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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军与明中叶北部边镇的社会秩序
———以«赵全谳牍»为中心

　 　 　 邓庆平

摘　 要:　 “隆庆和议”是明蒙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大事件ꎬ作为开放互市和交

换把汉那吉的条件ꎬ明廷得到了俺答汗缚献的“中国叛逆”赵全等人ꎬ«赵全谳牍»正

是明廷对诸犯的审讯记录ꎮ 谳牍对赵全等人身份和出边经过的记述ꎬ展现出明中叶

大同一带边军的生存境遇和生计活动ꎮ 边镇地区复杂的军事体制、边军身份和族群

界限的流动性、长期存在的明蒙私市贸易传统、边军的生存困境、秘密宗教的民间传

播ꎬ构成了明中叶北部边镇社会秩序和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内容ꎮ 抛开传统的游牧民

族南侵与明蒙关系的解说框架ꎬ以上内容也是理解明代“北虏”问题不可或缺的区域

社会历史脉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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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隆庆五年(１５７１)ꎬ明蒙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ꎮ 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ꎬ许以互市ꎬ这就是著名

的“俺答封贡”与“隆庆和议”ꎮ 作为开放互市和交换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的条件ꎬ明廷也得到了俺答汗

缚献的“中国叛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等九人ꎮ 对于赵全等人的获擒ꎬ穆宗曾感慨:“叛逆元凶ꎬ频年

纠虏入犯ꎬ荼毒生灵ꎬ罪恶滔天ꎬ仰赖上天锡佑ꎬ宗社垂庥ꎬ虏酋效顺ꎬ执缚来献ꎬ足洩神人之愤ꎮ”①可见

明廷对赵全等人忌恨之深ꎮ
上述事件在明代历史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ꎬ因而ꎬ对于隆庆和议及其前后的明蒙关系、互市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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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ꎬ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讨论①ꎮ 作为隆庆和议重要内容的赵全等叛逆被擒送朝廷一事ꎬ在上述各

类研究成果中也多有提及ꎬ主要集中在概述丘富、赵全等自山西出边到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驻地ꎬ屡屡

“纠虏犯边”ꎬ招徕汉民垦殖土地ꎬ逐渐聚居丰州滩一带ꎬ形成蒙汉聚居地“板升”的历史过程②ꎮ 总体而

言ꎬ赵全等人出边叛降的“后果”———经营板升、纠虏掠边、被俺答缚送明廷以及最终促成“隆庆和议”ꎬ
明代史料记载丰富ꎬ学界也关注较多ꎻ而事件的“前因”———赵全众人出边前北部边镇的社会秩序、赵全

等人的身份、为何以及如何出边ꎬ却鲜少有人论及ꎮ 这当然是受史料所限③ꎬ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

在于学者对于赵全等人叛降俺答部前因与后果的意义的重要性有不同认识ꎮ
赵全等人被缚送明朝后ꎬ宣大总督王崇古及明廷有关部院官员对各犯进行审问ꎬ将讯问结果汇集成

一件完整的文献———«赵全谳牍»④ꎮ 谳牍全文虽仅有数千字ꎬ却记录了赵全及涉案多人的身份、家庭背

景、叛降经过以及在俺答部中如何经营等详细情况ꎮ 通过对这些叛人身份和出边经历的细致勾勒ꎬ可以

考察明中叶ꎬ尤其是隆庆和议之前北部边镇社会的诸多面向ꎮ 边镇地区复杂的军事体制以及由此产生

的军人身份的多元性、流动性ꎬ在频繁边患中艰难求生而形成的诡谲人情和族群身份的不确定性ꎬ明蒙

走私贸易的长期存在形成的商业传统ꎬ秘密宗教的民间传播及因此勾连起的社会网络ꎬ这些内容是解释

赵全等人叛降蒙古事件的区域社会历史脉络或“地方性知识”ꎮ
赵全等人的叛降与被缚送回明廷以及最终促成明蒙关系的转变ꎬ是明中期被朝廷视为大患的“北

虏”问题的组成部分ꎮ 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ꎬ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ꎬ在已有如此丰富的研究成

果前ꎬ如何还能对明中叶的“北虏”问题提出新的理解? 赵世瑜师曾指出ꎬ同样被明廷视为大患的“南
倭”问题ꎬ已被置于明中后期海上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诠释ꎬ而“北虏”问题却仍在传统的游牧民族

南侵与明蒙关系的解说框架内进行阐述ꎮ 事实上ꎬ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

件ꎬ可以从“内陆史视角”进行重新思考ꎬ使其成为 １６ 世纪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⑤ꎮ 此论确为卓

见ꎬ提出了重新解释明代“北虏”问题的新角度ꎬ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ꎮ 赵师在讨论“隆庆和议”前长城

内外的走私贸易传统时ꎬ已经注意到“明代的边军这一双边贸易的特殊媒介ꎬ他们与塞外汉人及与原籍

商业网络的关系”ꎬ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ꎬ可惜并未展开论述ꎮ 笔者以为ꎬ这可能不

仅仅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课题ꎬ在复杂的明代边镇军事体制下ꎬ边军的身份、生存境遇、谋生活

动ꎬ构成了明中叶北部边镇社会秩序和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内容ꎬ也因而成为考察明代“北虏”问题不可

或缺的视角ꎮ «赵全谳牍»中所述之史实ꎬ恰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和讨论的起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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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关于明代蒙古史和明蒙关系史的论著中ꎬ都有涉及“隆庆和议”与明蒙互市贸易的相关论述ꎮ 择其要
者ꎬ如[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ꎬ日本东洋文库ꎬ１９５９ 年版ꎬ中译本«明代蒙古史论集»ꎬ潘世宪译ꎬ北京:商务
印书馆ꎬ１９８４ 年版ꎻ[美]Ｈｅｎｒｙ ＳｅｒｒｕｙｓꎬＳｉｎｏ￣Ｍｏｎｇ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Ⅲ: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Ｆａｉｒｓ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ｅ Ｂｅｌｇｅ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 Ｅｔｕ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ꎬ１９７５ꎬ中译本«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１４００－１６００)»ꎬ
王苗苗译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版ꎻ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
系»第二、六、七章ꎬ台北: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ꎬ１９７７ 年版ꎻ[日]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ꎬ日本同朋舍ꎬ１９８０ 年版ꎻ
杨绍猷:«俺答汗评传»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ꎻ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
社会经济变迁(１４ 世纪中至 ２０ 世纪初)»ꎬ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ꎬ１９９５ 年版ꎻ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
究»ꎬ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版ꎻ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
版ꎻ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版ꎮ
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ꎮ

除上述论著的相关章节外ꎬ徐凯曾撰写«赵全其人»(«北大史学»１９９９ 年 ００ 期ꎬ第 ２３３－２３９ 页)一文ꎬ也是集中
讨论赵全出边后在俺答部中的活动ꎬ并评述其历史功过ꎮ

明代史料对于赵全等人出边后的活动情况记载较为详细ꎬ如高拱«伏戎纪事»、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刘绍恤
«云中降虏传»、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等ꎬ但对赵全等人的身份、叛逃经过却记载得非常简略ꎮ

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ꎬ第二辑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１０７－１１７ 页ꎮ 看
谳牍的行文ꎬ应是时任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大理寺右少卿郜光先、兵部尚书郭乾、锦衣卫掌
卫事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朱希孝等一起审问ꎮ 据«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编者考证ꎬ四库存目据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
本著录ꎬ今本卷末有顺德李文田手书题记ꎬ知抄自明抄本ꎮ 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清光绪年间顺德李氏读五千卷室
传抄明抄本ꎬ«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据该版本校点收录ꎬ本文使用该校点版ꎮ

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ꎬ收入氏著: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３１－１５４ 页ꎮ



二、边军身份与明中叶北部边镇的军事体制

对于赵全等人出边的经过及在俺答部中的作为ꎬ«明穆宗实录»有如下简略的交待:

虏执我叛人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官等来献ꎮ
初ꎬ赵全与丘富从山西妖人吕明镇习白莲教ꎬ事觉ꎬ明镇伏诛ꎬ丘富叛降虏ꎮ 全惧ꎬ召其弟龙、王廷

辅、李自馨ꎬ从富降俺答侄ꎬ边外古丰州地居田作ꎬ招集中国亡命ꎬ颇杂汉夷居之ꎬ众数万人ꎬ名曰

“板升”ꎮ 俺答授全等皆为酋长ꎮ 丘富死ꎬ全等益用事ꎬ数引虏入犯ꎬ破城堡ꎬ杀吏卒ꎬ无岁不至ꎬ边

境苦之ꎮ 已而ꎬ试百户张彦文、游击家丁刘天麟(作者注:“麟”应为“麒”之误)、明镇子吕西川及边

民马西川、吕小老等先后降虏ꎬ与全等皆居板升ꎮ①

相比实录中的记载ꎬ«赵全谳牍»所述各主要案犯的身份和出边经过更为详实ꎬ笔者将谳牍中涉及人物

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整理ꎬ汇总为下表ꎬ以便后文的讨论ꎮ②

姓名 身份 出边情由

周元

湖广黄冈县人ꎬ因在本县书写ꎬ积年

害民ꎬ问发大同威远卫充军ꎬ拨赴本

边守墩ꎮ
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ꎬ叛投虏地ꎮ

丘富 大同左卫舍余③
跟随吕明镇传习白莲教ꎬ事发ꎬ吕明镇被处决ꎬ丘富恐被缉拿ꎬ于嘉

靖二十八年(１５４９)投入俺答部下ꎬ用为头目ꎮ

赵全
山西行都司云川卫右所已故百户赵

雄下余丁

与丘富一起跟随吕明镇传习白莲教ꎬ事发后ꎬ仍在左卫四峰山村居

住ꎮ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ꎬ有本村人声言要将白莲教禀官ꎬ赵全慌

惧ꎬ遂领妾李氏、二子三女、弟赵龙等二十余口ꎬ由宁虏堡师家口出

边ꎬ一同投顺俺答男铁背台吉部下为兵ꎮ

张彦文

被掳走回ꎬ通晓夷语ꎬ投充大同正兵

营通事ꎬ有功升大同后卫后所试

百户ꎮ

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六月初五日ꎬ大同总兵官岳懋领兵至灭虏堡巡

边ꎬ偶遇大举达虏入境ꎬ张彦文卖阵媚虏ꎬ将军情泄与熟识虏酋ꎬ致
岳懋并五百余名官军战死ꎬ张彦文仍回该营领兵ꎬ莫敢举发ꎮ 嘉靖

四十年(１５６１)十一月ꎬ张彦文跟随时任大同总兵刘汉前往平虏、汤
西河等处ꎬ与贼对敌ꎬ见得贼众ꎬ又因素日卖阵媚虏得计ꎬ恐事败露ꎬ
于是丢弃弓矢出边ꎬ投入俺答部下ꎬ升为头目ꎮ

李自馨 山西大同府应州山阴县富安坊民 与赵全一同出边

王廷辅 山西大同府浑源州黎园里民 与赵全一同出边

刘天麒
陕西延安府府谷县民ꎬ投老营堡游

击李应禄作为家丁ꎮ

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五月ꎬ因李应禄剥削军粮及严行捆打ꎬ率犯陈

世贤、王麒等ꎬ持刀杀伤李游击ꎬ各骑官马ꎬ带领一百三十余口于老

营堡丫角山出边ꎬ投入俺答部下ꎬ送发板升住种ꎮ

吕西川 吕明镇子
因父为白莲教首ꎬ惧罪不敢回籍ꎬ于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率四十余

人投赵全部下ꎮ

杨一休
陕西西安府民ꎬ因艰难投偏头关应

军食粮ꎬ拨在高民墩哨备ꎮ
隆庆三年(１５６９)二月ꎬ与虏交通ꎬ货换马尾ꎬ事发ꎬ由本墩出口叛投

虏营ꎮ 认吕西川为兄ꎬ号称吕小老ꎮ

马西川 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子
隆庆四年二月ꎬ因与榆次县人李孟阳出边货换马尾ꎬ投入赵全部下ꎬ
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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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明穆宗实录»卷 ５２ꎬ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ꎬ第 １２９２ 页ꎮ
表中的相关信息均据«赵全谳牍»整理得出ꎬ部分内容略有精简ꎮ
关于丘富的身份ꎬ«赵全谳牍»缺载ꎬ«万历武功录»中有记ꎬ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７«中三边俺答列传

中»ꎬ«续修四库全书»ꎬ史部ꎬ第 ４３６ 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４３４ 页ꎮ



从上表不难看出ꎬ除李自馨、王廷辅及吕西川外ꎬ其余诸人在出边前都具有军事身份ꎬ可细分为山西

行都司辖各卫所军户、大同镇营兵、将帅家丁三类ꎮ① 前者有大同威远卫军周元、大同左卫舍余丘富、云
川卫右所余丁赵全、大同后卫后所试百户张彦文、阳和卫左所余丁马西川ꎬ第二类有大同正兵营通事张

彦文、偏头关营兵杨一休ꎬ第三类则有老营堡游击李应禄的家丁刘天麒ꎮ 这几种身份ꎬ在明朝军事制度

中虽然各自属于不同的系统ꎬ但因其共同的军事身份则大体可以归入边军一类ꎬ他们的身份恰好可以反

映明朝边镇军事体制的变化过程和复杂性ꎬ方逢时对这一变化过程表述得非常清楚:

洪、永以后ꎬ虏患日棘ꎮ 大将之设ꎬ遂成常员ꎮ 镇守权重ꎬ都统势轻ꎮ 卫所精锐ꎬ悉从抽选ꎮ 于

是正、奇、参、守之官设ꎬ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ꎮ 此边兵之初变ꎬ所繇以始弱也ꎮ 历年既久ꎬ大将或不

得其人ꎬ训练无法ꎬ纪律舛谬ꎬ士马之死亡者不补ꎬ逃散者不复ꎮ 尺籍徒存ꎬ部曲虚耗ꎮ 间有健将ꎬ急
治目前ꎬ或扣官饷ꎬ或捐私财ꎬ召募勇壮ꎬ优加恩养ꎬ多者千人ꎬ少者数百ꎬ名为家丁ꎮ②

大致而言ꎬ明代军事体制可以分为卫所军制与营兵制两类ꎬ因而军人身份也就有了“军”与“兵”的区

分ꎮ③ 对于营兵制ꎬ又可分为京营兵制与明中后期盛行于京师以外的省镇营兵制两类ꎮ④ 卫所军为世兵

制ꎬ营兵的来源则比较复杂ꎬ既有卫所军士ꎬ也有募兵ꎮ 根据前辈时贤对于明代军制史的研究可知ꎬ洪武

年间卫所制度广泛推行于全国ꎬ永乐以后卫所编制逐渐受到破坏ꎬ京营和省镇营的编制先后形成ꎬ并逐

渐得以发展ꎬ但卫所军与营兵的双轨制一直持续到明朝结束ꎬ到清朝军制改革才发生彻底变化ꎮ 在边镇

地区ꎬ由于战乱频繁ꎬ将帅又往往私募家丁ꎬ作为自己的亲兵ꎬ并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奇效ꎮ
具体到大同地区ꎬ从军事建制来看ꎬ有山西行都司和大同镇的两套体系ꎮ 大同一带的军卫原隶大同

都卫ꎬ洪武八年(１３７５)ꎬ大同都卫改为山西行都司ꎬ至清初始废ꎮ 山西行都司下辖卫所“设废频繁”ꎬ至
成化年间ꎬ其军事辖区稳定下来ꎬ统辖卫所有: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大同后卫、朔州卫、镇虏

卫、安东中屯卫、阳和卫、玉林卫、高山卫、云川卫、天城卫、威远卫、山阴所、马邑所、平虏卫、井坪所ꎬ共计

１４ 卫 ３ 所ꎮ⑤ 至于大同镇ꎬ虽然学界对大同成镇的时间还存在争议ꎬ但一般认为至永乐七年(１４０９)ꎬ
“置镇守总兵官ꎬ佩征西前将军印ꎬ驻大同ꎬ专总兵事ꎬ江阴侯吴高始专任ꎮ 于是ꎬ大同称镇”⑥ꎮ 作为九

边之一的大同镇ꎬ其镇戍营兵体制下又分为标兵、营兵、守城兵、瞭侦兵、通事与家丁等多种类别ꎮ 大同

建镇ꎬ是依托山西行都司而设ꎬ各卫正军和舍余来自山西行都司ꎬ营兵则来自于招募普通民户或抽选自

卫所军户ꎮ 因而ꎬ山西行都司与大同镇的双重建置互有重叠ꎬ如万历«山西通志»所述:“国初ꎬ大同止设

都司ꎬ以故军马属卫ꎮ 至洪熙以后ꎬ始设总兵、副、游等官ꎬ粮虽系卫ꎬ而军马列伍易卫以营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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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关于明代的家丁ꎬ学者多将之视为不同于卫所军、营兵、民兵之外的另一军种ꎬ如赵中男:«论明代军队中家丁的
特点与地位»ꎬ«社会科学战线»ꎬ１９８８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４４－１４９ 页ꎻ赵中男:«论明代军事家丁制度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
发展»ꎬ«社会科学辑刊»ꎬ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ꎬ第 ８６－９０ 页ꎻ马楚坚:«明代的家丁»ꎬ收入氏著:«明清边政与治乱»ꎬ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版ꎬ第 １２４－１６２ 页ꎮ 但也有学者将家丁与标兵、营兵、守城兵、瞭侦兵、通事一并归入“明代省镇营兵
制下的军队”ꎬ见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１３－６２ 页ꎮ

方逢时:«审时宜酌群议陈要实疏»ꎬ«大隐楼集补遗»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３１１ 页ꎮ
吴晗:«明代的军兵»ꎬ收入氏著:«读史札记»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５６ 年版ꎬ第 ９２－１４１ 页ꎻ王

莉:«明代营兵制初探»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ꎬ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ꎬ第 ８５－９３ 页ꎻ方志远:«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ꎬ«明
史研究»第 ３ 辑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３ 年版ꎬ第 ３５－４４ 页ꎻ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ꎬ«中国史研究»ꎬ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９－１３９ 页ꎮ

对于京师以外地区盛行的营兵制ꎬ学界有不同的称谓:或曰“镇戍制度”ꎬ见罗尔纲著:«绿营兵志»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１９８４ 年版ꎬ第 １３ 页ꎻ或曰“镇戍营兵制”ꎬ见陈高华等总主编、刘昭祥分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组织体制
编»ꎬ郑州:大象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版ꎬ第 ３８６ 页ꎻ或曰“省镇营兵制”ꎬ见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ꎬ第 １ 页ꎮ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２６７－２７５ 页ꎮ
尹耕:«两镇三关志»卷 ９ꎮ (嘉靖)«山西通志»、(顺治)«云中郡志»也采用此说ꎮ 另外ꎬ也有学者认为大同建镇

于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ꎬ参见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ꎬ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版ꎬ上册ꎬ第 ３００－３０２ 页ꎮ

(万历)«山西通志»卷 ２５ꎬ«武备下将士官军»ꎬ收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ꎬ北京:
中国书店ꎬ１９９２ 年版ꎬ第 ４ 册ꎬ第 ４７４ 页ꎮ



赵全案中有几位主犯是卫所军户ꎬ其中有三人ꎬ特别是本案的主要案犯赵全、丘富ꎬ均为军余ꎬ另有

一人为谪发从军ꎬ一人为通事因有功擢升为试百户ꎬ他们分别来自于大同左卫、云川卫、阳和卫ꎬ皆为山

西行都司统辖卫所ꎮ 值得注意的是几位主犯的军余身份ꎮ 按照明代制度ꎬ军户例不得分户ꎬ其户下人丁

除正军以外均为余丁ꎮ 他们不论是留居原籍、同居卫所或寄籍州县ꎬ都有帮贴军装、继补军役之责ꎮ 有

明一代ꎬ对于军余的管理方式也在不断调整ꎬ到明中期以后ꎬ改变明初的“原籍主义”原则ꎬ对于在卫所

附近州县购置田产的军余ꎬ允许一人附籍纳粮ꎬ是即所谓的“附籍军户”ꎬ其余则在卫所当差ꎬ所谓“在卫

立籍”ꎮ 但州县对附籍军户的管理权极为有限ꎬ他们除纳粮外ꎬ只需承担极少的民差ꎬ甚至有各种方法

逃避差役ꎮ 而在卫余丁ꎬ虽按制度规定应尽数造入卫所军册ꎬ但明中后期的军册审编多因循守旧ꎬ与实

际情况相去甚远①ꎮ 因而ꎬ不管是卫所还是州县ꎬ对于数量庞大的军余群体ꎬ都不容易进行实质有效的

管理ꎬ相比起有军役任务的正军而言ꎬ军余有着更大的流动性ꎮ
具有边军身份的另外三人中ꎬ除一人是因生计艰难主动投军被派去守墩外ꎬ另外两人的身份值得注

意ꎬ一人为通事ꎬ一人为家丁ꎮ 通事为翻译ꎬ在边镇多充当向导和尖兵ꎬ他们大多是从蒙古驻地逃回的汉

人ꎬ因其通晓“夷语”ꎬ了解“夷情”ꎬ成为明政府招徕和安置“走回人”的一大去向ꎮ 至嘉靖二十二年

(１５４３)ꎬ兵部题准“有自虏中逃回者收作通事ꎬ给与月粮”②ꎮ 能够支领月粮ꎬ可见也被纳入正规的

边军体系中ꎮ 家丁则是将帅所领之亲兵ꎬ在边镇尤为常见ꎬ多为边将私募ꎬ如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梁震

“素畜健儿五百人前后百十战ꎬ未尝少挫”ꎬ梁震死后ꎬ其家丁编入营伍ꎬ“边将犹颇得其力”③ꎮ 在

嘉靖中期以前ꎬ家丁由将帅私人出饷供养ꎬ以后则由官府发放粮饷ꎬ成为募兵制的一个组成部分ꎬ但仍有

将帅以私财豢养忠勇之家丁者ꎮ
综上ꎬ«赵全谳牍»所涉及的多位案犯都是军人ꎬ他们的身份来源和入伍经历ꎬ反映出明中叶边镇多

重的军事体制ꎮ 在这多重体制下ꎬ无论是卫所正军、军余ꎬ还是普通民户ꎬ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边军

的一员ꎮ 他们有些是世袭身份ꎬ有些则是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投军ꎮ 明中叶由于边患频仍ꎬ如大同一带的

北部边镇也就大量增加各类军事人员ꎮ 他们获得边军身份后ꎬ也就将自己的生活、生计与边镇多重的军

事体制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ꎮ

三、边军的生存境遇

如上文所述ꎬ«赵全谳牍»所涉案犯多为来自不同军事系统的边军ꎬ谳牍中对他们的出边缘由与经

过又有较为详实的描述ꎮ 因而ꎬ通过解读«赵全谳牍»ꎬ我们可以对明中叶边军的生活境遇有更多了解ꎬ
本节仅从谳牍中涉及的内容ꎬ尝试做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一)边军与白莲教

据谳牍所记ꎬ主犯赵全、丘富二人皆曾跟随吕明镇传习白莲教ꎬ正是因为惧怕传教被政府缉捕才叛

逃出边ꎬ而吕明镇之子吕西川则是因父传教之罪而叛投赵全部下ꎮ 吕明镇是嘉靖时期活跃在大同一带

的白莲教头目ꎬ大同巡抚方逢时在其«云中处降录»中记载:“嘉靖三十年(１５２４)ꎬ妖人吕老祖(即吕明

镇)以白莲教惑众ꎬ构祸于山西、大同之间ꎬ有司捕之急ꎬ叛投彼中ꎮ”④白莲教徒因被政府缉捕或惧怕被

捕而叛逃到蒙古部落ꎬ这是明中期出边汉人中比较常见的一类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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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于志嘉:«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与军户分户»ꎬ载«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ꎬ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８０－１０４ 页ꎻ«帮丁听继:明代军户中余丁角色的分化»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８４ 本第 ３
分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４５５－５２５ 页ꎮ

«嘉隆新例»卷 ４«兵例»ꎬ«续修四库全书»ꎬ史部ꎬ第 ４６７ 册ꎬ第 ２３４ 页ꎮ
«明史»卷 ２１１«列传第九十九梁震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１ 年版ꎬ第 ５５７８ 页ꎮ
方逢时:«云中处降录»ꎬ«大隐楼集»卷 １６ꎬ第 ２６６ 页ꎮ



对于明朝白莲教的历史ꎬ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ꎮ① 但是ꎬ主犯赵全、丘富所揭示的卫所军

户参与白莲教活动的情形ꎬ恐怕不是个例ꎬ而现有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ꎮ 这些参与白莲教活动的

卫所军人ꎬ有些是因传习白莲教而被朝廷谪发充军ꎬ如正德年间山西太原府崞县人李福达就因传播白莲

教ꎬ事发后被先后谪发山丹卫、山海卫永远充军ꎬ后因隐藏身份ꎬ发财致富ꎬ甚至纳银捐得了山西太原左

卫指挥使职衔ꎬ且一直私下传教ꎮ② 有一些则是长期隐匿于卫所体系内的教徒ꎬ如嘉靖二十四年

(１５４５)ꎬ大同地区发生了明朝宗室成员朱充灼与白莲教首领罗廷玺联络蒙古小王子发动叛乱的事件ꎬ
而罗廷玺的白莲教组织成员中就有许多卫所军余和各类逃兵ꎮ③ 如果按照荷兰学者田海(Ｂａｒｅｎｄ ｔｅｒ
Ｈａａｒ)对于“白莲教”概念的解构ꎬ到明清时期ꎬ“白莲教”已经逐渐成为模式化的邪教与叛乱意义的标

签ꎬ是官方和文人逐步建构的概念ꎬ那么明朝史料中的各类以“妖言惑众”的“妖僧”ꎬ大多在明中期以降

的官方文件中被逐渐视为了白莲教徒ꎮ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ꎬ我们可以将更多的各类“左道邪教”活动与

卫所军户相关的事例纳入到考察范围中来ꎮ
早在宣德年间ꎬ山东文登县的“妖僧明本、法钟”等人ꎬ“皆栖霞县太平寺僧ꎬ以化缘至成山卫ꎬ依百

户朱胜ꎬ因涂改旧领敕谕度牒ꎬ为妖言惑众ꎬ诈称转轮王出世”ꎬ后于宣德五年(１４３０)被擒获ꎮ④ 英宗登

基之初ꎬ就有“妖贼张普祥”自号“七佛祖师”作乱ꎬ张普祥本系“真定卫军ꎬ以妖书惑众ꎬ 潜居井陉县ꎬ
自号七佛祖师ꎬ 遣其党往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处度人”⑤ꎮ 田海根据«宁夏新志»和胡适«跋‹销毁真

空宝卷›»等文献ꎬ认为明前期ꎬ在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存在着活跃的民间佛教以及各种宗教团体ꎬ它们

在军队中也有一定的信徒ꎮ⑥ 当然ꎬ更为学者所熟知的明代民间教门———罗教ꎬ其创教始祖罗清ꎬ或曰

罗梦鸿ꎬ其身份就是密云卫军ꎬ而传习罗教者也多数是承担漕运任务的运军ꎮ 创教于明中叶ꎬ直到 ２０ 世

纪 ４０ 年代被李世瑜先生“发现”后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黄天道教ꎬ在华北乡村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和

影响ꎮ 该教的创始人李宾也是卫所军人ꎬ其墓志中说:“祖原籍万全左卫ꎬ后揆兑本堡ꎮ”⑦“本堡”即宣

府万全右卫的膳房堡ꎬ位于野狐岭长城脚下ꎬ是个军事堡寨ꎬ明朝在此堡居住的多为卫所军士及其家属ꎬ
以及其他到此屯垦的戍卒、配犯ꎮ⑧

从上述例子来看ꎬ从明初以来ꎬ由于从事秘密宗教传播而被发配卫所充军、因惧怕缉拿而避入军中

或依附武将自保、又或因卫所军队组织为秘密宗教的传播提供了现成的社会网络等便利条件ꎬ在多重动

因和不同路径的合力之下ꎬ包括边军在内的明朝军队系统中有不少民间教派的教首和信徒ꎬ应是不争的

事实ꎮ
(二)边军的生存困境

谳牍中的另一案犯刘天麒ꎬ本为陕西延安府府谷县民ꎬ投老营堡游击李应禄为家丁ꎬ因遭李应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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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の研究»ꎬ东京:雄山阁ꎬ１９８６ 年版ꎻ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ꎬ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版ꎻ黄景添:«白莲教与明代建国»ꎬ香港: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７ 年版ꎻ[荷]田海著ꎬ刘平、王蕊译:«中国历史
上的白莲教»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７ 年版等ꎮ 另外ꎬ在各类中国民间宗教史的总论性论著中ꎬ也有大量涉及白莲教史
的内容ꎬ如谭松林主编ꎬ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ꎻ马西
沙:«中国民间宗教简史»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版等ꎮ 具体到明代中叶北边地区的白莲教活动ꎬ则有[美]卡尼
Ｔ费什著、张宪博译:«天花、商贾和白莲教———嘉靖年间明朝和蒙古的关系»ꎬ«明史研究»第 ４ 辑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４
年版ꎬ第 ２３１－２４１ 页ꎻ董琦:«明代嘉隆时期白莲教活动研究———以明代北边大同地区为中心»ꎬ黑龙江大学 ２０１７ 年硕士
学位论文ꎮ

李福达案件始末ꎬ可参见不著辑者:«钦明大狱录»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ꎬ第 １ 辑ꎬ第 １５ 册ꎬ北京:北京出版
社ꎬ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６３７－７１７ 页ꎮ

参见董琦:«明代嘉隆时期白莲教活动研究———以明代北边大同地区为中心»ꎬ第 １９－２２ 页ꎮ
«明宣宗实录»卷 ６１ꎬ宣德五年正月戊申ꎬ第 １４４４ 页ꎮ
«明英宗实录»卷 １２ꎬ宣德十年十二月己亥ꎬ第 ２１６ 页ꎮ
[荷]田海著ꎬ刘平、王蕊译:«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ꎬ第 １４０－１４２ 页ꎮ
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ꎬ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四川大学史学系联合印行ꎬ１９４８ 年

版ꎬ第 １５ 页ꎮ
相关研究可参见曹新宇:«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ꎬ«清史研究»ꎬ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

２５ 页ꎮ



削军粮并严行捆打ꎬ于是击伤李应禄后率众出边ꎮ 虽文字极为简略ꎬ却可见明中叶边军的凄苦境遇之一

斑ꎮ 邱仲麟新近发表的论文ꎬ以丰富的史料展示了明代北边墩军的困苦生活ꎬ如军官私役、克扣军饷、军
需物资不能如实领用等问题ꎬ揭示了明代中后期边军生存困境的普遍状况ꎮ①

明初ꎬ全国普设卫所ꎬ每卫拨军屯种ꎬ屯田子粒用以养军ꎬ但军屯制度的颓坏也很快发生ꎬ前辈学者

对此已有详尽研究ꎬ在此不予赘论ꎮ 具体到边镇地区ꎬ边将占夺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私役屯军的现

象极为严重ꎮ 正统以后ꎬ边镇将领“广置庄田ꎬ私役屯军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ꎬ是致军士怨嗟ꎬ兵
政废弛”②ꎻ弘治年间ꎬ大同镇将官“役军士多至千人ꎬ侵屯地动以万计”③ꎮ 这类记载在明中期史料中可

谓俯拾皆是ꎮ④

由于屯粮不能保障军士的供给ꎬ边军粮饷又仰赖民运粮、开中盐粮和京运年例银ꎮ 但随着明代中期

边患频仍ꎬ军费开支快速增长ꎬ国家财政危机严重ꎬ导致边储日虚ꎬ边军粮饷普遍不足ꎮ⑤ 宣、大二镇甚

至一度出现军饷“经年未支”的情形ꎮ⑥ 而将官还往往克扣军饷ꎬ如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刑科给事中吴世

忠题奏大同边情时说:“大同边境视他镇为尤重ꎬ大同边储视他镇为尤废边粮折银ꎬ尽当给军ꎬ管粮

郎中每石克银二钱以待他用管粮者以多克为功ꎮ”⑦魏焕在«皇明九边考»中这样论及宣府镇边军粮

饷欠缺的情形:

按边军月饷法曰:折色者六月ꎬ本色者六月ꎮ 在边者折银七钱ꎬ在内者折银六钱然春夏之

月ꎬ禾稼未登ꎬ粟价腾踊ꎬ边臣苦于蓄积之未多也ꎬ则固与之折银当其腾踊也ꎬ银一钱或止易粟

六七升或四五升ꎮ 是一月折银犹不及半月之粟ꎬ如之何其不饥而疲且至死也!⑧

所论虽是宣镇ꎬ但边镇情况大多类似ꎬ所谓“此诸边之通例也”ꎮ 大同军士久受拖欠军粮、米价昂贵之

苦ꎬ而大同守将又“抚驭失宜”ꎬ驱使军士修堡筑边ꎬ役重差繁ꎬ使得军中怨气沸腾ꎬ最终酿成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和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的两次大规模兵变ꎮ⑨ 这两次兵变虽因大同巡抚张文锦、大同总兵李瑾先

后役使军士修堡、浚濠且督工严苛直接引发ꎬ但也与边军久积之怨气有着紧密的关联ꎮ 从史料记载来

看ꎬ在嘉靖三年的第一次大同兵变发生之前ꎬ嘉靖元年(１５２２)ꎬ由于“宣、大两镇连岁凶荒ꎬ军粮久缺ꎬ米
价腾贵”ꎬ已经出现了宣府军士“鼓噪求粮ꎬ几至为变”的危局ꎮ 同年七月ꎬ以张的祥为首的大同军士以

粮饷未给ꎬ聚众鼓噪ꎬ嘉靖帝不顾兵部“抚处”的建议ꎬ下令将张的祥等为首五人于军前斩首示众ꎬ其余

则调极边哨守ꎬ以为惩戒ꎬ使大同军士的积怨更深ꎮ 最终ꎬ两次大规模的兵变相继发生ꎮ 事后ꎬ参与兵

变又未被明廷缉获的军士ꎬ多出边叛逃至俺答部中ꎮ
(三)汉、“虏”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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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仲麟:«边缘的底层: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４７－１８２
页ꎮ

«明英宗实录»卷 １０３ꎬ正统八年四月丙戌ꎬ第 ２０７５ 页ꎮ
«明孝宗实录»卷 １４５ꎬ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寅ꎬ第 ２５３４ 页ꎮ
更多事例可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ꎬ下编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３０４－３３８ 页ꎮ
可参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ꎬ１５３１－１６０２»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２９３－３０８ 页ꎮ
«明世宗实录»卷 ３ꎬ正德十六年六月丁酉ꎬ第 １２６ 页ꎮ
«明孝宗实录»卷 １４５ꎬ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寅ꎬ第 ２５３３－２５３５ 页ꎮ
魏焕:«皇明九边考»卷 ４«宣府镇»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济南: 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６ 年版ꎬ史部ꎬ第 ２２６ 册ꎬ第 ５９

页ꎮ
关于大同兵变的经过ꎬ可参见萩原淳平:«明代嘉靖朝の大同反乱とモンゴリア:农耕民と游牧民との接点»

(上、下)ꎬ«东洋史研究»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３０ 卷第 ４ 号ꎬ第 ３０－５４ 页ꎬ第 ３１ 卷第 １ 号ꎬ第 ６４－８１ 页ꎻ方弘仁:«明嘉靖朝五次兵
变初探»ꎬ«明史研究专刊»第 ５ 期(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６３－８２ 页ꎻ赵立人:«嘉靖大同兵变述论»ꎬ«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ꎬ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ꎬ第 ３０－３４ 页ꎬ第 ４０ 页ꎮ

«明世宗实录»卷 １１ꎬ嘉靖元年二月甲午ꎬ第 ４１１ 页ꎮ
«明世宗实录»卷 １６ꎬ嘉靖元年七月甲子ꎬ第 ５１２－５１３ 页ꎮ



据谳牍所载ꎬ案犯张彦文曾被掳到蒙古部落ꎬ“走回”后因“通晓夷语”投充大同正兵营通事ꎬ有功升

大同后卫后所试百户ꎮ 在嘉靖三十二年大同总兵官岳懋领兵与蒙古人交战之时ꎬ因出卖军情给熟识的

蒙古首领ꎬ致岳懋并五百余名官军战死ꎮ 后因惧怕此事败露ꎬ于是再次出边ꎬ投入俺答部下ꎮ 张彦文是

明朝边镇社会存在的大量“走回人”之一ꎬ他的人生经历也显示出这一时期明蒙交界地区族群身份的流

动性和复杂性ꎮ
大同地处明蒙交界的前沿地带ꎬ双方的人员流动非常频繁ꎬ既有蒙汉人民自发的双向流动ꎬ也有明

朝政府的纵使和制度层面的原因ꎮ
蒙古人入塞多以劫掠为目的ꎬ除被明军俘虏外ꎬ也有蒙古人自愿来到内地归降者ꎬ所谓“不独华人

接踵而来ꎬ夷种亦多举帐效顺ꎮ 节据降人传报ꎬ虏中诸人节将臣招降牌谕密相传记ꎬ或相对感泣ꎮ 故一

岁之间ꎬ归降数逾二千有奇”①ꎮ “降夷”是明代北边将帅家丁的重要来源ꎬ边将在历次边境战争中ꎬ逐渐

召降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ꎬ收为自己的私人武装ꎬ如王崇古所说:“各边纳真夷人之降ꎬ以充家丁

冲战之用ꎬ行之已久ꎮ”当然ꎬ降明的蒙古人中也有诈降者ꎬ实为蒙古人派出的间谍情报人员ꎬ即“真虏每

有诈降窥伺ꎬ旋即逸去ꎬ往往谂我虚实ꎬ为虏向导ꎬ反贻边患ꎮ 各将领利其骁健ꎬ喜为招纳ꎬ而不虞其

后”②ꎮ
汉人出边者ꎬ身份非常复杂ꎬ有被掳掠到蒙地者ꎬ也有贫民主动出边者ꎬ还有«赵全谳牍»中涉及的

叛卒和白莲教徒ꎮ 他们中不少人成为蒙古人掠边的向导或哨探、间谍ꎬ甚至因颇有才智受到蒙古贵族的

器重ꎬ成为蒙古诸部对明朝战争的重要参与者ꎬ如赵全之流ꎮ 所以胡宗宪才有“臣闻虏寇之入境也ꎬ鸱
张乌合ꎬ动号十万ꎬ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ꎬ劲悍难当者ꎬ才十之四五耳ꎬ余皆吾中国之赤子”的感慨ꎮ③ 但

与此同时ꎬ出边汉人也有重新返回汉地的情况ꎬ按照万历年间御史沈涵的说法ꎬ可以分为“归正人”与
“走回人”两类ꎬ即“内地人叛去复回ꎬ名为归正ꎻ被虏逃回ꎬ名为走回”④ꎮ 如果宽泛一点理解ꎬ两者都可

以视为“走回人”ꎬ明代的史籍中还有对于这类人员各种类似的称呼ꎬ如逃回人、回乡人、归乡人、脱归

人、逸归人等等ꎮ⑤ 明廷对于这些“走回人”实行招徕政策ꎬ主要的安置方式是将之编入边军ꎬ特别是在

边患严重的正德、嘉靖年间ꎬ更是大量起用走回人ꎬ充入军伍ꎬ与蒙古人作战ꎮ 如正德四年(１５０９)四月ꎬ
“令被虏走回男子ꎬ审无父母妻室ꎬ并不知乡贯者ꎬ听编入军伍ꎬ调用杀贼”⑥ꎮ 甚至还将走回人用作明廷

的间谍人员ꎬ遣回“虏地”ꎬ诱降出边的汉人或探听“虏情”ꎮ 如嘉靖元年五月ꎬ兵部令各边镇巡官在那些

出边日久、“谙晓虏情”的走回人中ꎬ审得“忠实有才略”者ꎬ“即留边效用ꎬ厚加慰劳ꎬ以备咨访ꎬ因而资为

间谍ꎬ诱我汉人ꎬ使渐逃归ꎬ以孤虏势”⑦ꎮ 所以王崇古才说:“此辈既能通虏ꎬ可为虏用ꎬ亦可为我用ꎮ 此

辈虽鲜忠勇ꎬ颇谙虏情ꎬ因用为间ꎬ亦可得力ꎮ”⑧在出塞的汉人中ꎬ本也有被明廷派出常驻蒙古部落中的

间谍ꎬ如“哨探”者ꎬ即“皆诈逃其地ꎬ俾与逃叛人民杂处”ꎬ寻机诱降出边军民并打探敌情虚实ꎮ⑨

因此ꎬ明中期北部边镇明蒙之间的边界并非那么明晰和不可跨越ꎬ明蒙之间的人口流动异常频繁ꎬ
而明廷招抚、纳降、行间等政策ꎬ使得这些不断流动、改变身份的人拥有了很多不同的身份标签ꎬ如“降
卒”、“达官”、“达臣”、“虏”、“民”、“军”、“中国赤子”、“诸逆”、“奸细”、“归民”、“间谍”等ꎬ同时也给这

批在边境流动的人提供了改变其身份的各种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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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军生计与边镇的商业传统

«赵全谳牍»中提及因生计艰难投军的杨一休与阳和卫左所余丁马西川ꎬ皆因“与虏交通”ꎬ出边“货
换马尾”ꎬ事发后叛逃蒙古ꎬ投入赵全部下ꎬ并一直“传泄边情和贩货物图利”ꎮ 这二人的出边缘由与牟

利活动ꎬ揭示出边军参与到明蒙边境私市贸易的史实ꎮ
对于明朝北部边镇的明蒙贸易问题ꎬ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ꎬ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知ꎬ在整个

有明一代ꎬ明蒙之间除时断时续的官方互市贸易外ꎬ还长期存在着民间的私市贸易ꎮ 作为明蒙交界前沿

地带的大同地区ꎬ北控边鄙ꎬ是拱卫京城安危的锁钥之地ꎬ又因“无山设险”ꎬ紧邻河套ꎬ易攻难守ꎬ成了

蒙古人入掠塞内的“必窥之路”①ꎮ 所以ꎬ大同一带的明蒙私市现象一直非常严重ꎬ戍守边镇的武将、边
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早在正统年间ꎬ朝廷就发现瓦剌使臣大多带有兵甲、弓矢、铜铳等物ꎬ查询其原由ꎬ“皆大同、宣府一

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ꎬ因此敕令大同、宣府总兵等官对这类事情严加禁约ꎮ② 能够拥有兵甲、弓矢、
铜铳等军备物资ꎬ显然这些“贪利之徒”中相当一部分是宣、大地区的边军ꎮ 明政府虽然一直严禁对蒙

古走私武器的行为ꎬ但收效并不大ꎮ 弘治十年(１４９７)ꎬ大同“总兵神英、巡抚刘瓛、守臣孙振ꎬ贪和畏威ꎬ
纵虏交易ꎬ锅、锹、箭、簇ꎬ悉入虏囊”③ꎮ 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ꎬ大同前卫指挥佥事刘桂因私自卖给蒙古人

武器而被枭首示众④ꎮ 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ꎬ“阳和卫前所百户李锦及总旗杨泽私与夷人贸易”⑤ꎮ
除武官外ꎬ还有大量普通的军士也加入到明蒙私市贸易中ꎮ 如嘉靖年间大同总兵仇鸾所说:“各边

虏患惟宣、大最急ꎬ盖由贼巢俱在大边之内ꎬ我之墩军、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ꎬ久遂结为腹

心ꎮ”⑥甚至到了“虏代军瞭望ꎬ军代虏牧马”的地步ꎮ⑦ 家丁也在其主帅的纵容下卷入边境的私市贸易ꎮ
在嘉靖后期家丁改由政府出饷供养之前ꎬ家丁是由将帅私人出饷供养ꎮ 为了稳定家丁的忠诚ꎬ将帅往往

给予家丁高于普通士卒的粮饷和装备待遇ꎬ甚至“过额兵十倍”⑧ꎮ 同时ꎬ将帅还纵容家丁出塞劫马ꎬ或
者从事走私贸易获利ꎮ 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梁震“在边专练家丁ꎬ时时出塞劫虏营得虏营马ꎬ尽与

诸出塞劫者ꎬ以故人皆效死趋利”⑨ꎮ 其后继任的大同总兵周尚文也豢养家丁ꎬ且“私使其部与虏市”ꎮ
边军长期从事明蒙私市交易ꎬ经年累月ꎬ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交易传统ꎮ 据王崇古的记载:

照得大同各路ꎬ逼近虏巢ꎬ向缘将士怯懦ꎬ虏酋贪狡ꎻ索贿买和ꎬ苟延岁月ꎮ 甚至沿边各堡ꎬ有月

钱之科派ꎻ大边墩哨ꎬ有分帐之买卖访得大边哨军每二人贴一ꎬ全不坐哨ꎬ专事交通ꎬ时以粮银

私买货物ꎬ深入分定虏帐ꎬ交结酋妇ꎬ展转图利ꎮ 间得虏情ꎬ匿不实报ꎬ凡我兵动定ꎬ预为虏传ꎮ

所谓“月钱之科派”ꎬ是指边军按月收缴一定数额的钱银ꎬ交予蒙古人以防其来犯ꎬ即“索贿买和”ꎮ 以至

于未能按时缴纳ꎬ蒙古人还会催要ꎬ“大同各堡纳虏月钱ꎬ凡有月钱违限者ꎬ虏即行票催取ꎬ未委虚的”ꎮ
而“分帐之买卖”则是指边军划分与蒙古人交易的区域ꎬ三人一组ꎬ二人贴一人ꎬ即以一人的折银军饷作

为资本ꎬ购买蒙民所需货物ꎬ前往分定的蒙古部落营帐进行交易ꎮ 据估算ꎬ当时大同墩哨军大约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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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每人每月行粮二石ꎬ按当时价格共合折银万两ꎬ以“每二人贴一”计算ꎬ光是大同墩哨军每月同牧民

的交易额ꎬ就至少可达三千两银ꎮ 若以此银两购买布匹前往牧区交易ꎬ则有二万余梭布出口到塞外ꎬ同
时可进口牛三千头或羊万余只ꎮ①

按明制ꎬ作为明初山西行都司军饷主要来源的屯粮、民运粮ꎬ都征本色ꎬ后相继改为折银征收ꎬ大概

到正统年间开始实行全面的以银币为中心的边饷政策ꎮ 边军月粮折银ꎬ一方面如上节所述ꎬ由于折兑失

宜和克扣饷银ꎬ加之明中期边镇米价持续居高不下ꎬ造成了边军的生活困境并因此激发了多次兵变ꎻ另
一方面ꎬ以屯粮、民运粮折银和京运年例银为主体的军饷ꎬ也成为了边军从事与蒙古人的私市贸易的主

要资金来源ꎮ 通过军饷购买的塞外物资ꎬ并不仅仅在边镇一带流动ꎬ而是流向了更远的地区ꎬ如谳牍中

的案犯杨一休与马西川ꎬ向蒙古人购买的马尾ꎬ就是边镇走私贸易的大宗货物之一ꎬ这与明代中叶以马

尾作为衣帽装饰的时尚有关ꎬ这些马尾主要流向京城和江南地区ꎮ② 同时ꎬ边饷折银使得边军的口粮只

能通过购买获得ꎬ这使得北部边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米粮市场ꎬ加之其它商品的需求ꎬ使得“沿长城向

东西延伸的明王朝的边境地区ꎬ不仅成了国防的第一线ꎬ而且成了一大经济消费区”③ꎮ 商品流通和商

人活动的频繁ꎬ使得边镇的商业传统和商业网络不断发展ꎬ并最终推动了边镇的商业化进程ꎮ

五、 结论

«赵全谳牍»所展现出来的明代边军身份、生存境遇与生计活动ꎬ可以作为讨论边镇军事体制、人口

流动、民间宗教、商业传统等社会秩序问题的一个切入点ꎮ 这些问题都分别被学者们从明代军制史、明
蒙关系史、秘密宗教史等角度进行过论述ꎬ但都没有将之纳入到明中叶边军的日常生活史这个整体框架

内加以考察ꎮ 关于明中叶九边建置、明蒙关系、互市贸易等史实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ꎬ但是同质

性的研究很多ꎮ 如何在这么丰富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新见ꎬ除赵世瑜师提出的“内陆史视角”外ꎬ循区域

社会史的研究视角ꎬ从具体人群的活动出发看待明中叶的“北虏”问题ꎬ仍然会有很多新的启示ꎮ
本文正是尝试以大同地区的边军群体为例ꎬ讨论明中叶北部边镇的社会秩序问题ꎮ 明中叶边镇的

军事体制日趋复杂ꎬ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多重军事建制的重叠上ꎬ更体现在边军身份的多元性和流动

性ꎮ 卫所军户和普通民户都可以投军ꎬ成为营兵或边将的家丁ꎻ由于明廷对于秘密宗教教徒的谪发充军

政策ꎬ或教徒避入军中的主动选择ꎬ导致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秘密宗教的教首和信徒ꎻ明蒙双方对于敌

方人员的诱降、互派间谍“诈降”、明廷对于“走回人”的招徕和安置为军ꎬ都使得边境地带居民的族群身

份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可变性ꎮ 这种多元的流动身份使得边军与边将、边军与朝廷之间都难以建立长

期的稳定的效忠关系ꎬ加之边饷折银政策在实施中的弊政、边镇粮饷数额激增导致的欠饷、米价昂贵、边
将的欺压等等问题的存在ꎬ导致兵变一触即发ꎮ 因而ꎬ出于各种事由的边军叛逃出边也就屡屡发生ꎮ 而

长期以来边镇社会存在的明蒙人民私市贸易的传统ꎬ使得在官方互市停罢之时ꎬ长城内外的商品流通也

从未停止ꎮ 边军是主要的贸易者ꎬ这既有边镇官军逐利的诉求ꎬ也因为其军人身份及承担戍守、哨探、与
虏交战等军事任务时可以获得的军备物资与便利条件ꎮ 明政府的边军粮饷折银的做法ꎬ不仅刺激了边

镇的商业化ꎬ也为边军的私市贸易提供了资金来源ꎬ带动了从长城内外到江南商业最繁盛之地的白银与

商品流动ꎬ将边地的“走私贸易”卷入到一个更大的全国性市场网络中ꎮ
于是ꎬ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下考察明代的“北虏”问题ꎬ要提出的问题可能就变成了:明开国以来延续了

一两百年的“北虏”问题究竟给北部边疆的地方社会打上了怎样的烙印? 或者是ꎬ北部边镇及邻近的蒙古部

落的地方社会秩序和边民的日常生活ꎬ怎样构成了令明廷头疼不已的“北虏”问题? 这样的提问方式及相应

的解释ꎬ相信在这个传统选题上ꎬ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讨论空间ꎬ这也是笔者将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ꎮ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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