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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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七八世纪，东亚大陆国家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并呈现集团性流动特点。隋炀帝的远征导致
隋朝流星般消亡，人数众多的隋朝俘虏滞留高丽 ；东突厥战败，唐朝安置突厥人到长安周边居住 ；
百济灭亡后数万百姓要么入唐，要么流向倭国 ；而高丽灭亡后则有数十万百姓到达唐朝内地，而前
往倭国的亦大有人在。除过战争导致的人员流动之外，和平年代的商旅、使者、留学生、佛教僧侣
求法巡礼、其他宗教来华传教等，亦是人员流动的重要途径。正是由于这种人员流动，加速了东亚
各民族国家间的交流，调节弥合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地区间进步的失衡，促进了文化双向或多向
传播。当然，最后定居唐朝的周边各族类百姓，逐渐成为唐人的一份子，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他们的
贡献。
入唐高丽遗民墓志研究，上世纪初学界就已有涉及（1 ），笔者近年来也有相应的论著出版（2 ）。
2012 年以后出土的高丽移民高牟、高提昔、南单德、李隐之、高乙德墓志，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
视（3 ）。这些墓志现收藏于私家或公共博物馆之中。本稿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新见入唐高
丽移民墓志未能涉及或者虽有涉及但仍有可资讨论者予以探讨！当然，涉及这一时期百济移民、新
罗侨民，以及日本方面的“人员流动”问题，容随后再做具体探讨。

一、高提昔墓志铭
王其祎、周晓薇 2013 年公布了高丽移民高提昔墓志铭信息。具体来说，2012 年初在西安东郊
龙首原上，出土了一方初唐高丽人墓志，这就是上元元年（674 ）《高提昔墓志》
。墓志高、宽皆 38
厘米，志文 20 行，满行 19 字，楷书，有方界格。墓志盖呈覆斗形，志盖拓片高、宽皆 38 厘米，
盝顶高、宽皆 27 厘米，盖题“大唐泉府君故夫人高氏墓志”12 字，
4 行，行 3 字，阴文篆书，无
界格。盖题四周及志盖四杀皆线刻卷草纹。墓志录文如下 ：

大唐右骁卫永宁府果毅都尉泉府君故夫人高氏墓志
夫人讳提昔，本国内城人也。原夫蝉冕摛华，叠清晖于往躅 ; 潢漪湛态，挺芳烈于兰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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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伏仁，大相、水镜城道使、辽东城大首领。祖支于，唐易州刺史、长岑县开国伯、上柱国。
父文协，宣威将军、右卫高陵府长上折冲都尉、上柱国。往以贞观年中，天临问罪，祖乃归诚
款塞，率旅宾庭。爰赏忠规，载班清级，因兹胤裔，族茂京都。夫人即长上折冲之元女也，德
芬兰苑，声冠礼闱，博综情田，遵母仪之雅训 ; 洞包灵府，宪女史之弘规。然而结聘泉门，才
盈晦朔，未谐归展，俄事沦亡，惟其所生，悲摧玉掌。粤以咸亨五年六月四日卒于来庭里之私
第，春秋廿有六。莫不璧沦朝彩，婺黯霄晖，风碎瑶柯，霜凋玉树。秦镜悲其鸾戢，孔匣詠其
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 ; 里閈亲好，辍朱絃以表哀。以上元元年八月廿五日窆于
万年县浐川之原礼也。将恐秋阳递序，陵谷迁逥，所以图撰芳猷，树旌幽壤。其词曰 :
弈叶崇构，蝉冕代晖。外谐懿范，内穆兰闱。如何景落，泉帐孤捿。幽扃永閟，寒陇凄凄。
王、周论文主要探讨了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父亲高文协入唐时间，墓主高提昔的婚姻及其丈夫泉
氏，高提昔的卒所及葬地，高提昔墓志所见官名地名考说，出土墓志所见入唐高丽移民高氏一族等
五方面的问题。可以说，论文已全面涵盖墓志铭涉及的各个方面，如对高提昔祖父高支于和贞观
十九年投诚唐朝的高丽萨褥高惠真的比对，墓志出现的高丽地名、官名如国内城、大相、水镜城、
道使等的考述，以及对于高提昔其人 26 岁才出嫁泉氏原因的推论，均可见作者宽阔的视野和非凡
老道的考释功力。也许是印刷或者校对的缘故，论文中引用罗末丽初著名留唐宾贡进士崔彦撝，也
，这是应特别指出的事情。
就是崔仁滚（4 ）之时，竟将崔仁滚误写为“崔仁流”
韩国学者金荣官也发表有关高提昔墓志的论文（5 ）。文中根据墓志文“天临问罪，祖乃归诚款塞，
率旅宾庭”，证明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归降唐朝，应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之时，又据当时
战争进展情况，认为高支于投诚唐朝具体应在唐军辽东城、驻跸山两次战役之间，此结论和上述王
其祎论文所述相同。另外，金荣官认为高提昔的曾祖父高伏仁正好为唐太宗征伐辽东城时的辽东城
大首领，并可能此时投诚唐朝。对此，笔者认为疑点太多，似乎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作为高文协
的长女，高提昔咸亨五年六月去世，即公元 674 年，时 26 岁，如此其出生时间当为公元 649 年。
依据学界一般以 20 年为一代推算惯例，高提昔的父亲高文协生年应为 629 年，祖父高支于生年为
609 年，其曾祖高伏仁生年应在公元 589 年左右。高伏仁曾担当辽东城大首领，如果是 40 岁上下
的话，其应在 629 年左右。至于高支于是否承继其父辽东城大首领职位，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人曾
经继承过父亲的职位，就推论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或者一定继承其父担当的职位，这是应该慎重考虑
的问题。金荣官还通过志文中“莫不璧沦朝彩，婺黯霄晖，风碎瑶柯，霜凋玉树。秦镜悲其鸾戢，
孔匣詠其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 ；里閈亲好，辍朱絃以表哀”中的“秦镜”
、
“孔匣”等，
得出“朝廷不知道高提昔的葬礼一事的惆怅之感，也有表达高提昔（家族）和婆家泉氏家族都是没
有办法屈服于唐的意思”
，以及“都包含着对皇帝暴政和昏聩的嘲弄以及对高丽的思念和热爱”
。无
论是泉男生、泉献诚父子迫于时势向唐投诚，还是泉男产、泉男建兄弟投降或被俘到达唐朝，这是
当时唐与高丽关系发展的必然，泉氏兄弟接受频繁遣派出征边疆，虽然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无
疑也是心甘情愿的。至于生于唐、长于唐的高提昔，其祖、父投诚唐朝后担当唐朝地方中层官员，
在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高提昔的童年生活状况理应不会太差，引文提到高
支于父子入唐后，“爰赏忠规，载班清级，因兹胤裔，族茂京都”
，就可说明问题。作为最早入唐高
丽移民，高提昔和泉氏家族成员结婚，是否真正有什么对唐朝的不满和愤慨，似乎上引志文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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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说明他们对唐朝的满腹愤恨和不共戴天。
从志文“然而结聘泉门，才盈晦朔，未谐归展，俄事沦亡，惟其所生，悲摧玉掌。粤以咸亨五
年六月四日卒于来庭里之私第，春秋廿有六”看，高提昔长到 26 岁才出嫁，和泉氏结婚月余后就
不幸夭折，故上引史料只是表达高提昔不幸夭亡，亲友乡闾的惋惜沉痛之情，并非金先生所说的不
屈服唐朝，嘲弄皇帝暴政和昏聩等。当然，第一代入唐高丽移民通婚对象多为同类的高丽移民，只
能说明入唐高丽人融入唐人共同体还有待时日，等到第二、三代时，随着各种情况的改变，他们和
唐人通婚就成为十分普通的事情了。
高提昔病亡于京师长安来庭里私第，这里位于长安城东北，是这一时期入唐高丽贵族军将们散
居的主要区域。从志文上下文判断，来庭里应该是高提昔夫家的住所。
总之，高提昔墓志的出土，对于了解高丽入唐第一代移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特别是
高提昔和泉氏家族人士结婚，显示出作为高丽第一家族的泉氏兄弟，他们入唐后家族婚姻趋向选择
的无奈。

二、李隐之、高牟墓志
1 . 李隐之墓志
李隐之墓志为最近新见的一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据楼正豪未刊论文所示（6 ），墓志收藏于洛
阳瀍河区马坡所在的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是此前学界未见提及的高丽移民墓志史料。志石长
48 . 5 ㎝，宽 53 ㎝，二十二行，正书，志盖篆书“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
，四杀饰鸳鸯及卷草纹。
墓志文如下 ：
唐故赠泉州司马李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隐之，字大取，其先辽东人也，晋尚书令胤即其枝类。祖敬父直，或孝德动天，
驰名于乐浪，或忠勤济物，誉表于扶余。公厌海壖之风，慕洛汭之化，重译纳贡，随牒
受官，勇武既自于天然，果断宁由于学得。异夫子之入梦，且叹山颓，殊仙客之延龄，
还嗟海变，呜呼哀哉！春秋五十有一，以大唐神龙元年正月廿五日寝瘵终于上林里之私
第。朝野痛惜，亲故哀伤。帝皇悼怀，赠泉州司马以成送终之义。迁殡于河南府河南县
平乐乡之原。
夫人河间县君刘氏，贞节孤高，孀居荏苒，在家慕克己之德，训子从择邻之规。风
树不停，隙驹难驻，琴亡鹤去，镜破鸾沉，呜呼哀哉！春秋八十有六，以大唐开元廿七
年四月五日寝疾终于道政里之私第。粤以其年五月壬辰朔五日景申合葬于公之旧茔西南
一里半，礼也。前临清洛，川声夜杂于松风，却背崇邙，岚气晓凝于薤露。嗣子初有，
左领军卫翊府右郎将，仲子怀德，左骁卫翊府右郎将，季子怀敏，代州阳武镇将等。类
高柴之泣血，哀慕充穷，若顾悌之绝浆，攀号崩迫。畏桑田之改易，虑高岸之沦移，旁
求斯文，以作尔志。其词曰 ：
司马令德，来从异域，人之云亡，天子赠职，志不惑兮。夫人道终，合葬顺理，二
龙次丧，两凤伦死，情难已兮。三子至孝，七日绝浆，思亲勒石，地久天长，不朽芳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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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隐之的儿子李怀墓志已于 1928 年出土于洛阳北十六里南陈庄村，志石收藏于千唐志
斋博物馆。笔者 2002 年发表的《中国所见韩国古代史关联金石文的现状与展望》文中曾提到李怀
墓志，随后在 2009 年刊出的《唐高句丽遗民遗址遗物的现状及地理分布》论文（7 ）中也有专门探讨，
故对于李怀墓志涉及的问题，不再赘言。

《李隐之墓志》载云，“其先辽东人也，晋尚书令胤即其枝类。祖敬，父直，或孝德动天，驰名
于乐浪，或忠勤济物，誉表于扶余。公厌海壖之风，慕洛汭之化，重译纳贡，随牒受官，勇武既自
于天然，果断宁由于学得”。
《李怀墓志》载曰 ：
“昔晋氏乘乾，辽川尘起，帝欲亲伐，实要□□。公十二叶祖敏为河内太守，
预其选也。克灭之后，遂留拓镇，俗赖其利，因为辽东人。至孙胤，举孝廉，仕至河南尹，加特进，
迁尚书令，晋之崇也。曾祖敬，随襄平郡从事。太宗东幸海关，访晋尚书令李公之后，佥曰 ：末孙
孜在。帝许大用，尽室公行，爰至长安，未贵而没。悲夫！其子曰直，直生隐之，赠清源郡司马，
公则清源府君之冢子也。”

楼正豪依据上引史料，以及《三国志》
、
《晋书》
、《北史》
、《新唐书》等史书，对李隐之、李怀先祖
做了很好的考证，如此可列出李氏家族世系表 ：
李敏——李信——李胤——□□——□□——□□——□□——□□——□□——李敬——李
直——李隐之——李怀——李智通
李隐之的祖父李敬定居长安不久就别世，其父李直因此没有过多地享受入唐后家族的荣光。李
隐之本人亦官位不显，唐中宗神龙元年（705 ）去世，享年 51 岁，其出生时间应为唐永徽六年（655 ），
而其祖父李敬在唐太宗亲征高丽之后的 645 年到达长安，就是说，李隐之应该出生于长安或者洛阳，
并成为入唐的第二代高丽化的汉人移民。即便如此，李隐之的结婚对象为河间县君刘氏，刘氏的汉
人身份不容置疑，但是否同样是入唐高丽化的汉人则难能知晓。李怀天宝四载（746 ）病逝，享年
68 岁，可推算其出生时间为 678 年，作为长子的李怀出生于其父李隐之 23 岁之时。显然，入唐的
高丽化汉人和纯粹高丽人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婚姻对象的选取，对唐朝认同度的深厚与否，
以及入唐后任官途径和性质上。
还有，楼正豪论文没有提及李隐之墓志出土地点。李隐之志文载其“大唐神龙元年正月廿五日
寝瘵终于上林里之私第”
，而其夫人刘氏“大唐开元廿七年四月五日寝疾终于道政里之私第”
，李怀
也是病终于“道政坊（里）
”
。就是说，李隐之、李怀家族可能先从上林里移住道政里，也可能拥有
两处宅地。另外，李隐之先“迁殡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之原”
，开元廿七年五月与妻子刘氏合葬，
新墓距离“公之旧茔西南一里半”。李怀天宝四载四月二十二日与其妻王氏合葬于“洛阳县平乐乡
之原，从周礼也”。也就是说，李隐之、李怀父子的坟墓应该在一个区域之内，这也符合唐人家族
父子具有共同墓地的惯例。不过，如上所述，李怀墓志 1928 年出土，但并没有提及出土周边其他
墓葬（8 ），而李隐之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其出土很可能和最近数十年的盗墓风潮有关，但其
出土地点应该就在原出土李怀墓的周边地区。
无疑，李隐之、李怀父子作为入唐高丽化汉人后裔，他们的生活轨迹与纯粹入唐高丽人还有相
当的区别，特别是墓志记载李怀在唐玄宗平定“韦氏之乱”建立奇功，使得李氏家族迎来入唐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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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又一次重要机遇，这不能不使人感叹“时势造英雄”的诡谲。

2 . 高牟墓志
据高牟墓志拓片发现者楼正豪撰写论文所述，高牟墓志出土地点、时间不详，原石已不知去向，
志文拓片仅存，现为洛阳私人收藏。墓志为正方形，边长 45 . 5 ㎝，四侧有线刻卷叶文。志文楷书，
19 行，满行 19 之，共 282 字，有人、授、地、年月日载圣等武则天所造汉字，撰书者不详。

大周故左豹韬卫将军高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牟，字仇，安东人也。族茂辰韩，雄门誉偃，传芳秽陌，声高马邑。忠勇之操，侍楛矢之
标奇 ；鞞师之能，跨沧波而逞骏。是以早资权略，夙禀枢机，候青律以输诚，依白囊而献款。授云
麾将军，行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任隆韬禁，俯兰锜以申谋 ；位列爪牙，仰熏风而饮化。转冠军将
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既而痾瘵，旋及隙景，爰驰西山之药，不追北地之魂，永逝以去。延载元
年腊月卅日薨于时邕之第。三韩流涕，十部分哀，悲缠东海之东，痛结外荒之外。以圣历二年八月
四日窆于洛州合宫县界北邙山，之礼也。春秋五十有五。悲笳切逈，灵旐飘空，恐懿迹之遽沉，怆
嘉名之不纪，式凭琰石，以表芳声。其词曰 ：
辰韩辽敻，秽陌苍忙。怀忠效节，仰化归皇。趋驰武卫，出入鹰扬。荣分列棨，誉满遐方。将
申茂绩，遂奄颓光。悲深阅水，恸切韩乡。小山落秀，大树沉芳。坟茔阒寂，松槚凄凉。庶斯铭之
无泯，与悬象以恒彰。
高牟其人在现存文献史料中未见有记载，只是清人编撰的《全唐文》中收录的唐人判文中提到。
楼正豪从高牟的出身及入唐背景，入唐活动两方面，探讨墓志铭涉及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对墓志文
句读的诠释，堪称完备，为读者了解高牟生平事迹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笔者爬梳现存入唐高丽第一
代移民墓志，排除战场殉国，被陷害冤屈而死，以及志文中未有表现者，其中提到墓主死亡后其子
弟后人的哀悼及影响，似乎高牟墓志较为独特，不妨抄录予以对比 ：

《泉男生墓志》载云 ：
“以仪凤四年正月廿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春秋卌有六。震扆伤
”
鼙，台衡怨笛，四郡由之而罢市，九种因之以辍耕。
《泉男产墓志》载曰 ：
“邙山有阡，长没钟仪之恨 ；辽水无极，讵闻庄舄之吟。故国途遥，精车
”
何日。鹤飞自远，令威之城郭永乖 ；马鬣空存，滕公之居室长掩。
《高玄墓志》载云 ：
“泉台杳杳，终无再见之期，蒿里 [ 绵绵 ]，永绝□言之会。叹桑田之有革，
。
惧陵谷之将移，勒石纪功”
《高足酉墓志》载云 ：
“驷马悲鸣，三军饮泣，舂人辍相，工妇□□。
”
《高提昔墓志》载曰 ：
“秦镜悲其鸾戢，孔匣詠其龙沉。遂使闾阎宿交，望素车而下泣 ; 里閈亲
好，辍朱絃以表哀。”
《高牟墓志》载曰 ：
“三韩流涕，十部分哀，悲缠东海之东，痛结外荒之外”。

高牟于武周延载元年（694 ）腊月卅日，死于神都洛阳时邕坊私第，此时的官职为“冠军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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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左豹韬卫大将军”
，为正三品。虽则如此，志文中没有涉及他的死亡对于武周政权等的影响，而
是直接提及“三韩”、
“十部”
、
“东海”
、
“外荒”等高牟入唐前的故乡名讳。上引泉男生墓志虽提到
“四郡”、“九种”，泉男产墓志文亦有“辽水”
、
“故国”字样，但像高牟墓志文中如此多的提到朝鲜
半岛部族和地域，或许是在突出高牟的高丽移民身份的同时，强调他生前所领部伍可能有来自朝鲜
半岛者。当然，高牟入唐后拜云麾将军，担当正四品下的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掌管“其府校尉、
旅帅、翊卫之属以宿卫，而总其府事”（9 ），后升职为正三品的左豹韬卫大将军，“职掌如左、右卫。
其异者，大朝会则率其属被黑质鍪、甲、铠，执黑弓箭、黑刀、黑轺，建青麾、黑麾、黄龙负图旗、
黄鹿旗、驺牙旗、苍乌旗，为左、右厢之仪仗，次立武卫之下。翊府翊卫、外府羽林番上者，则分
配之。在正殿前，则以诸队立于阶下 ；在长乐、永安门内，则以挟门队列于两廊。凡分兵主守，则
知皇城东、西面之助铺。
”（10 ）。如果上述比定可以成立的话，是否可以推定唐朝乃至武周宫廷警卫
部队，或者宫廷仪仗队中可能也有高丽军兵。如其不然，墓志文中提到高牟死亡后，三韩、十部等
哀伤就无从谈起。
除此之外，高牟武周延载元年（694 ）去世，圣历二年（699 ）年埋葬，其间经过五年时间，
同样，这在入唐高丽移民，特别是在唐担当重要职务者中是很少见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导致高牟尸
身迟迟不能入土为安？是其影响不大？显然不是，担当正三品的左豹韬卫大将军，应该是显赫的人
物 ；是酷吏政治所致？从最终的正面评价，以及酷吏们的消亡退场时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是其
高丽人身份？好像也没有此方面的因素 ；抑或是其触犯了武周政权某种禁忌？等等，等等。因史料
缺少的缘故，这些都难找到答案，故在此只能存疑。

三、高乙德墓志铭
据王连龙论文称，《高乙德墓志铭》见于互联网，葛继勇论文详细阐述获得拓片及研究过程，
李成制、余昊奎论文则针对专门问题提出自己看法。不妨抄录墓志文如下 ：

周冠军大将军行左清道率府频阳折冲都尉高乙德墓志
讳德，卞国东部人也。昔火政龙兴炎灵，虏据三韩，兢霸四海。腾波白日，降精朱蒙。诞□大
治燕土，正统辽阳。自天而下，因命为姓。公家氏族，即其后也。门传轩盖，经往代而联荣。宗继
冠缨，历今辰而叠彩。祖岑，东部受建武太王中里小兄，执垧事，缘教责追垧事，降黜外官，转任
经历数政，迁受辽府都督，即奉教追受对卢，官依旧执垧事，任评台之职。父孚，受宝藏王中里小
兄，任南苏道史，迁陟大兄，任海谷府都督，又迁受太相，任司府大夫，承袭执垧事。公年纔立志，
仕被邦官，受中里小兄，任贵端道史。
暨乎大唐龙朔元年，天皇大帝勑发义军，问罪辽左，公率兵敌战，遂被生擒。圣上舍其拒抗之
愆，许以归降之礼。二年蒙授右卫蓝田府折冲长上。至总章元年，高丽失政东土，归命西朝，勑以
公奉国尽忠，令检校本土东州长史。至咸亨五年，蒙授左清道率府频阳府折冲。至大周天授二年，
加授冠军大将军，余并以旧。何期逝水不定，生涯有限。至圣历二年二月八日，遂于所任枕疾而终，
春秋八十有二，权殡私第。至大足元年九月廿八日，发坟于杜陵之北合葬，礼也。烟云黯叆，原野
苍茫。寒泉噎而含悲，风树吟而结叹。恩既不逮，悼亦何追。爰勒哀铭，式光殲诔。其词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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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器幹，盛矣徽猷。衣冠二域，令誉千秋。宗摽图史，代秀英谋。雄怀胜气，志洁清流。其
一。赴劳不惮，耿心唯恪。武蕴六韬，仁深一诺。吐言兰蕙，倾心葵蒮。生建龙旌，止题龙阁。其
二。忽从朝露，长偃夜台。佳城郁郁，玄壤莓莓。林寒叶萚，草暃霜暟。烟凝栢悤，风结松哀。其
三。寂梦神理，萧条人事。春色靡同，年光是异。幽明永隔，颜傛安值。式表殲良，镌诸铭志。其
四。
事实上，笔者去年 12 月在洛阳师范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看到高乙德墓志志石、志盖拓片，
认定其出土于西安，并被盗运到洛阳，现收藏于洛阳私人藏家，并秘不示人（11 ）。从现发表的四篇
论文看，对于墓志文中个别文字的释读还有不同意见，但对于高乙德的族出、世系，以及墓志中对
高丽末期地方、中央官制记载的史料价值认定却见解相同，对此笔者并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值得注意的是，高乙德是在龙朔元年（661 ）被唐军俘虏后入唐的。对此，墓志并未详细记载，
王连龙推证其“应在龙朔元年九月契苾何力攻破鸭绿江之役，‘其时贼遂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
三万级，余众尽降，男生仅以身免’
，高乙德或在其中。根据墓志记载，高乙德虽被生擒，但受到
礼遇，唐廷以归降之礼待之，龙朔二年蒙授右卫蓝田府折冲长上。”葛继勇没有具体论述，李成制
有相似的论述。不管如何，高乙德和随后战争前后投诚唐朝的高丽军将还是有所区别，他是被唐军
“生擒”，即就是在两军阵前浴血奋战，是力竭，还是中埋伏？但最终不屈而被生擒。从这一点看，
高乙德在现存 24 方高丽人墓志墓主中确实堪称另类，当然，在当时状况下，像高乙德积极抵抗的
高丽军将肯定还不少，只是因为史料欠缺，我们了解得少而已。不过，面对战败及不可回头的境况，
高乙德还是选择归附唐朝的道路，并在总章元年唐与新罗联合灭亡高丽战斗中有所表现。
高乙德 82 岁高龄去世，这在已经获知的高丽移民中堪称高寿，远远超过此前指导的高足酉，
以及百济移民陈法子。同时，高乙德“至圣历二年二月八日，遂于所任枕疾而终，春秋八十有二，
权殡私第。至大足元年九月廿八日，发坟于杜陵之北合葬，礼也。”即其死亡两年半之后才葬于长
安城南杜陵之北，而且是“合葬”！当然，这里的“合葬”一般来说是与死去的夫人合葬，而高乙
德志文中没有提到其他家人，如子息亲人等 ；龙朔元年到圣历二年（661 - 699 ）
，经过三十八年，
可以推算出高乙德入唐时 44 岁，故国高丽灭亡也是八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他在唐朝很可能再婚，
故他的夫人应该是一位唐人女子。还有，从圣历二年到大足元年，其间也经过两年，虽然高乙德权
殡时间没有上述高牟时间长，但也是应该探讨的事情。期待有更多的石刻墓志史料面世，让学界了
解这一时期东亚人员流动的更多细节，为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依据。

四、南单德墓志铭
南单德墓志 2010 年初出土于西安市东灞桥区红旗乡浐河东岸，墓志 2012 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
馆，依据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
，以及王菁、王其祎合著《平壤城南氏 ：入唐高
丽移民新史料 ：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 < 南单德墓志 >》等文献论作，南单德墓志志文作者为
“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书者、刻者未见。志文共 24 行，满行 25 字，楷书。志石高
43 . 5 ㎝，宽 44 . 2 ㎝，厚 7 . 5 ㎝，无墓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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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故饶阳郡王南公墓志铭并序
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
夫人之在生，皆有定分。至于修短，互各等差。况行年八旬，足比上寿。故饶阳郡王讳单德，
字单德，昔鲁大夫蒯之后，容之裔也。公生居平壤，长隶潦东。自随室已来，其国屡阻王命，累岁
征伐。历至于唐，太宗惣戎，亲幸问罪，军师太震，瓦石俱焚。时夔曾祖行军大惣管平阳公擐甲先
駈，隳拔城邑，生擒其王莫丽支，斩首获俘，不可胜计。因此分隶潦东，子弟郡县散居。公之家，
子弟首也，配住安东。祖狄，皇磨米州都督。父于，皇归州刺史。昆弟四人，单德元子也。
累在边鄙，忠勤日闻。开元初，上知素有艺能，兼闲武略，留内供奉射生。后属两蕃乱离，诏
付夔祖汾阴公駈使，频立功郊，授折冲果毅，次至中郎将军。旋以禄山背恩，俶扰华夏，公在麾管，
常怀本朝。复遇燕郊妖氛，再犯河洛，元首奔窜，公独领众归降。上念勋高，特锡茅土，封饶阳郡
王，开府仪同三司、左金吾卫大将军，食邑三千户。每思报主，愿竭恳诚。于戏 ! 上天不假永寿，
以大历十一年三月廿七日寝疾，薨于永宁里私苐，春秋七十有八。夫人兰陵萧氏。嗣子珎贡，正议
大夫、试太常卿、兼顺州录事参军。夫人□女，长未初笄，居公之丧，哀毁过礼，闷擗初咽，绝浆
七朝，耳目所闻，吁而洒泣。上佳忠义，赐之束帛，并给□部，葬加殊等。恩深霈泽，存殁光荣。
以其年四月廿八日葬于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礼也。其词曰 :
懿乎纯礭，立操坚贞。少习流矢，攻战成名。其一
□心上荅，静难边陲。未□丹恳，二竖交驰。其二
□□孤坟，□对原野。魂散□□，千年永谢。其三
据上引南单德墓志，南单德唐大历十一年（776 ）三月廿七日死于京师长安永宁里私第，享年
78 岁。以年龄推算，南单德应出生于公元 699 年。按学界推算世代的一般惯例，如 20 岁算一代人
的话，南单德应是高丽移民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大历十一年十月廿八日，也就是南单德死亡一个
月后，被埋葬于唐京师“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万年县崇义乡位于今西安市东郊十里铺
一带，从《唐代墓志汇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收集的墓志资料看，多处出现死者葬地为“万
年县崇义乡南姚村”
、
“万年县崇义乡白鹿原”
、
“万年县崇义坊”等表述（12 ），而崇义乡南姚村为中
唐时代著名藩镇何弘靖及其子孙墓地所在，上述诸多墓志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如南单德墓志提
到“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字样还是第一次。就是说，南单德墓志给学界提供了唐代京师
万年县崇义乡辖区的一个新的村名，为探讨唐长安、万年县基层行政组织提供了新的史料。

1 “子弟”与城傍子弟
.
关于子弟、城傍，以及城傍子弟，
《陈子昂文集》卷 10《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
“营州士（土）
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
《唐六典》卷 5《兵部郎中》载云 ：
“秦、成、岷、渭、河、
兰六州有高丽、羌兵。
（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
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
”高丽移民《高玄墓志铭》载曰 ：
永昌元年“奉敕差令诸州简高丽兵士，其年七月，又奉敕简洛州兵士，便充新平道左三军总管征行”。
《南单德墓志》载 ：
“时夔曾祖行军大总管平阳公擐甲先駈，隳拔 城 邑 ，生擒其王莫丽支，斩首获俘，
”
不可胜计。因此分隶辽东，子弟郡县散居。公之家，子弟首也， 配 住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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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单德志文两次提到“子弟”，其中后者有“公之家，子弟首也， 配 住安东”语句。对此，上
述王菁、王其祎，楼正豪论文中均未做进一步诠释。其实，笔者认为这里的“子弟”应当是“城傍
子弟”的简称。“子弟首也”
，可解释为唐朝将南氏家族配置于安东都护府辖内，并赋予重任，也就
是说，承担某个城傍兵民的管理任务。关于唐代城傍，此前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国内方积六、李
锦绣（13 ）、王义康（14 ）等学者均有论文发表，特别是李锦绣先生的论述颇为全面深入。同时，上述
学者虽对一些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城傍作为唐朝安置入唐边疆民族的措施，城傍子弟作为一种
蕃兵组织，他们的看法却是较为一致的。依据上引《唐六典》、
《高玄墓志铭》，唐朝乃至武周政权
对于分散各地的高丽等蕃族兵士，有定期点检制度，每年两次练兵，以备边疆不时之需（15 ）。特别
提到各个州县城傍子弟，秋天农闲时集中练兵，到春天则放散从事农耕生产。墓志作者在唐秘书省
著作局任职，对七世纪中叶高丽及其他民族人士入唐，唐朝在东北等地的安置措施的了解必然清楚，
加之他本人和南单德家族固有的关系，故而用“子弟”称呼南单德先祖，显示出当时“城傍”安置
高丽等民族入唐人士的措置手段，以及“城傍子弟”普遍存在的史实。
南单德家族在高丽灭亡之后，作为城傍子弟被唐朝分散安置，并作为城傍子弟首领，居住于安
东辖下城傍。不仅如此，当时在收复的辽东高丽旧地，城傍成为安置归附的高丽军兵百姓的主要行
政单元，和唐朝的郡县组织富有同样的职能，并在此后的岁月里，起到了为唐朝乃至武周王朝捍御
东北边疆的作用。唐玄宗时代的重要大将王思礼，即“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
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牙”（16 ）。南单德的祖父南狄、
父亲南于两代，应该是先被安置于安东都护府辖下城傍，并担任一定的职务，后任职于安东都护府
管辖的磨米州、归州两地，为唐朝东北边疆的安宁建立功勋。

2 . 南狄担当磨米州都督
南单德的祖父南狄曾担当磨米州都督之职，从志文“皇唐”
，以及依南单德年龄推算其祖父的
年龄看，南狄担当磨米州都督的时间，应该在唐与武周政权轮替之后。就是说，若上述推论南单德
的祖父南狄出生于 659 年左右没有疑问的话，高丽灭亡时其年仅十余岁，应该是随其父亲被安置于
安东城傍，等到其七世纪中后期担任唐朝磨米州都督，应该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了。有关辽东磨米
城，史书记载并不相同。笔者曾据《旧唐书》卷 39《地理志》的记载，认为磨米州为安东都护府
辖下的十四州府之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磨米州治所所在逐渐形成行政军事中心，磨米城由此出
现。南狄担任磨米州都督，应该就在武周政权收复磨米城之后。至于磨米城的位置，笔者在此前的
论文中亦有所考察，即认同王绵厚先生的观点，“今从新、旧唐书记载看，本溪县下堡山城更符合
其地望”（17 ）。另外，作为高丽移民的高性文、高慈父子，曾在武周时期率领当地军民，坚守磨米城，
奋力抵抗契丹叛军的进攻，磨米城战斗中高性文、高慈父子壮烈牺牲。现存《高性文墓志铭》记载
了磨米城战斗的惨烈和高氏父子的英勇顽强。云 ：
“众寡力殊，安危势倍。城孤地绝，兵尽矢穷。
日夜攻围，卒从陷没。为虏所执，词色懔然。不屈凶威，遂被屠害”；墓志铭还转述武则天诏敕云 ：
“高性文既能脱衣，招携远藩，宜内出衣一副，并赐物一百段。又，性文下高丽妇女三人，固守城隍，
与贼苦战，各赐衣服一具，并赉物卅段”（18 ）。磨米城战斗发生于公元 697 年，武周军队和当地军
民几乎全军覆没。至于南狄担任磨米州都督的具体时间，因没有史料说明，难以定论。但从南狄的
年龄和当时情况分析，南狄担当磨米州都督的时间可能在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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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唐朝开放包容与民族融合
《南单德墓志铭》的作者为薛夔，依据王菁、王其祎的研究，薛夔为唐初著名将领薛仁贵的后裔，
薛仁贵直接参与 645 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战斗，并且屡建奇功。此后他奉诏多次出征朝鲜半岛，并在
灭亡高丽战斗中表现突出，此后又参与指挥征伐新罗的战役，成为七世纪中叶唐朝名实相副的战将
之一。墓志铭文亦明确记载薛夔时任“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
，并指出“时夔曾祖行军大惣管
平阳公擐甲先駈，隳拔城邑，生擒其王莫丽支，斩首获俘，不可胜计”。而南单德的先祖正好是在
这次战斗之后从平壤迁居辽东一带。问题是为南单德撰写墓志的任务竟然由薛仁贵的后孙承担，这
使人不得不叹服天地造化的奇特。为什么如此？墓志记载南单德本人先在京师长安作“内供奉射
生”，随后在薛夔的爷爷汾阴公薛某（19 ）麾下为官，官至中郎将。安史之乱爆发后，南单德被裹挟
参与叛乱，但“公在麾管，常怀本朝”
，故最终“领众归降”
，如此才被唐廷封为饶阳郡王、开府仪
同三司、右金吾卫大将军、食邑三千户。对此，楼正豪以“两蕃乱离”、
“燕郊妖氛”两节予以解释，
颇为详备，故不再赘言。因为南单德与薛夔家族的渊源关系，虽然南单德可能年长薛夔很多，但两
人应该很早就认识，薛夔对于南氏家族入唐后繁衍任官情况也十分了解 ；再加之薛夔在秘书省著作
局担任佐郎，故撰写正三品级别官员南单德墓志铭的任务就落到他的头上。
另外，南单德娶兰陵萧氏为妻，著籍长安并最终安葬于此，正如王菁、王其祎所言 ：南单德墓
志的出土“为研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归属意识与民族认同问题，以及渐趋融入唐人共同体的历程又
增添了一例新史料，并进而为站在以中国为核心视域的角度探索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关系的‘朝贡
体制’问题下的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提供了一例典型个案。
”就是说，中唐以后，作为高丽
移民的主体意识已不复存在，其出自只是表示其先祖的来源所在，并和其他入唐民族，如突厥、回
纥等民族人士一样，南单德家族与其他唐人一样，生活在同一地域、具有共同心理希求，成为唐人
共同体的一份子。
与南单德相同经历的高丽移民后裔，现在可以看到的还有泉毖、高德、高钦德、高远望、高震、
高震女儿，以及文献史料中出现的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等人。这些人的墓志铭或相关
文献史料均表明其出自朝鲜半岛的事实，但因为已经是移民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的缘故，其生活
区域除过个别人之外，一般均在唐朝两京及其周边地区 ；其中担当唐朝武将者居多 ；结婚对象大多
为唐朝汉人或入唐其他民族女子，很少见到与本民族女子结婚的例子。也就是说，入唐高丽移民后
裔到第三代以后，原来生活于辽东地域者，其后裔大多移入两京地区，进而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
其生活习俗、家庭构成、行为规范，几乎和唐人没有更多的差别，显示出当时民族融合发展的空前
景象。
至于墓志中涉及中古中原南氏迁变历程，以及家族如何为躲避战乱迁徙辽东平壤，唐代出现的
南氏人物是否还有与入唐高丽移民身份的南单德家族相似的经历，上述王菁、王其祎论文中已有所
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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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稿在中韩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新公布的五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研究中未能涉及
的问题做了新的诠释。由于七世纪中叶唐与朝鲜半岛政权错综复杂的交往，双方人员流动异常频繁，
这里提到五方东来的高丽人墓志，而众多的唐人军将前往朝鲜半岛，有的人不幸殒命异乡，而另外
一些人侥幸返回，这种由于双方的战和关系，人员被动的流动的方式，显示出这一时期东亚大动荡、
大组合的现实。而八世纪之后东亚人员流动则更富主动性和可操作性，体现出唐朝开放包容政策也
普惠东亚其他地区，推动东亚各国律令制度建设，人员流动的经济文化价值也得以体现。高丽移民
后裔单南德墓志，显示出经过岁月的洗涮，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高丽移民后裔已经融入唐人之中，
成为唐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事实。感谢王其祎、周晓薇、王菁、金荣官、楼正豪、王连龙等先生，
是他们率先探讨这些新出史料，提出宝贵的见解，进而启发笔者在此基础上作补充研究，他们的开
山之功不可磨灭。可以预见，洛阳、西安两地新的入唐高丽移民墓志可能还会陆续出土面世，相信
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出现，学者们的潜心探索，有关入唐高丽移民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这
一时期东亚人员流动关联问题的探讨会更加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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