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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西北沿邊堡寨金湯城探微

梁偉基
三聯書店（香港）出版部

引 言

宋仁宗（1022–1063在位）慶曆年間（1041–1048），富弼（1004–1083）呈上〈河北守禦十 
二策〉，提出了他對契丹和党項的看法：

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
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
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之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
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
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 1

在富弼看來，遼夏是宋人不可等閒視之的「勁敵」，劉平（973–1046後）甚至形容遼夏
為宋廷「二疾」。2西夏尤其不可輕視，文彥博即認為「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
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3

論國力，遼遠勝於夏，但論戰事持續之久、戰場範圍之廣、軍費消耗之鉅，宋
夏戰爭肯定在宋遼戰爭之上。從太平興國七年（982）李繼遷叛宋，發動靈州之戰，至
景德元年（1004）李繼遷與吐蕃六谷部交戰陣亡為止，戰事持續二十多年。從明道元
年（1032）元昊（1032–1048在位）承襲父親王位，發動三大戰役，至慶曆四年（1044）
兩國達成和議為止，戰事又持續了十多年，戰場遍及西北邊境。從治平四年（1067）
神宗（1067–1085在位）即位，推動拓邊政策，至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國為止，戰

1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3
年），卷一百五十，頁3640–41。

2 同上注，卷一二五，頁2957。
3 同上注，卷一三八，頁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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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又持續了一百多年，戰場深入至河湟地區。4神宗感慨道：「夏國自祖宗以來，為
西方巨患，歷八十年。朝廷傾天下之力，竭四方財用，以供饋餉，尚日夜惴惴然，
惟恐其盜邊也。」5西夏為禍之烈，於此可見一斑。

在漫長的宋夏戰爭中，宋人在西北邊境修築了為數眾多的堡寨，作為對抗西夏
的重要手段。堡寨就是「圍有土牆木柵的防禦據點」，6在北宋泛指城、堡、寨、砦、
關、鋪等縣以外的行政單位，7選址大多「選擇形勢要害堪作守禦寨基去處」。8嘉祐
年間（1056–1063），「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
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9然而據程
龍統計，堡寨數量應該有四五百個左右。10其中城的規模最大，寨次之，堡又次之，
「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堡城圍
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11亦有六百步、八百步、一千二百步的堡
寨。12例如平夏城總面積達五十六萬多平方米，城牆寬九米，並有馬面、月城、敵樓
及護城河等工事 ;13又如荔原堡的城牆南北四百五十米、東西三百米，山頂另有八十
米乘一百米的子城。14可見堡寨規模視實際需要而各有不同，而堡寨與堡寨之間的距
離由十數至數十里不等。15至於修築時間亦各有不同，例如熙河蘭岷路的定遠城，合
共二十四日完工。16

4 羅球慶：〈宋夏戰爭中的蕃部與堡寨〉，《崇基學報》第6卷第2期（1967年），頁223–24。
5 《長編》，卷三四九，頁8376。
6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編）：《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48。
7 城與寨之間設置堡，作為相互支援的據點，關是重要的關隘，鋪是沿邊無使臣駐守管轄
的小堡寨，砦是寨的另一稱呼。據范育言，有一種叫「護耕小堡」。見《長編》，卷四七 
三，頁11281。

8 《長編》，卷四百七十，頁11225。當選址確定後，「約度每處城圍地步大小，并去見今城
寨四至遠近著望去處，及多少日月可以畢工，仔細畫圖開說聞奏，仍先行計置一處合用
樓櫓材植物料等百色名件、應干支費錢糧，候見實數具狀奏聞」。

9 曾鞏（1019–1083）：《元豐類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三十〈劄子‧請減五路
城堡劄子〉，頁339。

10 程龍：《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66。
11 《長編》，卷三二八，頁7895–96。
12 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1957
年），方域一九之五，頁7628。

13 楊滿忠：〈宋夏平夏城之戰及其歷史作用〉，載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第三屆
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銀川：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8年），頁91。

14 張多勇：〈宋代大順城址與大順城防禦系統〉，載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7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51。

15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29。
16 《長編》，卷四七三，頁1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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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Jintang Fort o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s Northwest Frontier

(Abstract)

Leung Wai Kei

Since the mid-Song, the Song court built a large number of forts along the northwest 
frontier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defense against the Xixia 西夏. When the two sides 
competed to control the strategic Heng shan 橫山 area, Jintang Fort became the critical 
focus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s far as the author can tell, little is known 
about Jintang Fort, except from the documents found in Heishui cheng 黑水城 that retain 
some information from the Huizong 徽宗 reign.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for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using the Heishui cheng documents as the main source 
material, together with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nvestigating, for the time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f the fort’s military supplies, and its 
management and staffing responsibilities.

關鍵詞：堡寨 金湯城 軍用物資 黑水城文獻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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