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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麴氏高昌， 随即在吐鲁番之地施行邻保制度。 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

西州邻保组织积极配合里正等基层官吏按比户口、 访捉逃户， 承担逃亡农民的赋税和徭役， 并在司法

案件中成为重要的征询对象。 此外， 西州也存在由亲属代承课役、 代输税钱的情形， 表明连带范畴进

一步扩大。 邻保制为维护西州有效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实施的前提是 ６ 世纪初期 “内徙断念” 后

吐鲁番地域认同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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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四年 （６４０） 唐灭麴氏高昌国， 于其地建立西州， 并根据该地特点采取了一

系列相应的措施， 张广达先生总结为 “在建立中原体制的州、 县之同时， 推行整套的

乡里、 城坊、 邻保制度， 从而保证唐朝律令规定的均田、 租庸、 徭役、 差科等制度的实

施。”①这其中就提到了邻保制度。 但是， 相较于学界在西州乡里、 城坊、 均田制、 租庸

调制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邻保制的研究稍显薄弱， 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西州邻

保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与其他制度如何配合实施？ 邻保与亲人担保有何区别？ 其实

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以上问题， 涉及邻保制度与组织的功能及其演变情形， 自然也是

观察唐律令制在西州贯彻落实效果的视角之一， 理应予以足够重视。 因此， 本文拟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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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研究的基础上①， 考察唐朝政府管辖下西州邻保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形。 不足之处， 恳

请指正。

一、 邻保在唐代西州基层社会的运作

隋文帝即位之初， 规定 “五家为保， 保有长。 保五为闾， 闾四为族， 皆有正……
以相检察焉”。② 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 百户为里， 五里为乡。 四家为邻， 五家

为保。 在邑居者为坊， 在田野者为村。 村坊邻里， 递相督察。③ 《通典》 引大唐令： 诸

户以百户为里， 五里为乡， 四家为邻， 五家为保。④ 学界一般称之为伍保制或邻保制。
其主要目的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 家庭与邻里之间相互监督、 纠察， 从而形成彼此之间

存在连带责任的居民互助、 互保组织。 此即 “诸户皆以邻聚相保， 以相检察， 勿造非

违”。⑤ 今就吐鲁番文书所见其主要职能分析如下：
（一） 警政治安， 访捉逃户

邻保制作为唐代的基层连保制度， 其设置之初的主要职能是警政治安。 中国古代社

会人们比邻而居、 朝夕相见， 乡里社会内部信息的传递速度快， 共享程度高， 从而使该

组织在防范非法流移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吐鲁番出土 《唐西州天山县申西州户曹状

为张无瑒请往北庭请兄禄事》⑥ 文书， 就体现了邻保组织与里正在 “按比户口” 方面的

共同作用。 由文书前 ５ 行内容知， 张无瑒欲前往北庭为其兄长张无价请禄， 同行带有 “奴
胡子年廿五”、 “马一匹駮草肆岁” 及 “驴贰头并青黄父各陸岁”。 自第 ５ 行始抄录如下：

　 　 ５ 　 　 将前件人畜前往北庭请禄， 恐所在不练行由， 请处分者。 责问上者得

６ 　 　 里正张仁彦、 保头高义感等状称： 前件人所将奴畜， 並是当家家生奴

畜，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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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不是詃诱影他等色。 如后有人糺告， 称是詃诱等色， 义感等连保各求

８ 　 　 受重罪者。 具状录申州户曹听裁者。 今以状申。
９ 令　 　 停务　 　 　 　 丞　 使

本件文书无纪年， 据整理者推测当在天宝、 大历年间。 有朱印四处， 印文为 “天
山县之印”。 第 ９ 行应是天山县官吏的署判， 然该县县令 “停务”， 县丞出使。 唐朝政

府严禁压良为贱， 以防户口减少， 规定携带奴婢外出者须 “五人同保一事”， 而马驴等

牲畜作为军需物资， 亦有严格管理， 故 “张无瑒” 外出携带奴畜， 须向西州户曹报告。
文书第 ６ 行以下是里正张仁彦及保头高义感等的保证辞， 即担保张无瑒所携带之奴

畜并是 “家生奴畜”， 非为 “詃诱”。 第 ６ 行所见 “保头” 即保长， 《唐六典》 卷三

“户部员外郎” 条云 “保有长， 以相禁约。”① 保头作为群体组织的代理人， 除在文书

中保留姓名外， 与保内其他保人并无不同， “唐律中似未见保长对保内事件担负特殊责

任的规定” “未见其具有特殊权能的形迹”。② 日本 《养老令·户令》 云 “凡户皆五家

相保……如有远客来过止宿及保内之人有所行诣， 并语同保知。” 也就是说， 若保内有

人外出， 须告知同保其他人知晓。 故本件文书中， 以保头高义感为首的张无瑒的邻保之人

对其出行作出担保， 并强调 “若后有人糺告， 称是詃诱等色”， 义感等连保之人要接受重

罪责罚。 同时， 保内之人很可能将人员流动情况上报给负有 “按比户口” 职责的里正，
以使其及时掌握里内人口的异动情况。 虽然文书中出现了里正张仁彦， 但 “义感等连保”
中是否包含里正， 里正与同保之人是否承担同样的罪责， 从文书中很难做出结论。

与上件文书相似者， 如 《唐开元十九年 （７３１） 唐荣买婢市券》 云 “又责得保人石

曹主等五人款， 保不是寒良詃诱等色者”； 《唐开元二十年 （７３２） 薛十五娘买婢市券》
云 “又责得保人陈希演等五人款， 保上件人婢不是寒良詃诱等色。 如后虚妄， 主保当

罪”。 《唐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 唐益谦、 薛光泚、 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 载 “保人宋

守廉等得款： 前件马匹並是唐长史家畜， 不是寒盗等色。 如后不同， 求受重罪者。”
《唐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 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 提及 “但染勿等保石染典

在此见有家宅， 及妻儿亲等并总见在。 所将人畜， 並非寒詃等色。 如染典等违程不回，
连□之人， 並请代承课役， 仍请准法受罪。” 其中， 石染典作为一名汉化的粟特人， 不

仅接受了更为规范、 成熟的汉文契约，③ 而且也接受了来自唐朝政府的律法约束。 以上

四件文书无一例外地写明 “保人某某某等”， 其中前两件文书具体写到 “五人”， 并在

末尾处罗列了五位保人的姓名。 笔者推测文书中的 “等” 应该都是指代 “五人”。 那

么， 五位保人担保的事项是什么？ 首先是保证出行人所带人畜非为强抢、 诱盗； 其次，
《唐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 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 提及保证代承出行人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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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最后， 保证所言真实不虚， 否则 “求受重罪”。
之所以要求邻里之间连防相保， 是因为若有人逃走， 邻保负有追访之责。 《武周天

授二年 （６９１） 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进妻儿邻保牒》① 中， 天山县安昌城人唐建

进状告该县主簿高元祯耕种逃户、 死绝户的田地， 或者以此出租， 或进行廻换。 西州都

督府受理此案后， 在多次判下天山县追访唐建进未获的情况下， 遂下令 “追建进妻儿

及建进邻保赴州”。 可见， 唐建进的家属及伍保之人负有访捉之责， 可能也需要将访捉

结果向州县汇报。
以上文书足以说明唐西州不仅实施了邻保制， 而且相互负责的群体内部监督被切实

执行。 即便是被一直坚持重农主义政策的唐朝各级政府视为异端的人口流动， 因为邻保

制这样百姓之间卓有成效的横向监视与连带责任， 也处在井然有序的状态中， 足见唐政

府布下的安全网络是何等严密。
（二） 代承课役， 代输税赋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的流动性较弱， 乡里社会内部人员接触多， 沟通时间长， 邻里

之间获取信息较为容易， 因此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在充分利用民间信息资源的过程中， 很容

易将邻保制度设立之初相互监督、 检举的功能扩大化， 从而延伸到赋税和课役领域。

吐鲁番出土中宗景龙三年 （ ７０９ ） 南郊赦文云 ： “所征逃人四 邻 伍 保租调

龙 二年□ 前 诸色勾征， 並宜 者， 委□□ 使 即分明勘会。”② 表明八

世纪初期中央政府对全国范围内伍保承担逃户赋税、 租调的情况是了解的， 西州自然也

在此列。 至于其开始时间， 学者推测 “大概至迟在永徽年间即已行之。”③

与逃户问题一样， 四邻伍保的摊逃也是唐朝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如开元年间

皇甫璟 《谏置劝农判官疏》 指出： “州县惧罪， 据牒即征， 逃亡之家， 邻保代出， 邻保

不济， 又便更逃。”④ 点明了逃户与摊逃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均田农民逃走危害极大，
直接影响唐政府的财政税收和徭役征调， “非直课调虚蠲， 阙于恒赋， 亦自诱愚俗， 堪

为祸患。”⑤ 为了稳定乡里秩序， 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力， 唐政府开始了大规模

的括户运动。 但是， 在逃户未回到原籍之前， 仍旧需要有人代替逃户承担租庸调。 故唐

户令云： “诸户逃走者， 令伍保追访， 三年不获， 除帐， 其地还公。 未还之间， 邻保近

亲 （或四邻伍保三等以上亲）， 均分佃食， 租庸代输。 户内口逃者， 同户代输，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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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六年） 不获， 亦除帐， 地准上法。”① 也就是说， 在逃户 “未还之间” 由近亲 （关
于近亲问题， 下文论述） 邻保以 “佃食” 的名义耕种逃户的废弃土地、 代输租庸， 这

是国家的法律规定， 也是邻保代济的理论基础。
吐鲁番阿斯塔那 ４ 号墓出土 《唐总章元年 （６６８） 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

园事》② 虽然不是邻保代济的直接材料， 却也从侧面反映了这样的问题。

　 　 １ 总章元年七月日高昌 县 左 憧憙 辞

２ 张渠蒲桃 （葡萄） 一所 旧主赵廻□

３ 县司： 憧憙先租佃上□桃， 今

４ 恐屯桃人并比邻不委， 谨 以 辞 陈 ，

５ 公验， 谨辞。
由文书内容知， “左憧憙” 曾于 “赵廻□” 边租佃张渠葡萄园一处。 文书第 ２ 行小字部

分标明 “赵廻□” 为 “旧主”， 推测赵可能在契约订立后身死或逃亡。 这就涉及三个方

面： 作为田主的 “赵廻□” 不在， 那么其与 “左憧憙” 签订的契约是否仍旧有效？ 左

又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在此情况下， 吐鲁番租佃契约所言 “租输百役， 仰桃主了”
又由谁来具体执行呢？

有学者指出： “唐西州时期， 该地区实行的主要是均田制， 葡萄园被官府作为永业

田授予个人。”③ 一般而言， 永业田均传之子孙， 可以户内继承。 那么， 第 ４ 行所见

“屯桃 （萄） 人” 可能就是本处葡萄园的继领人。 左在上呈给官府的报告中云 “恐屯桃

人并比邻不委”， 同时请求给予 “公验” （即官方证明）。 其中 “比邻” 应该是旧主赵

廻□的四邻， “不委” 可以理解为不明原委。 “左憧憙” 之所以这样做， 在笔者看来，
一方面在于促使官府承认先前订立契约的有效性， 以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 当然这也意

味着他必须履行契约规定， 按时交纳租价。 另一方面， 实际上明确了新的责任归属， 即

“园中租输百役” 将由 “屯桃 （萄） 人” 或者 “比邻” 承担， 并不会影响国家赋税征

收。 因为邻人具有组织和帮助履行纳税应役的义务， 故而出现在左上呈官府的报告中。
此外， 《唐景龙三年 （７１０） 十二月至景龙四年 （７１１） 正月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

卷》④ 之其中一宗， 也涉及逃户税钱的征收问题， 兹抄录如下：
　 　 １１２ □分常田二亩

１１３ 右上件大女先已向北庭逐粮在外， 死活不知。 昨

１１４ 被前里正左仁德逐追阿弥分地， 入收授出给。 比来

５９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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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

书》 叁，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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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阿弥所有户内□钱， 恒是本里代出。 其户内更两

１１６ 人， 户见未绝， 地未出， 望乞处分。
本件文书系逃户大女阿弥所属里正上呈给县司的请求牒文。 大意为大女阿弥先前往

北庭 “逐粮” （即逃亡）， 其户应交纳的□钱一直由其所在之里代出， 故前里正左仁德

要求收回阿弥的土地， 分配给他人。 然现任里正认为阿弥户内尚有两人， 非为绝户， 也

没有退还土地， 因而请求县司处理。 究竟逃户所欠钱是里正代出， 还是邻保代出？ 不太

清楚。 虽然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按照唐朝法律规定应该是邻保摊付。
（三） 问讯担保， 协助司法

因为邻保负有侦查四邻动静的义务， 故经常作为问讯对象出现于司法案件中。 “官
司在审讯过程中， 常需就当事人之陈述， 责保人或证人问讯， 以查其所言虚实， 而伍保

应是其重要的征询对象之一。”① 如 《武周西州交河县前仓督高欢贞牒为租田事》②， 今

转录如下：
　 　 １ □及口分埊三亩　 唐建贞七亩　 马牛始二亩

２ 　 　 　 　 焦贞苟四亩　 董義 恭 □ 亩

３ 　 　
４ 亩从春加功修

５ 　 　 　 　 　 租田

６ 不同此色租契 陪仓一千

７ 余， 召亲邻、 伍 见物

８ 祖田， 岂合无赖 谨牒。
９ 　 　 　 　 　 　 　 八月　 日前仓督高欢贞□
１０ 　 　 　 　 付　 司

１１ 　 　 　 　 　 　 　 　 　 　 　 十三

本件文书整理者编为 １０ 行， 查看图版， 现第 ３ 行文字内容虽无法识别， 但依稀可见文

字笔画， 故改为 １１ 行。 存朱印一方， 残剩 “交河” 二字。 前端残损严重， “地” “月”
“日” 均为武周新字， 可判定其时间在武周时期。 所述事情并不十分清楚， 似为民间因

租种田地发生纠纷， 从而诉至官府请求裁决。 第 ７ 行所见 “召亲邻、 伍” 后所缺文字

或为 “保”； 第 １０ 行 “付司” 表明官府已经受理此案。 显然， 亲邻五保作为原告或被

告在血缘及地缘关系中最亲近的人， 在案件审问过程中被召集、 查讯， 证其公直过恶，
是司法程序之一， 也是邻保被赋予的特殊治安责任。

发生于张玄逸家中的失盗案亦可见邻保踪迹， 兹抄录部分文书如下：

６９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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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唐麟德二年 （６６５） 知是辩辞为张玄逸失盗事》
１ 知是辩： 被①问陌墙入盗张逸之物， 今见安

２ 仰答所由者， 谨审。 但知是长患， 比邻具□
３ 陌墙盗物， 所注知是盗， 此是虚注。 被问依

４ 式　 　 麟德二年五月　 日

５ 更问。 式　 示

本件文书时间为麟德二年 （６６５） 五月， 第 １ 行所见 “张逸” 即张玄逸， 内容系官

府审问知是的辩辞。 知是是麴运贞家中的奴婢， 不排除其与 《唐麟德二年 （ ６６５） 畦海

员辩辞》 中提及的一婢②是同一人的可能性。 官府怀疑知是越墙偷盗， 并质问其所盗之

物现在何处。 知是在辩辞中用邻里来证明其长期患病， 使得高昌县官员做出 “更问”
的批示， 这其中知是的四邻很可能被带至公堂问讯， 最终促使司法官员重新审查案件，
可见西州邻保组织的证言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

除以上职能外， 我们还在编造手实的过程中也发现了邻保的身影。 《西州高昌县下

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 是一件唐西州高昌县的公文书， 上钤 “高昌县之印”，
该文书的核心事件是孙海藏患病及入疾问题， 文书提及 “波斯道行”， 知时间为唐高宗

调露元年 （６７９） 七月以后。 孙海藏患有风痫 （即癫痫）， 又 “坐底冷漏”， 却成为波

斯道行军的一员。 因在行军中多次发病， 最终被西州政府下符取消兵役。③ 其后， 在地

方政府编造手实时， 为了弄清其是否符合 “入疾” （成为正式残疾人） 的条件， 不仅对

军方提供的病情证明文件反复核查， “又责保问乡勒 保人张丑是等五人， 里正

杜定护、 医 （后缺） ”，④ 询问了孙海藏的保人张丑等五人、 里正杜定护及医师等， 证

明其患有风痫及冷漏有些时间了。 此处的保人张丑等五人应该就是孙海藏著籍之地的伍

保， 与伍保相呼应共同履行职责的是里正及相关人员。

二、 与邻保相结合的近亲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 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 家庭与邻里之间相互监督、 相互纠察并

负有连带责任的邻保组织在唐前期的西州地区是确实存在的。 律文所见其制度设立之初

的主要职能也仅限于治安、 督察。 但是， 随着则天朝小农逃亡、 丁口虚挂等问题的逐步

暴露， 国家不仅逐步强化了邻保代出课役、 负担赋税的义务， 而且地方官吏出于影响自

７９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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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政绩的顾虑， 往往采取非常手段扩大连带的范畴， 波及近亲， 甚至已经到了国家无法

容忍、 不得不下令禁止的程度。
唐玄宗天宝八载 （７４９） 正月勅 “盖为牧宰等， 授任亲民， 职在安辑， 稍有逃逸，

耻言减耗， 籍帐之间， 虚存户口， 调赋之际， 旁及亲邻， 此弊因循， 其事自久……其承

前所有虚挂丁户应赋租庸课税， 令近亲邻保代输者， 宜一切並停。”① 可见天宝之前由

近亲、 邻保摊逃租调、 赋税的处理方式已经非常具有普遍性。 即便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摊

逃的弊端， 明令加以禁止， 但效果未必理想。 仅仅八年之后， 至德二载 （７５７） 二月又

下令 “诸州百姓， 多有逃亡， 或官吏侵渔， 或盗贼驱逼， 或赋敛不一， 或征发过多。
俾其怨咨， 何以辑睦。 自今已后， 所有科役， 须使均平， 本户逃亡， 不得辄征近亲， 其

邻保务从减省， 要在安存”②。 对近亲的态度是不得征收， 对邻保则是 “务从减省”， 可

见其中之差异。
尽管国家从律法层面上多次严令禁止近亲摊征， 但实际上由于地方政府的 “耻言

减耗”， 代输逃户租课仍旧实实在在地落在与逃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身上。 山根清志指

出： 在与代输 （代纳·代出） 相关的诸史料中， 经常能够看见以亲邻、 近亲·邻保、
邻亲、 近亲＝邻保、 邻近等表现的词汇。③ 如宝应元年 （７６２） 五月十九日勅 “逃户不

归者， 当户租赋停征， 不得率摊邻亲高户”④。 这是对四邻近亲等高户摊征租赋的正面

回应。 长庆元年 （８２１） 正月赦文 “应诸道管内百姓， 或因水旱兵荒， 流离死绝。 见在

桑产， 如无近亲承佃， 委本道观察使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 据多少给付， 便与公

验， 任充永业。”⑤ 虽然不是直接说明近亲摊征的问题， 却提到了近亲对逃亡户留下的

桑产具有优先承佃的权利， 那么在优先承佃的基础上代出课役， 在理论上被强制地义务

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吐鲁番出土 《唐通感等辩辞为征纳逋悬事》 云： “人人皆自输纳， 亦不浪征百姓。

被问依实。”⑥ 通感辩辞中的 “不浪征百姓” 可能是真的， 但从吐鲁番出土其他文书看，
颇具讽刺意味。 地方官吏出于财政考量， 或追求政绩， 在征纳过程中可能存在浪征行

为， 其浪征的对象极有可能就是逃亡户的亲邻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 １８７ 号墓所出文书 《唐高昌县史王浚牒为征纳王罗云等欠税钱

事》，⑦ 突出反映了地方官吏处理民众拖欠税钱的程式， 其中就涉及近亲代纳税钱。 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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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录部分文书如下：
　 　 ６ 尚贤乡户王罗云

７ 　 　 右同前得状称， 被牒报称， 是王如珪妹， 令征今年

８ 　 　 税钱。 送者从王如 珪 索 钱， 元不识上件人状上者

９ 　 　 依问里正孙居， 得款： □□女户是王如珪妹，
１０ 　 　 见随兄在蒲昌城坐巷， 名丑婢， 请付横管征者。

本件文书的背面是天宝三载 （７４４） 的名籍， 推断书写时间可能在唐玄宗开元时期

或天宝初年。 由文书内容知， 尚贤乡王罗云是王如珪的妹妹， 其兄不知何故， 未交纳该

年税钱。 该乡里正孙居证实王如珪与王罗云 “在蒲昌城坐巷”， 即确认二人的兄妹近亲

关系， 因而建议 “请付横管征者”。 也就是说， 若王如珪果真未交纳税钱， 则官府将强

制王罗云代为缴纳。
亲邻可能需代为承担徭役。 阿斯塔那 １７８ 号墓出土一件文书或许从侧面反映了此问

题， 兹抄录如下：

　 　 １ 土右营　 　 　 　 　 牒 　 建中赵伍那

２ 　 　 兵张式玄

３ 　 牒得上件人妹阿毛经军陈辞： 前件兄是三千军兵名，

４ 　 □今年 三 □ 配 交 河 车坊上， 至今便不廻， 死活不分。 阿

５ 　 □兄别籍， 又不同 居 ， 恐 兄更有番役， 浪有牵挽。 阿毛孤

６ 　 □一身， 有 （又） 无夫婿， 客作傭力， 日求升合养姓 （性） 命， 请乞处

分者。 （７ 行以后为土右营对此事的裁决及官吏署名， 略）①

本件文书时间在开元二十八年 （７４０）， 前端残损严重， 同墓所出 《唐开元十八年

（７４０） 土右营下建中赵伍那牒为访捉交河兵张式玄事二》② 可供参校部分文字。 由文书

内容知， 阿毛兄长张式玄于该年三月被分配到交河车坊上番， 然至今未归， 不知死活。
阿毛担心其兄更有番役， 牵扯到自己， 故向都司说明情况。 陈辞之中， 阿毛一方面强调

自己与兄 “别籍” “不同居”， 另一方面述说自己孤身一人， 没有丈夫， 依靠给他人作

佣勉强养活自己， 以表明自己没有义务、 亦无经济实力替兄上番。 尽管本件文书并不是

近亲替代承担徭役的直接材料， 但是阿毛急于撇清自己的做法， 恰恰从侧面反映了这一

时期官府强制近亲承担徭役的普遍现象。
总之， 邻保组织作为唐朝最基层的地方组织， 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 建立集体安全

网络， 巩固统治者权威为最终目标。 但是， 邻保与亲保在保证对象及侧重方面可能稍有

９９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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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

书》 肆， 第 １８４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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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就邻保而言， 除协助里正按比户口、 检察非违外， 更侧重于向官府保证其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 而亲保似乎无此职能， 只在代纳课税、 代承徭役等方面表现突出。 这种责

任的差异性在吐鲁番文书中亦有完整体现。 如阿斯塔那 ５０９ 号墓所出 《唐开元二十一

年 （７３３） 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 之 “麴嘉琰请过所案卷” 中， 其保人麴忠诚

等五人的保证辞为： “麴琰所将人畜， 保並非寒盗诓诱等色者”；① 其弟麴嘉瓒的保证辞

则为： “兄麴琰去后， 所有户徭一事以上， 並请嘉瓒祗承， 仰不阙事者。”② 当然， 西州

人多地少， 人口的活动能力相对有限， 家族成员比邻而居， 血缘与地缘关系往往融合在

一起， 亲属与邻里相互重叠的情形应该也是存在的。

三、 从 “昊天不吊” 到 “四邻楚目”

西州成立之初， 很多制度都受到麴氏高昌的影响， 如高昌国时代通行的银钱继续使

用， “远行马” 制度以 “长行马” 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继承下来， 高昌国的量制也在

西州民间继续沿用等。 但是， 现有材料尚未发现麴氏高昌国存在邻保组织的踪影。 那

么， 唐西州邻保制迅速实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吐鲁番地区自 ２０ 世纪初期至今已经出土的砖志共计 ３００ 余方， 其中时代最早、 有明

确纪年者为 《大凉承平十三年 （４５５） 沮渠封戴墓表》， 沮渠氏虽不属汉族， 但深受汉文

化熏陶， 其墓表的出现无疑是中原丧葬文化影响的结果。 但是， 在此后的 ８０ 余年间埋葬

衣物疏一直是当地流行的习俗， 直到公元 ５３７ 年才出现了有明确纪年的第二方墓表， 即

《高昌章和七年 （５３７） 张文智及夫人马氏、 巩氏墓表》。 石见清裕将麴氏王国的墓表形

式总结为 “ 〔元号〕 〇年 〔干支〕 岁〇月 〔干支〕 朔〇日 〔干支〕 〔官职〕 〔姓名〕 春

秋 （年） 〇〇〇氏之墓表”③， 表明墓志的书写具有固定化的程式， 但仍旧能从中发现一

些缓慢的变化， 最典型者如砖志书写词汇从 “昊天不吊” 向 “四邻楚目” 过渡。
“旻天不吊” “昊天不吊” “天不愍遗” “天不慗遗” 等词汇的出现， 见于 《高昌永

平元年 （５４９） 田元初墓表》 《高昌和平四年 （５５４） 孟宣宗墓表》 《高昌建昌三年

（５５７） 任□□墓表》 《高昌建昌五年 （５５９） 田绍贤墓表》 《高昌延昌十五年 （５７５） 张

买得墓表》 《高昌延昌十九年 （５７９） 画儒子墓表》 《高昌延昌卌一年 （６０１） 索显忠墓

表》 《高昌延和七年 （６０８） 贾羊皮墓表》 《高昌延和七年 （６０８） 张叔庆妻麴太明墓

表》 《高昌延寿十七年 （６４０） 医人墓表》 等， 时间从 ５４９ 年－６４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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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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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旻” 又写作 “昊”， 旻天即苍天、 上天、 皇天； 昊天不吊， 即苍天不吊唁， 此语

经常出现在墓葬文字中， 流露出时人对命数由天的无可奈何与惋惜之情。 麴氏高昌墓表

中的 “昊天” 应该是拟人化的实体 “天神”， 它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和主宰人命运的权

力。 在既崇拜又畏惧的心理作用下， 当地百姓很自然地把人的生死福祸理解为神明的安

排， 并在砖志中书写出来， 从而体现了最原始的 “天命观”。
但是体现这种朴素的 “天命观” 的词汇在公元 ６４０ 年以后的吐鲁番墓志中很少出

现。 其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 因为 “墓葬的重大演变经常无法在

一个王朝内得到最恰当的诠释”。①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从西州建立到贞观朝结束的十年

间， 砖志书写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使用唐朝年号和纪年方式这一点上， 其他形式与麴氏

高昌末期基本无二。 与此同时， 吐鲁番砖志中出现了大量表示乡里社会人际关系的词

汇， 兹列表如下。
吐鲁番出土砖志所见人际关系词汇表

编号 人物 埋葬时间 相关词汇 资料来源②

１ 画儒子 延昌十九年 （５７９） 友朋悼伤， 乡闾悲悛 １４４－１４５

２ 巩孝感 延和三年 （６０４） 亲属悲嗥， 四邻楚目 ２５４－２５５

３ 碑儿 延和六年 （６０７） 宗亲悲号， 乡闾啼泣 ２５９－２６０

４ 高氏 （女） 延和六年 （６０７） 宗亲悲啼， 乡闾酸泣 ２６４－２６５

５ 麴太明 （女） 延和七年 （６０８） 宗亲悲酸， 乡闾啼泣 ２７０－２７２

６ 张曙子 延和九年 （６１０③） 合境哀叹， 四邻楚目 ４０６－４０７

７ 张顺 延和十二年 （６１３） 合境 哀 叹， 四邻楚目 ２９４－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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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东方 《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 《考古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１ 页。
本处未作说明者， 均引自侯灿、 吴美琳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 成都：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
本方墓表纪年处残缺， 仅存 “□□□□九年”。 石见清裕认为： ７ 世纪初， 受中国内地墓志书式的影响，
高昌墓志墓表开始出现以对句的形式赞美被葬者的品德。 （见 《吐魯番出土墓表·墓志の统计的分析》，
第 １７９ 页） 由此看来， 本方墓表文字 “斯乃世之英雄， 邦之俊艾者哉” 及 “合境哀叹， 四邻楚目”， 即是

如此。 因此， 笔者推测： 纪年残缺处所补或为 “高昌延和九年”， 即公元 ６１０ 年。



续表

编号 人物 埋葬时间 相关词汇 资料来源

８ 张 伯 玉？ 延寿九年 （６３２） 六亲哀？， 九族悲酸 ３６５－３６７

９ 医人 延寿十七年 （６４０） 朝野嗟叹， □亲悲□ ４０３－４０５

１０ 张子庆妻
某氏 （女） 贞观廿二年 （６４８） 四邻酸楚， 宗亲悲号 ４５７－４５８

１１ 赵松柏 永徽四年 （６５３）
亲 族 悲 号 ，

乡 闾 数 泣
４６９－４７０

１２ 张元峻 永徽四年 （６５３） 亲罪悲裂， 子息号泣，
闾里酸吟

４７４－４７５

１３ 王延台 （女） 显庆五年 （６６０） 亲族为之悲号， 乡闾为之叹惜 ４９３－４９４

１４ 毛姿台 （女） 龙朔二年 （６６２） 乡閈叹其和柔， 邻里仰其贞顺 ５０２－５０４

１５ 康延愿 龙朔二年 （６６２）

乡邦推之领袖，
邻田谢以嘉仁；
亲族为之悲痛，
乡闾闻之叹伤

《新获》 ３７９①

１６ 氾武欢 龙朔二年 （６６２） 乡闾闻之痛惜， 亲戚悲哀 ５０５－５０６

１７ 范隆仁 龙朔三年 （６６３） 乡闾叹其平恕， 邻里讃其无私 ５０７－５０８

１８ 赵海玫 龙朔三年 （６６３） 乡闾叹其慈仁， 宗族称其孝悌 ５０９－５１０

１９ 梁延怀 麟德元年 （６６４）

乡闾称为教首，
宗族号曰慈仁；
悲惨结於四邻
哀恸摧於乡里

５１７－５１９

２０ 麴胜 （女） 麟德二年 （６６５） 乡□□□□□， 行人闻而泪落 ５２４－５２５

２１ □海悦 乾封二年 （６６７） 宗族号口兆 ， 乡闾痛惜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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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人物 埋葬时间 相关词汇 资料来源

２２ 王雅 总章元年 （６６８）

邻里悲□；
乡闾痛惜；

宗族号口兆 ；
邻里痛□

５３７－５３８

２３ 杨保救 总章元年 （６６８） 乡党称仁， 宗族称孝； 哀切四邻 ５３９－５４０

２４ 严海隆 咸亨二年 （６７１） 乡慙阙袖， 闾里仃歌 ５４３－５４４

２５ 赵恶仁 咸亨三年 （６７２） 乡闾慕义 ５４５－５４６

２６ 史住者 咸亨四年 （６７３）

为衢里之楷模，
作室家之领袖；

邻伍悲伤， 行路啼泣；
宗族悲号， 乡闾痛惜；
邻里痛深， 乡闾哽咽

５４７－５４８

２７ 曹怀明妻
索氏 （女性） 咸亨五年 （６７４） 亲族之楷模， 乡闾之轨则 ５５３

２８ 唐言葔 上元二年 （６７５） 党遂可称， 里民嘉誉 ５６１－５６３

２９ 王康师 仪凤三年 （６７８） 乡城领袖， 宗族轨模 ５６６

３０ □智□ 永淳元年 （６８２） 言满乡闾 ５７３－５７４

３１ 张行伦 开元七年 （７１９） 乡闾有直 ６３２－６３７

　 　 以上 ３１ 方墓志时间从麴氏高昌延昌十九年 （５７９） 至唐开元七年 （７１９）， 其所有

者有男性也有女性， 绝大多数为汉人， 也有一部分属于昭武九姓粟特人。 涉及人际关系

的词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 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词汇， 如四邻、 邻里、 乡闾、 乡

邦、 邻田、 乡里、 乡党、 乡城、 衢里、 邻伍、 里民、 闾里、 乡閈等； 其二， 以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词汇， 如亲属、 六亲、 九族、 宗亲、 亲族、 亲戚、 室家、 宗族、 子息等； 其

三， 综合性词汇， 如友朋、 合境、 朝野等。 归纳起来， 这些词汇大多以对仗的形式或用

于表达生人对逝者离去的哀伤与悲恸之感， 如宗族悲号、 四邻楚目等； 或用于刻画生人

对逝者品德等的赞美， 如乡闾叹其平恕、 邻里赞其无私、 乡闾称为教首、 宗族号曰慈仁

等。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墓志的格式相对固化， “循守着固定一概的行文模式， 充溢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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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面的誉美之词”，① 但这些充满溢美的带有情感倾向的词语使用情况 （虽然不是所

有墓志中都有） 仍旧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种变化， 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墓志中出现了 “四邻”， 首次出现于高昌延和三年 （６０４） 巩孝

感墓志。 这意味着该词汇和前文讨论的唐朝邻保制中的 “四邻” 并无关联， 而仅仅是

一种泛泛的称谓。 虽然墓志中并没有写明四邻的作用， 但是邻里以人力、 物力相助营办

丧事应该是人之常情。 敦煌出土丧葬文书云 “儒风坊西巷村邻等就马兴晟家众集再商

量”②、 “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英玉家结义相和”③， 表明在丧葬活动中邻里互相帮助已

经成为当地的乡规民俗。 若不助邻里之丧者， 将可能受到道德的审判， 视为不义。 如赵

泉虬 《对助邻妇丧判》 判文曰 “邻妇时命先秋， 生涯凋落， 四德之名尚在， 九泉之魄

俄沉。 存既寡于周亲， 没亦感于邻义。 既而朱火不举， 俯凶事而无从； 元琏未临， 仰生

人而何托？ 闻人以蹈危为意， 忧济留心， 爰行博施之恩， 自合无丧之服。 论其主敛， 则

亲属为先； 语其科辜， 则闻人无罪。”④ 要求邻里之人 “感于邻义”， 对邻妇丧葬之事

“行博施之恩”。
吐鲁番出土文书 《唐众阿婆作斋社约》⑤ 共 ３４ 行， 其中第 ２－２７ 行书写结构和形式

一致， 共罗列了 ２６ 位阿婆的姓名， 如第 １９ 行 “□弥举阿婆弟十九”， 弥举是人名， 阿

婆应是弥举的母亲。 “弟十九” 表示第 １９ 位。 兹将文书第 ２８ 行以后抄录如下：
　 　 ２８ （前缺） 月别斋日共众人斋 （后缺）

２９ 合众阿婆等至 五 月 内， 各出大麦 贰 （后缺）

３０ 至 十月内， 各与秋贰 豆斤 （后缺）

３１ 众阿婆等中有身亡 者 （后缺）

３２ 麦壹豆斤， 出饼五个， 众 人中廿 （？） （后缺）

３３ 在外众人 食 □□众人中有 人 （后缺）

３４ 违 （？） 教者， 别 银 钱壹文入众 人 （后缺）

２６ 位阿婆除每月一次斋会外， “众阿婆等中有身亡者” 表明本件社约也涉及丧葬互助活

动， 考虑到阿婆的年龄因素及结交同性朋友伙伴的长时段性以及吐鲁番地区的封闭性，
我们认为她们是近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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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中村治兵卫对 《全唐诗》 涉及四邻及近邻关系的词汇内容的考察显示：
“四邻是唐代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组织……而五家为一保的组织却几乎没有在全

唐诗中出现过， 或许是因为其不太适合作为诗的描写对象”。① 值得注意的是， 五家一

保组织在吐鲁番出土墓志中也几乎完全未见。 前列表 １ 《咸亨四年 （６７３） 史住者墓

志》 虽然出现了 “邻伍悲伤， 行路啼泣”， 但此处的 “邻伍” 很可能与 “邻里” “四
邻” 等词汇一样， 并无具体的指代含义。 联想到前文提及的保长要为朝廷控制人口，
避免隐丁匿口， 甚至还要替朝廷征发赋役， 所做工作大多违背当地百姓的利益与愿望，
实在算不上光彩的角色， 因此他们作为朝廷的触角在基层社会中是非常尴尬的存在， 这

样的处境使得极少有人愿意将 “保长” 等职衔书写在砖志上。
丧葬作为中国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埋葬的对象虽然是死者， 但砖

志的书写、 丧礼的主持等活动确是由生人操办的，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人们的价值

取向。 中国古代讲求 “盖棺定论”， 多扬善隐恶， 吐鲁番砖志所言 “乡城领袖， 宗族轨

模” “乡党称仁， 宗族称孝” 等， 从表面上看是给予死者的评价、 荣誉及怀念， 实际上

对死去之人并无任何意义与价值， 但对活着的人却非常重要。 墓葬的大小、 砖志的书

写、 葬礼的规模、 随葬品的多寡、 守丧期的表现等不仅寄托了生者加官进爵、 延年益

寿、 光耀门楣等诸多期待， 而且也是仁孝家风礼教的体现， 在吐鲁番这样一个相对封闭

的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熟人社会中， 家族的良好口碑在当地盛行的借贷、 租佃等经

济活动以及需要四邻担保等诸多事务中将使生者受益， 是不难想象的。
出土砖志从表现人们敬畏天命的 “昊天不吊” 到邻里守望相助的 “四邻楚目”， 其

中固然有中原墓志书写方式的影响， 但仍旧需要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察———
即高昌王国屡次请求内徙不获， 转而着力经营吐鲁番之地， 进一步增强当地民众的地域

认同。 高昌作为一个以内地汉族移民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 长期孤悬碛外， 周围强敌

环伺， 其首次内徙始于马儒统治时期， 史载：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 （４９７） “遣司马王体

玄奉表朝贡， 请师迎接， 求举国內徙……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 不愿东迁， 相与杀儒而

立麹嘉为王。”② 麴嘉被拥立为高昌王后， 于永平元年 （５０８） 初， 遣其兄之子麴孝亮出

使北魏， “仍求内徙， 乞军迎援”③， 终因 “失期而返” 以失败告终。 其后， 麴嘉仍旧

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 请求内徙。 仅永平二年 （５０９） 左右， 就先后十余次向北魏请求

内徙；④ 永平三年 （５１０） 亦如是；⑤ 熙平元年 （５１６）， 麴嘉又遣使北魏， 仍旧遭到拒

绝。 神龟元年 （５１８） 五月， 又见高昌遣使朝贡， 十二月麴孝亮再次使魏 “复表求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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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① 这是史书所见高昌最后一次请求内徙， 此后虽屡有朝贡， 却再不提内徙之事。
内徙断念， 才有了麴氏高昌国独立经营的开始。

马氏、 麴氏高昌积极向中原政权靠拢， 寻求保护， 频表忠心， 是当地政权意图将地

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起来的表现之一， 虽然在笔者看来这种国家认同的实质是借中原

政权之名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 由于内徙不获批准， 加之中原政权更迭频繁， 此后麴氏

王国与各中原政权之间虽偶有往来， 但难以产生持久稳定的合作默契， 在心理层面上再

难以对中原政权产生国家认同感。 所以， 隋朝建立后麴伯雅、 麴文泰父子虽先后来朝，
亦不提内徙之事。② 及至唐朝建立， 太宗发布 《讨高昌王麴文泰诏》， 麴文泰的回应颇

值得玩味， 其云： 鹰飞于天， 雉窜于蒿， 猫游于堂， 鼠安于穴， 岂不活耶！ 《唐永昌元年

（６８９） 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 亦载： 麴文泰 “阻漠凭沙， 国有偷安之望”。③ 就是这样

一位君主， 高昌国人不仅给予其 “光武王” 的谥号， 而且在唐军濒临城下之时出城为

其送葬。 有学者指出 “危在旦夕之际为亡君发丧， 可以反映高昌国人对国君的态度，
以及对国家的态度。”④ 那么， 高昌国人对国家是什么态度呢？ 笔者认为应该是从上而

下强烈的地域认同感支配的共进退与同患难。 事实也的确如此， 高昌君臣不仅负隅顽抗

到了最后才投降， 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初仍有部分人抗拒唐朝的统治。 以上论述都说明，
经过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不断移民， 加之麴氏数代经营， 到公元 ６４０ 年唐朝平定其地前，
汉魏黎民对吐鲁番之地形成了较强的地域认同。

这种地域认同就高昌而言在文化上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麴嘉屡次请求内徙不获， 转

而变内徙为内强， 引进五经、 诸史， 充分利用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来加强内部凝聚

力。 此后， 麴氏诸王坚持仁孝治国， 利用汉人血脉相连、 文脉相通的文化心理特征， 进

一步巩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关系和邻里关系， 其所求借的五经、 诸史以及

国子助教等很可能参与了麴氏高昌的国家构建。 在此过程中， 人们越来越重视周围的乡

邻关系， 并将乡邻的美好评价视为衡量个人品德和家族声望的标准之一写入墓志， 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吐魯番出土唐贞观二十年 （６４６） 十二月 《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

婆家书》 写道 “巢寄他土， 晓夜思乡， 粗得偷存， 实无理赖”⑤， 赵义深日思夜想的故

乡应该是吐鲁番之地， 而不是马氏、 麴氏所请求内徙的中原某地， 是再清楚不过的。 因

为那里有义深的阿婆、 姐妹、 兄弟、 友邻， 有他所有人际关系的总和。 正是由于麴氏对

吐鲁番之地长达百余年的经营才形成了当地百姓强烈的地域认同， 并滋生了这种故土难

离的情感。 而公元 ６４０ 年太宗平定高昌， 建立西州， 采取方方面面的措施抚慰当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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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员， 使得他们在砖志中直书 “高昌人也”， 则是当地民众自觉将国家认同与地域认

同再次统一的表现。

四、 余论

邻保组织作为一种基于地缘的近邻关系的小团体， 到清朝已经发展为 “弭盗贼、
缉逃人、 查赌博、 诘奸究、 均力役、 息武断、 睦乡里、 课耕桑、 寓旌别， 无一善不备”
的重要工具， 基本涵盖了乡村生活的全部内容， 成为古代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得力措

施。 现代学者在论述邻保制的作用时， 往往强调其负面影响， 如 “唐代伍保制的设计，
明显地是重官务、 轻民务； 重社会安定， 轻个人权利； 重财政收入， 轻百姓利益……将

导致伍保的负担过重， 甚至遭逢政府的无理摧残”。① 但是， 从春秋战国到民国长达一

千年的时间里， 邻保制非但没有走向消亡， 反具活跃的生命力， 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
作为一项统治手段， 应该如何更客观地评价其作用？

不可否认， 邻保制力图利用百姓之间的横向监视将其身份与土地等紧密结合， 限制

人们随意迁徙、 流动， 以达到 “编户齐民” 的目的。 但是， 从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言，
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克服了古代信息不对称、 技术和交通落后等制约因素， 通过事前

设定的责任范围及适当的奖励与惩罚， 实现了小政府、 大疆域前提下对社会的有效治

理。 就边地西州而言， 地方政府的军政事务异常繁忙， 不仅要统计人户、 分配土地、 征

收赋税、 征发兵役和徭役等， 而且由于其地处东西交通之孔道， 族属成分复杂， 商贸往

来频繁， 人员流动性较大， 加之州县官府人力资源紧张， 在此背景下， 地方政府利用亲

属和邻里之间的信息优势， 实施有限范围的连带责任，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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