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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年間安邑縣的歸屬問題 

前言  

北魏平城時代，孝文帝對州郡體制進行改革。河南地區由州鎮複合型政區

變為州郡型行政區。太和年間，孝文帝遷都洛陽，此舉不僅是孝文帝漢化的重

要舉措亦帶動了河南地區政治地理的重整。此時州郡的調整出現了「州治轉

移」、「罷州立郡」和郡級政區層面的重構首郡三種情況。1 

過往學者運用《魏書·地形志》研究北魏的州郡沿革，並對其中訛誤進行修

正。此舉令學界對司州所領郡縣的沿革史有細緻考察，內容已十分詳盡。但此

種考察並未探明政區劃分背後的影響因素。太和十一年，北魏政權設立安邑

郡，並置南、北安邑縣，屬泰州。2安邑郡地區有「鹽池之利」及「虞坂之

便」，以致「河東、河北二郡爭境」。3太和十八年，安邑郡罷，南、北安邑二縣

劃入原屬陝州的河北縣。此舉令河北郡轄境跨越中條山，領有安邑縣地區，不

甚符合「山川形便」的政區劃分原則。這樣的行政區劃較為特殊，應是北魏政

權有意為之。但目前學界鮮有探討此政區劃分背後的原因。 

有鑑於此，本文將疏理河東地區的地理沿革情況，展現當地過往政區劃分

情況，指出北魏時期安邑縣地區併入河北郡是特例。在此基礎上從人地關係出

發，結合自然資源、地形、交通線討論北魏將安邑縣地區併入河北郡的原因。

最後，從政治史的角度出發，結合北魏遷都洛陽前後地方太守的任職情況，分

析北魏政權將安邑縣地區併入河北郡的政治考量。 

本文所說的河東地區為運城盆地及中條山以南，黃河以北一帶。 

 

 
1 王興振和胡哲認為，荊州、洛州的移治屬於「州治轉移型」，泰州、陝州、懷州、兗州、東雍
州被罷屬於「罷州立郡」型，河北郡、河內郡、河南郡、正平郡、東郡的調整屬於郡級政區的

重構首郡型。詳見王興振、胡哲：《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潰與重建——以遷洛時的司州建

置為中心》，《史學月刊》（第 9期，2020年），頁 44-56。 
2牟發松、毋有江、魏俊傑著，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 十六國北朝卷 上》（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 540-541。 
3 北齊·魏收：《魏書》卷四十五〈柳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1029。 



一、研究回顧 

安邑縣地處河東，秦漢時期為河東郡治所。河東地區地理位置特殊，其位

於中國兩大名都長安、洛陽之間。中古時期的長安地區、河東地區與洛陽地區

構成了一個心臟地帶。4可見河東地區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毋有江指出，遷都洛陽符合孝文帝積極向外拓張的政治謀略，但洛陽盆地

在地緣政治上有其劣勢，因其腹地較小，在空間上難以承接隨政治重心南移而

來的人口。5因此孝文帝通過擴大司州所管轄的範圍，將河東地區納入司州管轄

範圍，運用行政手段彌補了自然條件的劣勢。司州政區的擴大必然涉及其他州

級政區的調整。此舉引致太和十八年，東雍、陝、泰、懷等州被罷，河東、河

北、平陽、恆農、正平等郡劃入司州管轄範圍。6亦有學者對北魏遷都後司州地

區州、郡、縣三級政區的連動關係做出了討論。7但在北魏遷洛的政區調整中，

有的行政區劃的調整較為特殊，與漢制政區劃分原則不同，安邑縣劃歸河北郡

管轄即其中的特例。為更好地呈現北魏時期安邑縣劃歸河北郡管轄較為特殊，

本文將重新整理河東地區的政治地理沿革情況。 

安邑縣地區佔有「鹽池之利」及「虞坂之便」。鹽池是歷代王朝重要的經濟

來源，歷代均設有鹽官而河東安邑的鹽官又是「天下之首」。8而虞坂巔軨道自

古以來便是河東地區跨越中條山進入洛陽盆地的重要交通線之一，此更突顯出

安邑縣地區的重要性。9安邑縣地區有如此地利，北魏政權打破常規將其併入河

北郡應是有意為之，但並未有學者將安邑地區在北魏時期的歸屬問題與這些因

素相關聯，這為本研究帶來了突破口。 

另外，北魏時期的河東郡、安邑縣位於運城盆地。運城盆地西臨黃河，北

 
4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 105。 
5 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 155。 
6 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 2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頁 305-341。 
7 王興振、胡哲：〈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潰與重建——以遷洛時的司州建置為中心〉，《史
學月刊》（第 9期，2020年），頁 44-56。 
8 乾林，國甲：〈河東鹽池與五姓湖的興廢〉，《晉陽學刊》（第 5期，1990年），頁 50-54。 
9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 163。 



有峨眉嶺，南有中條山，使其成為一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10在中原王朝統一

之時，河東地區較其他州郡對中央的影響更大，而在亂世——西晉至隋統一之

前，河東地區的地方屬性得以突顯，這讓河東地區，特別是運城盆地出現不少

大族，著名的如薛氏、裴氏、柳氏。11毛漢光對晉隋時期河東大族的勢力範

圍，薛氏自蜀地遷至河東地區等問題做了討論。12但其未討論北魏至隋時期個

政權、勢力對河東人、地之爭奪問題。 

綜上，本文將疏理河東地區政區的沿革情況，之後從人地關係以及政治地

理的角度探討北魏時期安邑縣地區劃歸河北郡管轄的原因。 

  

二、地方沿革情況 

北魏時期的安邑縣、河東郡位於中條山北麓，河北郡位於中條山南麓，黃

河以北。中條山為兩地之間一地形障礙，以下先通過地區沿革說明歷史上大多

數情況下中條山南北並不分治；若中條山南北分治，則多以中條山為界劃分政

區，符合山川形便原則。由此指出北魏時期治所位於今平陸縣附近的河北郡跨

越中條山管有安邑縣一帶為特殊情況。13 

1. 先秦時期運城盆地的情況 

古時，運城盆地亦稱「河東」，有關歷史記載可以追溯至三皇五帝的傳說時

期。《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 

舜，冀州之⼈也。【正義】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14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運城盆地東部聚落考古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2。 
11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 106。 
12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 106。 
13 需指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前，「安邑」或「安邑縣」位於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山西省運城市夏
縣。北魏太和十一年後，「南安邑」、「安邑縣」或「安邑」位於今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而太和

十一年前的「安邑」（今夏縣）則改名為「北安邑」，後亦稱夏縣，沿用至今。參見譚其驤《中

國歷史地圖集》。 
14 漢·司馬遷：《史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一。 



河東縣就是漢時的蒲坂縣，即今天的永濟市。15可見人類早已在此區域進

行活動。 

相關考古發現更是能清晰地向我們展示了河東地區在先秦時期的文化分布

特點。這些文化分佈特點可以反映當時文化傳播的態勢，亦能反映地區之間是

否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從目前考古成果看，龍山時期，中條山南北的

文化遺存有較大差異。出土文物中，中條山以北的鬲、束頸深腹罐較多；繩紋

為主要紋飾，藍紋及方格紋較少。而中條山南麓的雙腹盆、侈口盆較多藍紋和

方格紋較多，繩紋較少。16可見，早在龍山時期，中條山南北兩地存在地理隔

閡，兩地文化特點差異較大，為兩處相對分隔的地理單元。 

2. 西周時期運城盆地 

西周時期，河東地為晉國所在封地。根據《史記·晉世家》記載： 

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

⽅百里，故曰唐叔虞。17 

可見，成王時期，唐被滅，其地位於「河、汾之東」即今天的運城盆地和

臨汾盆地一帶。之後將叔虞分封在唐。《左傳》記載： 

分唐叔以⼤路密須之鼓······命以唐誥。⽽封於夏虛。啟以夏政。18 

從這段文獻記載可看出，唐就是「夏虛」即夏朝的故地，因此唐叔虞在治

理當地人民才會「啟以夏政」。到了唐叔虞的兒子「燮」時將國號改為「晉」。

19 

 
15 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卷四十六，頁 382。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運城盆地東部聚落考古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427。 
17 漢·司馬遷：《史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三十九。 
1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台北：洪葉文化，1993年），頁 1539。 
19 李克勤主編，張廣志著：《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西周史與西周文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
獻出版社，2012年），頁 232。 



此時在中條山南麓，黃河北岸一帶則有兩個小國存在，一個是位於今芮城

縣北的魏國，另一個是位於今山西平陸縣東北的虞國。20譚其驤亦在《中國歷

史地圖集》（以下簡稱《譚圖》）中標明了這兩個國家的位置（圖一）。21其中魏

的地點較為明確。但傳世文獻中對虞城的具體位置說法不一。《太平寰宇記》記

載： 

平陸縣······故虞城，在縣東北六⼗里。22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 

故虞城在縣東北五⼗里虞⼭之上······假道於虞以伐虢即此城也。23 

雖傳世文獻中對虞城的具體位置記載不一，但仍能確定其位於平陸縣東

北。隨著考古工作的進行，其詳細位置也得以確定。考古人員在今平陸縣張店

鎮古城村發現了古虞城墓葬的遺跡。24 

由上述資料可知，西周時期中條山北麓為晉國所有，而中條山南麓，黃河

以北的區域則有魏、虞兩個國家。中條山作為一地形障礙，其南北兩側被不同

勢力所佔據。 

 

3. 春秋戰國時期運城盆地 

春秋時期，晉經虞「假道」跨過中條山「伐虢」，並在回程時將虞一同消

滅。《左傳·禧公五年》記載：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冬⼗⼆月丙⼦，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20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 387。 
21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17-18。 
22 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卷六。 
23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7年），卷六。 
24 衛斯：〈晉「假虞伐虢」的道路和戰場問題的再討論——兼與靳生禾、謝鴻喜二先生商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卷，2010年 4月），頁 116-125。 



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25 

可見晉滅虞之前，此地勢力分布較西周時期並無太大變化。 

戰國時期，魏佔據運城盆地，其都城為安邑（今運城市夏縣），勢力範圍跨

越中條山往南抵達黃河，與韓隔河對峙。26此時中條山南北為同一勢力範圍所

管轄。考古工作亦證實了這一點。在虞城遺址出土的陶盆，其特點與冀城遺址

的盆相似，年代為春秋、戰國之際。27 

4. 秦漢時期河東郡 

河東郡早在戰國時期已經設立。《史記》記載： 

秦始皇帝者······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遠、上黨郡。28 

可知秦攻打魏之前河東郡已設置。 

秦將郡縣制推廣至全國。但傳世文獻中有關秦時河東郡的記載並不多。隨

著出土文物的增加，有學者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考證了秦時河東郡所管轄

的縣共 19個，包括：安邑（今運城市夏縣）、蒲反、汾陰、砥柱、絳縣、左

邑、平陽、彘縣、楊縣、土軍、蒲子、北屈、風縣、新襄陵。29結合譚圖可知

秦時的河東郡治所在安邑，砥柱位於中條山以南的黃河邊上。（圖二）30即秦時

河東郡管有運城盆地、臨汾盆地及中條山南麓，黃河以北一帶。 

據文獻記載，漢時，河東郡首縣為安邑。《漢書》： 

河東郡······縣⼆⼗四：安⾢、⼤陽、猗⽒、解、蒲反······31 

《後漢書》記載： 

 
2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台北：洪葉文化，1993年），頁 311。 
26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35-36。 
27 劉澤鵬等：〈山西平陸虞國故城遺址調查簡報〉，《中原文物》（06期，2019年），頁 28-37。 
28 漢·司馬遷：《史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六。 
29 後曉榮：〈秦河東郡縣考〉，《晉陽學刊》，2008年 04期，頁 26-30。 
30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9-10。 
31 漢·班固：《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二十八。 



河東郡秦置······安⾢有鐵，有鹽池······」32 

可見此時河東郡轄境較秦時變化不大。 

由上述資料可見，秦漢時期，中條山南、北都歸河東郡管轄，並且河東郡

治所在安邑。 

5. 三國、晉時期河東郡 

三國時期，河東郡所轄範圍縮小。根據《晉書》記載：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平陽、楊、端⽒、永安、蒲

⼦、狐讘、襄陵、絳⾢、濩澤、臨汾、北屈、皮⽒。33 

可見平陽郡是原河東郡析置的。而此時的河東郡管有安邑（今運城市夏

縣）、聞喜、垣、汾陽、大陽、猗氏、解、蒲坂、河北。34雖然此時河東郡轄境

縮小，但河東仍管有運城盆地及中條山南麓、黃河以北一帶，且安邑縣（今運

城市夏縣）仍為首郡。 

6. 十六國時期河東郡 

河東地區在分裂時期更凸顯其戰略重要性。十六國北朝時，北方政權更迭

頻仍，河東地區先後歸不同政權所有。前秦時，運城盆地及中條山南麓，黃河

北岸地區仍都為河東郡轄境，為前秦所有。（圖三）35其時中條山南北並未分

治。淝水之戰後，前秦滅亡，河東地區先後被西燕，後秦所得。在後秦時期，

河東郡所轄區域有所變化。《太平寰宇記》記載： 

芮國在馮翊界······今芮城是也。今縣北五里有魏城······漢以其地為河北縣，

 
32 宋·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十九。 
33 唐·房玄齡：《晉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十四。 
34 唐·房玄齡：《晉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十四。 
35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11-12。 



屬河東郡。姚秦于此置河北郡。36 

可見，後秦時期中條山南北分治。《譚圖》亦如此標明，依照此地圖，後秦

時期的河東郡仍治安邑縣（今運城市夏縣）。（圖四）37 

7. 北魏時期河東郡 

北魏太和年間，中條山南、北分別由河北郡、河東郡治理。此時的河東郡

亦已移治蒲坂。《魏書》記載： 

河東郡秦置。治蒲坂。領縣五。安定，太和元年置·····蒲坂······南解······北

解·····猗⽒。38 

可見此時河東郡未管有安邑縣（今運城市夏縣）。此時的安邑縣地區劃歸河

北郡管轄（詳見下文）。39 

8. 唐時期河東郡 

唐時，運城盆地為蒲州，屬河東道。《新唐書》記載： 

河東府河東郡，本蒲州······縣⼗三，河東······臨晉······解······安⾢······40 

其中記載安邑（今運城市鹽湖區）仍屬位處運城盆地的行政區「蒲州」管

轄。而夏縣（今運城市夏縣）則歸絳州管轄。《舊唐書》記載： 

絳之夏縣······41 

《譚圖》中所標註的位置亦如此。42 

9. 今運城市 

 
36 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卷六。 
3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13-14。 
38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2630。 
39 王興振、胡哲：《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潰與重建——以遷洛時的司州建置為中心》，
《史學月刊》2020年第 9期，頁 44-56。 
40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2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87年），卷三十九，頁 571。 
41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卷三十八，頁 26。 
42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 46-47。 



根據現今地圖，今中條山南北歸運城市管轄。平陸縣和芮城縣管有中條山

南麓，黃河以北地區。安邑位於今運城市鹽湖區位處中條山北麓。夏縣所轄區

域以中條山為界與平陸縣接壤。可見今日中條山南北為同一市級行政區所管

理。往下再細分的縣級行政區亦以中條山為界，分治中條山南北。43  

10. 後秦時期河北郡 

河北郡是後秦時期設立的。《太平寰宇記》中記載： 

芮國······今芮城是也······漢以其地為河北縣······姚秦于此置河北郡。44 

《資治通鑑》記載： 

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秦分立河北郡。45 

出土文物亦能說明河北郡在後秦時期已經設置。《秦故河北郡守張攬碑》現

存於鹽城市鹽湖區博物館碑廊，由於年代久遠，碑上的許多文字已經看不清。

但《解州平陸縣張氏義居門閭碑》（現存於鹽城市鹽湖區博物館碑廊）間接保存

了此碑的信息。《解州平陸縣張氏義居門閭碑》記載：衡遠孫攬······緣父祖赴官

北來後亦口仕為北郡守卒葬於此子孫即家焉。46 

11. 北魏時期河北郡 

北魏時期河北郡跨過中條山管有安邑地區（今運城市鹽湖區及今運城市夏

縣）。《魏書》記載： 

河北郡。領縣四。北安⾢，⼆漢、晉曰安⾢，屬河東，後改。太和⼗⼀年

置為郡，⼗⼋年復屬。南安⾢，太和⼗⼀年置。······河北······太陽······47 

 
43 中國地圖出版社編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0年），頁
17-18。 
44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卷六。 
45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年）卷一百一十八。 
46 鄒冬珍、衛文革：《山西新見後秦〈張攬碑〉及相關問題》，《碑林集刊》（00期，2014年），
頁 74-82。 
47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六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2632。 



可見此時北魏太和時期的安邑郡地區劃歸河北郡管轄。 

12. 隋時期河北郡 

到了隋朝，河北郡被廢，降為縣。《資治通鑑》記載： 

河北郡屬陝州，本漢、晉河東郡之河北縣也；隋廢郡復為縣，屬河東郡。48 

可見隋時並未設立河北郡，其地亦被併入河東郡。中條山南北並不分治。 

13. 北魏時期安邑郡 

北魏時期設立了安邑郡。《魏書》記載： 

河北郡。領縣四。北安⾢，⼆漢、晉曰安⾢，屬河東，後改。太和⼗⼀年

置為郡，⼗⼋年復屬。南安⾢，太和⼗⼀年置。······河北······太陽······49 

可見，在太和十一年時，北魏設立了安邑郡，管有南、北安邑地，太和十

八年，南、北安邑都併入河北郡。《魏書》記載： 

于時河東、河北⼆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祖乃遣崇檢

斷，民官息訟。······出為河北太守。50 

可見北魏時期，河東河北二郡在邊界上有所爭，其所爭之地的具體位置為

有「鹽池」、「虞坂」之地。即當時的安邑郡。在「河東、河北二郡爭境」之

後，擁有「鹽池之饒」和「虞坂之便」的安邑郡最終劃歸河北郡管轄。 

14. 小結：北魏時期安邑郡歸河北郡管轄為特例 

綜上，中條山作為一地形障礙，在先秦時期，其南北文化特點已經有明顯

區別。西周時期，中條山南北被不同勢力佔據。戰國時期，中條山南北被魏國

所佔有，魏與韓隔黃河對峙。秦漢時期，河東郡治所在安邑（今運城市夏縣），

並管有中條山南麓，黃河以北區域。此時中條山南北並未分治。三國時期，置

 
48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年）卷一百五十八。 
49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六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2632。 
50 北齊·魏收：《魏書》卷四十五〈柳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1029。 



平陽郡，原河東郡所轄範圍縮小，但其治所仍在安邑（今運城市夏縣），中條山

南北仍歸河東郡管轄，並未分治。十六國時期，後秦在芮城置河北郡，此時中

條山南北分治，但河東郡治所仍在安邑（今運城市夏縣）。到了北魏太和年間，

河東郡治所已移至蒲坂，在太和十一年時，安邑縣（今運城市夏縣）被分為南

安邑（今運城市鹽湖區）和北安邑（今運城市夏縣）並於此置安邑郡。太和十

八年，由於北魏遷都洛陽，河東地區政區被調整，此時河北郡跨過中條山管有

安邑郡地區。隋時河北郡廢，併入河東郡，此時中條山南北並未分治。唐時，

蒲州管有運城盆地地區，安邑（今運城市鹽湖區）歸蒲州管轄。此時北安邑

（今運城市夏縣）已改名為夏縣，歸絳州管轄。而陝州則管有中條山南麓及河

南地。 

可見，多數情況下，中條山南北並不分治。若分治，則多以中條山為界做

政區劃分，中條山南北政區並不相互侵入，這樣的劃分符合山川形便的政區劃

分原則。而北魏時期河北郡卻跨過中條山管有南安邑（今運城市鹽湖區）和北

安邑（今運城市夏縣），可見此時的政區劃分較為特殊，應是北魏政權有意為

之。接下來將探討其背後的原因。 

 

三、人地關係的探討 

北魏遷洛前，都城位於平城。此時平城作為北魏的政治中心，有大量非生

產性人員進入，而平城作為首都的一大劣勢在於難以保證穩定的物資供應。遷

都洛陽之後，洛陽盆地的自身資源並不優秀。北魏政權若進行遷都，勢必考慮

物資供給問題。51北魏政權通過調整司州政區的管轄範圍，運用行政手段緩解

都城物資緊缺的問題。經前代君主的經營，北魏國力日漸強盛，即便有河川阻

隔，仍然可以通過行政規劃和都城周邊的交通建設緩解物資供應問題。運城盆

地、臨汾盆地有許多自然資源可用，如《魏書》中所記載的「鹽池之饒」就體

 
51 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 149。 



現了河東鹽池的經濟效益。北魏政府對其重視程度不言而喻。 

自古以來，由運城盆地通往洛陽盆地有多條交通線。利用率最高的幾條交

通線包括「虞坂巔軨道」、「軹關道」、「浢津道」。北魏時期河北郡跨越中條山管

轄安邑地區正是拿到了兩樣及其重要的資源：「鹽池之饒」、「虞坂之便」。以下

將著重分析「鹽池之饒」與「虞坂之便」兩大地利的聯動如何對北魏政權有

利。 

1. 「鹽池之饒」 

北魏遷都洛陽後，安邑郡降為安邑縣，併入河北郡。這件事情的起因是

「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

割」52由此可見河東、河北二郡所爭奪的資源是「鹽池之饒」和「虞坂之便」。

這裡所說的「鹽池」為今山西省運城市的鹽池。有關利用鹽池的記載最早可以

追溯至三皇五帝的傳說時期。《太平寰宇記》載： 

安⾢縣······鹽宗廟，在縣東南⼗里。按呂忱云『宿沙⽒煮海謂之鹽』，······

路史註印世本：『夙沙⽒煮海謂之鹽』。宋衷曰：夙沙⽒，炎帝之諸侯。按

『宿』、『夙』通稱。53 

西周至漢時期都有鹽池的記載。《水經註疏》： 

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觀鹽池。會貞按：《穆天⼦傳》六，⾄于盬。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幸安⾢，觀鹽池。54 

《漢書》記載： 

河東郡······安⾢，巫咸⼭在南，鹽池在西南······有鐵官、鹽官。55 

 
52 北齊·魏收：《魏書》卷四十五〈柳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1029。 
53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卷四十六。 
54 楊守敬：《水經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六。 
55漢·班固：《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卷二十八。 



可見安邑地區人們早已對鹽進行利用。鹽在古代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資源，

甚至讓河東地區最早出現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現象。56可見自人們開採鹽

池以來，其為地方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河東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也日益提

高，河東鹽池逐漸成為古代王朝極其重要的經濟來源。 

2. 「虞坂之便」 

將河東盛產的鹽運到洛陽，乃至全國各地需依賴交通網絡。「虞坂之便」指

的是「虞坂巔軨道」，是跨越中條山的重要道路。高江濤結合考古材料和傳世文

獻考證了「虞坂巔軨道」在史前已經發揮其「文化通道」的作用。57雖然沒有

直接的證據表明「虞坂巔軨道」在仰韶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用於運鹽，但二

里頭時期的文化存在向晉南方向擴張的態勢，可能是為了獲取鹽及其他自然資

源。58到了春秋時期這條道路的軍事用途亦得以體現，有眾所週知的晉「假虞

滅虢」，在回程時滅虞的事件。有關「假虞滅虢」的道路已有學者進行論證，所

假的虞道為：虞坂——虞城——巔軨。59虞城是當時虞國的都城，其必是此道

路上的一個交通控制點，因此晉國才需要「假虞」以「伐虢」。「虞坂巔軨道」

在唐時可由陝州的大陽津往北通到安邑、絳州，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亦是陝州

入關中之北道的其中一段。60此道路與今日的國道 209基本重合。由此可見

「虞坂巔軨道」自古以來在交通以及軍事上的重要性。 

通過這條道路，可將河東地區的物資運到三門峽地區，之後可通過位於北

魏時期太陽縣西南的太陽津抵達黃河南岸。史念海指出，秦漢乃至唐時期，關

中地區所需發展物資不足，所需物資由關東地區或由南方經過洛陽盆地進入關

 
56 任乃強：〈略談我研究歷史的方法〉，《歷史知識》（第 1期，1981年）。 
57 高江濤：〈洛陽盆地與晉南早起交通道路之「虞坂巔軨道」〉，《中原文物》（第 3期，2019
年），頁 76-81。 
58 劉莉，陳星燦：〈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東南文化》（第 3期 2000年），45-
60。 
59 衛斯：《晉「假虞伐虢」的道路和戰場問題的再討論——兼與靳生禾、謝鴻喜二先生商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卷，2010年 4月），頁 116-125。 
60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 164-
166。  



中，三門峽則是溝通洛陽平原，關中地區，河東地區的交通要衝。61由此可見

關東地區物資對關中政權是十分重要的，運用三門峽的漕運通道可為關中政權

的發展提供大量所需物資。自三門峽出發沿河水向西可進入渭水進而抵達長

安；沿河水向東在陸路上有三條陸路交通線可抵達洛陽，亦可沿河水往東抵達

洛水後再沿洛水逆行進入洛陽。62 

綜上可知，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仍須考慮都城的物資供應問題。河東縣自古

以來物產豐富，其中安邑的鹽更是極其重要的資源。通過「虞坂巔軨道」可將

河東地區的物產源源不斷地運向洛陽。《魏書》中記載的河北郡太陽縣管有「虞

城」。63「虞城」即古時虞國的都城，位於今張店鎮（上文已論述）。自後秦置

河北郡以來，安邑地區一直歸河東郡所有。雖河北郡擁有「虞城」，但仍不能最

大限度發揮此通道的運輸效率。若將安邑郡的「鹽池之饒」劃歸河北郡管轄，

則可與「虞坂之便」進行聯動。一方面可提升「虞坂巔軨道」對外運鹽的效

率，保障洛陽地區鹽業的供應；另一方面，孝文帝積極對外擴張，開銷極大。

64將安邑郡併入河北郡能提高「虞坂巔軨道」的運輸效率，河東地區物資運能

更加高效地運抵三門峽，以便向關中、河南地區運輸，保障前線士兵的補給。 

 

四、河東地方勢力 

郡縣制自秦開始便成為了全國統一的地方行政區劃，之後兩漢、晉沿用。

北魏亦中後期亦採用郡縣制劃分地方政區。縣級政區作為最基礎的行政單位，

不會時常變動，而郡級行政區作為中央力量的分散，若中央權力與地方勢力加

強有所衝突，則中央對郡級政區多有調整。65如漢時由於削藩，河西郡跨越黃

 
61 史念海：《史念海全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 170。 
62 根據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可知從三門峽出發抵達洛陽的三條陸路交通線為：1.太陽津
——垣縣——王屋縣——濟源縣——河陽縣——盟津——洛陽。2.太陽津——硤石縣——澠池
縣——新安縣——洛陽。3. 太陽津——硤石縣——永寧縣——福昌縣——壽安縣——洛陽。參
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 174。 
63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六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2632。 
64 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 154-155。 
65 鄒逸麟編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第三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年），頁 173。 



河管有河東及河西的土地；宋時河東路西北跨越黃河管有今陝西的神木、佳

縣、府谷。66可見這些政區調整的背後有中央政府出於政治的考量。北魏時期

河北郡跨越中條山管有安邑郡（今運城市鹽湖區、夏縣一帶）較為特殊，其背

後蘊含著政治因素。 

1. 河東大族 

西晉至隋時期，河東地區呈現一種地方性、社會性的意義。67這種地方性

意義在北魏時期有強烈體現。以下結合《魏書》、《北史》、《通志》記載，收集

北魏時期河東、河北郡太守任職情況，通過數據分析，體現河東地區大族的地

方性，進而探討北魏時期河北郡跨越中條山管有安邑郡背後的政治原因。 

表一：北魏河東郡太守表68 

姓名 家世 史料來源 

薛謹 河東薛氏 《魏書》：「謹······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 

薛洪隆 河東薛氏 《魏書》：「洪隆······稍遷河東太守。」 

薛破胡 河東薛氏 《魏書》：「破胡······稍遷河東太守。」 

薛驎駒 河東薛氏 《魏書》：「驎駒······贈寧朔將軍、河東太

守。」 

杜遇 京兆杜氏 《魏書》：「（杜銓）子遇······出為河東太

守。」 

裴雙虎 河東裴氏 《魏書》：「裴延儁······祖雙虎，河東太守。」 

薛遵顏 河東薛氏 《北史》：「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

魏河東郡守。」 

裴仲規 河東裴氏 《魏書》：「（裴）延儁從祖弟仲規······贈河東

太守。」 

 
66 鄒逸麟編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第三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年），頁 190。 
67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 106。 
68 根據《魏書》、《北史》、《通志》整理。 



表二：北魏河北郡太守表69 

姓名 家世 史料來源 

薛辯 河東薛氏 《魏書》：「薛辯······河北太守。」 

司馬悅 河內司馬氏 《魏書》：「延儁族人瑗······太和中，析屬河北

郡·····太守司馬悅召為中正。」 

《魏書》：「（司馬）悅······遷太子左衛率、河

北太守。」 

柳崇 河東柳氏 《魏書》：「柳崇······出為河北太守。」 

裴夙 河東裴氏 《魏書》：「夙······轉為河北太守。」 

《通志》：「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 

韋欣宗 京兆韋氏 《魏書》：「欣宗······世宗初，除通直散騎常

侍，出為河北太守。」 

李顯甫 趙郡李氏 《魏書》：「（李）悅祖弟顯甫······尋除河北太

守。」 

由以上兩表可知，北魏時的河東郡太守多為薛氏所擔任。薛謹為薛洪隆

父，薛洪隆為薛驎駒父，薛破胡為薛洪隆弟。可以說河東郡太守在一段時間內

幾乎被河東薛氏壟斷。而河北郡的太守並沒有出現一族之人連續擔任郡守的情

況。毛漢光指出，中古時期河東有三大家族，分別為薛氏、柳氏、裴氏，其中

柳氏和裴氏在中央任職人數較多，薛氏是最有地方豪強特徵的家族。70由此觀

之，北魏時期，薛氏在河東地區的影響力十分巨大，其作為地方勢力很可能與

遷都洛陽後的北魏政權產生衝突，以至北魏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薛氏進行打

壓，以免威脅中央統治。 

2. 北魏政府的作法 

孝文帝十分重視鹽池地區的穩定。《魏書·長孫道生傳》記載： 

 
69 根據《魏書》、《北史》、《通志》整理。 
70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 133。 



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猶創置鹽官⽽加典護，非為物⽽競利，

恐由利⽽亂俗也。71 

可見，相比於鹽池所帶來的經濟效應，孝文帝更擔心河東地區會因為爭奪

鹽池的利益而造成混亂。 

北魏太和年間，因為「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孝文帝派遣柳崇前往當地解

決爭紛。根據《魏書·柳崇傳》記載，柳崇原是「太尉主簿」，之後轉任「尚書

右外兵郎中」，在「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公私朋競，紛囂台府」之時，孝文

帝「遣崇檢斷」，最終的結果為「上下息訟」。72上已提及，郡級行政區是中央

權力的分散，則孝文帝派遣柳崇處理河東、河北二郡爭境的問題時，柳崇的權

力直接來源於北魏政府，可看作中央權力向地方的分散。柳崇的本職為「尚書

右外兵郎中」，處理地方事務應該是柳崇的本職工作。同時，孝文帝選擇讓柳崇

出面解決河東、河北二郡爭境的問題也許是考慮到柳崇的出身。柳崇出身河東

柳氏，對當地的情況應該是有更多的了解。 

太和年間，安排中央官員出任河北郡守並非特例。司馬悅出身河內郡，河

內郡與河東地區並不算遠，孝文帝時期司馬悅亦為河北太守，同時他是「太子

左衛率」，可見其同樣出自中央。裴夙同樣出自中央，亦是河東地區出身。裴夙

原本擔任的職位是「尚書左主客郎中」之後高祖南伐，裴夙「轉為河北太守」。

73由此可見至少在太和年間，河北郡太守多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官員擔任，此可

視為中央權力向地方的直接延伸。並且此時北魏政權調配的河北郡守多出身河

東地區或其附近，對當地情況應當較為了解，如此選人有利於中央對地方的管

理。 

綜上，北魏時期，薛家在河東所體現的地方主義十分突出。相較之下，同

為河東大族的裴氏、柳氏多到中央任職，其地方性並不如薛家強。可推測，在

 
71 北齊·魏收：《魏書》卷二十五〈長生道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648。 
72 北齊·魏收：《魏書》卷四十五〈柳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1029。 
73 北齊·魏收：《魏書》卷六十九〈裴延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1530。 



安邑郡未劃歸河北郡之前，薛家通過「鹽池之饒」能獲得十分巨大的利益，其

自身力量較為強大。雖然十六國時期不同政權都經營過河東地區，但當時的中

央政權對河東地區採取的策略是「統而不治」。74這就令河東地區地方勢力一直

較為強大。孝文帝遷都洛陽應該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希望借遷都的機會重

新調整河南、河東地區的政治格局。孝文帝削弱河東郡地方勢力的具體手段

為：一、將安邑郡劃歸河北郡管轄，令河北郡得到了原屬河東郡的「鹽池之

饒」和「虞坂之便」，一方面能打擊河東郡的經濟，另一方面能防止河東郡地方

勢力反叛時利用「虞坂之便」威脅洛陽。二、派遣出身中央的官員擔任河北郡

守，以便中央權力能滲透河東地區，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上述兩點皆可讓

孝文帝更好地推行中央集權政策，並保證洛陽地區的安全。 

 

五、總結 

北魏時期位處中條山南麓的河北郡跨越中條山管有安邑縣地打破了「山川

形便」這一整區規劃原則，令當地政區呈現「犬牙交錯」的情況。這種現象的

出現應是北魏政府的刻意調整。 

針對這一特殊現象，學界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本文通過分析河東地區的人

地關係，認為北魏政權將「鹽池之饒」和「虞坂之便」劃歸河北郡管轄是為了

將這兩項地理優勢進行聯動，進而提高「虞坂巔軨道」的運輸效率。以此保障

洛陽地區物資的供應。 

其次，本文亦從政治史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河東地區地方勢力與中央政權

之間的關係。河東薛氏為河東地區的大族。本文認為孝文帝遷都洛陽為保證司

州地區的穩定，一方面通過削奪河東郡鹽池打擊地方大族的經濟實力，另一方

面拆分河東地區的交通道路以防止地方勢力威脅中央。 

相較於過去學者對北魏司州的研究，本文跳出過往學者注重地理沿革的框

 
74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 106。 



架，關注到北魏政區調整背後的原因，以北魏太和時期安邑郡的歸屬為例，結

合人地關係與政治史考察了當時安邑郡的歸屬問題，希望能為學界提供一個思

考方向。北魏政府遷都後對河東大族進行打壓，此舉必然引起河東地方勢力的

不滿，然本文並未對此進行討論。在這樣的政區調整背後隱藏著北魏分裂後河

東地區歸屬的政治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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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圖一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周時期中心區域圖 



 

圖二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秦山東北部諸郡圖 



 

圖三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十六國前秦圖 



 

圖四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後秦、後燕、西秦、後涼、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