另外，抗

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在密云县西北鹿皮关进行的一次反

日寇“ 扫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十团团长白乙化同

志，曾将密云县境以潮河为界划为两个县，潮河以西为乙化

县，以东为密云县。１９４９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二县

重合为一，仍称密云县。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华北解放区不断扩大。１９４８

年９月２０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正式成立，由董必武任

主席。与此同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

会已告结束。至１９４８年底，华北人民政府已辖七个行政公署、

三个直辖市、三十四个专署、七个专级市、二百六十个县、十

六个县级市。其中与今北京市有关的行政区是：房山、良乡、

宛平、昌宛四县属北岳行政公署的三专署所辖。宛良、大兴

二县为冀中行政公署的十专署属县。原平北冀热察解放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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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解放区则属东北行政委员会管辖。今北京市界内其他地

区尚为国民党势力所控制。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平津战役胜利

进行。１２月２３日，原晋察冀边区首府、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

市重获解放。１月１５日，成立察哈尔省，这是华北解放区恢

复成立的第一个省建置。全省分设七个专署，其中平西、察

南、冀察三专署辖区当与今北京市有关。

１９４９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成立，同一

天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在市郊成立，由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和

市长。１月３１日，北平市和平解放。２月２日，北平市军管

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迁入城内。次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

入城仪式，千年古都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当时，市军管会划

定的军管范围是：东起通州，经张家湾、马驹桥至大回城，南

达黄村；西南经葫芦垡、岗洼至长辛店；西经潭柘寺至门头

沟；北经沙河、小汤山至天竺。该区域内一切军事、民政事

宜由北平市军管会统一管理。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０日，华北人民政府由石家庄迁入北平。至

３月初，华北人民政府辖一省、六行政公署、四直辖市、三十

八专署、四专级市、二百九十二县、十四县级市和四十六直

辖市辖区。其中与今北京市有关者是：北平市人民政府辖内

城七区（ 第一至第七区）、外城五区（ 第八至第十二区）、旧

郊区八区（ 第十三至第二十区）、新划入的军管区域十二区

（ 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二区），共三十二个区。同年６月，经华

北人民政府批准，将距北平城中心较远，又与城市建设关系

不大的农村划回原建制，遂形成二十六个区的建制。此外延

庆、四海、昌顺、怀柔、乙化五县为察哈尔省冀察专署属县。

房山、良乡、宛平、昌宛四县为察哈尔省平西专署属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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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密云、顺义、通县四县为蓟东区十四专署属县。大兴县

为冀中区十专署属县。３月１０日，华北人民政府指令，华北

解放区只设直辖市和省或行政公署辖市（ 专级市），专署属市

（ 县级市）和县属市（ 市镇）一律改设镇或城关区。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

至北平。

７月３日，北平市调整郊区区划，东郊原十四区并入十三

区，南郊原十五区和二十三区并为十四区，西南郊原十六区

南部和二十五区并为十五区，西郊原十七、十八两区和十六

区北部并为十六区，北郊原十九和二十区并为十七区，西南

郊原二十六区改为十八区，西郊原二十七区改为十九区，西

郊原二十八区改为二十区，南郊原二十四区划归冀中区大兴

县，通州市划归冀东区。这样，北平市郊区变为八个区，连

同内外城十二个区，共计二十个区。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调整行政区划。华

北解放区各行政公署撤销，以旧省界为基础，重新划分为河

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和平原五省。同一天，河北省党政

军领导机构在保定成立。冀东、冀中等行政公署结束。原冀

东、冀中、冀南、太行行政公署和察哈尔省所辖旧河北省属

各县市，除冀南数县划归平原省外，其余均划入新建河北省。

至１９４９年９月，今北京市界内的辖土，其行政区划如下：北

平市城区和郊区仍为二十个区。通县（ 驻张家湾）、大兴（ 驻

青云店）、良乡、房山、宛平（ 驻大台）、昌平、顺义、怀柔、

密云、平谷以及通县镇，皆为河北省通县专区属县，时通县

专区还辖有蓟县、香河县、三河县。通县专区驻通县镇。延

庆、四海二县则为察哈尔省察南专区属县。察南专区驻宣化。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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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间，于９月２７日决定改北平名北

京，定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１０月１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从此，举

世闻名的古都北京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第十六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后，作为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市，它的行政区划又经历了多次调整

变更，逐步形成今日的市域范围和区县建制。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原来的二十个区的建制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于５月２６日，

北京市政府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内外城区

由原来的十二个区合并为九个区，分别称第一区至第九区，并

决定自６月１日起施行。６月７日，市政府又决定将郊区第十

五区（ 丰台）与第十八区（ 长辛店）合并，称第十五区，从

６月１５日起实行。这样，在城区减少三个区，在郊区减少一

个区，共减少四个区，即由原来二十个区的建制变更为十六

个区的划分。但是由于郊区区名顺序尚未理顺，故于７月２１

日市政府决定：从８月１日起，将城郊七个区由原第十三区

至第二十区（ 缺十八区）的顺序改为由第十区至第十六区命

名。这时的十六个区的分布大致是：第一区内城东南部，第

二区内城西南部，第三区内城东北部，第四区内城西北部，第

五区内城中部；第六区外城中北部，第七区外城东部，第八

区外城西部，第九区外城中南部；第十区东郊，第十一区南

郊（ 南苑），第十二区西南郊（ 丰台），第十三区西北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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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第十四区北郊，第十五区西郊（ 石景山），第十六区西

门头沟）。同年１０月９日批准，将河北省昌平郊（ 县黑龙潭

划入北京市。

在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时，大兴、宛平、通县、顺

义、昌平、良乡、房山、怀柔、密云、平谷、蓟县、香河、三

河诸县及通县镇，皆属河北省通县专区管辖。长城外之延庆

县、四海县属察哈尔省，今怀柔县长城以北及密云县西部长

城外的地域则大部属热河省滦平县地。

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内城第五

区，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第一、二、三、四区。撤销外城第

九区，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第七、八区。撤销北郊第十四区，

其政区域分别并入第十、十三区。同时批准，第一区更名东

单区，第二区更名西单区，第三区更名东四区，第四区更名

西四区，第六区更名前门区，第七区更名崇文区，第八区更

名宣武区，第十区更名东郊区，第十一区更名南苑区，第十

二区更名丰台区，第十三区更名海淀区，第十五区更名石景

山区，第十六区更名门头沟区。但这一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至

９月１日起正式实行。同年７月２３日，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

将河北省宛平县及房山、良乡二县的部分行政区域划归北京

市。至９月，华北行政委员会又批准，撤销宛平县和门头沟

区，设立京西矿区，以宛平县、门头沟区及河北省房山、良

乡二县划归北京市的部分为京西矿区的行政区域。同年，通

县专区辖县减少宛平，其余建制未变。６月１日政务院批准，

将热河省滦平县十一、十二两个区划归河北省怀柔县。９月１８

日内务部批准，又将热河省滦平县番字牌、司营子等地划归

河北省密云县。１１月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察哈尔省，

延庆等十六县划归河北省，由新设立的张家口专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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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政务院批准，撤销通县镇，设立通州

市由通县专区代管，其行政区域相沿。

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５日，北京市政府发出《 关于郊区各区取消

镇政府，成立办事处的通知》。同年，大兴县驻地由青云店迁

往黄村。又通县专区增加固安县。

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市人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将朝阳

门关厢、东便门关厢划归东单区；广渠门关厢、福州义园北

墙外土道以北划归崇文区；东直门关厢划归东四区；马甸村

南土路以南、什方院村东土路以西、德清公路以东划归西四

区。同年３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大厂回族自治区，归通县专

区管辖。７月３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

销热河省，所属承德、滦平等八县划归河北省，设立承德专

区管理。

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通县专区的

昌平县（ 高丽营镇除外）和通县所属的金盏、孙河、上辛堡、

崔各庄、长店、前苇沟、北皋七个乡划规北京市。原昌平县

改名昌平区。金盏、孙河等乡归东郊区。

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大兴县的新建

乡划归北京市南苑区。同年１２月４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河

北省顺义县所属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管辖。

１９５８年３月７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大兴、通县、顺

义、良乡、房山五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４月７日，办

理了正式接交手续。４月２８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通县专区，原

辖蓟县、平谷、三河、香河四县和大厂回族自治县划入唐山

专区，密云、怀柔二县划归承德专区，固安县划归天津专区。

同年５月间，市人委决定并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前门区，其

行政区域分别并入崇文、宣武二区（ 国务院于４月８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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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撤销石景山区，其行政区域并入丰台区；撤销东单区、

东四区，二区合并成立东城区；撤销西单区、西四区，二区

合并成立西城区；（ 以上四项国务院于５月３日批准）；撤销

通县和通州市，二者合并成立通州区；撤销房山县和良乡县，

二者合并成立周口店区（ 治房山）；撤销大兴县和南苑区，二

者合并成立大兴区；撤销顺义县，设立顺义区（ 以上四项国

务院于５月２９日批准）。同时将东郊区改名朝阳区；将京西

矿区改名门头沟区（ 国务院于５月３日批准）。同年１０月２０

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县

划入北京市管辖。至此，形成了北京市今日的市域界线。这

时北京市辖十三区四县。

１９６０年１月７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昌平区，恢复昌

平县；撤销通州区，恢复通县；撤销顺义区，恢复顺义县；撤

销大兴区，恢复大兴县；撤销周口店区，恢复房山县。这样，

北京市便辖八区九县。

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批准，设立石景山

办事处（ 区级），以丰台区西部部分行政区域为石景山办事处

行政区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撤销石景山

办事处，设立石景山区。于是，北京市辖九区九县。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设立石油化

工区办事处，以房山县的部分行政区域为石油化工区办事处

的行政区域。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石油化工区办事

处，设立燕山区，其行政区域同石油化工区办事处。至此，北

京市辖十区九县。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１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房山县和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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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二者合并成立房山区，其行政区域为原房山县与燕山区

的行政区域。此后以迄于今，北京市辖十区八县，即东城区、

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

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大兴县、通县、顺义县、昌平县、

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延庆县。

此外，为了发展旅游事业，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于１９８１

年５月分别成立十三陵特区和八达岭特区。前者归昌平县管

理，后者归延庆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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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区县建置沿革分述

第一节　　　　东城区建置沿革

东城区在北京市城区东北部。北、东两面与朝阳区为邻，

西面与西城区交界，南面与崇文区相连。面积２４．　 ７平方公里，

人口约６０万。辖１０个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驻钱粮胡同。

该区位居北京市核心部位。北京市主要领导机关在本区

内。故宫、天安门广场亦在本区。又是全市商业最繁华的地

区。

从秦汉至隋唐五代，区境皆为蓟县地。辽当属析津县地，

为辽南京东北郊。金当为大兴县地，为金中都东北郊。元为

大都城内东半部，归大兴县理，但县治在今宣武区琉璃厂一

带。明为北京内城东半部，属大兴县，县治在今大兴胡同。清

以迄民国前期仍明之旧。但清代为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

正蓝旗驻地。清末，北京内城划分为十区，其中内左一区至

内左四区和中一区在今区境。民国前期仍然如此。

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国都迁于南京，北京改名北平，

设特别市，本区始属北平特别市，不再为大兴县地土。十九

年（ １９３０年），降北平特别市为北平市，又归北平市管理。二

十四年（ １９３５年）三月，大兴县政府由北平城内迁驻城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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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门。这期间，今东城区为北平市内一区、内三区全部和

内五、内六、内七区东半部，兼东郊区和北郊区的一部分。抗

战胜利后，北平原四郊区析分为八个区，其中郊一区、郊七

区、郊八区近城部分在今区境。

１９４９年初北平市解放后，曾辖有三十二个区。同年６月，

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又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其中第一区、

第三区全部及第十区第十七区、十八区的一小部分在今区境。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１９４９

年９月底北平市改名）辖的２０个区调整合并为１６个区，与

今东城区相关者有第一区、第三区和第十区之一部。１９５２年

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一区更名东单区，第三区

更名东四区，第十区更名东郊区。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经国务

院批准，撤销东单区、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同时，东郊

区更名为朝阳区，后将东直门外和安定门外关厢及附近地区

划入东城区，形成今日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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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西城区建置沿革

西城区在北京市城区西北部。北、西两面与海淀区为邻，

东面与东城区交界，南面与宣武区相连。面积３０平方公里，

人口约７６万。辖１０个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驻二龙路。

该区位居北京市核心部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皆驻

本区。

从秦汉以至隋唐五代，区境皆为蓟县地。但唐德宗建中

二年（ ７８１年）废燕州归德郡为幽都县后，幽都县治自昌平桃

谷山迁于今区境西南隅，当在今广播电影电视部附近。辽开

东城区历史沿革图示：

→东单 —（ １９５８年） （ 北京市区、东四区及东郊区之一部 东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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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元年（ １０１２年）改幽都县为宛平县（ 另有统和二十二年即

公元１００４年改名之说）后，历金、元、明、清四代，区境皆

属宛平县一部分。明以前宛平县治仍幽都县之旧，在元大都

五里、顺承门西平则门外西南 五里（ 见《 永乐大典》辑本

《 顺天府志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始徙治北平城内，即北》）。

京内城地安门西（ 今全国妇女干部管理学院院址）。应当说明，

辽金时，今区境分别为南京城和中都城北郊。元代，为大都

城西部及西郊。明清时为北京内城西部及西郊。清代北京内

城西部为正红旗、镶红旗、正黄旗、镶蓝旗驻地。清末，北

京内城划分为十个区，其中内右一区至内右四区和中二区在

西部，为今西城区之东部。民国前期仍然如此。

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政府迁往南京，北京改名北

平，设特别市，本区始属北平特别市，不再为宛平县地土。十

八年（ １９２９年）三月，宛平县政府由北京城内迁于卢沟桥拱

极城西路厅旧址。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降北平特别市为北平市，

属河北省。这时，今区境又归北平市管辖，为北平市内二区、

内四区全部和内五、内六、内七区之西半部以及西郊区之一

部。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四个郊区析分为八个区，其中郊四

区东北部、郊六区南部、郊七区东南隅，均在本区境。

１９４９年初北平市解放后，曾辖有三十二个区。同年６月，

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又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其中第二区、

第四区全部及第十六区东南部在今西城区内。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９月（ 底北

平市改名）辖的二十个区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与今西城区

相关的区有第二区、第四区全部及第十三区、第十四区之一

部。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区更名西单

区，第四区更名西四区，第十三区更名海淀区，第十四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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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其行政区域并入第十区（ 更名东郊区）、和第十三区（ 海

淀区）。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西单区、西四区，

合并为西城区。后区界复经调整，形成今西城区辖境。

西城区历史沿革图示：

第三节崇文区建置沿革

崇文区在北京市城区东南部。北与东城区为邻，西与宣

武区交界，南与丰台区相连，东与朝阳区接壤。面积１５．９平

方公里，人口约４１万。辖７个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驻幸

福大街。

秦汉至隋唐五代，区境皆为蓟县地。辽为析津府析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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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金为大兴府大兴县地，居中都城东郊。元为大都路大兴

县地，处大都城南郊。时大兴县治“ 西至旧城（ 金中都）施

仁门一里”，“ 北至大都三里”（《 永乐大典》辑本《 顺天府

志》），大致在今宣武区琉璃厂一带。明嘉靖间修筑北京外城

以前，今崇文区境为北京城南郊，属大兴县地；修筑外城以

后，则为外城东半部和永定门外、广渠门外一部分，亦归大

兴县管辖（ 县治在北京内城大兴胡同）。清代同明，但清末北

京外城划分为１０区，其中外左一区至外左五区以及外右五区

之东部在今崇文区境。民国初期亦然。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

年），当时政府迁往南京后，北京改名北平，设特别市，今崇

文区境始归北平特别市管辖，不再为大兴县地土。十九年

（ １９３０年）降北平特别市为北平市后，又归北平市管辖，为北

平市外一区、外三区和外五区东部，以及南郊区（ 永定门

外）、东郊区（ 广渠门外）一部分。抗战胜利后，北平四个郊

区析分为八个郊区，故至解放前夕，今崇文区境为当时北平

市的外一区和外三区全部，外五区东部，以及郊二区、郊三

区之一部。

１９４９年初北平解放后，曾辖有３２个区。同年６月，经华

北人民政府批准，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其中第八区、第九

区、第十区和第十二区的一部分在今崇文区境。１９５０年４月

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９月底北

平市改名）原来的二十个区又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与今崇

文区相关者是第六区、第七区、第九区的一部分。１９５２年６

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六区更名前门区，第七区更

名崇文区，第九区撤销，其行政区域东部并入第七区（ 崇文

区），西部并入第八区（ 宣武区）。１９５５年９月又将东郊区的

广渠门外和东便门大桥以东部分和丰台区的永定门外地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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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崇文区。１９５８年４月８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前门区，其

东部并入崇文区，西部并入宣武区。至此，形成今崇文区辖

境 。

崇文区历史沿革图示：

第四节　　　　宣武区建置沿革

宣武区在北京市城区西南部。北面与西城区为邻，东面

和崇文区交界，南面、西面与丰台区接壤，西北角与海淀区

相连。面积１６．５平方公里，人口约５６万。辖８个街道办事

处。区人民政府驻麻刀胡同。

该区面积虽然不大，但在北京的历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因为这里是北京城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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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帝尧之后西周初年，周武王封黄帝之后 ）于蓟。这

个“ 蓟”，正是北京城最早的前身和最初的名称，距今已有

３０００余年的历史，其址就在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春秋战国

时代，蓟城为燕国都城。自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始，于蓟城置

蓟县，直至五代，蓟县名不改不移。秦之广阳郡，西汉之燕

国、广阳国，东汉之幽州和广阳郡，魏晋之幽州和燕国，北

朝之幽州和燕郡，隋之幽州、涿郡，唐之幽州范阳郡等等，皆

一度都蓟。唐代羁縻州以蓟县城为治所。十六国时前燕慕容

中的燕州（ 领辽西县）、顺州顺义郡（ 领宾义县）亦曾寄治蓟

城。五代石晋割幽燕十六州赂辽。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

又称燕京。辽于此置南京道、析津府。又废蓟县名，先改蓟

北县，继改析津县。同时改幽都县（ 唐废燕州归德郡置）名

宛平县。辽南京城及南京道、析津府、析津县、宛平县等治

所，俱在今宣武区内。北宋末年，于此置燕山府路、燕山府，

析津、宛平县不改。金海陵王扩建辽南京城，并迁都于此，改

名中都。于中都城内置中都路、大兴府，又改析津县名大兴

县。金中都城大部分亦在今宣武区西半部。元于金中都东北

郊另建大都城后，中都旧城虽与大都城并存相当长的时间，但

毕竟已被弃于大都西南郊野，渐遭破坏。而元代大兴县治

“ 西距旧城施仁关一里“”，北距大都三里（”《 永东大典》本

《 顺天府志》），仍在今宣武区内。元宛平县“治 东北至大都平

则门五里“”，东至大都顺承门五里（”《 永乐大典》本《 顺天

府志》），当在今西城区西南隅。明朝前期，北京城是在元大

都城基础上加以改造和重建，与今宣武区无涉。至嘉清间修

筑北京外城以后，外城西半部正是今宣武区境主要部分。自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始，大兴、宛平二县治始迁于北平城

（ 即北京内城）内，今区境属宛平县地。清因明旧。清末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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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城西部划分为外右一区至外右五区，除外右五区东部在

今崇文区境外，余皆在今宣武区境。当然，今宣武区西部包

有清广安门外关厢一带地方。

民国初期，制同清末。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政府迁往

南京后，北京改名北平，设特别市。此后，今区境属北平特

别市，不再为宛平县地。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降北平特别市为

北平市，又为北平市的一部分，即外二区和外四区的全部，外

五区西部以及西郊区之一部。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四个郊区

析分为八个郊区，郊四区之一部在今区境。

１９４９年初北平市解放后，曾辖有三十二个区。同年６月

华北人民政府批准，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其中第六区、第

七区、第十区以及第十二区一部分在今区境。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９月底北平

市改名）辖二十个区又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与今宣武区相

关者有第六区西部、第八区全部、第九区西部以及第十二区

之一部。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第九

区，其行政区城分别并入七、八区。同时，第六区更名前门

区，第八区更名宣武区，第十二区更名丰台区。１９５８年４月

８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前门区，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宣武、崇

文二区，形成今宣武区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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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丰台区建置沿革

丰台区在北京市中南部。北面与海淀、石景山、宣武、崇

文四区为邻，南面与房山区和大兴县交界，西北与门头沟区

接壤，东北与朝阳区毗连。面积３０４．２平方公里，人口约７９

万。辖１３个街道办事处和６个乡。区人民政府驻丰台镇。

该区为北京市属近郊区之一，城乡兼备。永定河中分，西

部多岗地丘陵，东部为平原。是北京市铁路枢纽地，又是全

市著名花乡。

宣武区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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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北魏间，今丰台区境主要为蓟县和广阳县地。应

当指出，西汉广阳国属之阴乡县辖土当占有今丰台区一部分。

北齐省广阳县入蓟县，至隋代则为蓟县和良乡县地。唐代当

为蓟县、幽都县和良乡县地。五代当为蓟县、幽都县和玉河

县地。辽为析津府析津、宛平、玉河三县地。金为大兴府大

兴、宛平、良乡三县地。元为大都路大兴、宛平、良乡三县

地。明清为顺天府大兴、宛平、良乡三县地。民国初期，为

京兆大兴、宛平、良乡三县地。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

政府迁往南京，改北京名北平，设北平特别市；又二年降为

北平市。这期间，今丰台区境大部为北平特别市和北平市的

南郊区，西部则为河北省宛平、良乡县地。至解放前夕，今

丰台区境东部为北平市郊三区和郊四区的一部分，西部则为

宛平、良乡二县地。在这里应当指出，１９２９年３月，宛平县

治由北平城内迁往卢沟桥拱极城旧西路厅廨署。１９３５年３

月，大兴县治亦由北平城内迁往南苑北大红门。抗日战争爆

发后，大兴县治再迁南苑镇。抗日战争胜利后，宛平县治又

迁往长辛店。如上述大兴、宛平二县县治迁移之地， 均在今

丰台区内。因此，１９２９年后，今丰台区内有大兴、宛平二县

共治。

１９４８年底，长辛店、丰台、南苑等地相继解放。当时主

要为北平市第二十三区（ 南苑）、第二十五区（ 丰台）、第二

十六区（ 长辛店）。　１９４９年６月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将北平市

辖的三十二个区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其中第十五区（ 驻丰

台）、第十八区（ 驻长辛店）、第十四区（ 驻南苑）之一部在

今丰台区内，而今区境西端属河北省宛平、良乡县地。１９５０

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９

月底北平市改名）所辖二十个区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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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区一部分和第十二区全部在今丰台区境，西端仍为河

北省宛平、良乡县地。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

准，改第十一区名南苑区，改第十二区名丰台区，改第十五

区为石景山区等。同年７月２３日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将河

北省宛平县及房山、良乡二县的部分行政区域划入北京市，其

中有一部分即在今丰台区境。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国务院批准，

撤销石景山区，其行政区域和南苑区大部并入丰台区。又因

良乡县撤销，所属王佐公社亦划入丰台区。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石景山办事处（ 区级），以并入丰

台区的原石景山区行政区域为办事处的行政区域。至此形成

今丰台区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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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海淀区建置沿革

海淀区在北京市中部、北京城西北郊。北面与昌平县为

邻，南与丰台区交界，西与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接壤，东与

朝阳区、西城区毗连。面积４２６平方公里，人口约１４４万。辖

１７个街道办事处和１１个乡。区人民政府驻海淀镇。

该区为北京市近郊区之一，城乡兼备，山水俱胜，为京

丰台区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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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古典园林荟萃之地。又是北京市科技文教区。

从秦汉至隋唐五代，本区南半部主要为蓟县地，北半部

先为军都县地，后为昌平县地。在这里应当说明三点（：１）唐

武则天执政时，原在营州境的带州及所领孤竹县（ 羁縻州

县）寄治幽州昌平县清水店（《 新唐书·地理志》）。后人多

以为今海淀区北部太舟坞（ 亦作太州务）是其寄治地，“ 太

州”即“ 带州”之音转。地有黑龙潭，泉水旺盛清沏，故太

舟坞旧名清水店（。２）唐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原在幽州北桃

谷山（ 今昌平县东境桃峪口一带）的燕州废为幽都县，还治

于幽州城燕州旧署。故今海淀区东南部当时应归幽都县管辖。

（ ３）五代时刘仁恭置玉河县，县治当在今门头沟区东南隅东、

西新秤（ 城）处，其辖域当涉及今海淀区西南部。

辽为析津府宛平、昌平、玉河三县地。金为大兴府宛平、

昌平二县地。元为大都路宛平、昌平二县地。明清为顺天府

宛平县和昌平州地。民国初期，仍为宛平、昌平二县地。民

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政府迁往南京后，北京改名北平，

设北平特别市，两年后又降为北平市。这时，今海淀区南部

归北平市管辖，为北平市西郊区，而北部仍归昌平、宛平二

县分领。原北平市辖东西南北四郊区，今海淀区南部在西郊

区。抗战胜利后，北平市郊析分为八个郊区，其中郊六区和

郊五区大部以及郊四区北部、郊七区西部为今区境南部。

１９４８年底，海淀地区解放。翌年１月在海淀镇成立北平

市第十八区人民政府，时北平市划分为三十二个区。同年６月

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将北平市原划定的三十二个区调整合并

为二十个区，即第十八区与十六区一部、十七区一部合并，改

名第十六区。不久，昌平县的东北旺一带５个村划入第十六

区。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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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９月底北平市改名）辖的二十个区调整合并为十六

个区，第十六区改为第十三区。１９５２年４月，划展览路、礼

士路以东地区归西四、西单二区。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

民政府批准，撤销第十四区，其西部划入第十三区，东部并

入第十区。同时批准第十三区改名海淀区。同年９月宛平县

撤销，所属之北安河地区划入第十三区，因为延至１９５４年６

月，才正式成立海淀区人民政府，使用“ 海淀区”一名。１９５６

年４月，划出三里河路以东地区和北太平庄东部地区归西单、

西四区，划出八大处乡归石景山区；划入后屯乡。１９５８年３

月，昌平县东小口、永丰屯、上庄、苏家坨等乡和石景山区

田村乡、西黄村乡划入海淀区。同年９月，西黄村乡复划出，

入丰台区，东小口乡复划回昌平县，至此，形成今日海淀区

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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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石景山区建置沿革

石景山区在北京市中南部、北京城西郊。东、北面与海

淀区为邻，西、北面与门头沟区交界，南面与丰台区接壤。面

积８１．８平方公里，人口３０万。辖９个街道办事处。区人民

政府驻古城。

该区为北京市近郊区之一。是北京重工业发展历史悠久

的工业区。

春秋战国时，区境为燕国都城（ 蓟）西郊的风景园林区，

海淀区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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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的碣石宫、宁台、元英宫、磨石宫等，根据文献记载，均

在今石景山区内。秦汉至隋代，区境均为蓟县地。唐天宝元

年（ ７４２年），分蓟县西境置广宁、广平二县，三载（ ７４４

年）废， ７５８年）后复析置广平县。虽然广平县至德（ ７５６

治所在至今存疑，但其辖境当与今石景山区相涉。五代中，刘

仁恭置玉河县，以供应其在大安山（ 今房山区北部）构筑宫

观、从羽士王若讷习炼丹之术的需要。玉河县治当在门头沟

区东南隅东、西新秤（ 城）处。今石景区大部当又归玉河县

管辖。辽为析津府宛平、玉河两县地。金为大兴府宛平县地。

元为大都路宛平县地。明清为顺天府宛平县地。民国前期，为

京兆宛平县地。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政府迁往南京，

北京改名北平，置北平特别市，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又降为北

平市。这时，今石景山区北部当为北平特别市和北平市西郊

之一部，而大部分地土仍属宛平县。至解放前夕，北部属北

平市郊五区，东南部属河北省宛平县一区。１９４９年初北平市

和平解放后，其辖区划定为３２个区，今石景山区为第二十七

区。１９４９年６月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将北平市属的三十二

个区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此后今石景山区为第十九区。１９５０

年４月１８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

９月底北平市改名）属的二十个区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此后

今石景山区为北京市第十五区。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市人

民政府批准，第十五区更名为石景山区。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国

务院批准，撤销石景山区，其行政区域大部并入丰台，小部

分并入海淀、门头沟区。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北京市人民委员

会批准，设立石景山办事处（ 区级），以丰台区的部分行政区

域为石景山办事处的行政区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北京市革

命委员会批准，撤销石景山办事处，设立石景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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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朝阳区建置沿革

朝阳区在北京市中部。北面与昌平、顺义二县为邻，南

面与丰台区、大兴县交界，西面与海淀、东城崇文三区毗连，

东面与通县接壤。面积４７０．８平方公里，人口约１４４万。辖

２１个街道办事处和２４个乡。区人民政府驻朝阳门外神路街。

该区为北京市近郊区之一，城乡兼备。轻工业发达。外

国驻华使馆及一些重要外事机构大都在本区内。

秦汉至隋唐五代，今朝阳区辖境大部为蓟县和潞县地。北

部于两汉时当为安乐县地。辽代为析津府析津县地和潞县地。

金代为大兴府大兴县地和通州潞县地。元代为大都路大兴县

石景山区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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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通州潞县地。明清为顺天府大兴县地和通州地。民国初

期为京兆大兴、通县地。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政府迁往南

京后，北京更名北平，设特别市，两年后又降为北平市。此

后，今朝阳区辖境分属北平市东郊区和河北省通县、大兴县。

至解放前夕，则分属北平市郊一区、郊二区、郊八区和河北

省通县、大兴县。

１９４９年初，北平市划定三十二个区，其中第十三区、第

十四区在今朝阳区境。同年６月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北平

市属的三十二个区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区后，原第十三、十四

两区合并成第十三区。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批准，将北京市（ １９４９年９月底北平市改名）属二十个区

又调整合并为十六个区，原第十三区改名第十区。１９５２年６

月２０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第十四区撤销，其东部划归

第十区，同时第十区改名为东郊区。１９５５年７月，将东直门

外街、朝阳门外、东便门外、广渠门外４个关厢分别划归东

四、东单、崇文区。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

通县所属的金盏、孙河、上新堡、崔各庄、长店、前苇沟、北

皋七个乡划归北京市东郊区。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４日国务院批准，

将河北省顺义县境的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

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国务院批准，东郊区改名朝阳区。同年将昌

平县属雷桥乡、通县所属管庄、双桥、定福庄及楼梓庄、长

营、咸宁侯、公主坟等乡划入北京市朝阳区。又将东四、东

单区属朝外大街、市场街、东便门、神路街四个街道办事处

划入朝阳区。１９５９年将在顺义县境的首都机场划归朝阳区管

辖。１９６０年，顺义县属天竺、后沙峪二乡划入朝阳区，次年

均还属顺义县。又将大羊坊划出入大兴县界。经如上多次调

整区划界线，形成今朝阳区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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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门头沟区建置沿革

门头沟区在北京市西部。北与昌平县和河北省怀来县为

邻，南与房山区交界，西与河北省涿鹿、涞水二县接壤，东

与海淀、石景山、丰台三区毗连。面积１３３１．３平方公里，人

口２７万。辖５个街道办事处、１７个乡。区人民政府驻大峪。

区境东西向长，南北向窄，呈向北弯曲的弧形。全区以

山地为主。仅东南隅有小面积平原。山地属太行山北端，又

称北京西山。山势挺拔高峻，险峰层层。最高峰为东灵山，海

拔２３０３米，是北京市第一高峰。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

在崇山峻岭之间，有几条西南一东北向的宽阔谷地，尤以斋

堂川为有名。永定河自西北而东南屈曲流贯全境，清水河、湫

河、清水涧是其 １１较大的支流。区内年平均气温８ 年℃， 降

朝阳区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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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６５０毫米。由于自然环境复杂，矿产和动植物资源丰富，

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境内百花山向有“ 华北天

然博物馆”之称。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今门头沟区的土地上

即有人类生息繁衍。这就是北京史上著名的“ 东胡林人”。其

后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也多有发现。春秋战国时代属燕国地。

战国末期，燕国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后，

区境大部属上谷郡地。秦代西部属上谷郡，东部属广阳郡。西

汉时，西部亦为上谷郡境，东部燕国（ 后改广阳国）蓟县地。

东汉时，西部仍为上谷郡地，东部属广阳郡蓟县地。魏晋南

北朝时期，情况大体与前代相同，即西部依然归上谷郡，东

部分别为燕国或燕郡蓟县地。《 水经注》谓“ 圣水出上谷”即

是明证。上 《 北京历史地图集》有关图幅。隋述观点，参见

代简化地方行政制度，合并郡县，调整区划，今门头沟区辖

域当归涿郡蓟县。唐代前期，仍为蓟县地。天宝元年（ ７４２

年），析蓟县西境置广宁、广平二县。三载（ ７４５年）二县俱

省。至德 —（ ７５６ ７５８年）后复析置广平县（《 新唐书·地理

志》）《。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９云“：广平，唐县，河北道

幽州，今直隶顺天府宛平县西。”《 光绪顺天府志》宛平县村

镇篇有云“：旧有广平废县在治西”。语下引《 国门近游录》云：

“ 卢沟河南过长店（岗 今丰台区卧龙岗）而西，有县村，疑是。”

也就是说，《 国门近游录》怀疑“ 县村”即唐之广平县治所。

“ 县村”一名今已不见，但在长店岗西有“ 东辛秤、西辛秤”

二村，《 宛署杂记》作“ 新城”，当即“ 县村”处。但是，亦

有人怀疑五代至辽的玉河县治此，故“ 所谓县府，究未定何

县（”《 光绪顺天府志·宛平县村镇》）。广平县，大约五代省。

《 辽史·地理志》载：“ 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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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

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户一千。”《 读史方舆纪要》“：玉

河废县在［宛平］县西四十里。本蓟县地，五代时刘仁恭置。”

其说与《 辽志》略同。但《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云“：玉河，

今直隶顺天府宛平县西四十里，仁恭分幽都县置，非蓟也。”

按自唐德宗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将幽都县治迁于幽州城旧燕州

廨署后，幽州城西广大地域出现幽都和广平二县分理的局面。

刘仁恭所置之玉河县既在幽州城西四十里，那么，便不可能

是分蓟县地面置，谓分幽都县置更为合理。这一点，赵其昌

先生在《 辽代玉河县考》一文（ 见《 北京史苑》第一辑）中

亦明确指出过。但赵先生认为，辽玉河县治在今门头沟“ 城

子”，愚以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刘仁恭设玉河县，是为

了供应他在大安山构筑宫观、收罗美女、挥霍享乐的需要。大

安山在今房山区北境，刘仁恭所筑宫观必在其阳。上文提到

玉河县治有可能在两处地方，一在门头沟“ 城子”，一在长店

冈西“ 县村”（ 今东西辛秤村）。从设玉河县的目的和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而必需的交通地理条件分析，玉河县治在长店冈

西“ 县村”似乎更有道理。由此而西便是通往古刹潭柘寺的

古道，再西越过一片低山丘陵，进入大石河谷地后径趋大安

山。《 永乐大典》辑本《 顺天府志》有云：“ 玉河城，城在

京］城西南三十五里，故老相传金章宗游幸宿［北 顿之所，因

立县曰玉河。今遗址尚存。”虽然这里所说的玉河县之设立时

间和原因有误，但所言玉河城位置无疑是指长店冈西“ 县

村”，即今东、西辛秤村处，而非指门头沟城子。因此，定玉

河县治于此当更合情理。同时，疑唐之广平县治在门头沟城

子村，甚或在斋堂《。 永乐大典》本《 顺天府志》载：“ 古城，

城在［北京］城西一百八十里。《 元一统志》：遗址尚存，莫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6

究其废置之由。《” 光绪顺天府志·宛平县村镇》云“：一百七

十一里西斋堂，有仓，旧有守御城。”可见，斋堂附近确有古

城。斋堂川较为宽阔，斋堂北的灵岳寺为唐代名刹，故唐于

斋堂一带置广平县也是可能的。总之，今门头沟区在唐当属

广平县地，五代至辽则为玉河县境。

辽开泰元年（ １０１２年）改幽都县曰宛平县。金废玉河县。

故金代宛平县辖境当已包有今门头沟区。此后，历元、明、清

三代以迄民国，今门头沟区皆为宛平县地。在元代县属大都

路总管府，明清皆属顺天府，民国初改属京兆，１９２８年后又

改属河北省。其间，宛平县治亦多有变化，元时在大都平则

门外西南五里，东至大都顺承门五里（《 永乐大典》本《 顺

天府志》），准其地望，当今在广播电影电视部附近。显然，辽

金时的宛平县治亦在此。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始于北平城

内丰储坊创盖新县署，其后便在北京内城积庆坊，即地安门

西大街路北。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年）三月，宛平县治徙于卢

沟桥拱极城内西路厅旧址。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八月二

十五日“，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县治迁于广安门外财神庙内。

同年十月五日，迁回卢沟桥原治。十一月二十七日，又移治

长辛店。次年十二月，于门头沟设办事处（ 以上俱见《 河北

省民国以来政区变迁述略》）。解放战争时期，宛平县治曾设

在大台。

１９４８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市辖境扩大调整为３２

个区。１９４９年６月，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又调整合并为２０

个区。这时，今门头沟区东端为北平市第二十区，西部仍为

河北省宛平县。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８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

准，北京市辖区又调整为１６个区，其中第十六区即今门头沟

区东端，而今区境大部仍为宛平县。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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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第十六区改名门头沟区。同年９月经华

北政务委员会批准，撤销门头沟区和宛平县，设立京西矿区，

以原门头沟区、宛平县以及河北省房山、良乡二县划归北京

市的部分行政区域为京西矿区行政区域，为北京市所辖十三

个区之一。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经国务院批准，京西矿区更名

门头沟区。以后建置未变。

门头沟区历史沿革图示：

东部属蓟县地

第十节　　　　房山区建置沿革

房山区在北京市西南部。东与大兴县以永定河为界，北

与丰台区和门头沟区接壤，西、南两面分别与河北省涞水县、

涿州市为邻。面积１８６６．７平方公里，人口７６万（ １９９０年）。

辖２９个乡、３个镇、３个办事处。区人民政府驻房山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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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西部为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

６６％。大房山（ 古称燕山）及其支脉重峦叠嶂，连绵起伏，气

势雄伟，多娇多姿。一般山峰海拔５００ １０００米，最高峰白

草畔海拔２０３５米。东部为平原，占全县总面积的３３％，海拔

５０ １００米。土壤肥沃。气候较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为１０℃，　

年平均降水量６７８毫米。大石河（ 古称圣水，曾名龙泉河、下

游称琉璃河）、拒马河（ 亦名涞水）、小清河等自西北而东南

流注，皆属海河水系。从琉璃河至良乡镇一线，自古为北京

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南北通途，即太行山东麓大道之一段，今

京广铁路、京石公路就是这条古道发展演变的结果。

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本区开发历史悠久、建置沿革

比较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远在六、七十万年前，近在一万八干多年前，“ 北京人”、

“ 新洞人“”、山顶洞人”先后生养繁息在区内周口店龙骨山的

不同的洞穴中。它们都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它们的活

动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第一章。它们的生存遗迹是我

国远古时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西周时期，东部平原是古燕国的中心地区。在刘李

店、董家林、黄土坡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商周时期的重要

遗址，包括古城遗址和大批墓葬。遗址面积约３５００　 ×　 １５００平

方米。发掘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应是殷商北方属国晏（ 亦

作１匽、郾）的发祥地，也是西周初年召公奭的封国《。 水经注

·圣水》所谓的“ 圣聚”，所指应即此地。《 太平寰宇记》卷

６９“ 幽州良乡县”条下所谓有“ 在燕为中都”，似乎指的也是

这里。

春秋战国出现郡县之后，今房山区东部曾为燕国中都县

（《 辽史·地理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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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今区境西部属

上谷郡，东部属广阳郡。

西汉于今区境置广阳、良乡、西乡三县。其中广阳县治

在今良乡镇东北八里之广阳城，高帝时属燕国；武帝元朔元

年（ 前１２８年）因燕国废除为郡，时县属燕郡，元狩元年

（ 前１２２年）后复属燕国；昭帝元凤元年（ 前７９年），改属广

阳郡；宣帝本始元年（ 前７３年），又改属广阳国。良乡县治

在今窦店西里许，城址尚存，为候国；西乡县治在今长沟镇

东，亦为侯国。良乡、西乡二县俱属涿郡。王莽时良乡县改

名广阳，西乡县改名移风，二县皆属垣翰郡（ 王莽改涿郡名

垣翰）。这时原广阳县则属广有（国 王莽改广阳国为广有）。在

这里有一点疑问，即原广阳县与王莽所改良乡之广阳县，虽

然分属广有国和垣翰郡，但二县相邻，近在咫尺，而又名称

相同，这是可能的吗？这不禁使人怀疑王莽时两个广阳县可

能有所变更。但是，这个问题目前尚难判明，姑作存疑。

东汉时，除西乡县废除外，广阳、良乡二县并存。广阳

县初属广阳郡，建 （武十二年 ３６年）广阳郡并入上谷郡后，县

改属上谷郡；和帝永元八年（ ９６年）复置广阳郡后，县复改

属广阳郡。良乡县则始终属涿郡。二县县治同西汉。

三国魏明帝太和六年（ ２３２年），改广阳郡为燕国，时广

阳县为燕国属县。魏文帝黄初七年（ ２２６年）涿郡改名范阳郡，

时良乡县为范阳郡属县（ 清洪亮吉：《 补三国疆城志》卷上）。

西晋时，广阳县仍属燕国；晋武帝改范阳郡为国，良乡

县则为范阳国属县。

十六国后赵时，燕国改称燕郡，广阳县属之；范阳国改

称范阳郡，良乡县属之。前燕时，广阳县改属燕国，良乡县

改属范阳国。前秦时，广阳县仍旧属，良乡县复改属范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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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燕时，广阳县改属燕郡，良乡县仍旧属（ 洪亮吉：《 十六国

疆域志》卷２、卷３、卷４、卷１２）。

北魏时，广阳、良乡二县皆属燕郡。但县治俱有迁移。疑

北魏广阳县治在今大兴县庞各庄、天宫院附近，而良乡县治

在今房山城东、大石河西岸。说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此不

复赘。

东魏广阳、良乡二县当因北魏之旧。

北齐天保七年（ ５５６年），省并州郡县，时广阳、良乡二

县均省并入蓟县。此后，广阳县再无复置。武平六年（ 　５７５

年）复置良乡县（《 太平寰宇记》卷６９）。

北周良乡县属幽州燕（郡 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卷１０）。

隋开皇（ ５８１ ６００年）初废燕郡，良乡县直属幽州总管

府。大业三年（ ６０７年）罢幽州总管府，改置涿郡，良乡县为

涿郡所领九县之一。

唐武德至开元末年（ ６ ７４１年），良乡县先后属幽州总１８

管府、幽州大总管府、幽州都督府、幽州大都督府等。其间，

于圣历元年（ ６９８年）改县名曰固节，神龙元年（ ７０５年）复

良乡旧名。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改幽州大都督府为范阳郡，良

乡县则改属范阳郡。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复属幽州。此外，唐

代曾有五个羁縻州侨寄今房山区境内，其中威州及所领威化

县侨治良乡县石窟堡，当在今霞云岭乡上下石堡村一带。慎

州及所领逢龙县、黎州及所领新黎县侨治良乡县之故都乡城。

《 水经注·圣水》称，西汉之西乡县故“城 世谓之都乡城”，其

址在今长沟镇东。又有夷宾州及所领来苏县、归义州及所领

归义县、瑞州及领来远县，均寄治于良乡县之故广阳城

（《 唐书·地理志》）。

五代晋，赵德钧始于今良乡镇地筑阎沟城，派兵戍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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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契丹钞寇。同时将良乡县治自今房山镇东、大石河西岸迁

于此。时良乡县属幽州（《 旧五代史·晋书·赵德钧传》）。

辽代良乡县初属南京道幽都府，开泰元年（ １０１２年）后

改属南京道析津府。

金灭辽后，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

（ １１２２年四县归宋。宋宣和四年 ）改燕京为燕山府，良乡为

属县之一。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年）地复归金。

金贞元元年（ １１５３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置

中都路永安府，二年（ １１５４年）改永安府为大兴府，良乡县

析， 良乡皆属之。大定二十九（年 １１８９年） 县西境别置万宁县，

以奉山陵。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年）改万宁县名奉先县。万宁县、

奉先县均为中都路涿州属县。从此以后，在今房山区境内，又

出现两县并置的局面。

元初仍金旧制。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年）四月后，

良乡县直属大都路总管府，奉先县则为大都路涿州属县。至

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年）二月丙戌，改奉先县名房山，因境内

大房山而名，仍属涿州。

明洪武（ １３６８ １４０２年）间，良乡县属北平府，房山县

属北平府之涿州。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正月，改北平府曰顺天

府，此后良乡县直属顺天府，房山县则属顺天府之涿州。

清初仍明旧制。雍正间（ １７２３ １７３５年）房山县亦改为

直属顺天府，与良乡县同。自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置顺天

府四路同知后，良乡、房山二县均归西路厅（ 驻卢沟桥拱极

城）管辖。

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十月，废顺天府之置，改为京兆地

方，良乡、房山二县同属京兆。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废京

兆，原直隶省改名河北，二县同改隶河北省。二十六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2

（ １９３７）三月，二县同属河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区。二十七

年（ １９３８）二县同属河北省津海道。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年）又

同属伪组织的燕京道。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曾设涿（ 县）良（ 乡）宛（ 平）、涿（ 县）涞（ 水）房（ 山）

良（ 乡）等联合县，组织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张坊、南窖等

村曾为联合县领导机关驻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良乡、房山二县仍属河北省，为通州专区辖县。

１９５８年３月７日，经国务院批准，二县划归北京市，并同时

撤销县的建制，合并为一个区，改名周口店区。１９６０年１月

７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周口店区，恢复房山县名。１９７４年

８月１日，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设立石油化工区办事处

（ 区级），以房山县的部分行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包括周口

店公社的坟山大队、城关公社的羊耳峪、凤凰亭、北庄大队

和朱各庄大队的马庄生产队等，面积约３４平方公里。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２０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石油化工区办事处，设立燕

山区，辖区如旧。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１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时

撤销燕山区和房山县，二者合并，改名房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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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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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通县建置沿革

通县位于北京市境东南部。其北、西、西南三面分别与

本市顺义县、朝阳区、大兴县接壤，而东、南、东南三面则

分别与河北省三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廊坊市以

及天津市武清县为邻。面积８７０平方公里，人口约６０万。辖

１１镇１２乡。县人民政府驻通州镇。

全县均为平原，２ 西南向斜穿县境０米等高线呈东北

中部。潮白河、温榆河 北运河、通惠河、凉水河、小中

河等为本县主要河流，并在通县的发展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

用。通县之所以古有“ 北京水上门户”和“ 漕运仓储重地”的

盛誉，就是因为有这诸多河流的缘故。全县年平均气温为

１１．２℃，多年平均降水量约６７９毫米。工农业生产均称发达。

春秋战国时代，今通县地属燕国。燕昭王（ 公元前３１１至

公元前２７９年）时开拓北疆，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

辽东五郡，时渔阳郡当辖及今通县地。秦仍属渔阳郡地。

西汉于今县境置路县，属渔阳郡（《 汉书·地理志》）。西

汉路县治所在今县城东八里古城村处，这是历代史家所共认

的。王莽篡汉，改路县名通路亭，属通路郡。所谓通路郡即

王莽所改故渔阳郡之名（《 汉书·地理志》）。东汉建立后，废

莽新所改，恢复西汉旧称，但改“ 路”为“ 潞”，始称潞县，

流经附近的潮、白二河亦因以名潞河。东汉初年，渔阳郡太

守彭宠反叛，攻幽州牧朱浮，光武帝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

与彭宠战于潞；又遣耿弇、吴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这里

的“ 潞”，皆指潞县而言。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

《 魏土地记（》 人们多以为是曹魏之地理书）云“：潞城西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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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潞河”。该潞城当然不应是今通县东八里之西汉路县城，

即使古里再小，西汉路县城西距潞河也没有三十里。而从地

势和河道分布形势判断，潞河也无流迳今通县以西的可能。因

此，西距潞河三十里的潞城必定在西汉路县城以东。又《 水

潞县经注·鲍丘水》云：鲍丘水“ 又南迳 故城西，王莽之通

潞亭也。汉光武遣吴汉、耿弇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谓是

迳县也。屈而东南流， 潞城南，世祖拜彭宠为渔阳太守，治

此。”显然，《 水经注》中的潞县故城和潞城是指两地，因而

将两个历史事件分系于其下。尽管这两个历史事件相隔时间

不长，都是东汉初年发生的事，但这也无碍于作出潞县故城

和潞城应是两地的判断。经《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野外

考察，在今三河县西南境、潮白河东岸的城子村处，发现一

处汉代遗址，面积较大，在被河水冲刷过的地面上，多散布

汉代砖瓦陶片。经过多年反复讨论分析，认定这里应是东汉

至北朝时的潞县治所。这一结论与《 魏土地记》所谓“ 潞城

西三十里有潞河”是吻合的。东汉潞县治所的迁移当在东汉

初年。西汉在今北京地区设置的一些郡县治所，在东汉初期

曾有过普遍地迁徙，不独潞县如此。其二，东汉初年的渔阳

郡曾一度治潞县。其证据除上文所引《 水经注》谓世祖拜彭

宠为渔阳太守治潞城外，还由《 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得

到印证，志云：“ 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

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论者以为这

是彭宠叛汉而遭诛灭的先兆。既然如此，则证明东汉初期，渔

阳郡太守彭宠确是治于潞县的。清人刘锡信曾撰《 渔阳郡三

治潞县考》等文，以倡其说。刘氏所谓渔阳郡三治潞县，乃

指东汉、北周和唐而言（ 详见《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 光

绪顺天府志》作者亦主东汉潞县“ 为渔阳郡治”之说，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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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县故城考》一文为据（ 详见《刘锡信《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

表 只是刘锡信氏和《 光绪顺天府志》作者》）。 皆以为东汉渔

阳郡治之潞县在今通县东八里之古城村处，即西汉路县故城

而已。这是因为他们对三河西南城子村处的汉城遗址未予注

意的缘故。值得指出的是，《 后汉书·郡国志序》有云：“ 凡

县名首书者，即郡治也。”东汉渔阳郡领九县，渔阳县居首，

而潞县排三，是知东汉渔阳郡治在渔阳（ 今密云县统军庄

南），而非治潞县。这与上文所论似乎矛盾。对这一矛盾现象

应从时间先后和长短来解释，即渔阳郡治潞县是在东汉初年

彭宠任渔阳太守时。或许当彭宠被诛灭后，郡治仍北徙于渔

阳。因此，东汉渔阳郡治潞在先，治渔阳在后，前者是短暂

的，后者是长期的。历史上著名的渔阳郡太守张堪在狐奴县

辟治稻田，教民种植，以致殷富，时渔阳郡当已徙治渔阳。东

汉末年，郡雄并起，军阀割据，其中公孙瓒是活动于北方的

著名人物。据《 三国志·魏书·公孙 》知，瓒亦曾置渔瓒传

阳太守，名曰邹丹。兴平二年（ １９５年）乌桓司马阎柔等率胡、

汉数万人与邹丹战于潞县北，丹兵败被斩。这说明东汉末年

潞县又曾为公孙瓒新置渔阳郡守的治所。

三国时，潞县归曹魏版图，改属燕国（ 治蓟）。因曹魏省

渔阳郡，故原渔阳郡属县均改隶燕国。但是曹魏省渔阳郡的

时间值得研究。《　 晋书·地理志序》谓渔阳郡省于魏武时，此

说多为后世学者所据，如《 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云“：建安

中，魏武省渔阳”。但考　《 三国志·魏书》，知魏明帝景初二

年尚有渔阳郡，因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六月，“ 省渔阳郡之狐

奴县，复置安乐县（”　《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又《 三国

志·魏书·田豫传》称：“ 田豫字国让，渔阳雍奴人也。”同

书《 牵招传》在记述牵招任雁门郡太守十二年的政绩之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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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而渔阳傅容在雁门有名绩，继招后”。牵招卒于太和二

（年 ２２８年），而渔阳傅容任雁门太守只能在太和二年之后，亦

在魏明帝在位之时。上列诸端皆证明至少在魏明帝时，渔阳

郡是未省的。曹魏省渔阳郡后，其属县改隶燕国，而燕国始

置于魏明帝太和六年（ ２３２年），徙封下邳王曹宇为燕王。在

这之前，燕国则为广阳郡，曹仁为广阳郡太守（ 洪亮吉《 补

三国疆域志》卷上）。从这一角度考察，渔阳郡之省亦当在魏

明帝后。因此，《 晋书·地理志序》所谓魏武省渔阳郡之说是

令人怀疑的。清人洪亮吉《 补三国疆域志序》云：“ 唐初修晋

书，于地理学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错过半，是后无所据。”

此说非诬，值得注意。

西晋代魏，因魏旧制，潞县仍属幽州燕国（《 晋书·地

理志》）。时至东晋，中原和北方广大地区陷入分裂和战乱之

中，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首领以及一些汉族

军阀先后建立割据政权，史称“ 十六国”时期。其中后赵、前

燕、前秦、后燕等四国先后统治幽州地区。这期间潞县之置

及所属，据清洪亮吉《 十六国疆域志》所说，情况如下：

后赵有潞县，属幽州渔阳郡。按渔阳郡当后赵复置（ 卷

２）。

前燕有潞县，属幽州燕国。前燕仍有渔阳郡，但属县无

考（ 卷３）。

前秦有潞县，属幽州燕国。渔国郡不载（ 卷四）。

后燕幽州所属郡县中不载潞县，当已省。但复有渔阳郡，

领县无考（ 卷１２）。

需要指出的是，《 十六国疆域志》卷２后赵幽州渔阳郡潞

县下注云“：晋书：勒将 明，要败刘琨司马温峤于潞”，是

谓该“ 潞”即潞县。考《 晋书载记·石勒上》：“ 刘琨遣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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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斩其太守邢泰。琨司马温峤西讨山胡，勒

明要之，败峤于潞城。”斟酌文意，将 知这里的“ 潞城”应

是并州上党郡之潞城，而非幽州渔阳郡之潞县。洪亮吉氏失

之未辨矣。

北魏之世，潞县之置仍旧，但县境则向北扩大，因为太

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年），原在潞县北的安乐、平谷二县同时省

入潞县（《 魏书·地形志》）。所以，太平真君七年后，潞县

北境当包有今顺义县大部。原安乐县治有在今通县东北之说；

平谷县治当在今通县北境。按历史文献谓通州北有平谷县故

城者多有，如唐李贤《 后汉书注》、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明

顾祖禹《 读史方舆记要》、清缪全孙《 光绪顺天府志》等等，

皆主此说，并以为是汉平谷县故城。实际上，汉平谷县故城

在今平谷县境，而在通州北之平谷故城当是石赵复置者，至

北魏时省入潞县。北魏潞县治所即《 水经注·鲍丘水》中的

潞城，亦即东汉初年渔阳郡太守彭宠所治者，其地在今三河

县西南城子村处。北魏潞县属渔阳郡，郡治雍奴（ 今武清县

境）。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 ５４３年），元魏政权分裂为东魏和

西魏。东魏辖有幽州地区。潞县之置及所属当仍北魏之旧。

《 隋书·地理志》涿郡潞县下云：“ 旧置渔阳郡，开皇初

废。”是知隋代以前的北周曾于潞县置渔阳郡。清徐文范《 东

晋南北朝舆地表》卷１０详列“ 周末隋初州郡县”，于“ 幽

州”下列有“ 渔阳郡”，郡下附“ 潞”县，是谓北周渔阳郡治

潞县并领之。刘锡信氏《 渔阳郡三治潞县考》云：“《 隋书·

地理志》涿郡潞县下云：‘旧置渔阳郡，开皇初郡废。’隋承

周后，则周之渔阳郡治潞，不待言矣”（《 光绪顺天府志·地

理志十七》引）。同时，刘氏又进一步推论：“ 考周灭北齐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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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即禅于隋，于齐之郡县未必大有更置。隋志不曰周置，

而曰旧置，或统承齐氏而言之也（”同上）。 》 有考《 北齐书

“ 渔阳王绍信传》，又《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卷９列“ 北齐天

保末州郡县”，其中“ 幽州”属郡有四“，渔阳郡”为其一；郡

领三县，为“ 潞、雍奴、土垠”。又列“ 齐末疆域”，于“ 幽

州”下有“ 范阳、燕、渔阳、归德”四郡，郡下均未载属县，

当因为天保末同省略也。据此则知北齐亦有渔阳郡之置，县

郡治亦在潞县，刘锡信氏 《之推论并非虚妄。 光绪顺天府志》

叙通州沿革，只谓“ 齐属渔阳郡”，或许是出于谨慎，而未敢

言郡治在潞县。继而却明言“ 周又为渔阳郡治”，则因《 隋书

·地理志》已明载矣。但是，《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叙通州

沿革时有云“：北齐时分置潞郡”，此句下有注曰“：隋志作渔

阳郡”。显然顾祖禹氏亦认为北齐于潞县曾置郡，只是郡名曰

潞，而《 隋书·地理志》误作渔阳而已。考《 清类天文分野

之书》，谓北魏时于潞县分置潞郡。但《 魏书·地形志》不载

潞郡之名，而以潞县属渔阳郡。且渔阳郡不但未分割置新郡，

而且将北平郡并入渔阳郡。因此，刘锡信氏认为，“ 顾氏似沿

《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又知魏志无潞郡，遂稍变其时代耳。”

即将北魏延至北齐。总之，《 读史方舆纪要》所谓北齐于潞县

分置潞郡之说，似乎难以置信，不足为据。

北周大定元年（ ５８１年），禅位于隋。隋文帝开皇三年

（ ５８３年）十一月“，罢天下诸郡（”，《 隋书·高祖纪上》）。

《 隋书·地理志》所谓开皇初废治于潞县的渔阳郡，当在是时。

渔阳郡废后，潞县归幽州总管府管辖，故《 东晋南北朝舆地

表》卷末列“ 开皇末州县”，其中“ 幽州”领“ 蓟、安次、雍

奴、平昌（ 应为昌平 作者）、潞。”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

年“），废诸州总管府（”《 隋书·炀 》）。帝纪上 幽州总管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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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只称幽州。三年（ ６０７年）四月“，改州为郡（”同上），幽

州遂改置涿郡。大业四年（ ６０８年）正月，“ 诏发河北诸郡男

女百余万开水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同上）就

是明证。隋后期，涿郡领九县，潞县为其一（《 隋书·地理

志》）。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卷四，谓隋之

潞县治所在今通县东八里古城，即西汉路县故城处。至于何

时由今三河县西南城子村处迁此，已难稽考。

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罢郡置州”，涿郡复称幽州，时

潞县属幽州。武德二（年 ６１９年），由渔（阳 今天津市蓟县）徙

渔阳郡治于潞县，寻改曰玄（ 元）州，领潞、临泃（ 武德二年

置，治所在今三河）、渔阳、无终（ 治所在今玉田县境）四县

（《 旧唐书·地理志》）。按玄州又称元州，本元魏之安州，北

周改名玄州，旧治在今密云县东北七十里。隋开皇六年（ ５８６

年）徙治无终县（ 今蓟县），大业三年改为渔阳郡。唐武德二

年徙渔阳郡治潞，改名玄州。刘锡信所谓“ 渔阳郡三治潞”，

第三次即指唐初。贞观元（年 ６２７年），废玄州，又省临泃、无

终二县，而以潞、渔阳二县改属幽州（《 旧唐书·地理志》）。

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析潞县东境置三河县，属幽州。按《 新、

旧唐书·地理志》蓟州三河县下俱言三河县为开元四年分潞

县置。但《 旧唐书·地理志》幽州条下又云“ 景龙三年（ ７０９

年）分置三河县”，同书谓同县始置时间前后相悖。愚以为当

从两唐书所共说者，即以开元四年分潞县置三河县为是。至

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年）析幽州而置蓟州（ 州治渔阳县）后，三

河县割隶蓟州，而潞 （县属幽州不变。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 ），幽

州改为范阳郡，潞县仍属。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范阳郡复称

幽州，潞县所属亦随之而改（《 旧唐书·地理志》），以至唐

终。因唐代州郡互改并称，故《 新唐书·地理志》将潞县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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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幽州范阳郡”下。至于唐代潞县治所所在，刘锡信

《 ［通］州城考》一文言之甚明，文曰：“ 近日州城南一里许，

土人掘得唐长丰令李君墓志，云：“ 葬于［潞］县之南三里’，

知唐时潞县已治于此。惟里数不符者，疑唐城仅今城北一隅，

迨后广其南面耳。今州署学宫皆在北门内，此必历代相沿者。

自北门内至得石志之地，约有三里，里数适符。”刘氏之说甚

是。但刘氏在《 潞县治考》一文中又云：“ 今州城北门内十三

级燃佛灯塔，穹窿高峻，颇为巨观，建自周宇文氏，当日建

塔，必在郡邑城市之地，意潞县必已徙治于此矣。”若此，则

潞县治今通县城地，当始于北周。然北周灭齐占有幽州之地

仅四年，即禅位于隋，谓塔为周建，似乎不太可能。今人均

谓此塔为辽建。又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 谓

隋之潞县治于今县东八里之古城。由此说来，刘氏所推论北

周潞县治所已徙于今县城地，似乎不太可信。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唐中宗神龙初，鲜州及所领宾从

县和崇州及所领昌黎县，分别由青州、淄州（ 均在今山东境

内）北迁于幽州潞县故城（ 通县东八里之古城），属幽州都督

府管辖。本来，鲜州和崇州皆于唐武德五年（ ６２２年）析饶乐

都督府（ 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

区东南部）之奚部落和可汗部落置，均为羁縻州，属营州都

督府管辖。武后中，李尽忠陷营州，迁鲜州于青州境，迁崇

州于淄州境。神龙初乃使北还，侨治于潞县古城，后废。这

在通县的建置沿革史上是不能忽略的。

五代梁、唐之世，潞县仍为幽州属县。时因契丹势强，不

仅卢龙诸州为之寇抄已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幽

州东十里外，人不敢樵牧”。及赵德钧节度幽州，先是于州南

城盐沟（ 后为良乡县城，即今良乡镇），又于州东五十里城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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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而卫戍幽州。由是“ 近州之民，始得稼穑”。至后唐明宗

长兴三年（ ９３２年），又于幽州东北百余里城三河县，以通蓟

州运路（ 以上见《 元胡三省注《 通资治通鉴·后唐纪七 》）。

鉴》，引《 匈奴须知》云“：潞县东二里有潞河”。可知后唐时

潞县城亦在今通县城地无疑。只是应注意一点，《 旧五代史·

赵德钧传》只言“ 于阎沟筑垒”和“ 筑三河城”，而不及“ 城

潞县”之事，未知是薛居正氏之疏抑或司马光氏之误？这还

有待深入辨析。又《 光绪顺天府志》叙通州沿革有云：“ 后唐

赵德钧移城于潞水东，即今治也。”并引《 清一统志》云：

《 魏氏土地记》：潞水在潞县“《 水经注》引 城西三十里。《 寰

宇记》亦据其说。是潞县自唐以前虽尝迁改，而水在城西则

不异也。今潞水在州东，自辽、金至明，不闻有迁改事。惟

《 通鉴》载，五代时赵德钧城潞县，其去州道里较《 寰宇记》

少十里，迁移盖在是时也。”这里显然是遵信赵德钧城潞县之

说，但是所谓潞水在城西，且赵德钧移城于潞水东，即清通

州城处，则是不可信的。既然赵德钧所城之潞县即后世之通

州，那么在通州西便有潞水河道，这是不实际的。因此，《 光

绪顺天府志》之说不足信。

后晋天福元年（ ９３６年），契丹主册立石敬瑭为皇帝，石

敬瑭便割幽、蓟、瀛、莫、涿、顺、檀、新、妫、儒、武、云、

应、寰、朔、蔚十六州予契丹，又许每年向契丹输贡帛三十

万疋，以酬援立之功。从此，潞县地亦入契丹之手。

公元９３８年，契丹主耶律德光改年号曰“ 会同”，升幽州

为南京，为陪都之一，又于南京置幽都府，属南京道。９４７年，

建国号曰“ 大辽”，改元“ 大同”。辽开泰元年（ １０１２年），更

府名曰析津。有辽一代，潞县先后为幽都府和析津府属县。其

间，潞县南境曾形成北京历史上堪称最大的湖泊，是为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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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 辽史·地理志》云：“ 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

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鎚、鹰食、刺

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警鹅稍离水面。国

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

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

臣各有分地。”在延芳淀进行的这种弋猎活动，每年季春便举

行一次。这样一来，在延芳淀周围居民渐聚，村落增多。本

来在这里早有一个霍村镇，属汉代泉州所辖。当辽代延芳淀

周围地区人口增聚，村镇发展之后，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和方

便春猎活 １０３１年）遂就故霍村动，辽圣宗太平年间（ １０２１

镇筑城置县，因县城在漷河之南，取县名曰漷阴，并析潞县南

漷境为其辖土。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辽 阴县故城在哪里？

是在今通县东南、北运河西侧的漷县村吗？这个问题， 北《 京

历史地图集》编辑组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野外考察，最后确认

在今通县南牛堡屯乡的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村之间。理

由如下：

（ １）光绪《 通州志·古迹》云：“ 漷阴故城在州南四十里。

漷阴故城在明时漷志已无考。”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

《 读史方舆纪 漷要》“谓 县在［通］州南四十五里”，清嘉庆

《 重修一统志》亦云漷县故“城 在通州南四十五里”，皆指今漷

县村处而言。而上引《 通州志》谓在州南四十里的漷阴故城当

与漷县故城为两地。其二，既然漷阴故城在明代“已 无考”，则

益加说明漷阴故城与漷县城不是一回事。

（ ２）根据中国传统的地名命名原则，河北为阳，河南为

阴。辽代取县名曰漷阴，则县治必在漷河之南。《 读史方舆纪

要》云“： 河在［漷］县西，一名新河漷 ，自卢沟河分流至县

界，析而为三，其正河为漷河，东入白河；其一为新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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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武清县界；其一为黄沤河，东注马家庄之飞放泊（ 按马

漷县西北、张家湾以南）。”家庄飞放泊在 这里所谓自卢沟分流

至漷县界者，即为今凉水河。今凉水河至通县南之高古庄以东

转奔东北流至张家湾，但过去于高古庄东有一股东流入白河，

即漷河，今已不存。但今大小北关和 漷河南前后南关等村恰处

岸。顾 漷河祖 在 县西，可见因在河南而得名漷阴县禹氏直言 漷

之治所显然不在今 县漷 村处。

（ ３）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四村，相去未远，实为一

组地名。村以北关、南关称，无疑与附近有古城相关。这一

组地名为探寻漷阴县故城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 ４）　１９８０年春《，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正是在大、小

北关和前、后南关这组地名的吸引下，前往进行实地考察。结

果在这几个村之间发现一处古代聚落遗址，遗址面积较大，在

幼苗刚刚破土的大片玉米地里，散布着许多辽、金、元时代

的砖瓦碎块和瓷片，农民整地时清理出来的瓦砾一堆堆地在

田间地头上。从这处遗址的面积之大和残留的文化遗物判断，

这里曾是辽、金、元时代的一处大型聚落。参照附近地名和

有关文献记载，经认真分析讨论，最后确认辽漷阴县故城就在

这里。

漷阴县的设立为今通县的历史沿革增添了新的内容。

北宋王朝曾视幽州为化外州之一，属河北路。潞县隶于

幽（州《 元丰九域志》卷十）。宋徽宗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宋、

金合谋灭辽，金以辽燕京之地予宋，换取北宋巨额岁贡。宋

遂废辽南京道析津府，而改置燕山府路燕山府，时潞、漷阴二

县俱归燕山府辖。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 年），地复入金。

金初，沿 漷袭辽制未改，仍曰燕京析津府，潞、 阴二县隶

析津府不变，府归河北东路管辖。金海陵王（ 完颜亮）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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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１１５１年）三月，“ 诏广燕［京］城，建宫室。”同年四

月“，诏迁都燕京”。至贞元元（年 １１５３年）正式定都燕京，改

名中都，称原析津府曰大兴府，并析原河北东路置中都路。此

后，漷阴县直属于中都路大兴府，而潞县则有重大变化。首先，

天德三年，因潞县为漕运重地，遂新置通州于 漕运此，取“

通济”之义而命名。始为刺史州，兴定二年（ １２１８年）升为

防御州，领潞、三河二县。因此，金代潞县隶于通州，州县

同治，通州则隶于中都路，与大兴府无涉。金代通州的始置

和命名，并且每年于此造海船，标志着它作为北京水路门户

地位的确立和兴起。这在通县的发展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大事。

金末，蒙古族在北方草原上崛起，四处征讨。为避蒙古

军队的威胁，金宣宗贞祐二年（ １２１４年），金室南迁汴京。次

年，蒙古军队攻克中都。后置燕京路，总管大兴府，通州及

所领潞、三河二县以及漷阴县当属之。元世祖中统五年（ １２４６

年），改燕京曰中都，原大兴府仍旧，时通州潞县及漷阴县当

属中都路大兴府。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年），元世祖正式定国号曰

“ 元”。九年（ １２７２年）改于旧中都城东北郊新建都成曰大都。

十九年（ １２８２年）置大都留守司。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年）置大

都路总管府（ 以上俱见《 元史·地理志》）。此后通州及所领

潞、三河二县隶属于大都 漷路总管府。但 阴县有较大变化。首

先，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年）八月。升漷阴县为漷州，割大兴

府之武清、香河二县归州管辖。另外，迁漷州治于武清县境之

河西务，原在今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等村间的漷阴旧城遂

废。至正元年（ １３４年）四月，“ 罢漷州河西务”（《 元史·顺

帝纪三》），漷州治所因此而北迁于今通县东南之漷县村处，这

或许是因为这里近在大运河西岸，较漷阴故城交通为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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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史籍中多谓漷州治所于至正间“ 复移旧地”，有人据以证

辽金 漷县村处，这是值得推敲的。辽金漷阴故漷阴故城亦在今

城所在，上文已有考述《。 万历顺天府志 漷县，旧》卷三云“：

无城，正德初知县郭梅筑土城；万历四年总督军务杨兆委知

县李子跃修治砖城。”这与《 辽史》所谓“ 城漷阴县”显然不

漷县村之为州县治所是新选定的，因而无旧城符，正说明 遗

跡。明代漷县是原漷州降格为县，其治所必定因袭元末漷州旧

治。因此，元至正元年所迁漷州新治必定亦在今漷县村处。由

于时在元末，政局动荡，财政告匮，未及筑城。所以对漷州

“ 复移旧地”之说，似应理解为迁回漷州旧境，而 县非指漷阴

故城。

元代，由于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漕运事业获得前所未

有的发展，盛时每年有三、四百万石漕粮经通州转输大都城，

因此，通州的地位益加重要，成为著名的漕运仓储重地。有

元一代，先后在通州建有十六仓，并专设通州都漕运司衙门，

掌管其事。

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闰七月，明将常遇春北伐克通州，

元顺帝闻风出逃上都。八月，明将徐达又攻占元大都，改名

北平，并改元大都路曰北平府。同时省潞县入通州，从此潞

县之名变成历史地名。这时通、漷二州俱隶北平府，其中通州

领三河县，漷州领武清、香河二县。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年）二

月，省香河县入漷州，同时改宝坻县隶通州。十二年（ １３７９

年），又将武清县由漷州所属改归通州。十三年（ １３８０年）二

月，香河县复置，改属北平府。由于漷州不再领县，遂于十四

年（ １３８１年）二月，降格为漷县，改隶通州。至此，通州领

有三河、武清、香河、漷县四县，属北平府不变（ 以上俱见

《 明史·地理志》）。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正月，以北平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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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北平府曰顺天府。此后通州及所领四县均属顺天府。终明

未改。

阙，下控天津。潞通州上拱京 、浑二水交汇于东南，幽

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

陆之要会。明初即修砌砖城，周围九里三十步，高四丈六尺，

颇为坚固雄伟。但因地近京师，南北粮运积贮于此，遂于正

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年）在旧城之西复筑新城，新旧二城相联，固

若金汤。由此可见通州在明代的显赫地位，诚为漕运仓储重

地故也。

清初因明旧制。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省漷县入通州，

时通州尚领三河、武清、宝坻三县，上统于直隶省顺天府。雍

正三年（ １７２５年）改武清县隶天津州，次年还属通州。六年

１７２８年）改三河、武清、宝坻三县直属顺天府，通州遂为散

州，不再领县。此外，清初曾设通州兵备道。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

年），通州隶通密兵备道。十四年（ １６５７年）又改隶通蓟兵备

道。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年），通州隶通永道，钱粮由通永道核转。

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年），通州属东路厅。刑名由东路厅核转。至

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年），钱粮亦归东路厅核转。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肇兴，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同

时改州称县，通州改名通县，属京兆。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

年）废京兆，设北平特别市，后改北平市，但市域仅为北平

城区和近郊区，通县则改隶河北省。１９３５年初，日本帝国主

义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１９３８

年春，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通县属伪河北省冀

东道。１９４０年夏，改属伪“ 燕京道”。日本投降后，仍属河北

省。

１９４８年底，通县全境解放。初于通县城关设通州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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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迁驻张家湾。１９４９年通州市改为通县镇，为通县

专区驻地。时通县专区辖通县、顺义、密云、怀柔、大兴、宛

平、良乡、房山、蓟县、平谷、三河、香河和通县镇。这种

建置延续至１９５１年不变。１９５２年通县专区辖县减少宛平。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政务院批准，撤销通县镇，改设通州市，由通县

专区代管，仍为通县专区驻地 与通县同， 属通县专区。１９５４

年固安县由保定专区划入通县专区。１９５５年新设大厂回族自

治县，亦归通县专区管辖。１９５８年３月７日，国务院批准，将

通县、通州市与顺义、大兴、良乡、房山等县划归北京市。同

年４月２８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通县专区，将原辖蓟县、平

谷、三河、大厂、香河五县划入唐山专区，密云、怀柔划入

承德专区，固安县划入天津专区。通县与通州市划入北京市

后，二者合并，改名通州区，１９６０年２月改名通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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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大兴县建置沿革

大兴县在北京市南部。北与丰台区、朝阳区为邻，南与

河北省涿州市、固安县、廊坊市接壤，西与房山区隔永定河

相望，东与通县交界。面积１０１２平方公里，人口５２万。辖

１区、９镇、１８乡，县人民政府驻黄村镇。

境内皆平原，大部地区海拔１４ ５０米。永定河、天堂河、

通县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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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龙河、凤河、凉水河等多条河流或过境或源于县内，皆

由西北而东南流。历史上水患不息，古河道较多，地下水资

源丰富 年降雨。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年平均气温约１２℃，

量５８１毫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京郊重要农林生产

基地。所产瓜果颇为有名。北部红星区原为明清皇家苑囿

南苑（ 南海子）所在地。黄村镇是新兴起的北京卫星城之一。

该县素有“ 京南门户”之称。

大兴县是北京地区古老县份之一。但今日大兴县的辖境

与历史上的大兴县有很大不同。叙述大兴县的历史沿革，若

仅限于今日县境是说不清楚的，故必须与旧日的大兴县联系

起来。

今大兴县最早的前身是蓟县。蓟县当为先秦之县，县城

在今北京城区广安门一带，因城内西北隅有蓟丘而得名

水》（《 水经注· ）。秦始皇二十三年（ 公元前２２４年）灭燕

国，于蓟县置广阳郡（ 取《 水经注》说），为郡治。

西汉初为燕国治，后为广阳国治。西汉广阳国领蓟、广

阳、方城、阴乡四县。王莽篡汉，改广阳国名广有，改蓟县

名伐戎，改阴乡县名阴顺（《 汉书·地理志》）。东汉初复称

广阳国，后国废改置广阳郡，又一度并广阳郡入上谷，和帝

永元八年（ 公元９６年）复置。郡治蓟县，领蓟、广阳、昌平、

军都、安次五县。原西汉之阴乡县已废。又西汉武帝时分全

国为十三州刺史部，幽州为其一，但西汉幽州为监察区，刺

史尚无固定治所。至东汉幽州州牧或刺史始以蓟城为治所。

两汉以后，历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蓟县一直相沿

不废，先后为魏晋之幽州燕国、北朝之幽州燕郡、隋之涿郡、

唐之幽州（ 范阳郡）等州郡治所，成为华北平原北端的一处

主要地方行政中心。但在唐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曾析蓟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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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置广平、广宁二县，三载（ ７４４年）废，至德后复置广平县。

又武德中，曾将燕州寄治幽州蓟城。开元中燕州迁治于幽州

北桃谷山（ 今昌平县东境）。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废为幽都县，

还治于幽州城旧燕州廨（署 俱见《 唐书·地理志》）。从此，幽

州蓟城内出现了蓟县与幽都县并治分理的局面。五代时，石

敬瑭以契丹有援立之功，遂 其中将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

幽州为其一。也就是说，五代石晋以后，蓟县之地入于契丹

人之手。

辽会同元年（ ９３８年）十一月，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

又称燕京，并置幽都府治此。旋改蓟县名蓟北县。从此，延

续二千余年的蓟县之名成为北京的历史地名。开泰元（年 １０１２

年）十月，改幽都府名析津府，改蓟北县名析津县，改幽都

县名宛平县（ 见《 辽史·地理志）和《 辽史·圣宗纪》）。析

津县与宛平县并治燕京城，分理燕京城东西，二县同属南京

道析津府。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于高米店（ 在黄村镇北）附近出土

辽墓志一方，谓死者（ 清河郡夫人张氏）葬于“ 燕京析津县

招贤乡东綦里之生藏”可见，今黄村镇一带于辽为析津县辖

地。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年）三月，始增广燕京城。贞

元元年（ １１５３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并将析津府改曰永

安府。次年（ １１５４年）又改析津县名大兴县，改永安府名大

兴府（《 金史·地理志》）。大兴县之名肇始于此。金代大兴、

宛平二县依郭中都，同隶中都路大兴府。

此后，历元、明、清、民国以迄于今，大兴县名不废。但

其隶属关系有所不同，其治所与疆域亦变化颇大。元代大兴

县初属燕京路大兴府，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年）置大

都路总管府后，则为大都路总管府属县。过去，总以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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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兴、宛平二县治所均在大都城内。近年来，大兴县李丙

鑫同志经过一番研究，认为元代大兴、宛平二县治均在大都

城外，其中大兴县治在大都城南、金中都施仁门外，相当于

今宣武区琉璃厂南；而宛平县治在大都城西南郊，相当于今

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南侧真武庙头条附近。其主要依据是

《 元一统志》和明《 永乐大典》本 天府志》中的《 顺 记载，谓

“ 大兴县⋯⋯北至大都三里，⋯⋯西至旧城施仁门一里⋯⋯西

北到宛平县十里。”“ 宛平县⋯⋯东北至大都平则门五里，东

至大兴县界丽正门九里，⋯⋯东到大都顺承门五里，⋯⋯东

南到大兴县十里”（ 详见李丙鑫：《 大兴县县名由来及其治所

迁移辨误》一文，载《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７年第４期）。李丙

鑫同志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北京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著

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主编的《 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有关图

幅所采纳。

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八月，大将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

都，元朝灭亡。明遂改元大都名北平，置北平府，并将元大

都北城垣废弃，于其南五里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新筑北平

城北垣。时大兴、宛平二县为北平府属县。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

年）大兴县治迁于北平城内教 ），忠坊（ 今东城区大兴胡同 宛

平县治迁于北平城内丰储坊（ 今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全国妇

女干部学院院址）《。 永乐大典》本《 顺天府志》引 平图《 北

经志书·廨宇》云：“（ 大兴）县治在教忠坊，洪武三年依式

创盖。”“（ 宛平）县治在府城内西北丰储坊，洪武三年依式

盖造。”这就是说，大兴、宛平二县治长期在北京城内，是洪

武三年以后的事。在这之前的元代，却在大都城外。故《 明

史·地理志》于大兴、宛平二县下皆注“ 倚”字，即“ 倚

郭”；而《 元史·地理志》谓大兴、宛平二县“ 分治郭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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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正在这里。

明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正月，改北平名北京，改北平府

名顺天府。此后大兴县为顺天府属县。永乐四年（ １４０６年）诏

建北京宫殿城池，五年（ １４０７年）动工，十九年（ １４２１年）

正月告成，即北京内城。而大兴县治仍在教忠坊。嘉靖三十

二年（ １５５３年）增筑北京外城，仍由大兴、宛平二县分理东

西。清因明旧，大兴县仍属顺天府，县治未改。康熙二十七

年（ １６８８年）于顺天府设东西南北四路厅之后，大兴县分属

南路厅。

民国初年废顺天府，改称京兆特别区或京兆地方。时大

兴县为京兆属县之一。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当时政府迁往

南京，改北京名北平，置北平特别市。原京兆地方废除，所

辖诸县改隶河北省。从此大兴县又为河北省辖县。这时，大

兴县的某些商绅仕民联合上书河北省政府呈请将大兴县政府

由北平城内迁至黄村。理由是“ 大兴县政府久居平城，与所

属民众向来隔阂“”，现在时移势变，迥非昔比，细查舆情，县

政府既有迁移之必要，详勘地势，黄村实为最善之区”（ 转引

自李丙鑫《 大兴县县名由来及其治所迁移辨误》一文）。对此，

河北省政府训令民政厅详查核议后妥善处理。但因种种原因，

当时的大兴县治并未如宛平县治外迁（ １９２９年３月迁）卢沟

桥一样的迁于黄村，直到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年）三月，大

兴县治才由北平城内迁出，且非迁治黄村，而是迁治旧日南

苑之北大红门，以旧奉宸苑官署为办公处所（ 见《 河北省大

兴县事情》第一章第三节）。 ２８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１

年有大兴县治由北平城迁往黄村之议，此议虽未果行，但给

史学界造成一些混乱，以致如《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故

都变迁纪略》等书记载了大兴县治于１９２８年迁于黄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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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是应当予以纠正的。

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河北省逐渐设置行政督察专员

区，时大兴县属宛平行政督察专员区。次年（ １９３７年）３月，

河北省又将全省划分为１７个行政督察专员区，时大兴县属第

三行政督察专员区。同年７月７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

久，北平地区相继沦陷。其时，北平附近各县、各村镇陆续

成立“ 地方维持会”。８月间在北平还成立“ 河北省地方维持

联合会”。当时，在大兴县境的“ 地方维持会”有：“ 大兴县

地方维持会（”在北大红门，８月２５日成立“）、大兴县南苑地

方维持会”（ ８月２０日成立）、“ 大兴县采育镇地方维持会”

（ ９月１０日成立）、“ 大兴县黄村地方维持会”（ ９月１３日成

立）等等。这些伪地方维持会均由伪北京地方维持会管辖。

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伪大兴县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伪大兴县政

府，并由北大红门迁治南苑万字镇（ 即旧营市街）。原驻北大

红门的国民党政府的大兴县随之消亡。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

年）七月，日伪成立河北省“ 燕京道”，所属十五县中，大兴

县为其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国民党

河北省大兴县政府仍驻南苑镇，今丰台区南苑镇新华街５号

即大兴县署旧址，已改作南苑第二旅馆。

１９４５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平南县划为大兴

和涿良宛二县。同年秋，即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大兴县委

和县人民政府进驻礼贤镇。次年夏，因形势需要而撤出。至

１９４８年底，大兴县人民政府又迁驻安定小营（ 今兴安营），时

大兴县归华北人民政府冀中行政公署所辖的十专署管辖。

１９４９年春，大兴县人民政府再迁青润店（ 今青云店），时为华

北人民政府冀中区辖十专署属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大兴县仍属河北省，县人民政府驻青润店。１９５３年中共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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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迁驻黄村镇。同年９月２２日于黄村镇

择址修建办公房舍。１９５４年正式迁治于今黄村镇兴政街。

１９５８年３月７日经国务院批准，大兴县由河北省属改划为北

京市属，并与南苑区合并改称大兴区。１９６０年１月７日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大兴区，恢复大兴县。

自元、明、清以至民国年间，大兴县的行政区域大致相

当于今大兴县念坛村 庞各庄 南各庄一线以东的区域

以及今丰台区东端、朝阳区之大部、顺义县西南隅。元、明

时，今东城区、崇文区亦属大兴县辖域（ 清代为城属，民国

间归北平市）。今大兴县行政区域只是旧日大兴县的南部和宛

平县南部 埝坛（ 即 庞各庄 南各庄一线以西与永定河

之间地区）。以及原良乡县永定河以东和固安县永定河以北的

小片地区。

就大兴县今日辖境而言，历史上罕有州郡县的治所设置，

多分属于临近郡县。例如，西汉时当分属于蓟、广阳、阴乡、

阳乡、安次、方城诸县。其中蓟县治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广

阳治今房山区东北隅南北广阳城处；阴乡县治在北京城西南

二十五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当今丰台南；阳乡县治

在今涿州市东永定河畔之长安城；安次县治在今廊坊西北之

古县村；方城县治在今固安县西南之方城村。观诸县分布形

势，必与今大兴县土相涉，因那时候永定河（ 时称治水）的

流程与今不同《， 水经》谓该河出山“后 东迳广阳蓟县北”，非

如今日成为大兴县与房山区以及河北省涿州市、固安县之间

的天然分界线。东汉省阴乡、阳乡县后，其他诸县当仍分割

今大兴县土地。

《 魏书·地形志》载：幽州燕郡广阳县“下 有广阳城”。该

广阳城疑为两汉之广阳县故城，在今房山区东北隅。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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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北魏之广阳县治当别有所在。今大兴县庞各庄、天宫院、

郎各庄、陈各庄诸村间，传为有广阳城。莫非北魏之广阳县

治在此？又《 金史·地理志》于大兴县下记有“ 广阳镇”，或

许金代之广阳镇设此。这两个问题都是大兴县沿革地理上值

北京历史地图集》将金代得深入探讨的。《 大兴县广阳镇定于

此，笔者是参与意见者之一。但仍望能进一步得到验证。

《 两唐书·地理志》云：唐代羁縻州之一的沃州及所领滨

海县曾侨治于蓟县南回城。回城在旧日南苑东南隅垣外，故

清代南苑有回城门。今地名曰大回城，在大兴东部青云店乡。

这是今大兴县境域内设置的唯一见于文献明确记载的古代州

县。据此亦知唐代蓟县的南界至少已及今大回城一带。

自唐代幽州城内形成蓟县和幽都县并治之后，大约今大

兴县境东部和西部就分属蓟县和幽都县。入辽则分属析津县

和宛平县。至金又分属大兴县和宛平县。此后历元、明、清

三代以迄民国，皆由大兴、宛平二县分领东西。解放以后，北

京市市界经多次变更，行政区划屡经调整，才形成今日大兴

县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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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昌平县建置沿革

昌平县在北京市西北部。东邻顺义县，西与河北省怀来

县接壤，南与朝阳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毗邻，北与延庆县、

怀柔县相接。面积１４３０平方公里，人口４３万。辖１区、１特

区、３镇、２６乡、３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驻昌平镇。

境内山水形胜向来为人称道。北部和西部为山区。面积

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６０％，一般山峰海拔２５０～７００米，最高峰

妙峰山，海拔１２９１米。北部山区属燕山山脉西陲，别名军都

大兴县历史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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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部山区属太行山山脉北端。著名的居庸关（ 古亦称军

都关）孔道穿过两大山脉交接部，形势险要，号称北京西北

门户，自古以来为中原地区与蒙古高原相互交往的必经之路。

县境中部和东 ，海南部为平原，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４０％

℃，年平均降拔５０米以下。全县年平均气温约１１ 水量５６９毫

米。温榆河（ 古称 余水，又称榆河）及其支流汇纳全县径

流，自西北而东南流出境外，下接北运河，属海河水系。境

内多名胜古迹，以长城和明十三陵最为著名。

上述地理环境对昌平县历史开发和历代建置产生重大影

响。

早在新石器时代，今昌平县境就有多处地方有人类居住

和活动。在雪山、曹碾、燕丹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其中以雪山遗址最为重要。这里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三

期，雪山一期文化出土的红陶尊、红陶缽和彩陶片等，与中原

地区的仰韶文化陶器近似，又与辽宁地区红山文化陶器相似，

这说明远在六、七千年前，南北两地文化都对北京地区文化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雪山二期文化出土的磨光黑衣灰双耳罐、

折腹盆、三足奁等，显示出中原龙山文化的特点。雪山三期

文化与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出土的铜耳环和金耳环，已

属青铜时代的文化遗物。

战国燕时，属上谷郡地。秦因之。

西汉于今县境置军都县，属上谷郡，西汉军都县故城在

今昌平西十七里。地当南口镇附近。《 水经注》云：“ 馀水

故渎东迳军都县故城南，又东重源潜发，积而为潭，谓之

馀潭。又东流易荆水注之。”按 馀水即今温榆河，其上源今

名关沟。其水“ 出上谷居庸关东“”，南流出关，谓之下口，水

流潜伏十许里”（《 水经注· 馀水》）。这“ 潜伏十许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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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水故渎“。东迳军都故城南”后水流，地面上则是 ，又东

“ 重源潜发” 馀水从下口（ 即南口）潜馀潭。显然，，形成

伏，至 馀 馀水故渎的流向和潭间的距离为“ 十许里”。从

水流潜伏的距离判断 馀潭应在今昌平县城西南百泉庄一，

带。百泉庄无疑是因泉多而得名。伏流地下的 馀水重新流

出地面时，必定形成众多的大小不同的泉。如果这一判断不

无道理，那么，军都故城必定在今昌平县城西。《 嘉庆重修一

统志》卷八“ 顺天府·古迹”云：“ 军都故城在今昌平州西十

七里，汉置县。”杨守敬《 水经注疏》：军都“ 故城在今昌平

州西十七里”《。 光绪顺天府志》“ 昌平州·村镇”：昌平州西

北“ 十五里红泥沟、西辛店，十七里古城，盖军都故城也。”

明初金幼孜《 随驾宿龙虎台》诗有“ 军都邑废已无城，龙虎

台空尚有名”之句。这些文献材料说明，今昌平县城西十七

馀水》的里确有军都故城，与《 水经注· 记载是完全吻合

的。但是《， 光绪昌平州志》根（据（ 水经注》所言军都故城在

居庸关南、 馀水北，推“断 当是双塔故城”，即今昌平县城

西南十八里之土城村处。麻兆庆撰《 昌平外志》时作《 军都

故城考》一文，亦主军都故城即双塔土城。今学术界多遵信

《 光绪昌平州志》和《 昌平外志》说，定汉军都故城于今昌平

西南之土城村，这是不对的。

在这里应特别指出，西汉上谷郡亦领有昌平县。有人认

为西汉昌平县治在今昌平东南，如唐杜佑《 通典》云：“ 昌平，

汉旧县，故城在今县（ 唐昌平县治在今昌平西八里旧县村）东

南”。唐李贤《 后汉书注》云：“ 昌平，县名，属上谷郡，今

幽州县，故城在县东也。”清李兆洛云：“ 昌平，西汉县，上

谷郡；东汉县，幽州广阳郡；晋县，幽州燕国。今直隶顺天

府昌平州东南（”《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９）。这些说法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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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汉昌平县和东汉昌平县混淆为一而致误。事实上，西汉

昌平县和东汉昌平县是不同的，西汉昌平县应在今河北省阳

水》“原县境。《 水经注· ： 水东迳昌平县，温水注之⋯⋯

水又 昌平县故城北，王莽之长昌也。昔牵招为魏鲜卑东迳

水又东北迳桑乾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校尉屯此。 ⋯⋯

水又东流，祁夷水（ 今名壶流河）注之。水出平舒县东⋯⋯

又东北，谷水注之，出昌平县故城南，又东北入祁夷水。⋯⋯

祁夷水又北，⋯⋯又迳昌平郡东，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

水六十里。⋯⋯祁夷水又北迳桑乾县故城东，而北流注于 。”

上引《 水经注》文字中，明言位处 水（ 即桑乾河，下游即

今永定河）南侧的昌平县为王莽更名长昌者，则无疑是西汉

昌平县。后世学者杨守敬、麻兆庆以及乾隆《 宣化府志》作

者，皆力主西汉昌平县在今河北阳原县地。惟独如此，才能

理解诸如《 括地志》《、 太平寰宇记》《、 辽史·地理志》《、 元

一统志》、明《 顺天府志》《、 明一统志》《、 长安客话》《、 天府

广记》等等史籍，在叙及昌平县沿革时，均谓“ 本汉军都

县”或“ 汉为军都县”这一事实。

王莽时改上谷郡名朔调郡，军都县属之。王莽改昌平县

名长昌，时长昌县仍在居庸关外。

东汉建武十五年（ ３９年）二月，“ 徙雁门、代郡、上谷三

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 后汉书·光武帝纪》

疑这时昌平县内徙于今昌平东南，与军都县并治于今昌平县

境。和帝永元八年（ ９６年 （ ３７）九月庚子，将建武十三年

年）二月并入上谷郡的广阳郡（ 郡治为蓟城）析出，复置广

阳郡（《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军都、昌平二县同由上

谷郡改属广阳郡。笔者认为，今昌平县境始有昌平县之置，应

在东汉。《 旧唐书·地理志》谓昌平县为后汉县是正确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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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舆地学家对两汉的昌平县不加区别，往往笼而统之地谓

“ 汉昌平”或在居庸关外，或在今昌平东南，遂致汉代昌平县

所在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学术难题。若把西汉和东汉昌

平县区别开来，许多疑团便会迎刃而解。至于东汉昌平县的

位置，绝大多数文献都笼统地谓在昌平东南，独《 光绪昌平

州志》卷三疑在今沙河水库北之上、下东郭村处，村名东郭，

盖因城而得名。这一观点，现在多为学术界所遵信。其实，这

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据《 水经注· 余水》篇所记之昌

平县故城（ 应即东 余水的支流易汉至晋的昌平县城），则在

荆水的北侧。确定东汉昌平县城所在，关键在于认定易荆水

相当于今天昌平县境内的哪一条河。这个问题争论也较多。有

的认为是南沙河，有的认为是虎峪沟，还有的认为是北沙河，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与《 水经注》不符。《 水经注》中的易荆

水是一条自西北而东南流的河，其发源后流经郁山西，始名

易荆水。因此，郁山便成为确定哪是易荆水的重要标志。据

《 光绪昌平州志》称，九里山（ 在今昌平镇东九里，故名）亦

名绵山，又名宜山。宜、郁音近，故宜山即郁山，也就是说，

《 水经注》中的郁山，就是今九里山。流经其西的较大河流，

为孟祖河，上源应是明十三陵陵区诸河。由于河道变迁，今

自十三陵东山口流出的河，下游转向西南流，为东沙河，故

孟祖河成为断头河。但从地理形势判断，孟祖河向上游延伸，

很自然地与十三陵诸河相接。因此，笔者断定今孟祖河就是

《 水经注》中的易荆水。上、下东郭村在今孟祖河（ 易荆水）

之南，故非昌平县故城可知。东汉昌平县故城只能在今孟祖

河北侧。联系其他因素推断，应在今小汤山前后左右。下文

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三国魏时，今县境仍为军都、昌平二县并置，同属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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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 补三国疆域 》卷上）。在这里有必要指出，《 水经志

水》将注 魏将牵招拜护鲜卑校尉所屯之昌平，系于西汉

昌平县故城之下。若此，则三国魏之昌平县似乎应在居庸关

外西汉之昌平县地。笔者认为，牵招作为护鲜卑校尉，屯驻

居庸关外之昌平较为合理。但是该昌平或因西汉昌平城垣尚

在，旧名不改，未必就是曹魏昌平县所治。究竟如何，有待

进一步研究。

西晋仍三国魏之旧，军都、昌平二县同属幽州燕国。

十六国后赵时，军都、昌平二县并属燕郡。前燕时二县

并属燕国。前秦时二县亦属燕国。后燕时二县复改属燕郡

（ 俱见《 十六国疆域志》卷２、卷３、卷４、卷１２）。北魏时昌

平县省废，并入军都县。实际上是将居庸关内之昌平县又侨

迁于居庸关外，就西汉之昌平县地重新设置昌平县。同时，将

原在今昌平西十七里之军都县治向东南迁移至东汉至西晋的

昌平县城。北魏军都县的迁治虽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下

列文献资料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明初《 顺天府志》卷１３

（ 据《 永乐大典》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称：“ 军都故

跡城在［昌平］县东南四十里蔺沟社《。 元一统志》：略存古 。　”

《 大明一统志》卷１谓：“ 军都城在昌平县东南，汉旧县，后

魏移治于东北二十里。”万历《 顺天府志》卷１说与《 大明一

统志》同。隆庆《 昌平州志》卷８载：“ 军都故城在州东南四

十五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记叙得更为明确：“ 军都故

城在［昌平］州东。汉立县于军都山南，或以为秦县也。⋯⋯

后移治于昌平县东南，属上谷郡。后汉属广阳郡。晋属燕国。

后魏复移治于县东北二十里，仍属燕郡。⋯⋯今州东四十里

有军都村，亦曰故县址。”这些资料说明，在今昌平东南确有

军都故城。《 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是后来移徙者，但两汉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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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军都县迁治的机会。只有北魏将昌平县侨置于居庸关外

之后，才有将军都县治自今昌平西十七里处迁于昌平东南的

机会。《 水经注》记叙易荆水时，谓“ 其水导源西北”，这

“ 西北”二字是相对于何者而言的呢？《 水经注》没有说明白。

据《 魏书·地形志》知，北魏时确有军都县，但《 水经注·

余水》中只谈到军都县故城，未提及军都县所在。笔者认

为，上述“ 西北”二字应是相对于北魏时军都县治而言的，也

就是说，所谓昌平东南的军都故城，应是北魏时的军都县治。

此外，北魏末年，上谷杜洛周等领导农民起义，纷纷攻占居

庸关、古北口外的州郡县城。在这种形势下，东魏天平中

（ ５３４ ５３７年），将原设在居庸关外的东燕州及所领之昌平

郡、上谷郡、徧城郡内徙，寄治幽州军都县境。昌平郡领万言

［年］、昌平二县，上谷郡领平舒、居庸二县，徧城郡领广武、

沃野二县。其中东燕州、昌平郡、昌平县同寄治于军都城

（《 魏书·地形志》误“ 军 ”）。”为“ 宣 为此，将军都县治向

“ 州东北迁移二十里。所谓［昌平］ 东四十里有军都村，亦曰

故县址”者，就是东魏向东北迁移二十里的军都县治，其确

切位置在今昌平县东境东、西新城村处，城垣尚残存东、西、

南三面，笔者曾前往考察过，从地面遗存的断砖残瓦特点判

断，该城址确系北朝至隋唐间者。所谓东、西新城二村，盖

因东魏移徙的军都县城在此而得名。既然东魏之军都县治已

定，那么北魏之军都县城便在其西南二十里，当在今小汤山

附近。这里西北距明前期昌平县城（ 在今昌平西八里旧县

村）大约四十余里，与上文所引明代有关军都故城的文献记

载相吻合。东魏初之所以将东燕州、昌平郡、昌平县寄治于

此，不单是因为这里有现成的城池，还因为东汉至西晋的昌

平县治亦在此地。至于东燕州所领的其他郡、县寄治何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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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皆无具体记载，只知昌平郡之万言［年］县在今昌平西南，

徧城郡及所领之广武、沃野二县亦寄治今昌平县西南境（ 俱见

《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

５５９年）中废军都北齐天保（ ５５０ 县，又废上谷郡之居

庸、平舒二县以及徧城郡与所领广武、沃野二县（ 俱见王仲荤：

《 北周地理志》卷９）。这时今昌平县境存有东燕州、昌平郡以

及昌平、万年（ 言）二县，属东北道行台。

北周废东燕州及昌平郡，昌平、万年（ 言）二县仍旧。后

又置昌平郡，当仍领昌平、万年（ 言）二县，属幽州总管府。

隋开皇三年（ ５８３年）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 隋书

·文帝纪》）。昌平郡遂废，又省万年县入昌平县。这时今昌

平县境独置昌平一县。隋文帝时，县属幽州总管府。大业元

年（ ６０５）正月，罢诸州总管府，县属幽州。大业三年（ ６０７

年）四月壬辰，改州为郡（《 隋书·炀帝纪》），遂改幽州为

涿郡，昌平县为涿郡属县之一。据杨守敬《 〈隋书·地理

志〉考证附补遗》，隋昌平县治在今昌平西十七里，即汉军都

故城处。昌平县治复西迁的时间，疑在大业九年（ ６１３年）八

月，因为此时“ 诏郡县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 隋书

·炀帝纪》）。昌平县徙治汉军都故城，正当由涿郡（ 今北京

城西南部）通往居庸关的大道上。

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五月，“ 改郡为州”（《 新唐书·高

祖纪 ，因废隋之涿郡，改》） 置幽州总管府，管幽、檀等八州。

其中幽州领八县，昌平县为其一。后幽州总管府先后改为大

总管府、大都督府、都督府，复为大都督府等，昌平县始终

属幽州不变。至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二月丙申，改州为郡，

（《 新唐书·玄宗纪》），时幽州改为范阳郡，昌平县遂为范阳

郡属县。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范阳郡复改幽州，昌平县又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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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此后终唐未改；唐昌平县治在今旧县村。

唐代今昌平县境除置昌平县外，另有燕州归德郡及所领

辽西县之置。燕州本隋辽西郡，属营州，故地在今辽宁省境。

武德元年改为燕州，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同年省泸河

县。武德六年（ ６２３年），自营州南迁，寄治幽州城内。贞观

元年（ ６２７年）省怀远县后，燕州独领辽西一县。开元二十五

年（ ７３７年），徙燕州及辽西县于幽州北桃谷山，即今昌平县

东境桃峪口一带，或许就东魏之军都县城（ 今东、西新城村

北）为治。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仍领辽西县。乾元元年复

为燕州。建中二中（ ７８１年）为朱滔攻陷，遂废为幽都县，并

徙治于幽州城之旧燕州廨署。此后，今昌平县境仍为昌平一

县。至于带州及所领之孤竹县（ 为唐羁縻州之一），《 唐书·

地理 ７０７年）初侨治于幽州昌平县之清水志》谓神龙（ ７０５

店，即今太舟坞处。“ 太舟”或作“ 泰州”，当系带州之音转。

但太舟坞旧属昌平县，今属海淀区，故带州孤竹县之寄治在

海淀区一节亦有说明。

《 旧五代史·郡县志》称：“ 河北道幽州北平县，后唐长

兴三年（ ９３２年）八月，改为燕平县。”有的文献谓后唐同光

二年（ ９２４年）改［昌平］曰燕平县（ 明《 顺天府志·昌平县

建置沿革》，据《 永乐大典》辑本）。此后，述昌平县之沿革

者，皆谓五代唐改名燕平。考五代时确有北平县，其故城在

今河北省完县境。若《 旧五代史·郡县志》不误，则改燕平

县者非为昌平县，应为北平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即主

此说。但是，五代时治于今完县境的北平县，当时应属州

或属定州（ 见《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后唐幅），与幽州之

《间尚隔有易、涿二州，故北平县不可能属幽州。既然 旧五

代史·郡县志》谓北平县为河北道幽州属县，那么，此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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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当是昌平县之讹。两种可能俱存，孰是孰非，有待深入研

究。在这里暂从众家之说，主昌平县后唐改名燕平。至于改

名的时间，两说相去八年，亦难遽定是非，只好存疑。另外，

（关于燕平县迁治问题，亦有重重疑问。如明《 顺天府志》 据

《 永乐大典》辑本）谓：“ 延昌元年徙曹村，二年又徙白浮图

城，未几又改置今治所（ 指旧县村 作者）。”但查《 中处

国历史年表》，五代时无“ 延昌”年号，只有北魏宣武帝元恪

和高昌 乾固使用过“ 延昌”年号，分别为公元５１２ ５１５年

和５６１－６０１年，先于五代十国（ ９０７ ９６０年）四百年左右。

可见明《 顺天府志》说有误。《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略云：

“ 五代唐曰燕平县，徙治曹村，又徙于白浮图城，在今州西八

里。”但不及迁治时间。因此，燕平县连续迁治的具体年月仍

是个谜。至于曹村，麻兆庆曾作过考证，他说：“ 详检旧志，

无曹村其名。惟元《 云峰禅师石幢记》有曹王村，狄梁公祠

元大德四年（ １３００年）碑阴有曹房村，即州东北之曹房庵，新

志作朝凤庵。燕平其徙此欤（”《 昌平外志》卷１）。而白浮图

城，论者异口同辞，皆指为旧县地。然而所有记载五代唐燕

平县迁治过程的文献，无一谓自白浮图城迁于曹村者，亦无

一谓又自曹村迁回旧治者。因此，白浮图城是否确系旧县，很

值得怀疑。昌平县有白浮村，与白浮图城有无关系？又有双

塔村，当因村旧有双塔而得名。塔者，浮图也，又作浮屠。双

塔村北，有土城，遗址尚存，人称“ 双塔故城”。该城旧传辽

人所筑（ 明《 顺天府志·昌平县古跡》，据《 永乐大典》辑

本）。１９８３年夏，笔者曾访问村中老人，告之为“ 辽萧太后所

建的马圈”。城址地面上的大批断砖残瓦，都是辽金时代的遗

物。可见该城筑于辽代是可信的。是否后唐曾迁燕平县治于

此（ 疑即白浮图城），继而辽又因旧治而新筑城池呢？这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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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元一统志》称，后唐将认真思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燕平县迁治于白浮图城后，“ 俄未几即今昌平县地（ 指旧县

处）置治”（ 明《 顺天府志》引，据《 永乐大典》辑本）。这

也说明白浮图城决非旧县地，倒是指双塔土城为白浮图城更

令人信服。石晋时 《 顺天府复昌平旧名（《 元一统志》，明

志》引），县属幽州。天福二年（ ９３７年）割幽、蓟十六州赂

辽，昌平县亦随之。

辽仍置昌平县，初属幽都府，开泰元年（ １０１２年）改幽

都府曰析津，昌平县则改属析津府。辽昌平县治传统说法在

今旧县。但是辽代何以在今土城村高筑城垣呢？若以民间相

５传解之为萧太后所筑马圈，但从残存城垣之高（ 高处约３

米）、之宽（ 宽处约２ ３米）及夯土之实看，决非圈马之所

需，实有州县治所之规模，故疑辽昌平县曾治今土城。

金灭辽后，地一度归北宋。宋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改辽

南京置燕山府，昌平县属之。七年（ １１２５年）地复归金。

金昌平县直属中都路大兴府，县治仍辽旧。

元昌平县直属大都路总管府，治今旧县地。元人宋渤

《 重修狄梁公祠记》云：“ 昌平县治在燕山南麓。邑北门外旧

有唐狄梁公废祠，不知始建何代（ 按《 帝京景物略》云建自

唐 作者）。大德三年（ １２９９年），县人辽阳王君敬率同事

葺之”（ 见《 日下旧闻考》卷１５）。狄梁公祠祀唐狄仁杰，遗

址在今旧县村北。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年）冬十月辛巳，县治西

徙于辛店，即今西辛店村（《 元史·仁宗纪 》）。至正（间 １３４１

１３８６年）复迁回旧治（ 麻兆庆：《 昌平外志》卷１）。县西龙

虎台为元帝往来大都与上都时驻跸之所。

明洪武间，昌平县属北平府。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后改

属顺天府。县治仍在今旧县村。正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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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土木之变”，明英宗被蒙古乜先部所俘，其弟郕王即帝

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景泰元年（ １４５０年），为护皇陵，

于昌平县东八里修筑新城，号永安城，迁诸陵卫于内。景泰

三年（ １４５２年），昌平县治亦迁入永安城，即今昌平县城地，

原治遂称旧县。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年）七月，从南京吏部尚书

林瀚等之请：“ 昌平陵寝所在，宜改县为州，割密云、顺义、

怀柔三县隶之，以便供应（”《 明实录·武宗实录》）。遂升昌

平县为昌平州，领密云、顺义、怀柔三县，免除三县养马杂

差。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年）十二月，经太仆寺奏请，乃罢昌平

州为县，所领三县复直属顺天府，养马杂差亦俱恢复。正德

九年（ １５１４年）四月，昌平县丞张怀具疏言民有十苦，甚切

至，户部议可，乃复升昌平县为州，领县如旧，至终明未改。

在这里应当指出，《 明史·地理志》谓正德八年（ １５１３年）复

升为州），误，今据《 明武宗实录》改作九年。黄云眉著《 明

史考证》亦特指“出 八年系九年之误（”《 明史考证》第二册，

页３１１，中华书局本）。

清顺治、康熙两朝，昌平州仍领密云、顺义、怀柔三县，

属顺天府。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改密云、顺义、怀柔三县直

属顺天府，昌平州遂不领县，虽名之曰州，实相当于县，仍

属顺天府。直至清亡，此制不改。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年），

于顺天府置东、西、南、北四路同知，分辖所属州、县。昌

平州则属北路厅，北路厅同知驻州内沙河镇巩华城。此外，昌

平州还为霸昌道驻地。

民国成立伊始，一切均仍清旧。次（年 １９１３年）二月，府

州皆改为县，昌平州名始废，遂称昌平县，仍属顺天府。民

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十月，废顺天府，改称京兆地方，昌平县

遂为京兆属县。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七月，因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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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南京，遂改北京名北平，置特别市，又废京兆，所属诸

县均改隶河北省。昌平县亦然。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十

二月，县属河北省宛平行政专员区。次年（ １９３７年）三月，改

属河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区。八月，昌平县割属伪“ 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年）春，伪“ 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与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成

立）合流，所辖县并归河北省。同年七月，河北省正式划分

为津海、保定、冀南（ 原称大名）、冀东四道，时昌平县属河

北省冀东道（ 冀东道署始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日）。民

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年）七月，伪“ 河北省燕京道署”在北京

（ 日伪时强令改北平名北京）成立，昌平县又改属伪“ 燕京

道”。民国三十四年（ １９４５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县直属河

北省。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军民抗日，曾于

昌平县设立昌（ 平）宛（ 平）、昌（ 平）延（ 庆）、昌（ 平）顺

（ 义）等联合县，属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领导。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平县属河

北省通县专区。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经国务院批准，昌平县由

河北省划归北京市（ 高丽营镇除外），并改名昌平区。１９６０年

１月７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昌平区，恢复昌平县。１９８１年

５月，于县境十三陵地区设立十三陵特区，以发展旅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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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县建置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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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顺义县建置沿革

顺义县在北京市中部。东邻平谷县，西界昌平县，南与

朝阳区、通县和河北省三河县接壤，北与怀柔、密云二县毗

邻。面积９８０平方公里，人口５４万。辖２９个乡镇。县人民

政府驻城关镇。

境内绝大部分为平原，平均海拔３５米左右，仅东部、东

北部有面积不大的低山丘陵。年平均气温约１１℃，年平均降

水量６２４毫米。潮白河纵贯南北，温榆河流经西南界，均属

海河水系。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有“ 北京粮仓”之称。

顺义县地于春秋战国时属燕国。战国后期为燕国渔阳郡

地。西汉于今县境内置狐奴、安乐二县，均属渔阳郡。狐奴

县治在今顺义城东北二十五里、狐奴山西南；安乐县治在今

顺义城西南三十里、古城村北。古城村乃因汉安乐县故城得

名。王莽时改狐奴县名举符，属得渔郡（ 渔阳郡改）。

东汉仍置狐奴、安乐二县，亦属渔阳郡。东汉渔阳郡太

守张堪屯狐奴，开稻田八千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 后

汉书·张堪传》）。这是北京历史上农业开发的著名事例之一。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有的文献谓顺义县在汉为土垠县，误。汉

土垠县属右北平郡，故城在今河北省丰润县境。

东汉末年，有魏武省渔阳郡之说（《 补三国疆域志》。安

乐县当亦废，时狐奴县改属燕国。后渔阳郡复置，狐奴县属

之，因有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六月“ 省渔阳郡狐奴县，复置安

乐县”之举（《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咸熙元年（ ２６４

年）三月丁亥，晋封蜀后主刘禅为安乐公，其封地即此安乐

县。清洪亮吉《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谓狐奴、安乐二县在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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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省渔阳郡后皆改属燕国，恐未深究。疑三国魏省渔阳郡在

魏明帝之后。

西晋时，狐奴县复置，与安乐县同属燕国。

十六国后赵时，狐奴、安乐二县并属渔阳郡。前燕时二

县同改属燕国。前秦仍前燕之制。后燕时二县又同改属燕郡

（ 俱见《 十六国疆域志》）。

北魏、东魏、北齐、北周以至于隋，皆无狐奴、安乐二

县之置。狐奴县废于何时，史籍无载；确知安乐县于北魏太

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年）与平谷县同时并入潞县（ 今通县）。又

《 魏书·地形志》渔阳郡（ 治雍奴县）渔阳县条下注，有“ □

乐城”《， 校勘记》认为阙字为“ 安”，即“ 安乐城”。此说甚

是。因此，后魏时今顺义县境应分属渔阳郡之渔阳、潞二县。

周地理志》）。隋大北齐、北周无渔阳县之置（ 见王仲荦《 北

业间于无终县（ 今天津市蓟县）置渔阳郡，隋末改无终县曰

渔阳，故今顺义县境亦与隋之渔阳县无涉。这样一来，今顺

义县地在北齐、北周与隋期间，大部应属潞县。在这里还应

指出，元梁宜《 顺州公廨记》碑称：“ 土垠，晋宋为易京城。

按后魏檀州置密云郡，兼置安州，废易京为安乐郡。今

［顺］州北负郭犹名安乐村，领安市、土垠二县。后齐废土垠

入安市，后周改‘安’为悬（ 玄），废安市入密云”（ 民国

《 顺义县志·艺文 据《 太平寰宇记》卷６》）。 ９知今顺义境确

有易京城。而据上引《 顺州公廨记》碑知后魏（ 指东魏）将

原在古北口外之安州所属安乐郡及其所领土垠、安市二县侨

迁于易京城，也就是说，东魏时今顺义县境应有安乐郡与土

垠、安市二县之侨置。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亦主此说，谓

“ 后魏安乐郡故城在［顺义］县西北六里。延和元年（ ４３２

年）置交州，太平真君二（年 ４４１年），罢州置郡。领县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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垠、安市。北齐废土垠入安市，后周废安市入密云。隋开皇

初郡废。今为安乐庄。”按安乐庄今名衙门村。若此说为是，

则顺义县城北里许之土垠县故城（《 康熙顺义县志》卷２）为

东魏之内徙者，非为汉城。按该城残墙尚见，笔者曾前往考

察过。但是，东魏内徙之安乐郡及土垠、安市二县又多有在

今密云县东北境之说者。究竟如何，尚难定论，今作存疑，有

待深入研究。另外，今顺义县境又有北齐置归德郡和隋置顺

州之（说 见《 辽史·地理志》《、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但

这些说法目前皆难定论，亦作存疑。

至唐代于今顺义县境的行政建置稍为明晰。贞观二十二

年（ ６４８年），以内属契丹别帅析纥便部置弹汗州，为羁縻州

之一。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改名归顺州，故《 旧唐书·地理

志》称“：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

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改名归化郡，故《 通典·州郡八》谓“ 天

宝初置归化郡”，领怀柔一县。据《 通典·州郡八》知，归化

郡治“ 东至渔阳郡（ 治今天津市蓟县）二百十五里，南至范

阳郡（ 治今北京西南部）八十里，西至妫川郡（ 治旧怀来县

城）二百里，北至密云郡（ 治今密云）七十里。”准其地望，

在今顺义城关地无疑。也就是说，唐开元，天宝年间，于今

顺义县境置归顺州归化郡及所领之怀柔县。值得注意的是，

《 通典·州郡八》谓归化郡为“ 顺州之北境”；又谓顺州“ 在

范阳郡城，大唐天宝初置，寻又改为顺义、归化二郡，领县

一，宾义。”若此，则归化郡是析顺州而置，未置归化郡之前，

地属顺州北境。所谓顺州，《 旧唐书·地理志》谓贞观六年

（ ６３２年）置，寄治营州南之五柳城。但《 新唐书·地理志》谓

贞观四年（ ６３０年）置，六年侨治营州南之五柳城，后又侨治

幽州城中。天宝初改为顺义郡，故《 通典·州郡八》谓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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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置在范阳郡内，去西京（ 长安）及四至八到并与范阳郡

同。”可见唐天宝年间之前，顺州顺义郡并非今顺义县之前身。

不可因名同而混淆。今顺义县前身，在唐代为归顺州归化郡

）。及所领怀柔县。唐末改名顺州（《 辽史·地理志四》 在这

里还应指出，《 昌平山水记》谓今顺义县境“ 又有唐南河县故

城，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唐确有南河县，属顺州，但在今广

东省境，为唐岭南道所辖州县，与今顺义县无涉。今顺义县

东南亦确有南河村，但只是与北河村相对称而已。此外，今

顺义县西北境在唐曾属燕州归德郡地。燕州归德郡治在今昌

平县东境的东、西新城处。

五代时仍置顺州，领怀柔一县。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

（ 亦称燕云十六州）赂辽，顺州为其一。

辽仍前代之旧，顺州及所领怀柔县不改，属南京道析津

府，并于顺州置归化军。

金灭辽后，于宋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地归北宋，宋赐名

顺兴郡。置团练使，领县如旧。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年），地复归

金。

金仍置顺州，领温阳、密云二县，属中都路。温阳县系

明昌六年（ １１９５年）由怀柔县更名。密云县旧属檀州，金废

檀州 《而县改属顺州。 元史·地理志》檀州条下谓“ 金仍为檀

州”，当指金末复置者，否则为误。

元废温阳、密云二县，独存顺州，属大都路。

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十二月，降顺州为县，改名顺义

县。此乃今顺义县名之始。初属北平府，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

年）后属顺天府；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年）七月改属昌平州，三

年（ １５０８年）十二月罢昌平州为县，顺义县复属顺天府。九

年（ １５１４年）四月，昌平复升为州，顺义仍为其属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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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地理志》误以正德八年（ １５１３年）昌平复升为州。

清初因明制，顺义县仍属昌平州。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改

为直隶顺天府。自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年）置顺天府四路同

知后，顺义县隶北路厅（ 北路同知驻昌平州沙河镇）。

中华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 废顺天府，改置京兆地十月，

方，顺义县遂改属京兆。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废京兆，县改隶

河北省。日伪时期曾属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后属

伪“ 河北省冀东道”。１９４０年属伪“ 燕京道”。为领导军民抗

日，中国共产党曾设立昌（ 平）顺（ 义）联合县。今焦庄户

村仍保存有抗日军民修挖的地道，享有“ 人民第一堡垒”的

光荣称号。１９４６年，原河北省三河县西北部划入顺义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义县属河北省通县专区。１９５７

年１２月４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原属顺义县的中央机场场区

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１９５８年３月７日，经国务院批准，顺

义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同年５月２９日，又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顺义县，设立顺义区。１９６０年１月７日，国务院批准，撤

销顺义区，恢复顺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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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建置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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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平谷县建置沿革

平谷县在北京市东部。北与密云相邻，西与顺义县接壤，

东、南、东南三面分别与河北省兴隆县、三河县和天津市蓟

县毗连。面积１０７５平方公里，人口３８万。辖１镇、２１乡。县

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境内北、东、南三面皆山，属燕山山脉的南麓；中间是

平原，人称“ 平谷小盆地”。山区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６７％，

河由东北平原占３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泃 而西南流贯

℃全境，属蓟运河水系。全县年平均气温１１．５ ，多年平均降

雨量６４２毫米。位处要地，山水俱胜，史称“ 幽冀之户牖，京

师之边障”。

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不仅已有人类定居生息，而且

他们还创造了颇具特色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灿烂文化，

在县境东部的上宅村、西部的北埝头等地，都发现了这种文

化遗址。因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者首先对上宅遗址进行发掘，

有力地揭示出该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故命名为“ 上宅文化”。

上宅遗址出土的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有力地证明平

谷盆地的农业开发至少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无疑是北

京地区农业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

夏商周三代，地属冀州或幽州。春秋战国为燕国地。战

国后期，燕国始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此

地当在渔阳郡境。西汉始置平谷县，属渔阳郡（《 汉书·地

理志》）。康熙《 平谷县志》云，汉平谷县故城在今平谷东北

十二里城子庄，《 水经注》所谓独乐河“ 南迳平谷县故城东”

者，即此。今于平谷东北不见城子庄地名，惟有大北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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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二村。村以北关为名，当与汉平谷县故城近此有关。民

国《 平谷县志》谓古县城“ 在县西北十二里，即城子庄”。今

县西北有“ 北城子”地名，但这里是汉博陆城故址，非平谷

县治所在，下文还要论及。

东汉仍置平谷县，隶渔阳郡不改。县治当与西汉平谷县

不同，因为在今平谷县内，有两个平谷县故城。《 水经注》言

之凿凿，无可疑也。兹将其文录于后：

泃］水出右北“ ［ 迳平平无终县西山白杨谷。西北流

谷县，屈西南流，独乐水入 迳平焉。水出北抱犊固，南

谷县故城东，后汉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将追大枪、五幡

及平谷，大破之，于是县也，其水南流入于泃。泃水又左

合盘山水，水出山上，其山峻险，人迹罕交。去山三十

许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余里，素湍皓然，颓波历溪，沿

流而下，自西北转注于泃水。泃水又东南（ 当作 迳西南）

平谷县故城东，南与洳河会。水出北山，山在傂奚县故

城东南，东南流迳博陆故城北，又屈迳 其城东，世谓之

平陆城，非也。汉武帝封玺书封大司马霍光为侯国。文

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而无其县，食邑北海。薛

瓒曰：渔阳有博陆城，谓此也。⋯⋯洳水又东 迳南流 平

谷县故城西，而东南流注于泃河⋯⋯”

显然，独乐水迳其东的平谷县故城和泃水迳其东、洳水

（ 今 迳名错河） 其西的平谷县故城，应当是两个地方。假如只

有一处平谷县故城，且在今平谷东北大、小北关村南，那么，

谓独乐水南迳其东 迳是对的，谓泃河亦 其东则不然，因为泃河

在今平谷以上河段基本上是由东向西流的，不可能流迳位于

今平谷东北的平谷县故城之东，只能流迳其南。况且是泃河收

纳独乐水后，又向西南流，左合盘山水（ 今太务石河），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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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流才迳 洳河。因此，该平谷县故城尤平谷县故城东，下合

其不可能是在今平谷东北者，只能是别一平谷县故城。另外，

洳河即今错河，源于傂奚县故城东南山地，因傂奚县故城在

今密云东南（ 见《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洳河所出便是今密

云县银冶岭。其水东南流，迳博陆故城北，又屈迳其城东，显

然这个博陆故城非今平谷西北之北城子莫属。民国《 平谷县

志》所谓“ 古县城在西北十二里，即城子庄”，指的也就是这

里，但这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了。洳河又东南流迳平谷县

故城西，该平谷县故城亦不可能是今平谷东北者。因为博陆

故城已在其西南，洳河流迳博陆故城北和东之后，再往前流，

方迳平谷县故城西，因此该平谷县故城决不可能是指位于今

平谷东北者，倒与泃河迳其东的平谷县故城相吻合。这个平谷

县故城应当在今平谷县城处，时代当为东汉的。另外，据

《 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滑盐县故城在平谷县西北。按西汉渔

阳郡领有滑盐县，王莽时改名匡德，其故城在古北口外今滦

平县境，可详见《 水经注·鲍邱水》。而《 水经注》又云，汉

５（ ８—７５年），明帝时 滑盐县更名盐田，是谓东汉时该县一度

存在。但《 后汉书·郡国志》不载。依《 郡国志序》说，前

《 汉书》所载之县，《 后汉书》不载者，是世祖所省并者。两

说有异，难以考定。如果平谷县西北确有滑盐县故城，则只

能是东汉初期者，其址疑即博陆故城处。

魏晋北朝时期，平谷县的置废若明若暗，疑团重重。《 读

方舆纪要》云“ 晋废”《， 清一统志》云“ 晋初废”。据此而断，

三国魏时平谷县仍存，故民国《 平谷县志》谓“ 三国魏渔阳

郡并入燕国，仍置平谷县。”但清洪亮吉著《 补三国疆域志》，

未载平谷县名。是平谷县已废？还是洪氏失之疏漏？此为疑

团之一《。 清一统志》谓晋初省平谷县之后“，后复置”。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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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晋代复置？还是晋以后复置？笼而统之，说不具体。此又

为疑团之一。由《 晋书·地理志》不载平 应是晋谷县推断，

以后复置。《 读史方舆纪要》认为，位于潞县（ 通州）北的平

谷县故城，是石赵所置者。但洪亮吉著《 十六国疆域志》中，

于后赵所领渔阳郡下云“：今考凡领县六：旧平谷县有临泃城，

渔阳⋯ 泉州⋯⋯雍奴⋯⋯狐奴⋯⋯”。是六⋯潞⋯⋯安乐⋯⋯

县之中不包括平谷县，而视平谷为旧县，即已废之县。这又

与《 方舆纪要》说不合。仍为疑团之一。《 魏书·地形志》渔

阳郡潞县下云：“ 真君七年并安乐、平谷属焉”。这是有关魏

晋北朝时期的平谷县最为具体的记载。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北

魏太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年）以前确有平谷县。该平谷县既并入

潞县，《 方舆纪要》之说便尤为值得重视。

自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将平谷县省入潞县后，历北齐、北

周、隋、唐、五代、辽，以迄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

年）的七百四十余年间，平谷县废而不设。其间，今平谷县

地主要归属无终县和渔阳县。据《 隋书·地理志》，无终县有

泃河、洳河。泃、洳皆平谷境内水名，是知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平谷县废入潞县之后，至隋代又划入无终县。隋末，改无终

县名渔阳，为渔阳郡治《。 读史方舆纪要》云“：今［平谷］县

本唐渔阳县之大王镇。”又《 金史·地理志》载，大定二十七

年（ １１８７年）升渔阳县大王镇为平峪县。可见自唐至金大定

年间，旧平谷县一直属渔阳县辖，称大王镇。但新《 唐书·

地理志》将大王镇列入檀州密云郡下，而檀州密云郡属县无

渔阳，渔阳县属蓟州渔阳郡。这又一时难以判定是非。在这

里迳应当特别指出，东魏元象中，原在古北口外的安州及所

领三郡八县（ 即密云郡及所领白檀、密云、要阳三县，广阳

郡及所领燕乐、广兴、方城三县，安乐郡及所领土垠、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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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内迁于幽州北界安置，其中要阳县寄治于今平谷县北

境上镇处（ 见《 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密云县村镇中上镇

村下注）。上镇旧属密云县，后划入平谷县。

金大定二十七年升大王镇置县后，县名曰平峪。峪同谷，

《 尔雅·释水》注“：峪曰谷，或从峪是也。”因此，平峪县即

平谷县，为中都路蓟州属县。县内留有金帝游幸的古迹和传

说。

元世祖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年）闰五月，诏“ 诸路州府，若

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

者，可并则并之”（《 元史· 。同年十二月，省并世祖纪三》）

州县凡二百二十馀所（《 元史·世祖纪三》）。据《 元史·地

理志》知，时平谷县省并入渔阳县。至元十三年（ １２７６年）正

月，复置平谷县，仍隶蓟（州《 元史·世祖纪六》）《。 清类天

文分野之书》谓至元三年省平谷入渔阳，稍有不同，或许平

谷县之省略晚矣。

明初因元旧制，平谷县仍为蓟州属县。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

年）二月，省平谷县入三河县，因三河为通州属县，故此后

原平谷县地亦入通州地界。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年）十一月，复

置平谷县，并改隶蓟州如故，上统于北平府。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

年），改北平府曰顺天府，蓟州平谷县遂改隶顺天府。

清代，平谷县不废。初仍为顺天府蓟州属县。康熙十五

年（ １６７６年），分平谷等县属通永道。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年）置

四路厅同知，平谷县属北路厅（ 北路厅同知驻昌平州沙河

镇）辖。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以通永道专司河务，平谷县改

属霸昌道。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改平谷县直隶于顺天府。

民国初年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领二十县，平谷为

其一。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遂裁京兆，又改直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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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河北省，原京兆属县皆改隶河北省，平谷县亦然。日伪时

期，平谷县曾一度属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１９３８年

隶伪“ 河北省冀东道”，１９４０年又改属伪“ 燕京道”。但在抗

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平谷与密云、三河、蓟县、兴

隆等县间的山区建立平三密、平三蓟、蓟平密、平密兴等联

合县，领导军民抗日。这几个抗日联合县，先后属晋察冀边

区第十三行政专员公署、冀热辽行署第一专署、冀热辽行署

第十四专署、冀察热辽分局冀东行政公署等管辖。１９４６年３

月，最后撤销平三蓟联合县，恢复平谷县建制。同年，将三

河县北部、怀柔县东南部、密云县南部、蓟县西北部等部分

地区划归平谷县，县域大为扩展。新中国成立后，平谷县属

河北省通县专区。１９５８年３月因通县划入北京市，通县专区

撤销，平谷县改属河北省唐山专区。同年１０月，划归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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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密云县建置沿革

密云县在北京市东北部。西与怀柔县相邻，南与顺义、平

谷二县交界，北、东两面分别与河北省滦平县、兴隆县接壤。

面积２３３５．６平方公里，人口４１．５万。全县辖２镇、２２乡。县

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境内北部、西部、东部多山，仅西南隅是面积不大的平

平谷县建置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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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故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地皆属燕山山脉。地

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白河自西北流入境内，潮河自东北流

入境内，二者于县城西南漕河庄相会，合称潮白河，属海河

水系。１９５９年修筑的密云水库坐落在县境中部，横跨潮、白

二河，设计库容４３亿立方米，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水库，是北

京市主要水源。全县年平均气温约１０℃，年降水量６６１毫米。

盛产水果。长城沿西、北、东三面山地，蜿蜒起伏，有古北

口、白马关、墙子路等著名关塞。故该县自古以来即有北京

“ 东北门户“”、京师锁钥”之称，又有“ 燕国天府”之誉。

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该县境内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活动。

相传舜流共工于幽陵，居共城（ 亦作龚城），即今县东北燕乐

一带（ 见《 括地志辑校》卷３）。夏商周三代，地属冀州或幽

州。春秋战国时代为燕国领土。战国后期，燕将秦开北却东

胡，燕国于北部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其

中渔阳郡治在今密云县统军庄南，当地居民仍呼其地曰南城

子，故今密云县地时属渔阳郡。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因燕国之旧，仍置

渔阳郡，郡治同前。《 水经注·鲍邱水》云：“ 鲍邱水又东南，

迳渔阳县故城东，渔阳郡治也。秦始皇二十二年（ 公元前２２５

年）置。”同书《 沽水注》云：“ 沽水又西南流出山，迳渔阳

县故城西⋯⋯秦发闾左戍渔阳，即是城也。”可见秦时今密云

县仍属渔阳郡渔阳县地。

西汉于今县境内置厗奚、犷平、渔阳三县，皆属渔阳郡

（《 汉书·地理志》。渔阳仍秦旧置，无需多赘。年奚、犷平

二县应予说明。《 水经注·鲍邱水》云：“ 大榆河（ 即鲍邱水

上游之名）又东南 峡出 ，迳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

又南迳厗（ 厗）奚县故城东，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鲍邱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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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犷平县故城东西南， ，王莽之所谓平犷也。又南合三城水，

水出臼里山，西迳三城犷，谓之三城水。⋯⋯又西南迳犷平

城东南，而右注鲍邱水。”按鲍邱水由向东南流转而南流，又

转而西南流，正是今密云县东北境古北口内外的河段。三城

水即今源于河北兴隆县的清水河。由河道流势判断，滑盐县

故城当在古北口外滦平县巴克什营一带，虒（ 厗）奚县故城

应在古北口内今潮河西岸，犷平县故城疑在旧石匣村附近。其

他有关文献资料情况是：清·李兆洛《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

卷３云“：厗奚，西汉县，渔阳郡，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

今人王仲荤《 北周地理志》卷１０云：“ 汉厗奚县在汉滑盐县

故城东南，汉犷平县故城东北，正当潮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又

折而向南之 《 大清一统处，盖在今古北口内附近潮河西岸。　”　

志》、《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俱言汉厗奚故城在密云县东北

口外，恐怕不确。另有文献称在密云东南、西南、城西等等，

则是指另一虒奚县，下文还要谈到。至于犷平县故城，《 嘉庆

重修一统志》卷８云：“ 犷平故城在密云县东北，汉置县，属

渔阳郡。”《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９云“：犷平，西汉县，渔

阳郡。东汉县，幽州渔阳郡，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但

《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称：“ 犷平城，在［蓟］州西，汉县，

属渔阳郡。”《 康熙蓟州志》卷１亦主此说。这也是另一个犷

平县故城，下文也还谈到。

从上文所引《 水经注》文字中，已知王莽时改厗奚县曰

敦德，改犷平县曰平犷，同时改渔阳县曰得渔，改渔阳郡曰

通（潞《 汉书·地理志》）。

东汉时，今县境内仍置傂奚县，属渔阳郡，但是县名由

汉厗奚改作傂奚，音同而字异（《 后汉书·郡国志 同》）。 时，

县治由古北口内潮河西岸迁至今密云城附近。今密云县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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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汉傂奚县故城，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水经注

·鲍邱 泃水（又 东［）西］南迳平谷县故城东，南与水》云“：

洳河会。水出北山，山在傂奚县故城东南，东南流迳博陆故

城北，又屈迳其城东，⋯⋯洳水又东南流，迳平谷县故城西，

而东南流注于泃河。”按洳水即今平谷县错河。从其源出至注

入泃河是一直向东南流的，故其正源是出自今密云城南银冶

岭的一股。银冶岭一带山地既在傂奚县故城东南，则该傂奚

县故城非古北口内潮河西岸者可知，而应该在密云城近处。

《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云：“ 厗奚废县在［密云］县东南，汉

奚。晋置厗奚县，属渔阳郡。厗音蹄，后汉曰 ⋯⋯ 宋傂 废。

白曰：‘檀州密云郡即汉厗奚县旧治’。”又《 新斠注地理志》

卷１４云：“ 厗奚，在今密云西。”民国《 密云县志》卷３则云：

“ 　虒奚当在密云西南”。应该说，无论在密云县东南也好，在

密云西也好，在密云西南也好，皆与《 水经注》说相吻合。也

就是说，在今密云城附近，确有一汉傂奚县故城，尤以宋白

说较为可信。该虒奚县故城无疑是东汉者。

在这里，另有三个问题必须予以说明。

第一，东汉仍有渔阳县之置，其地同西汉，为渔阳郡治。

但东汉初年，渔阳郡曾治潞县。时彭宠为渔阳郡太守。建武

二（年 ２６年），彭宠反“，攻幽州牧朱浮于蓟”。同年八月，光

武帝“ 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与彭宠战于潞，隆军败绩”

（《 后汉书·光武帝纪》）。《 后汉书·五行志》云：“ 建武中，

渔阳太守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

千馀家，杀人。”《 水经注·鲍邱水》云：鲍邱 迳水“ 又南 潞

县故城西⋯⋯屈而东南流，经潞城南，世祖拜彭宠为渔阳太

守，治此。”上述材料皆为东汉初年渔阳郡治潞之证。故清人

刘锡信所作《 渔阳郡三治潞县考》一文中，东汉为其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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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郡国志》序言云“：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

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凡县名先书者，郡

所治也。”而渔阳郡下九城中，渔阳县居首，是知东汉渔阳郡

仍治渔阳县。东汉渔阳郡治由潞迁渔阳，当在建武五年（ ２９

年）二月，渔阳太守彭宠为其部属所杀之后。

第二，东汉仍置犷平县，隶渔阳郡不改，可见《 后汉书

·郡国志》。东汉犷平县在哪里，说者不一《。 历代地理志韻编

今释》卷９云：“ 犷平，西汉县，渔阳郡；东汉县，幽州渔阳

郡。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８云：

“ 犷平故城在密云县东北，汉置县，属渔阳郡。后汉建安十年，

乌丸攻鲜于辅于犷平，曹操渡潞河救之。《 水经注》鲍邱水西

迳南 犷平县故城东是也。晋省。盖在潮河西，近古北口地。”

但是《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云：“ 犷平城在［蓟］州西，汉

县，属渔阳郡。⋯⋯东汉因之。建安十年，乌桓攻渔阳太守

鲜于辅于犷平，曹操引兵渡潞水救之，乌桓奔走出塞。晋废。”

康熙《 蓟州志》亦云：“ 犷平城在州西，乌丸攻犷平，曹操往

救，乌丸遁去。”上文已经说过，西汉犷平县故城在今密云县

东北石匣一带，《 方舆纪要》谓在蓟州西是不对的。同样，

《 清一统志》谓东汉犷平县仍在密云东北，似乎亦值得商榷。

《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魏太祖十年（ ２０５年）夏四月，

故安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乌丸攻鲜于

辅于犷平。秋八月，公征之，斩犊等，乃渡潞河救犷平，乌

丸奔走出塞。”显然，是曹操首先在幽州斩杀赵犊等后，才渡

潞河救犷平的。潞河，按《 水经注》说是“ 沽水又南迳潞县，

为潞河。”又“ 鲍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可见潞河是

古代潮、白二河流迳潞县河段的专称。因此，曹操渡潞河救

犷平，应从幽州率军东进。如果当时的犷平仍西汉之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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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密云东北之石匣一带，那么，曹操往救犷平应东北行，不

得渡潞河。由此可知《， 读史方舆纪要》《、 蓟州志》等所谓犷

平县故城在蓟州西是可信的。该犷平县故城则是东汉者。也

就是说，东汉犷平县已不在今密云境。

第三，如《 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称汉白檀县在密云

县南，要阳县在密云县东南等。但《 后汉书·郡国志》渔阳

郡下皆未载其名，是白檀、要阳县皆在建武中省废。而据

《 水经注》知，西汉白檀县在濡水（ 今滦河）岸畔，要阳县在

要水（ 今滦河支流兴州河）上游，皆与今北京市无涉。因此，

即使汉白檀、要阳二县曾在今密云县设立过，也只能是东汉

初年事，且位置存疑。

据《 晋书·地理志》序，魏武帝省七郡，渔阳为其一。

《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亦主魏武省渔阳郡说。但《 三国志·魏

书·文帝纪》云：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六月，“ 省渔阳郡之狐

奴县，复置安乐县。”是知三国魏仍有渔阳郡，或者魏武省渔

阳郡说误，或者省而复置。故三国魏时，今密云县地当仍属

渔阳郡。即使省渔阳郡，亦当在魏明帝之后。

《 晋书·地理志》不载渔阳郡名，是晋省渔阳郡之证。原

渔阳郡属县潞、安乐、泉州、雍奴、狐奴等并入燕国。故晋

时，今密云县境无县以置，其地当属狐奴县。

晋惠帝（ ２９０ ３０６年）以后，幽州没于石勒。《 晋书·载

记》有，后赵王石虎（ 季龙）伐辽西鲜卑段辽，“ 辽渔阳太守

马鲍”等降石虎。又石虎将讨慕容皝，“ 徙辽西、北平、渔阳

万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由此可知，十六国后赵时

有渔阳郡。《 十六国疆域志》卷２称，后赵幽州渔阳郡领六县，

即渔阳、潞、安乐、泉州、雍奴、狐奴。这时，今密云县地

当属渔阳郡渔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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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慕容氏建前燕。《 北史·窦瑗传》云，瑗之曾祖窦堪

为慕容氏渔阳太守，是知前燕亦有渔阳郡之置。《 十六国疆域

卷３谓前志》 燕渔阳郡“ 属县无可考”。据《 北京历史地图

集》，前燕渔阳郡领渔阳县。故此时今密云县地当仍属阳郡渔

阳县。又据《 北京历史地图集》，前秦和后燕均有渔阳郡渔阳

县之置，今密云县地所属如前。

从北魏以迄北周的一百六十余年间，是密云县建置沿革

上最为复杂的时代，留存下来的疑难问题也最多。兹将这期

间的有关建置及其演变分述如下：

北魏渔阳郡渔阳县《。 魏书·地形志》“：渔阳郡，秦始皇

置。真君七年（ ４４６年）并北平郡属焉。领县六⋯⋯渔阳，二

汉属，晋罢，后复。有渔阳城、安乐城、桃花山。”按杨守敬

《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说，北魏渔阳郡治雍奴（ 见《 二十

五史补编》第四册。雍奴县故城在旧武清县东旧县村，在北

运河西）。从其所领渔阳县内有渔阳城、安乐城（ 在顺义西

北）、桃花山（ 在顺义县北）等情势推断，北魏渔阳县治虽与

两汉者异地，但亦未远徙他乡，仍在今密云西南境或怀柔县

东南境。今密云县地当属渔阳县辖土。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

《 日下旧闻考》卷１４１引密云县旧志云：“ 土垠故城在县东北

一百八十里陈宫山下”。按土垠县，本汉县，属右北平郡，故

城在今河北省唐山市新区李庄子（ 旧名东银城铺）。但《 魏书

·地形志》安乐郡下云：“ 土垠，真君九年（ ４４８年）置”，是

北魏别置土垠县，属安乐郡。疑所谓密云东北一百八十里陈

宫山下之土垠县为北魏新置者。若此，则今密云东北部或许

属土垠县地。

北魏时，于今古北口外承德地区曾置有安州，领密云、安

乐、广阳三郡，郡下共领有八县。《 水经注·濡水》云：“ 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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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谓之曲河［，御夷］镇东北三河又东南，水流 百里。又

东出峡，入安州界。⋯⋯濡水又东南，索头水注之。水北出

索头川，南流，迳广阳侨郡西，魏分右北平郡置，今安州治。”

濡水即今滦河，索头水即今滦河支流伊逊河。根据二河流势

判断，北魏安州当在今隆化县城处。《 魏书·地形志》安州条

下云：“ 皇兴二年（ ４６８年）置，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

寄治幽州北界。”此亦证元象（ ５３８年）以前，安州并不在幽

州界内。只是因北魏末年杜洛周等率众反于上谷，塞外州郡

县多被攻陷，故东魏元象中将安州及其所领郡县内迁，寄治

幽州北界。所谓幽州北界，即今密云县境，由此而造成今密

云县的历史沿革异常复杂。还应当指出，《 魏书·地形志》所

录，乃以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之建置为准，因为“ 孝昌之际，

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

齐方全赵，死如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永安末年，

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

（《 魏书·地形志》序）。所以，《 魏书·地形志》中，将北魏

与东、西魏建置情况，混淆一起，难以识辩，其中“ 乖迕亦

不一而足”（ 清温曰鉴《 魏书地形志校录》序言中语）。关于

安州及所领郡县的记载便是如此。《 地形志》云：

安州，皇兴二年置，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寄治幽

州北界。领郡三，县八：

密云郡，皇始二年置。治提携城。领县三：

密云，真君九年并方城属焉。

要阳，前汉属渔阳，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桃花山。

白檀，郡治。

广阳郡，延和元年置益州，真君二年改为郡。领县三：

广兴，延和二年置，真君九年并恒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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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乐，州郡治。延和九年置，真君九年并永乐。

方城，普泰元年置。

安乐郡，延和元年置交州，真君二年罢州置。领县二：

土垠，真君九年置。

安市，二汉、晋属辽东，真君九年并当平属焉。

（ 户口数字从略）

兹将其中的混乱讹误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详述如下：

（ １）安州之治《： 地形志》中有二说，一说治方城，一说

治燕乐，分别见“ 安州”下和“ 燕乐县”下。此乃分别指北

魏之安州和东魏元象以后之安州而言。上文引《 水经注·濡

水》谓安州与广阳侨郡同治，是北魏安州与广阳郡同治方城。

方城本为县，太平真君九年（ ４４８年）并入密云县，故《 水经

注》中未及方城。至于广阳郡所领之方城县，是普泰元年

（ ５３１年）新置，故皇兴二年（ ４６８年）所置之安州不可能治

该方城，只能治于早已并入密云县之方城。其地当即今河北

省隆化。至于安州治燕乐县，自是东魏元象中安州寄治幽州

北界以后事。其地在今密云县东北燕乐村。

（ ２）密云郡与密云县治：密云郡之治《， 魏书 ·地形志》

亦有二说，一说治提携城，一说白檀县为郡治。是密云郡治

曾有迁徙，还是白檀与提携城同地？这个问题也需要作一番

分析。既然《 魏书·地形志序》称“ 今录武定之世以为志”，

那么，愚以为密云郡治提携城当是东魏元象以后的事，在这

之前，密云郡则治白檀。清徐文范《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郡

县表》卷２载：“ 隆安二年（ ３９８年），后燕主［慕容］宝置密

云郡于白檀”。按《 魏书·地形志》说，是皇始二年（ ３９７

年）置密云郡，二说相差一年，当是记载有误，实际上是指

同一个密云郡。既然徐氏明言“ 置密云郡于白檀”，则证《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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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地形志》所谓白檀县为密云郡治，无疑是指北魏者。该

《 水经白檀县所在， 注·濡水》言之甚明，即在要水岸边，今

河北省滦平县东北兴洲河西的小城子处。值得注意的是，密

云郡所辖三县即密云、要阳、白檀中，密云在鲍邱水（ 潮

河）上游，要阳、白檀皆在要水上、下游。《 水经注·鲍邱

水》云：“ 鲍邱水出御夷北塞中，俗谓之大榆河。又南迳镇东

南九十里西密云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水出北川，南

流 水⋯⋯迳孔山西，又历密云戍东，左合孟广 水又西南至

密云戍东，西注道人水，乱流西南迳密云戍城南，右会大榆

河，有东密云，故是城言西矣。”根据这一记载，已故当代著

名历史学家王仲荤认为，后魏密云县“ 当在西密戍之东。西

密云戍即今河北丰宁县大阁镇西北三十里之土城子，俗亦名

西土城，则后魏密云县治当在今河北丰宁县大阁镇之东北。东

魏天平中，安州陷，元象中复置安州，寄治幽州北界，密云

县亦南移，寄治渔阳郡渔阳县界内，即今北京密云县城关

也（”《 北周地理志》卷１“０河北下”）。愚以为王仲荦的观点

是正确的。今丰宁县大阁镇东北有一南关村，为乡政府驻地，

村名南关，当与城有关系，疑北魏密云县治在此。其南三十

余里有高山，海拔２０４７米，名为云雾山。顾名思义，此山常

为云雾笼罩，密云县得名当与其有关。又《 水经注·濡水》云：

濡水“ 又东南流，右与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并导，谓之

大要水也。东南流，迳要阳县故城东，本都尉治，王莽更之

曰要术矣。要水又东南流迳白檀县，而东南流入于濡。”按要

阳县，西汉置，属渔阳郡。后汉省。北魏复置，改属密云郡。

清崔迺翚《 要阳县考》一文中指出“ 实即汉故县也”，也就是

说，北魏之要阳县与西汉县同地。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亦

指出：“ 汉要阳县地在今河北滦平县鞍匠营之西北、兴洲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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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兴洲河即《 水经·濡水注》之大要水也。后魏要阳县

治当仍汉旧。”《 魏书·地形志》要阳县下注“ 有桃花山”，今

兴洲河上游（ 在丰宁县东南境）凤山至刘营间河段西岸，有

一座桃花山，海拔１１０８米。虽未详该山名的历史沿革，但其

位置与《 水经注》所记汉要阳县所在相合。因此，在探寻北

魏要阳县址时，该桃花山是不可忽视的。有理由怀疑它就是

《 魏书·地形志》要阳县内的桃花山。因为汉要阳县故城在今

丰宁县东南境兴洲河西岸是确信无疑的，且北魏要阳县又仍

汉县之旧地，故该桃花山亦可视为北魏要阳县在今丰宁县东

南境之一证。至于北魏白檀县，上文据《 水经注》已有说明，

即今滦平县东北之小城子。《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２所谓

“ 白檀故城在［滦平］县西南”者，实指一地，因为清滦平县

治在喀喇河屯，即今滦河镇，故言西南（ 实应为西）。由于北

魏密云、要阳、白檀三县均在今河北省丰宁、滦平县境，并

且紧相毗邻，亦可证明《 魏书·地形志》所谓白檀县为密云

郡治，无疑是指北魏之密云郡而言。

东魏元象中，随着安州寄治于幽州北界，密云郡及所领

三县亦内迁于今密云县境。这时，密云郡才有可能寄治提携

城。所谓提携城，即汉 奚厗 或傂奚县故城之谐音。上面已经

论述过，在今密云县境有两处汉厗（ 傂）奚县故城，西汉之

厗奚县故城在今古北口内潮河西岸，东汉之傂奚县故城在今

密云城附近。那么，东魏密云郡究竟寄治哪个提携城？《 中国

历史地图集》将密云郡定于今密云县东北古北口处。《 北周地

理志》亦言“ 东魏密云郡治提携城，在今古北口附近。”杨守

敬《 水经注疏》亦主此说，谓后魏密云郡、白檀县治虒奚故

城“ 在今密云县东北”。愚以为诸家之说皆值得商榷。东魏密

云郡应治东汉之傂奚故城。宋白曰：“ 檀州密云郡即汉厗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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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治（”《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引）《。 辽史·地理志）云“：密

云县，本汉白檀县，后汉以居厗奚，元魏置密云郡。”《 太平

寰宇记》卷７１云：“ 密云县，本汉厗奚县。”《 舆地广记》卷

１２云：“ 密云，本二汉厗奚县地，属渔阳郡，后省。元魏立密

云郡及密云县。”《 大明一统志》卷１云“：密云县，⋯⋯后魏

置密云郡”《。 昌平山水记》卷下云“：［昌平］州东北一百二

十里为密云县，汉白檀县也。⋯⋯后魏皇始二年置密云郡，治

提携城，领密云、要阳、白檀三县。”如上诸家之说，虽然各

有疵可挑，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元魏（ 应为东魏）之

密云郡治在今密云城处，也就是说，密云郡所治之提携城，乃

东汉之傂奚故城。

至于东魏密云郡所领密云、要阳、白檀三县的位置，惟

要阳县可确定无疑，即在密云东南六十里上镇（ 今属平谷

县）附近，可见《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８、《 隋书地理志

考证附补遗》、《 光绪顺天府志·密云县村镇》、《 北周地理

志》卷１０等诸文献。密云县治多数文献指为今密云县城处，

如《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４《、 大

清一统志·顺天府》等。但《 光绪顺天府志》二十八“ 密云

县村镇”部分有云：“ ［密云县治南］三十三里丁家庄（ 今作

丁甲庄，属顺义县），未至数里许，或云密云故城也。”下引

密云薛志“ 隗山下即密云故县”以为证。假若此处确有密云

故城，则一定是东魏元象以后寄治者，因为隋唐以后从未见

有密云县治迁改的记载，而北魏密云县治又在今河北丰宁县

境，故除东魏之外，其他朝代的密云县治皆不可能在今密云

县南二、三十里地。如果东魏密云县治此，那么，于今密云

县城处便是白檀县治了。假定东魏白檀县治在今密云，那么，

《 魏书·地形志》所谓“ 密云郡治提携城”和“ 白檀县为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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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记载，便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密云郡和白檀县

同治东汉之傂奚县故城。但是，《 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谓白

檀废县在密云县南，《 光绪顺天府志》于密云县村镇部分中更

具体地说：“ ［密云县南］二十里南台上、南台下，或曰白檀

故城近此。”王仲荦针对《 读史方舆纪要》“ 白檀废县在密云

县南，以县南有白檀山而名”说，明确指出：“ 盖此白檀县即

东魏寄治于幽州北界渔阳县境者也。白檀山亦后人附会所名，

不可遂证汉之白檀在此也。后魏密云郡治白檀，即滦平县北

之汉白檀，东魏密云郡治提携城，在今古北口附近，而东魏

白檀县寄治今密云县南，则东魏世白檀，已非密云郡治矣”

（《 北周地理志》卷１０）。愚以为王仲荦关于东魏白檀县治在

今密云县南之见是对的。这样一来，东魏密云县治在今密云

就无疑议了。总之，笔者的意见是：东魏之密云县治即今密

云，白檀县治在今密云南，要阳县治在今密云东南。从密云

郡所领三县的分布形势判断，东魏密云郡治在今密云处的提

携城是合理的，而定于古北口附近的西汉厗奚城处是欠妥的。

（ ３）广阳郡与其属县之治：北魏之广阳郡治，据《 水经

注·濡水》所记（ 详见上文），已知在今滦河支流伊逊河畔，

即今河北省隆化。《 魏书·地形志》于广阳郡燕乐县下注云

“ 州郡治”，是谓安州和广阳郡皆治燕乐，故《 中国历史地图

集》将安州、广阳郡、燕乐县三者一并定于今河北省隆化。但

《 承德府志》卷３云：“ 北魏燕乐县即安州广阳郡治，其地在

边外，与东魏元象时侨置边内之燕乐县异。东魏侨置之燕乐

县在古北口内，今密云县东北境。《” 北周地理志》亦云“：盖

东魏时安州及广阳郡并寄治于今北京密云县东北七十里之侨

置燕乐也。”杨守敬亦主此说，谓“ 燕乐，今密云县东北七十

里（”《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 》）。此外，还有燕乐县在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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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东北七十五里和八十里之说，前者见于《 太平寰宇记》卷

７１，后者见于《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总之，今密云县东北

七、八十里地是东魏安州、广阳郡和燕乐县寄治之地。此地

愚以为当即石匣处。这里曾是西汉犷平县所在。值得注意的

是，《 旧唐书·地理志》载：“ 燕乐，隋县，后魏于县置广阳

郡，后废。旧治白檀故城，长寿二年（ ６９３年）移治新城，即

今治也。”《 太平寰宇记》说大致相同。这里的所谓“ 今治”，

应是今密云水库北之燕乐村处，西南距密云县城五十里，东

距石匣约二十里。既然唐长寿二年燕乐县治曾有迁移，那么，

东魏内迁的燕乐县治便不在今燕乐庄，当在石匣附近，也就

是说，石匣附近曾是白檀县故城。这个白檀县故城既非西汉

者，亦非北魏者，而东魏内徙者当在今密云县南，已见上文

所论，因此，疑这个白檀县故城是东汉初年者。当东汉初年

将犷平县治迁于今蓟县西之后，遂于犷平县故城作为内徙白

檀县治所，未久而废。这一解释有无道理，有待今后进一步

证明。另外，《 魏书·地形志》谓燕乐县于延和九年置，但北

魏太武帝延和年号只用三年，疑九年系元年之误。

广阳郡所属广兴、方城二县之治所何在，也是难解的谜。

北魏之广兴、方城二县在古北口外是无疑的。广兴治所罕见

文献记载，唯《 魏书·地形志》云安州治方城，但方城县于

太平真君九年（ ４４８年）省入密云县，后于普泰元年（ ５３１

年）新置方城县，隶广阳郡，其地当仍在古北口外。元象中，

广兴、方城二县自与广阳郡、燕乐县同时寄治今密云县境。

《 读史方舆纪要》《、 光绪顺天府志》《、 光绪畿辅通志》等书，

皆谓方城废县在密云县东北，但广兴废县未知其详。今密云

县东北太师屯乡有城子村，西距石匣约十五里，疑方城、广

兴二县当有其一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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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安乐郡与属县之治：北魏之安乐郡治“ 当在今河北

承德、宽城二县境内（”《 北周地理志》卷１０）《。 水经注·濡

水》中有云：“ 濡水又东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乐县丁原

迳其县故山，南流 城西，本三会城也，⋯⋯又南流注于濡。濡

水又与高石水合，水东出安乐县东山，西流历川三会城南，西

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东南迳卢龙塞。”显然，王仲荦

之见有据于此。东魏元象中，安乐郡亦寄治幽州北界。《 大明

一统志》卷１：“ 安乐城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后魏置安乐郡

及县。”《 万历顺天府志》卷“１：安乐城，密云县东北五十里，

光后魏安乐郡。”《 绪顺天府志·密云县村镇》：“ 后魏安乐郡

故城在密云东北五十里安乐庄。”诸多文献所谓后魏安乐郡治

在密云东北五十里者，皆指东魏安乐郡而言，其地即今密云

水库北岸之燕乐村处。另外，《 昌平山水记》谓后魏安乐郡治

在今顺义西北六里安乐庄，疑误。

安乐郡所领之土垠、安市二县治，土垠县当与郡同治。而

安市县治在今燕乐村西黄土坎处。《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

１２：“ 安市，北魏县，安州安乐郡，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

五十［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安市废县［，密云］县

东北五十里，汉辽东属县，后魏侨置于此。”《 光绪顺天府志

·密云县村镇》：“ ［东北］五十里黄土坎，或曰安市废县近

此。”

在这里应当着重说明，《 昌平山水记》谓“ 土垠县有二：

一在［顺义］县北门外里许，一在密云县东一百里陈宫山下。”

康熙《 密云县志·古迹》亦云“ 密云东一百里陈宫下山下有

土垠县，今址存。”但《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卷４以及《 隋

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等文献皆言后魏土垠县在今密云县东

北一百八十里。又《 康熙顺义县志》卷１亦云“ 土垠县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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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县北门外里许”。愚以为在密云县东北百八十里之土垠县

应是北魏者。而在县东百里者，要么是百八十里之讹，要么

是东魏者。至于顺义县北里许之土垠县亦可能是东魏者。总

之，东魏之土垠县治众说纷云，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可知东魏元象中将安州及所领三郡八县寄治

幽州北界后，对密云县的历史沿革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自此

以后，今密云县地开始出现密云郡、县之名；二是由于三郡

八县的寄治，使密云县历史沿革复杂化，而诸多文献对三郡

八县的记载有详有阙，甚或殊异，遂使密云县历史沿革在北

魏至东魏期间留下了一系列疑难问题，至今说不清，理不顺，

甚至会成永久性的谜。这是研究密云县历史沿革应当注意的

一个大问题。

北齐至北周间，经过一系列的省并调整，使东魏元象中

侨置安州及所领三郡八县于幽州北界，而导致今密云县境当

时的建置异常复杂的状况，渐趋简化和稳定。据《 隋书·地

理志》载：

安州，后周改为玄州。

密云郡，后齐废。并省白檀、要阳二县入密云。

广阳郡，后齐废。并省广兴、方城二县入燕乐。

安乐郡，后齐、后周皆沿。但后齐废土垠县入安市，后

周废安市县入密云。

因此，北齐时今密云县土地上置有安州，州领安乐郡，郡

领密云、燕乐、安市三县。州、郡皆治燕乐，在今密云东北

七十里石匣附近。密云县治在今密云，安市县治在今燕乐村

西黄土坎。

北周时，今密云县土地上置有玄州，州领安乐郡，郡领

密云、燕乐二县。州、郡仍治燕乐，地址同前。密云县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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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

隋文帝开皇六年（ ５８６年），徙玄州治于无终（ 今天津市

蓟县），后于玄州旧治置檀州，又废安乐郡。应该指出，《 隋

书·地理志》安乐郡下谓开皇十六年（ ５９６年）徙玄州。《 舆

地广记》卷１２亦云“ 十六年州徙，寻立檀州。”《 资治通鉴》

卷２０５胡三省注云“ 隋开皇十六年置檀州”，是谓玄州之徙亦

在是时。但《 太平寰宇记》卷７１引《 隋图经》云：“ 开皇初

徙玄州于渔阳，⋯⋯至十八年（ ５９８年）又割幽州燕乐、密云

二县于旧玄州置檀 《” 元和郡县补志》卷州，取汉白檀县为名。

３则谓“ 开皇元年徙［玄］州于渔阳，十六年乃割幽州之燕乐、

密云于旧州治置檀州。”仅何年徙玄州一事，诸多文献所载如

此歧异，足见研究历史沿革之难。这里据《 太平寰宇记》，取

开皇六年说。

隋开皇年间，檀州治燕乐，领燕乐、密云二县。大业三

（年 ６０７　），罢年 州为郡，檀州改为安乐郡，领县不变。郡治

燕乐，即今石匣附近。《 隋书·地理志》云：“ 燕乐，后魏置

广阳郡，领大兴（ 原名广兴，隋因避炀帝名讳更名）、方城、

燕乐三县。后齐废郡，以大兴、方城入焉。大业初置安乐郡。

有长城，有沽河。“”密云，后魏置密云郡，领白檀、要阳、密

云三县。后齐废郡及二县入密云⋯⋯有长城。有桃花山、螺

山，有渔水。”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指出：“ 燕

乐，今密云县东北七十里“。”密云，今县治。”

入唐以后，今密云县内的建置又有一些变化。武德元年

（ ６１８年）罢郡为州，安乐郡改为檀州，隶幽州总管府。六年

（ ６２３年）改隶幽州大总管府。七年（ ６２４年）又改隶幽州大

都督府。九年（ ６２６年）再改隶幽州都督府。开元十三年（ ７２５

年）复隶幽州大都督府。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天下诸州改为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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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州改为密云郡，归范阳郡管。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复称檀州。

因唐代有州改郡、郡改州的反复，故《 新唐书·地理志》并

称“ 檀州密云郡”。有唐一代，檀州或密云郡领二县，为密云、

燕乐。密云，州郡治。《 大清一统志·顺天府》称“ 武德元年

于县治檀州”《。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１说同。燕乐“，旧治

白檀故城，长寿二年移治新城，即今治也”（《 旧唐书·地理

志》）。这里的所谓“ 今治”，乃指今密云水库北岸之燕乐庄，

其旧治当在今石匣处。《 舆地广记》卷１２密云县下谓“ 唐自

燕乐徙檀州治焉”，疑檀州自燕乐徙治密云亦在长寿二年。

载。《 旧五代史·郡县志》中檀州 阙 《 新五代史·职方

考》中，梁、唐皆有檀州，自晋入于契丹。故五代之梁、唐

时，檀州之置当仍前代。《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天佑

十年（ ９１３年），周德威攻幽州。十月，刘守光“ 帅七百骑、步

军五千，夜入檀州。”十二月，“ 檀州燕乐县人执刘守光并妻

李氏、祝氏、子继祚以献。”事亦见同书刘守光传。《 读史方

舆纪要》卷１１云：“ 五代梁乾化三年（ ９１３年），晋将周德威

伐燕，刘守光奔燕乐被擒，县寻废。”《 续通典》亦谓燕乐县

五代时废为燕乐庄。

五代晋天福元（年 ９３６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赂辽，檀

州为其一，此后檀州地入于契丹。据《 辽史·地理志》，檀州

属南京幽都府（ 后更名析津府），领密云、行唐二县。密云县

沿前代旧置“。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

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

隶彰愍宫（”《 辽史·地 》理志 ）。按彰愍宫系辽十二宫卫之一，

景宗置。辽制“：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

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

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辽史·营卫志上 》）。彰愍宫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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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肃皇帝侍卫及武安州户置，其宫帐在合鲁河。统四州二县，

》行唐县为其一（《 辽史·营卫志上 ）。由此可见，行唐县不

应属檀州，而确隶彰愍宫。《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１云：“ 行唐

废县，亦在［密云］县东。 编今释》卷８、”《 历代地理志韻

《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１等文献皆谓辽置行唐县在密云县

东，但未详确址。今县东约十五里前、后焦家务一带，有一

片瓦碴地，地上陶片似为唐辽遗物，莫非行唐县治在此？鉴

于行唐县管有十寨，疑今密云县西之河南寨、燕乐寨、靳各

寨、渤海寨等村皆为其遗存。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点，有

些文献谓燕乐县于五代时废为燕乐庄，已见上文。但《 辽史

·圣宗纪》云：统和七年（ ９８３年）六月辛酉，“ 诏燕乐、密

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 辽史·食货志》又云：统和十五年

（ ９９７年“），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

田置业入税。”《 校勘记》以为二者是一回事，又据《 地理

志》结论曰“ 辽无燕乐县，此系用旧名。”愚以为燕乐县名既

见于《 辽史·圣宗纪》，又见于同书《 食货志》，且二者所言

并非一事，故辽代曾有燕乐县，也可能是五代废后于辽代复

置。《 辽史·地理志》明言檀州领二县，但行唐县隶于彰憨宫，

不当属檀州，故《 地理志》漏载燕乐，亦未可知。这个问题

还应深入研究。

北宋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金人以檀州归宋。宋赐郡名曰

横山，升镇远军节度，上统于燕山府路。领二县，即密云、行

唐。七年（ １１２５年），地复入于金（《 宋史·地理志六》。这

里所云檀州领县与《 辽史》同。疑辽后期废燕乐县，又辽亡

之后，行唐县不再隶彰愍宫而改属檀州了。故未可以此而证

辽代不曾有燕乐县。

金代废檀州和行唐县，以密云县属顺州，上统于中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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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金史·地理志》 史方舆纪要》卷１１云：“ 金废

［檀］州以［密云］县属顺州，后复为檀州，以密云县并入。”

《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说略同。《 元史·地理志》称“ 金仍为

檀州”，与《 金志》不符《， 纪要》所谓“ 后复为檀州”，当据

《 元志》。

《 元史·地理志》谓元代檀州因金之旧，隶大都路。州未

领县。是知元代未有密云县之置。《 元史》本纪、地理志、五

行志等均不见密云之名。但《 明史·地理志》密云县下云：

“ 元檀州，后置县，为州治。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十一月省县

入州。十二月复置县，省州入焉。属［北平］府。正德元年

（ １５０６年）七月来属［昌平州］。”这里的“ 后置县，为州治”，

似乎指元代而言，因有洪武元年“ 省县入州”之举。而《 大

明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 天府广记》等书，皆谓明洪武

初改檀州为密云县，与《 明史·地理志》所谓洪武元年“ 十

二月复置［密云］县，省州入焉”相合。故密云县之复置是

在洪武元年十二月，时属北平府。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改属

顺天府。据《 昌平山水记》卷上，“ 正德元年，应南京吏部尚

书林瀚之请，升昌平县为州，以密云、顺义、怀柔三县隶之。

未几复降为昌平县。至正德八年（ １５１３年）始定为昌平州。”

另据黄云眉《 明史考证》，昌平真正称州实为正德九年（ １５１４

年）。因此，密云县由顺天府属而改隶昌平州，应定为正德九

年。此后，终明未改。

清沿明旧，密云仍为顺天府昌平州属县。但康熙二十七

年（ １６８８年）于顺天府设东西南北四路同知后，密云县亦属

北路厅。直至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才改密云县直属顺天府。

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４年废顺天府改称京兆，密云为京兆属

县之一。１９２８年废京兆，县改隶河北省。１９３２年属蓟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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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专员区。１９３５年归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１９３８

年归伪“ 河北省冀东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

日军民设丰滦密联合县、兴滦密联合县、怀滦密联合县、蓟

平密联合县、平三密联合县、平密兴联合县等，皆与密云县

相关。特别是著名抗日将领、中国共产党党员白乙化在县境

西北部鹿皮关战斗中壮烈牺牲后，为了纪念他，抗战胜利后，

曾以潮河为界将县境分为两部分，西部称乙化县， 东部为密

云县。后二县合并为一，仍以密云县称。１９４８年底县境解放

后，属河北省通县专区。１９５８年３月，通县专区撤销，密云

县曾划入承德专区，同年１０月划归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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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建置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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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怀柔县建置沿革

怀柔县在北京市北部。西与延庆县相邻，东与密云县交

界，西南与东南分别与昌平县和顺义县毗连，北、西北与东

北则分别与河北省丰宁、赤城、滦平三县接壤。面积２５５７平

方公里，人口２６万。辖７镇、１４乡。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县境南北狭长，南北最长达１２８公里，东西最窄处仅１０

余公里。境内多山，山区占全县总面积８８％，仅东南隅是平

原。山地属军都山，其中最高峰平顶山海拔１６６１米，而平原

区最低处仅３４米。白河横穿县境中部，有汤河、天河、琉璃

河等重要支流；南部则有怀九河、怀沙河、雁栖河、沙河等，

汇注潮白河。怀柔水库是大型水库，为北京市水源之一。县

内年平均气温１０℃左右，年降水量５４４ ８３８毫米。自然条件

复杂，自然资源多样，宜发展林果生产。长城横跨县境中南

部，慕田峪段已开发为京郊著名旅游区。黄花城、河防口等

是长城上重要关口。

解放前的怀柔县在长城以内，向东南包有今密云县东邵

渠乡、平谷县刘家店乡以及顺义县木林乡一部分。五十年代

初期，察哈尔、热河两省先后撤销后，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

逐渐形成今县境。因此，在叙述本县的历史沿革时，需注意

长城南北的不同。下面的叙述主要就长城以南地域说的。北

部情况仅作概要插述。

早在新石器时代，今怀柔县南部即有人类活动。文物考

古工作者在县城、黄花城乡杏树台、范各庄乡长元村等地，均

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春秋战国时，全县地属燕国。战国后

期，燕国大将秦开北却东胡，于北部置上谷、渔阳、右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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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辽东五郡（《 史记·匈奴列传》），其中的渔阳郡治便

在今县梨园庄东南。这是《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经过

多次实地勘察，结合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印证，而确认的。秦

因之，仍置渔阳郡渔阳县于该地。秦二世发闾左戍渔阳，即

此，结果导致由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

起义。

西汉仍为渔阳县，属渔阳郡，郡县治所如故。王莽时改

渔阳县曰得渔，改渔阳郡曰通潞，但治所未徙（《 汉书·地

理志》 》），但）。东汉初，渔阳郡一度治潞（《 水经注·鲍邱水

渔阳县仍旧，后郡治渔阳（《 后汉书·郡国志》）。三国魏明

帝时仍为渔阳郡、渔阳县地。《 晋书·地理志序》谓魏武省渔

阳郡，但《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云：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

六月，“ 省渔阳郡之狐奴县，复置安乐县。”又《 晋书·张华

传》称“ 父平，魏渔阳郡守”。《 献帝起居注》详载幽州诸郡

中亦有渔阳。据此诸端，知三国魏仍有渔阳郡县。西晋，渔

阳郡县俱废，地当分属安乐、昌平、狐奴诸县（《 晋书·地

理志》）。十六国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领有渔阳郡

（《 十六国疆域志》和《 北京历史地图集》），时当亦为渔阳郡

县地。北魏为渔阳县，属渔阳郡，但郡治徙于雍奴（ 今武清

县西北旧县村）《。 魏书·地形志》渔阳郡渔阳县下注“：二汉

属，晋罢，后复。有渔阳城、□乐城、桃花山。”这里的渔阳

城当是秦汉之渔阳郡县城，即在今梨园庄东南者。可见，北

魏之渔阳县已非故治，但又未远离渔阳故城。《 水经注·沽

水》云：“ 沽水又西南流出山，迳渔阳县故城西，西南合七度

水。⋯⋯沽水又南，渔水注之，北出县东南平地泉流，西迳

渔阳县故城南，⋯⋯秦发闾左戍渔阳，即是城也。”由郦道元

谓渔水“ 北出［渔阳］县东南平地泉流”一语揣度，北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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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 □乐城”中的阙字当为“ 安”，两县治似近其故城。且“

汉魏晋皆置有安乐县，两汉安乐县故城在今顺义西南古城村

北，魏晋安乐县故城当在今顺义西北六里衙门村（ 旧名安乐

庄），东北距渔阳地不过几十里。又桃花山疑即今怀柔县与顺

义县交界处之桃山。由这几方面综合分析，可以断定北魏之

渔阳县不会远徙渔阳故地。《 光绪顺天府志·顺天府沿革表·

怀柔县》认为，北魏时今怀柔县南部属“ 密云县北境、昌平

县东境”，不确。东魏时地当分属渔阳县和军都县，渔阳县沿

旧置，军都县是东魏新移治者，故址在今昌平县东境东、西

新城处（ 见《 昌平山水记》）。北齐、北周皆为渔阳县地。隋

废渔阳，于无终（ 今天津蓟县）新置渔阳郡县，今怀柔县南

部当分属密云和昌平二县。唐代始有怀柔县名，但该怀柔县

《。 通典·州郡八》云：属归顺州归化郡（《 两唐书·地理志》）

“ 归化郡，东至渔阳郡（ 今蓟县）二百十五里，南至范阳郡

（ 今北京）八十里，西至妫川郡（ 旧怀来）二百里，北至密云

郡（ 今密云）七十里。东南到渔阳郡二百十里，西南到范阳

郡八十里，西北到⋯⋯东北到密云郡七十里。”准其地望，唐

归顺州归化郡及所领之怀柔县治所，均在今顺义，与今怀柔

县无涉。唐代今怀柔县当仍为密云县西境和昌平县东境。开

元二十五年（ ７３７年），将燕州自幽州城中徙治幽州北桃谷山

后（《 两唐书·地理志 ，其辖境当与今怀柔县西南》） 部相关

涉。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燕州改为归德郡，领辽西县。《 通典

·州郡八》归德郡下有云：“ 东至密云郡八十里，南至范阳郡

九十里，西至范阳郡昌平县五十里，北至山五里。东南到后

魏废易京城四十里，西南到芹城五里，西北到乾河山五里，东

北到宋城镇二十五里。”准其地望，唐燕州归德郡及所领辽西

县治无疑在今昌平县境东、西新城处，即东魏军都县城，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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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尚存。那么，今怀柔县西南部属燕州归德郡辽西县地是完

全可能的。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燕州为朱滔所灭，后改置幽

都县，还治于幽州城。此后，燕州旧地当又归属昌平县。

五代时，地当分属檀州、顺州和幽州昌平县。后唐天福

元年（ ９３６年），地归于契丹。

辽代亦有怀柔县，属顺州（《 辽史·地理志》），其治所

同唐，在今顺义。辽时，今怀柔当分属檀州、顺州和昌平县。

金代废怀柔县名，改称温阳县，属顺州，为州治。又废

檀州，以密云县隶 。故今怀柔地在顺州（《 金史·地理志》）

金代当分属密云、温阳、昌平县。

《 光绪顺天府志·顺天府沿革表·怀柔》栏内，自后魏至

元代，皆填以“ 昌平县东境”，只有后魏并加“ 密云县西境”

和五代唐作“ 燕平县东境”。其说虽然不尽确切，但也反映了

一定的历史事实。同书同篇在明代栏内云：“ 怀柔县，析昌平

县、并分密云县西境置，属昌平州。”《 大明一统志》卷“１怀

柔县”下云：“ 在［顺天］府东北一百里。本密云、昌平二县

地。唐贞观中置怀柔县，天宝初改归化县，乾元初复旧名。辽

属顺州，金改为温阳县，元废人顺州。本朝洪武中分密云、昌

平地复置怀柔县。《” 明史·地理》怀柔县下注云“：洪武元年

十一月省入檀州，十二月复分密云、昌平二县地置，属［北

平］府。正德元年七月来属［昌平州］。东有黍谷山，西有白

河。”查《 明洪武实录》卷３６上载，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十

一（月 戊戌朔）壬（子 十五日“）并怀柔、密云二县地入檀州。”

同年十二（月 丁卯朔）丙（戌 二十日“），仍改檀州为密云、怀

柔二县。”显然，《 明史·地理志》说与《 明实录》说基本相

同。这样一来，便出现一个问题，即于洪武元年十一月省入

檀州的怀柔县是何时所置？是元末？还是明初？明军北伐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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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元大都是洪武元年八月（ 己巳朔）庚午（ 初二日）事，至

十一月十五日仅三个半月，战事未息，似乎无暇设置州县。

《 明史·太祖本纪》和《 明洪武实录》中也未有其间设置怀柔

县的记载。因此，可以断言，于今怀柔地新置怀柔县是元朝

末年事，只是《 元史》漏记而已。如果这一结论不无道理的

话，那么，应该说元未于今县地新置怀柔县。明洪武元年十

一月省入檀州，十二月废檀州，分密云、昌平二县地复置怀

柔县。初隶北平府。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改属顺天府。正德

元年（ １５０６年）划属昌平州，未几昌平州复降为县，怀柔县

仍属顺天府。正德九年（ １５１４年）昌平复升为州（《 昌平山

水记》作八年，此据黄云眉《 明史考证》一书中说），怀柔县

与密云、顺义才真正为昌平州属县。

清代初期，制同明代，即怀柔县仍为顺天府昌平州属县。

（ １６康熙二十七年 ８８年）于顺天府设东西南北四路同知，怀

柔归北路厅管。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改怀柔县直隶顺天府

（《 光绪顺天 》）。府志沿革表

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十月，改顺天府为京兆，时怀柔为

京兆属县。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废京兆，县改隶河北省。

在这里必须予以说明，明、清以至民国间的怀柔县，其

辖境上文已有交待。今怀柔县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域在解放前

并非属怀柔。可以说，今怀柔县长城以北广大山区的历史沿

革，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清代以前在这片山区内

未曾设置过州郡县治所，多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范围，甚至

汉族人对该地区的地理情况亦鲜有所知。北魏郦道元注《 水

经》时，对沽水（ 白河）流经该地区的河段只字未提，又长

城在今怀柔县境向南大大弯进，正是上述情况的佐证。但是，

历史上这片土地在哪朝哪代到底归属何州何县，实在难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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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明白，这便又显得复杂起来。在这里只能概略一叙，仅供

参考。

据《 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图幅所示，秦汉以至曹魏，今

怀柔县北部山区大部属渔阳郡地。但是也应该指出，西汉于

今古北口外置有白檀、要阳、滑盐三县（ 分见《 水经注·濡

水》和《 鲍邱 》），属渔阳郡（《 汉书·地理志 故怀柔水 》）。

县北部山区于西汉当为渔阳郡辖境，尚可置信。东汉时三县

俱废，渔阳郡辖境已不能及于此，已为鲜卑人的活动地区了。

西晋大部属燕国。北魏时，于今古北口外置安州，所领密云

郡及密云、白檀、要阳三县，当与今怀柔北部山区相涉。《 中

国历史地图集》北魏安州、幽州、燕州的交界线正通过今怀

柔县境北部。也就是说，北魏时，该地区分属幽、安、燕三

州。隋唐为奚族活动区，唐置饶乐都督府加以管理。后为契

丹占据。辽属中京道北安州辖地。金属北京路兴州宜兴县地。

》），该白檀镇即北魏之金宜兴县治白檀镇（《 金史·地理志

白檀县，故址在今滦平小城子。元为兴州宜兴县地。明初为

大宁都司辖域，永乐中大宁都司内徙于保定后，弃为鞑靼朵

颜部活动区。清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设热河理事厅；十一年

（ １７３３年）改为承德直隶州；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析张家口厅

东境置独石口理事厅。这时，今怀柔县北部山区分属承德直

隶州和独石口直隶厅。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年）罢承德直隶州，复

置热河直隶厅；又置喀喇河屯直隶厅（ 治今滦平县滦河）；四

十三年（ １７７８年）改热河直隶厅为承德府，又改喀喇河屯直

隶厅为滦平县，属承德府。这时，今怀柔县长城以北山区则

分属承德府滦平县、丰宁县和独石口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拟设热河省与察哈尔省，未果。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分

别设热河特别区和察哈尔特别区；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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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改为热河省和察哈尔省。这时，今怀柔县北部山区分属

热河、察哈尔两省。抗日战争期间，今怀柔县北部山区是冀

热察抗日根据地，曾设滦昌怀联合县，领导军民抗日，联合

县领导机关驻今八道河乡头道梁村。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

年）新设四海县，属察哈尔省，辖境包括今怀柔县北部山区

一部分。１９５２年察哈尔省撤销，属县划归山西、河北二省。同

年，将热河省滦平县第十一、十二两个区划归河北省怀柔县。

四海县撤销，辖土划归延庆、滦平和怀柔等县。１９５５年热河

省撤销。经多次调整行政区划。形成今怀柔县境。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全县划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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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县位于北京市西北部。东邻怀柔县，南界昌平县，北、

西两面分别与河北省赤城、怀来二县接壤。面积１９８０平方公

里。人口约２７万。辖２６个乡、镇。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怀柔县历史沿革图示：

第十八节　　　　延庆县建置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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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北、东、南三面群山连绵，为燕山山脉西端，东南

部山地又称军都山。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７６．４％，最高峰大

海坨，海拔２２３４米，为北京市第二高峰。中部和西南部为川

地，系怀来 ６００米，盆地东北部，亦称延庆盆地，海拔５００

川地占全县总面积的２３．６％。妫水河自东北而西南流贯，下

注永定河。白河自西而东蜿蜒穿过东北部山地。官厅水库东

北隅在境内。因处山后，地势较高，气候偏凉偏干，年平均

，年平均降气温为８　℃ 水量５３４毫米。南有八达岭和长城，控

扼居庸关孔道北口，形势险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北有龙

庆峡山水之秀，为北京新十六景之一。

远古时代，延庆县属冀州、幽州地。春秋战国时代，地

属燕国。燕昭王（ 公元前３１１ 前２７９年）时，励精图治，

国势大振。燕将秦开大败东胡，于是燕国于北境置上谷、渔

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史记·匈奴列传 ），今》 延

庆县地当时属上谷郡，郡治当即沮阳城（ 今怀来县官厅水库

南大古城）。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上谷郡为其一，仍燕国旧置 辖有今延庆县地， 。

西汉于今县境置居庸、夷舆二县，均属上谷郡（《 汉书·

。居庸县治在今延地理志 》） 庆，夷舆县治在今延庆东北古城

村（ 俱见《 水经注 。王莽篡汉，乱改地名，时改上谷郡名》）

朔调，改夷舆县名朔调亭（《 汉书·地理志》），而居庸县名

依旧，二县皆属朔调郡。

光武中兴，废莽新所改，复西汉旧置。建武六年（ ３０

年）六月，并省四百余（县《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后汉

书·郡国志序》云：“ 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

并省也。”据此而知夷舆县废于东汉建武六年，而居庸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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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上谷郡。建武十五年（ ３９年），因胡寇数犯边，故徙雁门、

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后汉书·光

武帝纪下》）。居庸县民亦当徙置关内今昌平县境《。 读史方舆

纪要》卷十一昌平州下云：“ 居庸城在州西北，汉县，属上谷

郡，关因以名。东汉至晋皆为上谷郡属县。后魏、高齐因之。

后汉废（”按句尾之“ 汉”字当为“ 周”字之讹，指北周而言。）。

这里的居庸城疑为东汉内徙者。至建武二十六年（ ５０年），内

徙之郡县吏民复归本土（《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终东汉

之世不改。东汉末年，公孙瓒大败刘虞于蓟城，刘虞“ 与官

属北奔居庸县。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刘虞并妻子还

蓟（”《 后汉书。刘虞传》），就是明证。

三国时，今县境归魏之版图。曹魏仍置上谷郡，领六县，

居庸为其一。清洪亮吉《 补三国疆域志》卷上于上谷郡居庸

县下引《 水经注》云：“ 魏上谷郡治”，是谓曹魏上谷郡徙治

居庸县《。 水经注》原文曰“：［沧河］又西迳居庸县故城南，

魏上谷郡治。昔刘虞攻公孙瓒不克，北保此城，为瓒所擒。有

粟水入焉。水出县下，城西枕水⋯⋯”揣琢文意，是北魏居

庸县仍治居庸故城，至少二者相距未远，因为出自居庸县下

的粟水，即今延庆城西之三里河，可资证明。但所云“ 魏上

谷郡治”，是指曹魏，抑或北魏？实未明确。愚以为当指北魏

而言。

西晋于今县境仍置居庸县，属上谷郡，郡治沮阳（《 晋

书·地理志》）。惠帝元康四（年 ２９４年）八月“，上谷居庸、上

庸并地裂陷，水泉涌出，人有死者（”《 晋书·惠帝纪》）。这

里的“ 上谷居庸”，即指今延庆县地《。 水经注》）云“：［沧

河］又西南，右合地裂沟，故老云：晋世地裂，分此界间成

沟壑，有小水，俗谓之分界水，南流入沧河。”沧河即妫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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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居庸县故城南”，则知地裂沟在居收纳地裂沟水后“，又西

庸故城东，今延庆东八里店、王泉营一线有条小河，当即地

裂沟。由此可见，西晋之世今延庆县为上谷郡居庸县地。《 读

史方舆纪要》卷十七、《 乾隆延庆州志》卷一等籍，均谓延庆

州“ 晋属广宁郡”，误。 ２８９按广宁郡，晋武帝太康（ ２８０

年）中置，治下洛（ 今河北省涿鹿县），领下洛、潘（ 治今涿

鹿县保岱村）、涿鹿（ 今涿鹿县东南六十里古城）三县，与今

延庆县地无涉。谓延庆县地晋属广宁郡，特指东晋短时期内

而言，则是正确的。

东晋南渡后，北方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

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一些汉族军阀所割据，相继建立了十六

个割据政权，是谓十六国时期。这期间，今延庆县地先后为

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占有。据清洪亮吉《 十六国疆

域志》卷２，后赵幽州辖五郡，上谷郡为其一，而上谷郡又领

二县，居庸县为其一。后赵置有上谷郡，还见于《 晋书·石

季龙载记》，谓石季龙（ 即石虎）伐辽西鲜卑段辽时，段辽之

上谷相侯龛降石虎。事在后赵建武四年（ ３３８年）。《 十六国疆

域志》卷三所载前燕幽州辖郡中，不见上谷郡，是上谷郡前

燕 载记》云，慕容时废《。 晋书·慕容 即燕王位后第二年，

即东晋穆帝永和六（年 ３５０年“），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

郡人于凡城”。按徐无即今遵化县地，凡城在今河北平泉县境。

疑上谷郡之废于是时，而其地土归于广宁郡。《 十六国疆域

志》卷４于前秦幽州所辖五郡中，上谷郡亦阙，是前秦仍未

复置，今延庆县地于前秦当仍归于广宁郡。《 十六国疆域志》

卷１２于后燕幽州所辖诸郡中，上谷郡为其一，郡领二县，居

庸县为其一。可知后燕复置上谷郡和居庸县。这从其他史料

中亦可寻得证据，如《 资治通鉴》卷１０７载，东晋孝武帝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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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十二年，亦即后燕慕容垂建兴二（年 ３８７年“），燕上谷人王

”，以郡附刘显。又同书云“：燕赵王［慕容］麟敏杀太守封戢

讨王敏于上谷，斩之。”另有《 宋书·王玄谟传》云，其祖王

牢“，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 晋书·慕

容垂载记》云：“ 垂至上谷之沮阳，以太元二十一年（ ３９６

年）死。”《 魏书·太祖纪二》“：［慕容］宝上谷太守慕容普

邻”。上述史料证明，后燕确复置 居庸县当亦复置，上谷郡，

并由广宁郡地改为复隶上谷郡。

北魏，上谷郡与居庸县仍后燕之旧《。 魏书·世祖纪》：太

延三（年 ４３７年“）行幸幽州⋯⋯，还幸上谷，遂至代。”同书

太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年“），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

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同书《 肃宗纪》：

孝昌元（年 ５２５年）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号

年真王，攻没郡县，南围燕州。”《 魏书·张衮传》“：张衮，字

字洪洪龙，上谷沮阳人也。”《 魏书·成轨传》“：成轨， 义，上

谷居庸人也。”如上诸端皆可证明北魏之世有上谷郡，郡领沮

阳、居庸二县，今延庆县地仍为居庸县。关于这一点，北魏

人郦道元的《 水经注》也说得颇为明白。郦注云：“ 清夷水又

西北迳阴莫亭，在居庸县南十里。清夷水又西会牧牛山水⋯⋯

即沧 ⋯［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居庸］县东北三十里。 ⋯

迳河］又西 居庸县故城南，魏上谷郡治⋯⋯有粟水入焉。水

出［居庸］县下，城西枕水，又屈迳其县南，南注沧河。又

西右与阳沟水合，水出县东北，西南流迳居庸县城北，西迳

大翮、小翮山南⋯⋯乱流南注沧河。沧河又左得清夷水口。

⋯⋯ 迳清夷水又西 沮阳县故城北，秦始皇上谷郡治此。《” 水

经注》中的清夷水源于今八达岭，非今妫水河。今妫水河即

沧河，又名牧牛山水，粟水即今延庆城西三里河，阳沟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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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蔡家河。大翮山即今大海坨。以河证地，《 水经注》中的居

庸县城在今延庆城地则无疑。值得注意的是，郦道元谓居庸

县城是魏上谷郡治。此处的“ 魏”，是指三国魏还是北魏？清

三国疆域志》认为是曹魏；杨洪亮吉《 补 守敬、熊会贞《 水

经注疏》则认为是后魏，熊氏按语云：“ 两汉魏晋并为郡治

（ 指 作者），后魏废（县 指沮阳县），郡移于居庸。”沮阳故城

杨氏亦有按语云：“ 至郦氏时，沮阳县已废。”实际上郦道元

注《 水经》时，沮阳县尚存，因《 水经注》有云：“ 清夷水又

西南得桓公泉⋯⋯水源出沮阳县东，而西北流入清夷水。”

《 魏书·地形志》上谷郡下不记沮阳县，是后魏废沮阳县之证。

但废县时间当在郦氏之后。又《 水经注》引阚骃语云：“ 涿鹿

东北至上谷城六十里”，此上谷城乃指沮阳城。阚骃，北魏人，

《 魏书》有传，其所见上谷郡仍治沮阳。但郦氏在谓居庸县故

城为“ 魏上谷郡治”后，紧接着附以“ 昔刘虞攻公孙瓒不克，

北保此城，为瓒所擒”的典故。刘虞、公孙瓒皆东汉末年人，

与魏武帝曹操为同时代军阀。郦氏用一“ 昔”字，将其故事

附以“ 魏上谷郡治”一语之下，从语感判断，该“ 魏”当为

骃的郦道元所见，上谷郡治已北魏。也就是说，稍后于阚 移于

居庸，郦道元生当北魏后期，社会动乱危机四伏，上谷郡徙

治居庸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沮阳县之废，当在孝昌中杜洛周

反于上谷之时。

《 魏书·地形志》：“ 上谷郡，天平中置。领县二：平舒，

孝昌中陷，天平中置；居庸，孝昌中陷，天平中置。”这种情

况，特指东魏而言，非北魏者。北魏上谷郡及所领居庸县、沮

阳县上文已论。孝昌元年（ ５２５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

谷，攻没郡县，故原上谷郡及其领县皆废，百姓变成避乱流

民。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 ５３４年），始复置上谷郡和居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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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阳县废而未置，疑与已非上谷郡治有关。而平舒县旧属代

郡，复置后改隶上谷郡，且为郡治。时上谷郡及所领平舒、居

庸二县均辖于东燕州，州治侨寄于关内军都县城（ 在今昌平

东南）。这时，今延庆县地当无郡县之置，上谷郡及居庸、平

舒二县与东燕州所领其他郡县一样，当俱侨迁于居庸关内今

昌平县境。

北齐之世，今延庆县地建置未详。据《 隋书·地理志》知，

北齐于今河北涿鹿县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长宁郡

即晋魏之广宁郡，治今涿鹿；永丰郡不详，疑在长宁郡东，当

齐书·张耀传》谓辖今怀来、延庆县地。又《 北 耀上谷昌平

人。可见北齐尚有上谷郡。然北齐之昌平在今昌平县境，时

属幽州燕郡。天保六年（ ５５５年），北齐“ 发夫一百八十万筑

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馀里。”夏口即居庸关南口，

尚属幽州，可见今昌平县地北齐时与上谷郡无涉。疑北齐上

谷郡昌平县因北魏之制，在今河北阳原县地，当与今延庆县

地无关。天保七年（ 　５５６年）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

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 北齐书·文宣帝纪》）。这种大

规模地并省郡县，或许是造成今延庆县地于北齐建置不详的

主要原因。

北周之世略同北齐。据《 隋书·地理志》知，北周改北

齐之北燕州曰燕州，领郡如旧。馀不复赘。

至隋代，情况渐趋明朗。《 隋书·地理志》涿郡怀戎县下

云：“ 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 北”字。

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山、历阳山、大小翮山。有

漷 水、 水、涿水、阪泉水。”据此则知，隋开皇初废长宁、永

丰二郡，独存燕州。大业初废燕州，以怀戎县改隶涿郡。因

大小翮山即今延庆县西北境大海坨山地，则证今延庆县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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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初属燕州，后属涿郡怀戎县无疑。怀戎县，《 太平寰宇

记》谓高齐天保六年（ ５５５年）置。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

证附补遗》卷４谓怀戎县治在“ 今保安州西南七十里，汉置

潘县，后魏废。”西汉之潘县在今涿鹿西南保岱村，《 水经

注》言 水又东迳潘县城北，东合协阳关水。之甚明，注云“：

水出协溪，《 魏土地记》曰：‘下洛城（ 今涿鹿）西南九十里

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 潘县故城，其水东北流⋯⋯又北迳

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 魏土地记》曰：

‘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协阳］关水又东北流入

水。”今保岱尚见汉城遗存。隋怀戎县治此，东北距保安州

七十里，乃指新保安而言，非今涿鹿处，这是应当注意分辨

的。此外，隋代亦有上谷郡，但郡治今河北易县，与古上谷

郡有别，今延庆县地与其毫不相及。

隋亡唐兴，于今延庆县地之建置又趋复杂。据《 两唐书·

地理志》知，武德初年怀戎县改属幽州，为高开道所据。武

德七年（ ６２４年）平高开道，于怀戎县置北燕州，领怀戎一县，

时今延庆县地属北燕州怀戎县。贞观八年（ ６３４年），北燕州

改名妫州，属县不改。长安二年（ ７０２年），妫州与怀戎县移

治于清夷军城（ 即怀来旧城，修官厅水库时，迁怀来县治于

沙城），今延庆县地亦改属妫州怀戎县。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罢

州改郡，妫州遂改名妫川郡，领县如旧。时今延庆县地之归

辖随之而改。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妫川郡复称妫州，此后终

唐未改。《 旧唐书·地理志》妫州下云“： 领旧 县一”，即指怀

戎县。但又将妫川县列于妫州之下，并云“ 天宝后析怀戎县

置”。而《 新唐书·地理志》于妫州妫川郡下只云“ 县一”，并

于所领怀戎一县下注云“：天宝中析置妫川县，寻省。《” 太平

寰宇记》卷７１谓妫州“ 原领县二，今领县一，怀戎；一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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妫川县，唐天宝后析怀戎县置，寻废。”其妫川。”又云：“ 说

同《 新唐书·地理志》。但《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７云：“ 妫川

城在［延庆］州西，唐天宝中分怀戎县置，属妫川郡。契丹

山县。”据上述史籍所载，可知唐天宝中于今延省入缙 庆县地

置有妫川县，这是自北齐废居庸县以后，经过约二百年的时

间，于今延庆县境重新设县的开始。至于妫川县存在多久，是

置而寻废？还是入于契丹人之手？愚以为《 新唐书·地理

志》和《 太平寰宇记》之说较为可信。这样说的重要根据之

一是儒州及所领缙山县的建置问题。儒州及缙山县曾是今延

庆县境出现过的重要行政建置之一，治所在今延庆东北旧县

村，其辖地大致为今县东境。至于儒州缙山县何时始置，文

献记载差别很大。两唐书不见儒州、缙山县之名。《 辽史·地

理志》谓儒州“ 唐置”，缙山县“ 唐天宝中割妫川县置”。但

清末李慎儒氏著《 辽史地理志考》，指出天宝中置缙山县为误，

而据《 文献通考》认定为唐末所置。按《 文献通考》卷３１６

“ 舆地二“”：儒州，唐末置，石晋时没入契丹，领县一：缙山。”

《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７云：“ 缙山废县⋯⋯唐为妫川县地。唐

末析置缙山县，为儒州治。”余以为儒州及所治 山县缙 始置于

唐末是可信的，可从下述史料中得到印证：

《 旧五代史·唐书·宗室列传二》：天祐十九年（ ９２２年，

即后梁龙德二年），“ ［李］嗣宏进兵，定妫、儒、武等三州，

授山北都团练使。”

《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六》：同光二年（ ９２４）七月，

“ 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以妫、儒、武等州为属郡。”

《 辽史·太祖纪》：神册元年（ ９１６年）十月，“ 攻蔚、新、

武、妫、儒五州”。

以上材料说明，至迟在公元９１６年儒州已经设置。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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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于公于９０７年，即唐哀帝天祐四年。或许因唐影响尚在，故

“ 天祐”年号延续使用若干年。从辽太祖于神册元年曾攻掠儒

州揣度，儒州早已设立，故定儒州及缙山县置于唐末是可信

的。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即辽会同元年（ ９３８年）十一月，石敬

瑭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儒、新、武、云、应、朔、

寰、蔚十六州割赂契丹，以谢契丹援立之功。从此，儒州地

土归于契丹，

契丹于大同元年（ ９４７年）二月，正式建国号曰辽。辽因

前旧，于今延庆县地仍置儒州和缙山县，今县西境当属可汗

州怀来县。可汗州即原妫州，怀来县即原怀戎县。《 辽史·地

理志》谓“ 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自别为西奚，

号可汗州；太祖因之。”而《 辽史·太祖纪》谓神册元年十一

月，改妫州为可汗州。当从辽史本纪之说。怀戎县改名怀来，

亦辽太祖时事，当与妫州改名同时。儒州和妫州，原皆为新

州属郡。会同元年，辽太宗改新州名为奉圣州（ 治今涿鹿）后，

儒州和可汗州遂属奉圣州领辖。并又统属于西京（ 今大同

市）道。儒州在辽代较为重要。《 辽史·圣宗纪》：统和二年

（ ９８４年）十一月“，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郑嘏为儒州刺史。”

四年（ ９８６年）九月丙戌，辽帝“ 次儒州”。七年（ ９８９年）四

月己卯，“ 驻跸儒州龙泉”。十年（ ９９２年）十二月庚辰，又

“ 猎儒州东川”。由州官委以重臣，又辽主多次巡幸，足见当

时儒州地位之重要。

宋徽宗宣和二年，即金太祖天辅四年（ １１２０年），宋廷即

派赵良嗣、王晖使金，议收复燕京（ 今北京）、西京（ 今大

同）之地。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金人灭辽，以燕京及涿、易、

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归宋，宋遂置燕山府路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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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府以统之。宣和五年（《 宋史·地理志》作三年）（ １１２３

年），宋又得山后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

置云中府路和云中府以统之（《 》）。时今延庆宋史·地理志

县地仍以儒州和妫州之一部归云中府路、云中府辖。宣和七

年（ １１２５年）十二月，燕山府、云中府地复入于金（ 参见

《 宋史·徽宗纪》）。

金初仍前旧，天辅七年（ １１２３年），金太祖完颜旻曾“ 次

儒州” 》）。后情况有所变化。据《 金史·地（《 金史·太祖纪

理志》，皇统元年（ １１４１年）废儒州，存缙山县，明昌六年

（ １１９５年）废可汗州，所领怀来县更名妫川县。缙山、妫川二

县皆隶德兴府。德兴府本奉圣州，大安元年（ １２０９年）升为

府，更名德兴。另外，崇庆元年（ １２１２年），又升缙山县为镇

州，仍隶德兴府。同时，金代于今延庆县境置永安镇，当治

八达岭附近。但今四海冶东南未远有永安堡地名，莫非金之

永安镇遗迹？亦是值得注意的。

金末蒙古族崛起后，成吉思汗率军伐金，很快攻陷了金

的大批州县。金宣宗贞祐二年即成吉思汗九年（ １２１４年），金

主南迁汴京（ 今开封），至哀宗天兴三年即富阔台六年（ １２３４

年），金亡。此后又过了三十七年，即公元１２７１年，忽必烈

定国号曰元。有元一代，今延庆县地的建置变化较大，所处

地位亦较重要。最初仍前代之旧，县曰缙山。因地处居庸关

外，又为往来于开平和燕京之间必经之地，故缙山县地位颇

为突出。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年）十一月，忽必烈“ 诏汉军屯怀

来、缙山”（《 元史 》）·世祖纪一 。三年（ １２６２年）五月，

“ 缙山至望云（ 今赤城县云州）立海青驿（”《 元史·世祖纪

二 》）。可见缙山县在军事上、交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元世

祖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年）十二月，“ 省并州县凡二百二十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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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元史·世祖纪三 》） 元史·地理志》谓至元三（年 １２６６

年），缙山县省入怀来。但至元五年（ １２６８年）复置。其后，

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２年）七月“，发察汗脑尔军千人治缙山道。”

所谓缙山道即经由缙山而北过色泽岭、黑峪口赴上都的道路，

元代谓之辇路，是往来于大都与上都间的主要道路之一，曾

多次修治，如泰定二年（ １３２５年）闰正月修色泽岭道，三年

（ １３２６年）七月复修（ 俱见《 元史·泰定帝纪》）。至正十四年

（ １３５４年）五月，“ 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

道路”等（《 》）。元史·顺帝纪六 足见缙山县在元大都和上

都间的交通联系上是处于重要地位的。不仅如此，元贞二年

（ １２９６年）十月，“ 以宣德、奉圣、怀来、缙山等处牧宿卫

马”（《 》）元史·成宗纪二 。皇庆元年（ １３１２年）五月“，缙

山县行宫建凉殿”（《 元史·仁宗纪一 这又说明缙山县》）。 既

是牧养战马之区，又早为元帝行宫所在，其重要性尤为明显。

元帝行宫当即香水园，人谓在今延庆东北上、下花园处，元

仁宗于至元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年）三月丙子诞生于此。正因为

这样，元仁宗即位不久，于延祐三年（ １３１６年）九月，将缙

山、怀来二县同时由上都路宣德府奉圣州领辖改为大都路属

县，又特命改缙山县名为龙庆州。次年（ １３１７年）四月，割

怀来县领属于龙庆州，从而使原缙山县的重要地位再增法码，

益加突出。虽然缙山县于延祐三年已升格为龙庆州，但以后

却见有互称共唤的现象，如至治元年（ １３２１年）五月，“ 作行

殿于缙山流杯池”（《 元史·英宗纪一》）。泰定元（年 １３２４

年）七月，“ 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平地深三尺（” 元史·《

泰定帝纪一 》）。三（年 １３２６年）八月“，龙庆路雨雹一尺，大

风损稼”（《 元史·泰定 》）帝纪二 。按有元一代，不见于龙庆

州置龙庆路的记载，疑“ 路”字为“ 州”字之误。又天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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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３２８年）十月，“ 以缙山县民十人尝为王禅向导，诛其为

首者四人，馀杖一百七，籍其家赀，妻子分赐守关军士”

（《 元史·文宗纪一》）。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年）三月“，分龙庆

》）。次年州隶大都路”（《 元史·文宗纪三 （ １３３１年）三月，

以龙庆州之流杯园池、水硙、土田赐燕铁木儿”（《 元史·文

宗纪四》）。元统二（年 １３３４年）四月“，罢龙庆州黑峪道上胜

火儿站（”《 元史·顺帝纪一》），如此等等。这种现象如何解

释？是州县忽废忽置，还是州下领县？是历史的真实，还是

《 元史》作者失误？这当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是，更值得

探讨的是 缙，元代 山县和龙庆州的治所在哪里？自明代以来，

论者多指为今延庆城处。例如：《 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７：“ 缙

山废山，今［延庆］州治。”乾隆《 延庆州志》卷“１：缙山废

县，在州城内。”又“ 延庆城，因元之旧。”嘉靖《 宣府镇

志》卷１１：“ 缙阳县城，今隆庆城旁，⋯⋯金太和中城之。”

韻编今释》卷５：“ 缙山⋯⋯《 历代地理志 今直隶宣化府延庆州

治。”又卷“３：儒州，⋯⋯今直隶宣化府延庆州治。”由此说

来，元之龙庆州和缙山县治即今延庆城处。但是，《 大明一统

志》卷５云：“ 永宁县，在［隆庆］州城东三十里，本辽缙山

县地，金元因之。”这又说明缙山县治不在今延庆城处。今延

庆东北三十馀里有一旧县村，为大柏老乡政府驻地。村名旧

县，无疑是曾经有县治此。那么，这又是什么县呢？愚以为

就是辽金元之缙山县治此，也是元之龙庆州治。笔者于１９８３

年曾往旧县村调查，尚见一段城墙遗址，据村中老人说，过

去城门洞上方墙上嵌有一块石碑，上镌“ 缙山县”三个大字，

可证缙山县治确在今旧县村。明林廷举《 延庆县城记》云：

“ 居庸北有州曰延庆，相传建自金元，沿革烟没无徵。永乐甲

午，太宗皇帝巡守北边，驻跸团山，以斯地厥土旷沃，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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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峙，遂创州治，迁民以实地，命官以蒞民”（《 乾隆延庆州

志》卷“９艺文志”）。这段文字说明，明清延庆州城是永乐十

二年（ １４１４年）创造的。至于“ 建自金元”之说，乃系相传

之词，沿革烟没无徵，这正透露着金元之缙山县治不在今延

庆城处的信 缙息。元 山县升改，治所亦当未变，即龙庆州因

俱在今旧县村地。

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八月，徐达率军攻占元大都，改

名北平，置北平府。时龙庆州改属永平府。三年（ １３７０年），

又改隶北平府。四年（ １３７１年），接连徙山后民数万户于北平

屯田，龙庆州与山后其他一些州县均废。十二年（ １３７９年），

１４０３年），于今延庆东境置永宁卫。永乐元年（ 以北平为北京，

称行在，改北平府曰顺天府。十二年（ １４１４年），复于废龙庆

州境置州，并谐音改名隆庆州，创修州城于今延庆城地。同

年三月于永宁卫（ 洪武十二年九月置）置永宁县，属隆庆州。

但《 读史方舆经要》卷１７和《 乾隆延庆州志》卷１，分别谓

永宁县置于永乐十一年（ １４１３年）和十三年（ １４１５年）。有

人说永宁县旧治团山下，后迁今永宁镇处。所谓团山下永宁

旧治，当即旧县村处，因故缙山县治而治。这就是说，自明

永乐十二年后，于今延庆县境又有隆庆州和永宁县共存。自

永乐十八年（ １４２０年）始，隆庆州为京师直隶州。至隆庆元

年（ １５６７年），为避穆宗年号讳，改隆庆州之名为延庆州，仍

领永宁县。有明一代，延庆州、永宁县皆为边防要地，外拒

乜先、瓦喇寇掠，内护京师、陵寝安危，其地位十分重要，故

为京师直隶州。

清初因明之旧，延庆州及所领永宁县不废，又有延庆卫

和永宁卫共置。当仍直隶京师。顺治十年（ １６５４年）延庆州

降为怀隆道宣府镇属（《 清史稿·地理志》）。顺治末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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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入永宁卫。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年）改怀隆道为口北道，时

延庆州属口北道宣府镇。四年（ １６６５年），宣府镇割隶山西省，

延庆州亦随之，但未几又复还属直隶省。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

年）宣府镇改置宣化府后，延庆州又为宣化府属。同时又将

永宁卫并入延庆卫。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省延庆卫入延

庆州。此后未有更易。需要说明的是，今延庆县东北隅，在

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前属独石口县丞，后则属独石口厅。

民国初年，废州称县，始有延庆县之名，隶直隶省口北

道。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置察哈尔特别区，延庆县当属之。民

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原察哈尔特别区改为察哈尔省，延庆县

为其属县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今延庆县境曾分属昌延联合

县、龙延怀联合县等，为晋察冀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延

庆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７年，曾于今

县东境置四海县。１９５２年，察哈尔省、四海县撤销，延庆县

划归河北省，属张家口地区。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划归北京市，辖有

今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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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县建置沿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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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京历代建置

沿革的特点

从周初分封的诸侯国燕和蓟，到今天的中央直辖市北京

市；从战国燕始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到

北京市现辖十区八县，时间跨度长达三千余年，大小朝代改

换二十多次，其间出现在北京地区的各级行政建置，经历了

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或名称更换，或郡县省置，或级别升

降，或治所迁移，或隶属变化，或界线调整，共同构成了一

部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北京建置沿革史。

考察这部北京建置沿革史，便会发现北京历代建置沿革

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 一）古蓟城始终是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主要行政中心，并

且自辽代以后地位不断上升，名称相应改变，以至发展为全

国的政治中心。

蓟城是三千多年前出现在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一个聚落。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克商后，即封黄帝之后（ 一说为帝尧

之后）于蓟。这就是说，在西周初年，它已是诸侯国蓟的都

城。后来，因蓟国势力弱，为强邻燕国吞灭，蓟城又为燕国

之都。燕国都城南通齐、赵，有“ 勃碣之间一都会”之说。

公元前２２６年，秦灭燕国，于蓟城设广阳郡。

公元前２０６年，汉王朝建立，史称西汉。汉高祖于蓟城

置燕国。武帝元封五年（ 前１０６年），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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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十三州，幽州为其一。从此幽州始成为一个监察区的正式

名称。虽然这时的幽州刺史尚无固定治所，但无疑是以蓟城

为 前７年），幽州一其中心城邑的。汉成帝绥和年间（ 前８

度成为一级行政区时，蓟城则为幽州牧治所。昭帝元凤元年

（ 前８０年），改燕国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 前７３年）更

为广阳国，领蓟、方城、广阳、阴乡四县。

公元２５年，光武中兴，建立东汉王朝。东汉初朝，于蓟

城仍置广阳国。建武十三年 ３７年）省广阳国入上谷郡。至（

和帝永元八年（ ９６年），原广阳国复从上谷郡析出，改置广阳

郡，领蓟、广阳、昌平、军都、安次五县，上统于幽州。东

汉幽州则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幽州州牧便以蓟城为固定治所

了。

曹魏时，蓟城为幽州燕国之治。

西晋曾徙幽州治范阳国（ 治涿县），蓟城仍为燕国治，时

燕国领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泉州、雍

奴、狐奴十县。后幽州复治蓟城。

北魏蓟城为幽州和燕郡治，燕郡领蓟、广阳、军都、良

乡、安城五县。

北齐于蓟城置东北道行台。北周改置幽州总管府，燕郡

如旧。

隋开皇间废燕郡，幽州总管府仍北周之置。至大业三年

（ ６０７年），废幽州，改置涿郡，治蓟城，领蓟、良乡、安次、

潞、涿、固安、雍奴、昌平、怀戎九县。

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改郡为州，蓟城仍为幽州总管府治，

后改置都督府、大都督府。至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复改州为

郡，时幽州改置范阳郡，置大都督府，治蓟城（ 又称幽州

城），领 蓟、幽 都、广 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乡、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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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九县。另外，武德六年（ ６２３年），将原寄治营州城中的燕

州侨迁于幽州城中，领辽西、怀远二县。贞观元年（ ６２７年）

省怀远县。开元二十五年（ ７３７年）徙燕州及辽西县治于幽州

北桃谷山（ 今昌平东境东、西新城处）。天宝元年改燕州为归

德郡，领县如旧。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废郡为幽都县，徙治幽

州城内燕州旧署。贞观年间，还将羁縻州之顺州及所领宾义

县侨置于幽州城内。天宝元年又析蓟县置广宁、广平二县，三

载废，至德（ ７５６ ７５８年）后复置广平县。这样一来，在唐

代的蓟城中，曾出现了多州多县并治的复杂局面。

五代继唐，蓟城仍为幽州之治，并存蓟、幽都二县。其

中唐哀帝天祐八年（ ９１１年），刘守光僭号大燕皇帝，以蓟城

为都，年号应天。石晋天福三年（ 辽会同元年，９３８年），割

幽、蓟等十六州赂辽。

辽得幽州后，辽太宗遂升幽州为南京，亦称燕京，建为

陪都，又于燕京置幽都府。同时，改蓟县名蓟北县。历时千

余年的蓟县之名，在今北京市范围内遂成为历史地名。开泰

元年（ １０１２年），幽都府改为析津府，蓟北县改为析津县，幽

都县改为宛平县。时析津府辖析津、宛平、昌平、良乡、潞、

安次、永清、武清、香河、玉河、漷阴十一县和涿州、顺州、

檀州、易州、蓟州、景州六州及州属十四县。总之，自辽代

开始，古老的蓟城（ 或幽州城）之名废弃，改唤南京（ 或燕

京）新号，并开始了由地区性的行政中心向全国政治中心过

渡的进程。

宋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年）约金伐辽，金兵攻下燕京，地归

于宋。宋废燕京称号，改置燕山府路燕山府，领析津、宛平、

都市、昌平、良乡、潞、武清、永清、安次、玉河、香河、漷

阴十二县。宣和七年 １１２（ ５年），地复入金，燕山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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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贞元元年（ １１５３年）定都燕京，以燕乃列国之名，不

当为京师号，遂改名中都，并拓建中都城的东、西、南三面。

金中都是在古蓟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座

都城。在古代北京历史上，尽管有的封建诸侯国和地方割据

政权曾多次以蓟城为都，但定为首都，乃从金始。在金迁都

中都的同时，又改析津府为大兴府，继而改析津县为大兴县。

金大兴府辖大兴 漷阴、永清、宝坻、香河、昌、宛平、安次、

平、武清、良乡十县和广阳一镇，上统于中都路。

金贞祐二年（ １２１４年），为避蒙古族的严重威胁，金主完

颜珣迁都汴梁（ 今开封市）。翌年，即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十年

（ １２１５年），蒙古兵攻占中都城，改名燕京，置燕京路，总管

大兴府。世祖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年），复中都旧名。至元四年

（ １２６７年）始于中都城东北郊以金大宁宫为中心规划建设新

城，并迁都于此。新城初仍名中都，而原金中都废城俗称南

城。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年）定国号为元。九年（ １２７２年）改中

都名大都。十九年（ １２８２年）置大都留守司。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

年）置大都路总管府，领左、右警巡院和大兴、宛平、良乡、

永清、宝坻、昌平六县以及涿州、霸州、通州、蓟州、顺州、

檀州、东安州、固安州、龙庆州、 州等十州，州属县共十六漷

个。大都路上统于中书省（ 亦称腹里 ）。元代的大都城，已正

式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中心了。

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八月建都应天（ 今南京）。大将徐

达率军攻下元大都，改名北平，置北平府。二年三月，于北

平府置北平行中书省，领８府、３７州、１３６县。九年（ １３７６

年）六月，改北平行中书省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永乐元年

（ １４０３年）正月，北平改名北京，称为“ 行在”，此乃今北京

之名始，同时北平府改名为顺天府。紧接着罢北平布政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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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领之府州县直隶北京行部。四年（ １４０６年）开始筹建北

京宫殿城垣，至十九年（ １４２１年）告竣，遂正式迁都北京，并

改北京为京师。洪熙（ １４２５年）初，拟迁都南京，故废北京

京师之号，仍称“ 行在”。延至正统六年（ １４４１年）十一月，

复定为京师，终明不改。明京师非独指北京城而言，还为一

级行政区，亦称北直隶，辖８府，２直隶州、１７属州、１１６县。

其中顺天府领５州２２县，即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

东安、香河；通州、领三河、武清 漷县、宝坻；霸州、领文、

安、大城、保定；涿州，领房山；昌平州，领顺义、密云、怀

柔；蓟州，领玉田、丰润、遵化、平谷等。

１６４４年清定鼎北京，改京师为直隶省，治保定，所辖除

京尹而外，还有１１府、７直隶州、３直隶厅、９散州、１散厅、

１０４县。所谓京尹，即顺天府，府治仍明旧，但所辖州县较明

略有变化，主要是（ １）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省漷县入通州。

（ ２）康熙十五年（ １６７６年）升遵化县为州，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年）复升直隶州，领玉田、丰润二县。（ ３）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

年）于梁城所新置宁河县，隶顺天府东路厅。（ ４）雍正间改

原为州属之县直隶于顺天府。因此，清顺天府辖５州１９县，

即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州、三

河、武清、宝坻、宁河、昌平州、顺义、密云、怀柔、涿州、

房山、霸州、文安、大城、保定、蓟州、平谷。

民国初年，北京仍为首都。但废顺天府，改置京兆地方，

又废州称县。京兆地方辖大兴、宛平、良乡、房山、涿县、固

安、永清、霸县、安次、武清、香河、宝坻、宁河、通县、蓟

县、平谷、怀柔、顺义、密云、昌平等二十县。１９２８年，国

民党政府迁都南京，令改北京为北平，置特别市，此乃北京

置市之始。除城郊外，原京兆地方所领二十县均划归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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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１９３０年，降北平特别市为北平市，由直辖中央行政院改

隶河北省。直至１９４９年９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

改北平市为北京市，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此后，北京

市便一直是中央直辖市之一。

回顾以北京为治所的建置沿革，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两个

阶段：至五代以前，蓟城或为王国之都，或为州郡治所，始

终是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主要行政中心。自辽以后，先为陪都，

继为首都，逐步由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

心，其名号也随之 南京（ 燕京）经历了由蓟城（ 幽州）

中都 大都 北京（ 京师）的演变过程。这两个阶段的划分，

既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斗争形势变化的结

果，也是各族融合程度日深的反映。

（ 二）自辽以后，两县倚郭；延至今日，四区并治。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县倚郭京师，古已有之。但是两县依

郭时间最长的，还是首推北京。

辽会同元年，升幽州为南京并建为陪都以后，南京城内

即有两县并治，一 ）曰蓟北县（ 由蓟县改名而来 ，一曰幽都县。

开泰元年，分别改名析津县和宛平县。二县同属析津府。

金贞元元年改析津府名大兴府，次年（ １１５４年），改析津

县为大兴县，宛平县如旧。二县倚郭中都，同为大兴府属县。

元大都建成以后，大兴、宛平分治大都郭下。过去习以

为元代大兴、宛平二县治大都城内，其实元代大兴、宛平二

县治所并未迁治于大都城内，此说之根据详见上文，故《 元

史·地理志》于大兴、宛平二县下注明“ 分治郭下”，而不谓

之“ 倚郭”。但因二县之治近在大都城下，故仍可视为二县并

治大都，同属大都路。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分别于北平城内教忠坊和丰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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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大兴、宛平二县衙署。大、宛二县并治于北京城内，始

此。永乐间建新北京城后，大兴县治在安定门内教忠坊，（ 今

大兴胡同），宛平县治在地安门西积庆坊（ 今全国妇联干部学

院处）。二县同为“ 畿辅首邑”，同属顺天府。

有清一代，直至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大兴、宛平治所

仍沿明旧。清代二县同属顺天府，民国后同改属京兆地方。

１９２８年，国都南迁，置北平特别市后，大兴、宛平二县改隶

河北省。这时，大兴县治拟迁往黄村，但因故未果；宛平县

治由北平城内迁往卢沟桥拱极城。１９３５年大兴县治始由北平

城内迁往南苑北大红门。从此结束了大兴、宛平二县并治北

京城内的历史。

从辽会同元年至民国十七年，两县并治辽南京、金中都、

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内的历史长达近千年。这与辽在燕京建

为陪都以后，燕京逐步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长期稳定

地保持这种地位是一致的。

解放以后，北京市的行政区划经过多次调整，至１９５８年

基本形成今日辖区。北京的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现在的规划

城区东至定福庄，西至石景山，南至南苑镇，北至清河。北

京旧城区内，现有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区，于是出

现四区共治北京城区的局面。这种行政建置是为适应社会主

义新北京城区建设的需要。

（ 三）历史建置分布不均，以宣武、房山二区和昌平、密

云、通县、延庆、顺义等县较为复杂。

从秦汉以来直至民国，治所曾在今北京市界内的州、郡、

县（ 不计时间长短）如表Ⅰ所示。

表Ⅰ所列出现在今北京市界内的历代州、郡、县，以治

所所在为原则，在今各区县的分配如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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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今天的北京市各区县中，历

代建置比较复杂的是宣武区、房山区、密云县、昌平县、通

县、延庆县、顺义县等。

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点。略

分析如下：

第一，宣武区之所以历代建置复杂，主要是因为古蓟城

和辽南京、金中都的主要部分在本区的缘故。

表Ⅰ．治所在今北京市界内的历代州郡县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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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Ⅱ．历代所置州郡县在今区县内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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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有待说明①（ ？） 表示尚未肯定， 考证者。

②因有同名异地者，故该表内数字总和大于表Ⅰ者。

③抗日战争中，设立的联合县未计。

上文已经述及，古蓟城始终是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主要行政中

心，以蓟城为治所的州、郡、县之置，历代相沿，从未间断

过。自唐以来，蓟城内出现了多州多县并治的局面。辽金两

代又将依郭南京、中都的县频频改名。这便造成了今日宣武

区内历史建置的复杂状况。其实，宣武区历史建置比表Ⅱ所

示还要复杂得多，因为表中省略了非州郡县的建置，如汉代

的燕国、广阳国，北齐的东北道行台，辽金时的南京道、幽

都府、析津府、中都路、大兴府、燕山府等等。这是需要特

意说明的。

第二，房山、密云、昌平、延庆、顺义等区县，自汉以

来，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境内并置两县，甚至数县。例如，今

房山区内西汉曾置良乡、西乡、广阳三县，密云县内曾置厗

奚、犷平二县，顺义县内曾置安乐、狐奴二县，延庆县内曾

置居庸、夷舆二县，昌平县内东汉曾置军都、昌平二县。王

莽时又曾改西乡曰移风，良乡曰广阳，厗奚曰敦德，犷平曰

平犷，狐奴曰举符，夷舆曰朔调亭等，从而使有关县内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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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置益加复杂。上述情况说明，这几个区县的建置基础即

比较复杂，这是因为这几个区县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历史

开发较早，人口较为稠密的缘故。

第三，昌平、密云二县，一控居庸关孔道，一扼古北口

要塞。历史上随着北方民族斗争形势的发展，塞外的州、郡、

县常有内迁外徙的事发生。最典型的是北魏和东魏之际。北

魏末年，塞外因杜洛周、葛荣造反，兵荒马乱，原在居庸关

外和古北口外的燕州和安州以及所领的郡县纷纷陷落。东魏

天平（ ５３４年）中，将居庸关外的流民置东燕州以统之。东燕

州统昌平、上谷、徧城三郡，其中昌平郡领昌平，万言（ 年）

二县，上谷郡领平舒、居庸二县，徧城郡领广武、沃野二县。

东燕州及所领郡县于天平中全部迁于关内，寄治于今昌平县

境。其中东燕州及昌平郡、昌平县寄治军都城（ 今昌平东

南），其它郡县多散布今昌平县西南境。经北齐、北周相继省

并，至隋独存昌平一县。而古北口外之安州，领有密云、广

阳、安乐三郡，密云郡领密云、白檀、要阳三县，广阳郡领

燕乐、方城、广兴三县，安乐郡领土垠、安市二县。东魏元

象元年（ ５３８年），安州及所领郡县寄治幽州北界，其中除安

乐郡及土垠县可能寄治今顺义县境、要阳县寄治今平谷境外，

余皆寄治于今密云县境。经北齐、北周相继省并，至隋独存

安乐郡，领燕乐、密云二县。今昌平、密云二县的建置沿革

在北京市各区县中是最难理得清的，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唐代统一边疆地区后，为加强中原与边疆地方的

关系，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了一些府、州、县，

叫做羁縻府、州、县，其都督、刺史等官由唐王朝委任各族

首领出任，并且是世袭的。后随着边疆地区民族斗争形势的

变化，原属营州都督府的一些羁縻州县先后内徙，有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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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置于幽州地区，有的先侨置于中原青州、徐州、宋州等地，

后又徙于幽州之境。这些羁縻州县侨置于今北京市境内者，共

有１３个，其中顺州及所领宾义县寄治幽州城中；瑞州及所领

之来远县、归义州及所领之归义县、夷宾州及所领之来苏县，

均寄治于良乡县故广阳城（ 今房山区东北隅广阳城）；慎州及

所领之逢龙县、黎州及所领之新黎县寄治于良乡县都乡城

（ 即西汉之西乡县城，今房山区长沟东）；威州及所领之威化

县寄治于良乡县石窟堡（ 今房山区佛子庄或石堡）；鲜州及所

领之宾从县、崇州及所领之昌黎县寄治于潞县之古潞城（ 今

通县东八里古城）；师州及所领之阳师县寄治良乡县故东闾城

（ 疑今大兴县芦城）；沃州及所领之滨海县寄治蓟县东南之回

城（ 今大兴县大回城）；带州及所领之孤竹县寄治昌平县清水

店（ 今海淀区太舟坞）；归顺州及所领之怀柔县寄治今顺义。

上述羁縻州的侨置，使北京地区的历史建置进一步复杂化，特

别对今房山区和通县影响较大。

第五，某些州郡县本身名称多变，治所频徙，也加深了

其建置沿革的复杂程度。以昌平县为例：昌平本为西汉置县，

属上谷郡，王莽改名长昌。但该昌平县原在今河北省阳原县

境。今昌平县境西汉时置军都县，亦属上谷郡。东汉昌平县

内徙，与军都县并治今县境，同改属广阳郡，至晋不改。北

魏废昌平入军都，复于西汉昌平县地置昌平县，属昌平郡，今

昌平县境独军都一县，而军都县治由今昌平西十七里迁至东

汉昌平城，在今昌平东南四十余里。东魏昌平县复内徙，寄

治军都县城，遂将军都县治向东北迁移２０里，即今东、西新

城处。不久军都县废人昌平。至隋昌平县治又迁至今昌平西

１７里，即西汉军都县故城处。唐昌平县治再迁于今昌平西８

里旧县村处。五代唐改昌平名燕平，徙治曹村（ 今朝凤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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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徙治白浮图城，当即今昌平西南土城处。辽金因之。元

昌平北徙旧县村，又徙治今西辛店，元末复徙回旧县。明景

泰三（年 １４５２年），昌平县治由旧县徙于永安城，即今昌平地。

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年）升为昌平州，不久复降为县，九年（ １５１４

年）复升为州，领密云、怀柔、顺义三县。清雍正间，改密

云、怀柔、顺义三县直属顺天府，昌平州遂为散州。民国初

年废州称县。１９５６年划归北京市，改称昌平区，１９６０年复称

昌平县。在北京市所辖区县中，昌平县是改名较多、迁治最

频的一个县。这是昌平县建置沿革极为复杂的重要原因。

总之，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北京市各区县的建置沿革

极不均衡，有的极为简单，有的则极为复杂，以致人们长期

难以理清。

（ 四）北京设区最早，而且区的变化复杂。

清代为了加强北京城的治安管理，于内城分八旗驻防，于

外城分东、西、南、北、中五城，是谓“ 内八旗”、“ 外五

城”。内八旗和外五城各有辖地，统由步军统领和巡城御史司

之。

光绪末年，始废内八旗、外五城的旧制，施行警察制度，

在内外城各设一巡警总厅，将北京城内地面划分为内城十二

个区，外城十个区。具体说来，地安门大街以东分为五个区，

称之为内左一区至内左五区；地安门大街以西分为五个区，称

之为内右一区至内右五区；皇城除紫禁城外，东部为中一区，

西部为中二区。这样合起来，内城共划分为十二个区。外城

正阳门大街以东分为五个区，称之为外左一区至外左五区；正

阳门大街以西分为五个区，称之为外右一区至外右五区，合

起来共十个区。这是北京城内设区之始。但这时划分的区，主

要还是出于警备的需要，与今日行政区建置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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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肇兴，沿而未改。１９２８年设北平特别市后，始更定

其区划，于内城划分为六个区，称之为内一区至内六区；于

外城划分为五个区，称之为外五区。具体说来，崇文门以北，

朝阳门大街、猪市大街以南，东起朝阳门，西至东皇城根又

西折至棋盘街，为内一区。正阳门内顺城街以北，西单牌楼、

粉子胡同以南，西起关帝庙、吕祖宫、地藏庵以至太平湖，东

至西皇城根、府右街东折以至西皮市，为内二区。朝阳门大

街街北各巷以至翠花胡同以北，安定门东城根以南，东起东

直门城根，西至安定门大街以至东皇城根，为内三区。缸瓦

市、丰盛胡同以北，德胜门西城根以南，西起西直门南顺城

街，东至西海西河沿又东折以至西皇城根，为内四区。地安

门以北直达安定、德胜二门，西起罗儿胡同、棉花胡同，东

至安定门大街、交道口南大街街西各巷东口，为内五区。南

自中华门起，北至地安门，东至东安门，西至西安门，为内

六区。外城正阳门大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北起东河沿，

南至东珠市口以至东柳树井，为外一区。珠宝市、粮食巷以

西，宣武门大街以东，北起西河沿，南至西珠市口以至菜市

口，为外二区。花市以东，广渠门以西，北起后河沿，南至

左安门，为外三区。宣武门大街、西达智桥东口、大吉巷东

口、南横街、穿堂门以西，广安门以东，北起上斜街，南至

右安门，为外四区。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东起磁器口、

天坛，西至果子巷以至龙泉寺，为外五区。北平特别市还辖

有北京城近郊区，东至东坝，西至香山，南至大红门，北至

清河，其范围内划分为四个区，依方位分别称之为东郊区、南

郊区、西郊区、北郊区。这样，北平特别市共辖有十五个区。

１９３０年北平特别市降为北平市，改属河北省，仍领内六区、外

五区、郊四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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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内城区的划分稍有调整，即将崇

文门大街以西，宣武门大街以东，正阳门以北，天安门以南，

划为内七区，原四个郊区各折为二，自东直门外始依顺时针

方向分称郊一区至郊八区。这样北平市共辖有２０个区。直至

北平解放前夕仍然如此。

１９４８年底，为适应平津战役需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

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令，在北平城市周围划定一片军事管制

区。其范围东起通州，经张家湾、马驹桥、大回城，南达黄

村，西南经葫芦垡、岗洼至长辛店，西经潭柘寺至门头沟，北

经沙河，小汤山至天竺。１９４９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后，为适应当时安定社会秩序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需要，除

原有的内城七区、外城五区和郊区八区外，将新划入的军事

管辖区域，沿原建制分为十二个区，使全北平市形成三十二

个区的建制。同年五月，又将郊区调整为十四个区，全市共

辖二十六个区。六月，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又将距北平城

市中心较远，与当时城市建设关系不大的农村划回原建制。八

月，通州及附近地区划归河北省。至此，北平市郊区又调整

为八个区，即东郊东坝至大黄庄的十三区，南郊包括南苑全

部的十四区，西南包括丰台在内的十五区，西北至北安河、温

泉的十六区，北至清河至大望京一带的十七区，包括长辛店

在内的十八区，石景山至杨坨一带的十九区，以门头沟为中

心的二十区。九月下旬，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

新中国定都北平，自本月二十七日起，北平市改名为北京市。

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１９５０年４月，

北京市政府将城区原十二个区的区划调整为九个区，即内城

五个区，外城四个区，郊区调整为七个区，全市共辖十六个

区。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将河北省宛平县划归北京市，与十六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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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改名京西矿区。１９５２年９月，全市区划再次调整，并改

名称。这时，内城有四个区，即东单区、西单区、东四区、西

四区；外城三个区，即前门区、崇文区、宣武区；郊区六个

区，即东郊区、丰台区、南苑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京西

矿区。于是全市辖十三个区。１９５６年３月，河北省昌平县划

入北京市，改名昌平区。１９５８年３月，又将河北省通县、顺

义、大兴、良乡、房山五县划归北京市，五月，分别改名通

州区、顺义区、大兴区和周口店区（ 良乡、房山二县合并改

名）。同时将前门区撤销，分别并入崇文区和宣武区；东单、

东四二区合并，改名东城区；西单、西四二区合并，改名西

城区；东郊区改名朝阳区，京西矿区改名门头沟区；原南苑

区划入大兴区；石景山区并入丰台区。同年１０月，又将原河

北省的密云、怀柔、平谷、延庆四县划入北京市。１９６０年１

月，昌平、顺义、通州、大兴、周口店等区分别改称昌平县、

顺义县、通县、大兴县、房山县。１９６３年原石景山区复从丰

台区分出，设立石景山办事处，１９６７年建为石景山区。１９７４

年２月，设立燕山石油化工区办事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燕山区，石油化工区办事处同时撤销。１９８６年１１

月，国务院批准燕山区与房山县合并，改名房山区。

总之，北京城出现区的划分，始于清光绪末年。１９２８年

建为北平特别市后，市区界线正式划定，形成内六区、外五

区、郊四区的建制。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５２年间，市区范围稍有扩

大，所辖行政区的变化最频繁最复杂，这是为适应建国前后

复杂的斗争形势而采取的必要措施。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间，北

京市市界迅速扩展，形成今日市境，其间行政区划也多有调

整，以至形成现辖十区八县的建制。

（ 五）历史上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州、郡、路、府一级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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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置，其行政区域多向南向东拓展，很少越过长城而管辖

山后地区。例如：

西汉的广阳国治蓟城，辖蓟、广阳、阴乡、方城四县。其

行政区域北不过清河，南已及固安。广阳国西北为上谷郡属

地，东与东北则为渔阳郡。

东汉的广阳郡治蓟，辖蓟、广阳、军都、昌平、安次五

县。其行政区域北不过居庸关，南展至今廊坊市。居庸关外

为上谷郡属，古北口内外仍为渔阳郡。

西晋的燕国治蓟，辖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潞、

安次、泉州、雍奴、狐奴十县。其行政区域北不过居庸关，南

远达天津市武清县南境。居庸关外为上谷、广宁二郡地，古

北口内外仍为渔阳郡地。

北魏的燕郡治蓟，辖蓟、广阳、良乡、军都、安城五县。

时昌平省入军都。安城即旧安次，治所在今廊坊西南旧州处。

可见北魏燕郡之行政区域大致与东汉广阳郡略同，只是向西

南展至良乡县（ 治所在今房山东、大石河西岸）。居庸关外为

燕州辖境，古北口外则为安州地界。

隋的涿郡治蓟，辖蓟、良乡、安次、涿、雍奴、昌平、固

安、潞、怀戎九县。其行政区域向西北越过居庸关包有今延

庆县以及河北省怀来县、涿鹿县，因隋怀戎县治因汉潘县故

城，其址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保岱村。但向西南、东南扩展

更多，包有今河北省涿州市、固安县、廊坊市以及天津市之

武清县等。而古北口内为檀州地，口外奚族地。

唐天宝间幽州辖有蓟、幽都、广平、潞、武清、永清、安

次、良乡、昌平九县。其行政区域西北方向又回到居庸关以

内，向南又增加永清县。居庸关外为妫州地界，古北口外为

饶乐都督府属。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35

辽析津府治南京，辖析津、宛平、昌平、良乡、潞、安

次、永清、香河、武清、玉河 漷阴十一县。其行政区域向北、

亦不过居庸关，向南向东较前代略有扩大。居庸关外为西京

道可汗州地，古北口外为中京道境。

金大兴府治中都，辖大兴、宛平、安次、漷阴、永清、宝

坻、香河、昌平、武清、良乡十县。其行政辖域与辽代大体

相同，只是潞县别置通州，归中都路管辖。而又析香河县东

境置宝坻县。县虽增一宝坻，但辖区并未扩大。时居庸关外

为西京路大同府属，古北口外为中京路大定府属。

元大都路治大都，直辖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

昌平六县，另辖涿、通、漷、顺、檀、蓟、霸、固安、东安、

龙庆十州，州下领范阳、房山、潞、三河、武清、香河、怀

来、渔阳、丰润、玉田、遵化、平谷、益津、文安、大城、保

定等十六县。显然，元大都路略同金大兴府，但其行政区域

却大大扩展了。向南已及今河北大城、文安县，向东已及丰

润、玉田、遵化等县。特别是向西北包有今延庆县和河北省

怀来县。这是北京历史上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州郡路府一级建

置的行政区域超越居庸关而管领山后地区的少有的几例之

一。其原因乃是元仁宗诞生于缙山县（ 今延庆县）境香水园，

故仁宗即位后，升原缙山为龙庆州，并由上都路属改为大都

路属。而古北口外仍为上都路辖境。

明代的顺天府治北京，其行政区域包括大兴、宛平、良

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涿州、房山、通州、三河、漷

县、武清、霸州、文安、大城、保定、蓟州、平谷、遵化、玉

田、丰润、宝坻、昌平州、怀柔、顺义、密云等二十七州县。

其北界又缩回居庸关。其余大致同元代大都路。居庸关外为

宣府镇地，古北口外初为大宁都司，后为蒙古民族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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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已废，后清代顺天府与明代基本相同，有变化处是漷 遵

化升为直隶州，领丰润、玉田县。又新置宁河县，亦隶于顺

天府。居庸关外属宣化府，古北口外属承德府。

民国初期废顺天府改称京兆地方，其属县较清代顺天府

减少文安、大城、新镇、宁河四县，该四县划归津海道。民

国十七年设北平特别市（ 后改北平市）后，市区范围仅为北

京内外城区和附近郊区，原京兆属县俱归河北省辖。但民国

间河北省北界亦大致以长城划分，居庸关外属察哈尔省，古

北口外属热河省。

因此，历史上以北京城为治所的州郡路府一级建置，其

行政区域除隋代涿郡、元代大都路外，其余皆限于北京地区

长城以内，并向南向东扩展较远，而长城以外的山后地区则

分属于其他州郡路府。由此可见，长城曾是北京地区行政区

划的一条重要分界线。解放以后，随着北京市界的不断调整，

市域逐步扩大，但其趋势为南缩北进，即南部市界远较明清

顺天府南界北缩，而北部市界却越过长城伸入山后腹地很远。

这与历史状况大不相同。

以上从五个方面论述北京市历代建置沿革的特点。形成

这些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北京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的

北端，西拥太行山北段，北屏军都山和燕山西陲，山间一些

著名关塞如居庸关、古北口等沟通山前山后、南北东西。因

此北京这地方自古为我国北方交通枢纽，是中原汉民族与北

方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中心之一，也是中原农业经济与文化

和北方游牧经济与文化互通有无、交流融合的理想之地。这

一点不但决定了古蓟城始终是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一处主要行

政中心，而且也是自辽以后逐步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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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同时，北京西北和东北的一些交通孔道，为历史

上塞外一些州郡县的内徙外迁提供了方便条件。东魏之东燕

州寄治于今昌平县地，安州寄治于今密云县地，不能不说与

居庸关和古北口这两大交通要塞有关。

其二，北京长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种特殊的历史

地位，使北京长期成为省、路、府、县多层次的行政单位治

所所在，并长期出现大兴、宛平二县依郭京师的局面。解放

以后，又多次扩展北京市界，调整区划，形成今区县建置复

杂多变的特点。

其三，地区开发的不平衡性。沿山麓地带的房山、昌平、

顺义、密云、延庆等地，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相对稠密，

加上交通条件优越，自汉代即于这些地方多所置县，以致这

些区县的历史沿革尤为复杂。而大兴、通县等地，地处潮白

河、永定河下游，地势低洼，古多沮洳，又有河水泛滥为害，

所以这里的农业开发相对较晚，历史上也人烟较稀，故设置

州县较少。

其四，民族斗争的影响。历史上北京地区是民族交争比

较频繁的地区。来自西北的、东北的少数民族威胁不断。当

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强大时，原在山后的一些州郡县的吏民蒙

受劫掠涂炭，纷纷内迁，寄治北京地区。东汉、东魏、唐代，

均有大规模内徙州郡县的措施。当塞外比较安定的时候，内

徙的州郡县又往往迁回旧地，或在关内融合消失。同时，长

城的修筑是北方民族斗争的产物。一旦长城修成后，就成为

内外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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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著作于１９９１年脱稿。当时，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将

其列为北京方志资料丛书之一，准备予以资助出版。但时过

两年有余，终未如愿。遂改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

基金办公室资助、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感激不尽的。

在本书“ 前言”里，已对撰著这本书的原因、目的及其

主要内容等作了必要的交待。在这里还应补充说明一点。

由于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十分复杂，有些问题在这本书里

仍然找不到应有的明确的答案。例如东魏元象中，将原在古

北口外的安州及其所领密云、广阳、安乐三郡与郡下所领白

檀、要阳、密云、燕乐、广兴、方城、安市、土垠八县内徙，

寄治幽州北界，即今密云县境。其中多数郡县的寄治之地，不

管材料多少或详略，总还有些说词，而广兴、方城二县究竟

寄治何处，实在难以确定。又如，东魏天平中，东燕州及所

领郡县由居庸关外寄治昌平县军都城。其中的昌平郡及所领

昌平、万言（ 亦作万年）二县比较 徧城郡及所领广武、清楚，而

沃野二县，只知寄治于今昌平县西南境，具体为今何地，实

难确指。再如，有资料说辽代在今昌平县内曾有一个虎县。虎

县何时置废？治所何在？亦无第二条资料可资稽考。凡此种

种，书中只能存疑，以待日后再作深入研究。

这本拙著出版以后，倘能为研究北京史和编修北京志提

供一点参考，于愿足矣！

作 者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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