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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政府颁行禁令及其相关告赏法令： “陕西经略使应命官及诸
色人，如敢将物货请求沿边官吏转卖者 ，其受嘱并物主并禁，勘取旨，
卖物 不 计 多 少 并 没 官，仍 许 知 人 陈 告，支 赏 钱 三 百 千，以 物 主 家
财充。”①
尽管边境禁令甚为严刻繁杂，但边民违法私贸易现象却相当普
遍。于是，宋廷又制定了许多处罚法规，这些土地、贸易和茶、盐、酒
及其禁罚法令是西北地区民族法律政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
综上，随着宋朝开边拓土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西北、西南
边族地区约于元丰、大观时期，首先在开拓比较成功的部分少数民族
地区实现了“本俗之法”向“汉法”的完全转变，宋朝周边民族地区统
一的法律政策逐步确立。 从过渡或转变的整个过程看，经历时间比
较长，约从真宗初期开始直到宋未，几乎近一个世纪之久； 从推动过
渡或转变的因素看，先有新的治理少数民族思想开其先河 ，后有中央
王朝法律政策的制定，还有边区地方官员的行政法律措施； 从结果
看，尽管就整个边地民族地区而言，由于宋代周边民族成分以及政治
军事形势的复杂等因素，“本俗之法 ”向“汉法 ”的转变并未普遍化，
但汉法治理少数民族已完全成为边地民族法律政策的主流 。

第二节

宋代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

唐代在周边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 ，任命各部族首领担任刺史、
都督等职，管辖原来部落的领地。宋代沿袭唐朝的制度，在西北缘边
的陕西、河东以及后来开拓的熙、河、兰、岷诸州新边地区，宋对分布
众多的吐蕃、党项、回纥等内属部落民族，通过加封土著部族首领担
任职名大小不等的各级“蕃官”，达到“绥怀族账，谨固疆界 ”，控制边
区的目的。与此同时，政府对有突出政绩的蕃官给予奖赏 ，对无统驭
能力或违法犯罪者则予以撤换或制裁 ，并颁行了许多禁令，如严禁蕃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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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汉官通婚、严禁蕃官置买产业、严禁蕃官与汉户之间的田产买
卖、部族内部事务蕃官不得专决等等，由此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
“蕃官”管理与控制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蕃官的任选和承袭
由于地域差异性和统治力量深入的程度不同等因素，宋在西北
和西南地区的统治政策并不相同，在西北地区，由于“蕃部之俗，既
宗贵种”①，宋廷先后任命众多部族首领为“蕃官 ”，代表宋政府维护
本部区的统治。
蕃官的任用即蕃官除授，由兵部统一掌管。“兵部格掌管蕃夷
官授官主客，令蕃国进奉人陈乞转授官职者取裁，即旧应除转官者，
报所属看详。主客止合掌行蕃国进奉陈乞事体，其应缘进奉人陈乞
授官，尽合归兵部。”②蕃官主要来源于部族首领，另外还有相当一些
因功被授的一般部民，“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
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 ”③。由于边区复杂的民族
和军事形势，北宋政府经常对诸蕃族首领封官赏赐 ，以之作为化解矛
盾、稳定边地统治的重要手段，景德元年 （ 1004） ，朝廷告谕灵 （ 今宁
夏灵武） 、夏（ 今陕西横山县西 ） 、绥 （ 今陕西绥德 ） 、银 （ 今陕西横山
县东） 、宥（ 今陕西靖边南 ） 等州蕃族，“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
赐银万两。其军主职员外郎，将校补赐有差 ”④，但蕃官给授的初步
制度化，最早要追溯到真宗时期曹玮在原州 （ 治今甘肃镇原县 ） 熟户
蕃部推行的蕃将族内授职制度： “属羌百帐以上，其首领为本族军
主，次为指挥使，又其次为副指挥使，不及百帐为本族指挥使。 其蕃

① 《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一“元祐六年七月己巳”条。
③

1981 年。
王辟之： 《渑水燕谈录》卷六，中华书局，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二月戊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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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将校，止于本军叙进，以其习知羌情与地利，不可徙他军。”①
这就是说，宋朝是根据蕃部首领所统辖人口的多少来任命各级
蕃官的，蕃官职名从军主到本族指挥使大小有别 ，这种给授蕃官的初
步探索取得了成功，以后所授蕃官的职名、品级等各项政策逐渐完善
并制度化，形成颇具地域特色的民族官员任授制度，大中祥符九年
（ 1016） 九月，曹玮上疏“沿边熟户，近为唃厮啰所诱，又立遵辈许以
名职，若无羁縻，或虑胁去，望给以告身。”②从之。同年十一月，曹玮
又说： “三阳、定西、伏羌、静戎、冶坊、三门等七寨熟户蕃部都首领已
下凡一百四十六人有功，乞赐告身。诏二人授都军主，四十一人授军
主，五十七人授指挥使，余悉补蕃官。”③
仁宗庆历初，西北边区的蕃官队伍已尉为壮观，泾原路“熟户万
四百七十余账，帐之首领，各有职名 ”，而环庆路“熟户蕃部约及二万
人，内只蕃官一千余人，各有请受 ”④。由于蕃族首领被授蕃官，主要
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归顺给授，二是因功给授，因此到了北宋后期，伴
随着神宗熙河开边的进行，蕃部归附者和因战争获功者大量增加 ，于
是西北边区给授的蕃官人数更为庞大，“元丰初，宋文武见任官二万
四千五百四十九员”⑤。而仅王韶招纳洮、河、兰、岷沿边蕃部时，“凡
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蕃官给奉者四百七十二人 ”⑥。 加之其
他临时原因，宋任命的蕃官数量十分庞大。
宋廷任命的这些蕃官，其职名后代可以承袭，承袭的适用范围广
及诸边，“初补授等，北界、西界、湖南、湖北、川峡、陕西、河东路蕃官

①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曹玮》。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壬寅”条。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丁未”条。

赵汝遇：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五，上海古
④ 王尧臣： 《上仁宗乞用泾原路熟户》，
1999 年。
籍出版社，
1983 年。
中华书局，
⑤ 方勺： 《泊宅编》卷一〇，
⑥ 《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第四章

宋代民族地区的社会控制

承袭，降宣诸路蕃、瑶人承袭并纳土归明 ”①。 在原有部族世袭制的
基础上，宋政府对蕃官子孙承继者在年龄、资历、族系和职名品位等
方面做了一系列规定。最早对蕃官承袭做出规定的是仁宗皇祐四年
（ 1052） 诏令： “秦州蕃官老疾者，听其子孙侄降两资代之。”② 也就是
说，蕃官老死后，后代即可承其职名，但需降两级方可替代。不过，这
种降两资承继的原则并没有实行多久即发生了变化 ，对此，宰相富弼
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河北西蕃官诸族首领物故者之子孙弟侄，旧制
须年及十七、本族及二千户者，方得承袭职名，仍降一等； 自西贼破荡
以来，族账凋耗，请自今更不降等，仍便许承袭 ”③，从之。这段上疏，
让我们还明确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蕃官承袭者须具备年龄和本族
人户数量的限定； 二是由于战争引起蕃族人口减少，政府规定，嘉祐
元年（ 1056） 之后，蕃官子孙不再降级承袭父祖辈职名 。
北宋后期，朝廷不断地开边拓土，使各蕃部族账分徙颇繁，新归
附民户不断，一方面，在战争、归顺和安置过程中，新授蕃官人数大量
增加，另一方面，原部族“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职族首名品，而客户
或以功为使臣，军班超处主家之上 ”④，使得主族首领和客族民户的
地位、品名等发生了混乱和颠倒的现象 ，这种情况不利于朝廷对蕃部
的管理和征调，因为“军兴调发，有司惟视职名，使号令部曲，而众心
以非主家，莫肯为用”⑤。因此，熙宁元年（ 1078） ，宋廷颁布了新的蕃
官承袭法： “河东路蕃部承袭不降资，泾原路蕃官告老以门内人承代
亦不降资； 鄜延、环庆路蕃官使臣比类授职。蕃官本族首领子孙当继
袭者，都军主以下之子孙勿降。其诸司副使以上子孙合继袭者，视汉
官遗表加恩二等。”⑥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一五。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七月戊辰”条。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九月丁未”条。
④ 《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⑤ 《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⑥ 《宋史》卷一九一《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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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使原蕃官族系的名品地位得到保证，使蕃部子孙后代皆
知“异日不失旧职”，达到“世为我用”的目的。除授蕃官是宋廷决策
者贯彻“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为了防止蕃官故死后
出现假冒承袭其职名的现象，哲宗元祐六年 （ 1091） 规定： “诈冒人以
违制论，干系官吏减二等，知情与同罪。许人告，赏钱二百贯，以犯人
家财充。”①由此可见，此时蕃官承袭法已相当完善，同时也表明，蕃
官地位明显提高。

二、蕃官的迁转和控制
蕃官的职责是同边区其他将校“主部族之事 ”，其作用至为重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唯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
要，
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 ”②。 为了加强对蕃官的监督和控制，宋政府
利用磨勘形式，确立了多层次的蕃官考课升迁制度，“蕃官六宅使李
阿迈减磨勘四年，以熙河兰会经略司上阿迈部五十骑出界刺事 ，获首
级功状故也”③。而宋代磨勘之制则始于宋太宗朝，“太宗时，始置磨
勘差遣院，后改为审官。真宗时，京朝官四年乃得迁。而在外任者不
得迁，须至京引对，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许外任岁满亦迁”④。
北宋首次颁布的系统的蕃官磨勘法是宋哲宗元祐六年 （ 1091）
制定的蕃官磨勘迁转条例，该条例规定： “蕃官授使臣，若軡辖蕃族
宁静，不致引惹及无科率骚扰候及七年 ，三班差使、借差、殿侍及十二
年无过犯与磨勘迁转； 有犯上条各计赃私公罪，比展年法加一倍展
年，事理重者奏裁。”⑤
元祐条例的突出特点是，明确强调对蕃官任职期内行政政绩的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甲寅”条。
②

1981 年。
王栐： 《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华书局，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丙辰”条。
④

1980 年。
宋敏求： 《春明退朝录》上，中华书局，

⑤ 《宋会要辑稿》兵一七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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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课，如果蕃官政绩突出或者有功，则减年磨勘升职，反之则延长升
迁年限作为对不尽职蕃官的处罚。 由于西北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
蕃官比汉官升迁可能更容易一些 ，史载： 宋政府动辄对诸蕃族首领封
官赏赐，相反，汉官升职则较难，“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士大夫迁秩之
滥”。咸平四年（ 1001） 四月，颁行黜陟迁秩之例，“自后士大夫循转
颇艰”①。
与蕃官升迁法令相配套，宋廷又制定了蕃官的身份文据法 ，防止
迁转中的“伪冒”现象，《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
甲寅”条云： “蕃官丢失付身、告敕文书之类不防碍迁转者，借职以上
展四年磨勘，差使以下展七年磨勘； 礙磨勘者，借职以上展七年，差使
以下展十二年； 其贷卖典当并受买典当的蕃官，各以违制论； 准诸色
人告发，赏钱二百贯，以犯人家财充。”可见，北宋末期，政府已建立
了相当健全的蕃官升降赏罚制度，多层次的蕃官考察升迁制度及其
法规，对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北宋在西北边区任命的蕃官，因功或因政绩突出者均可升
职迁禄，但由于宋统治者的阶级本质所在 ，以及传统的民族观的根深
蒂固，北宋蕃官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特性 ，无论
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蕃官均由汉官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蕃官地位在汉官之下。 元丰六年 （ 1083） 神宗诏曰： “宜定
蕃汉官序位”，元祐元年 （ 1086） ，宋拟定了蕃官不论官职多高，地位
必在汉官之下的基本地位原则法。 为什么蕃官不得与汉官平等叙
位，非得处在汉官之下？ 知环庆范纯粹说得非常清楚： “诸路蕃官各
依久例，不得与汉官叙班，并在汉官之下。 此所以尊中国而制外蕃
也。况蕃官职名虽高，只是管勾部族人马，凡部族应有公事，并须从
汉官弹压理断，及战斗并亦用汉官使臣统制驱策 。”②
诸路蕃官不与汉官平等，处于汉官地位之下，如此则贵在“不矢

①

王栐： 《燕翼诒谋录》卷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元祐元年四月己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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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夷尊卑之限，绝蕃酋骄慢觊望之心，统制有常，不为后患”①。
二是蕃官不得换授汉官差遣。 元祐元年 （ 1086） ，河东路提刑兼
权管勾经略司公事范子谅上疏： “国朝置蕃官，必于沿边控扼之地，
赐以土田，使自营处，官资虽高，见汉官用阶墀礼，所任不过本部巡检
之类。平居无事，气志慑服，故缓急之际易为驱策。近岁蕃官有换授
汉官而任内地次边去处，甚者擢为将副，与汉官相见均礼，于事礼未
顺。”②于是，宋廷下令，“今后蕃官不许充汉官差遣 ”③。 宋徽宗建中
靖国元年（ 1101） 知延州范纯粹上疏说： “近年以来，诸路蕃官志意骄
满，习于墯慢。原因是蕃部数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汉官，或帅
臣姑息迁就，特为陈乞，蕃官遂得轻授汉官差遣，致互相攀引，不安守
分。”鉴于这种情况，他建议朝廷今后降旨诸路帅臣及其蕃官，“不得
奏乞蕃官换授汉官差遣”④。
这种约束和控制蕃官的政策，究其实质，在于使各级蕃官既“易
为驱策”，又不失“汉蕃 ”之别，使之为宋统治阶级忠心服务，维护赵
宋王朝的统治。

三、对违法蕃官的惩治
从以上叙述来看，基于各种政治军事原因，宋朝在民族地区任命
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给授、承继和地位法制，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民族地区社会的有效控制。
然而，在宋政府任命的为数庞大的蕃官队伍中 ，违背朝廷旨意和懈职
无能者并不乏其人，更有甚者，一些蕃官酋首率众叛逃、掠边扰境等
违法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 宋廷对违法蕃官，依其情节之轻重分别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元祐元年四月己亥”条。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丁亥”条。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丁亥”条。
④

五。

范纯粹： 《上徽宗乞今蕃官不得换授汉官差遣》，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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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行政或刑事处罚。
第一，反叛罪。边境叛逃或谋图叛逃是两宋时期民族地区最常
见的犯罪现象之一，犯者不仅有蕃族汉户，而且还有蕃官边吏，《长
编》记载了许多蕃官叛逃犯罪的事实： 景德元年 （ 1004） 九月，镇戎军
上奏说，“先叛去”蕃官茄罗、乌藏、策旺三族及咱伊军主率属归顺；
嘉祐五年（ 1060） 七月，殿中侍御史吕诲反映： “昨保安军蕃官胡守中
叛去”； 又熙宁五年 （ 1072 ） 六 月，蕃 官 章 威 等 投 逃 西 夏； 熙 宁 八 年
（ 1075） 五月，熙河路安抚司言，蕃官殿直奇默特与母伊罗勒“谋并家
属走西夏”； 其他史料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熙宁年间，鬼章侵犯
宋朝西北边境，讷儿温、禄尊首率部族叛附鬼章①； 治平元年 （ 1064） ，
枢密院言： “近日环州界蕃官思顺族逃入西界 ，盖欲阴坏藩篱。”②
对蕃官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出发，一般情况下从
重处罚。熙宁年间宋廷对前引蕃官纳儿温和禄尊等叛逃等案的处理
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对纳儿温和禄尊的叛降无常，宋神宗下诏要求知
岷州种谔，对众明谕纳儿温和禄尊犯罪事实，“凌迟处斩 ”③，其妻儿
田产赐他人，儿子 15 岁以上配广南牢城，14 岁以上随行； 对蕃官殿
直奇默特与其母伊罗勒谋逃走西夏，宋廷批准默特于蕃市“凌迟处
斩”，并以家属赀“赏告捕者，以犒蕃部 ”④。 显然宋廷对叛逃大逆罪
的基本立场是严惩不贷。 当然，这并非一概而论，为了拉拢蕃部上
层，稳定边区统治，宋廷往往对叛逃悔改者则给予宽赦，如景德元年
（ 1004） 九月，当原先叛逃的蕃官茄罗、乌藏、策旺三族及咱伊军主率
属表示归顺时，真宗即诏“宽赦，并给马值”⑤，不予追究。
第二，渎职罪。按照蕃官法对蕃官的行政法规规定 ，蕃官作为边
区特别行政官吏之一，应与当地派遣汉官守将一道，有职责对蕃部滋
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四。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一。
③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四。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四“熙宁八年五月甲申”条。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丁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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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扰边、窃盗孳畜、滥杀无辜以及擅入禁地贸易等边境违法犯罪行为
给予追究和打击，以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反之则视为玩忽
职 守，构 成 失 职 渎 职 犯 罪，将 要 受 到 法 律 制 裁。 仁 宗 嘉 祐 七 年
（ 1062） ，环州都巡检内殿崇班柴元肃、平远寨监押右侍禁安镇、寨主
陈玉“擅用蕃法和断”①，属于渎职行为，因为政府明确规定缘边官吏
不能随意运用“和断 ”之法。 宋法律规定，被纳为人质者，不能随便
放出，如果擅放人质亦属违法，知泾原路都钤辖周文质与总管王谦、
史崇信“议断斩作过蕃部”，但又“与知渭州马洵美同放质子，有违宣
命”，结果周文质“除名白州编管，谦、崇信并免勘差替，洵美罚铜三
十斤，移别处差遣”②。神宗熙宁九年 （ 1076） ，内殿崇班德顺军静边
寨主田璟说： 对缘边熟户窃入西夏境内盗孳畜人户之事，没有酋首、
邻族不知道的，但他们都“上下蒙蔽，或未晓彼情，或希功赏增饰事
状”③，以致掩杀无辜，造成边境矛盾和摩擦。 为了打击这种宋夏缘
边盗窈现象，宋廷“重之赏格，许人陈告 ”④，对捕获入西界作贼盗窃
者及失职蕃官首领一律依法严惩 。
对蕃官的玩忽职守，宋廷规定： 轻者处以罚金 （ 铜 ） 、编管、降职，
重者罢免、移调或处斩。 仁宗嘉祐五年 （ 1060） ，保安军蕃官胡守中
叛逃西夏，诏“取还就诛”⑤即处死，宋廷并令邻路体察度量，如果“兵
官失绥抚者，重行降责”。熙宁三年 （ 1070） ，神宗得知陕西蕃部首领
“多执归明蕃人杀之，妄言把截、巡绰、斗敌所获首级，不独侥幸恩
赏，且枉杀无辜”的情况后，立即令逐路经略司必须查明“贼马踪由，
保明以闻，不得止据城寨申报”，对不追究违法狡黠蕃族的官员，“罢
免夺职”⑥。熙宁五年（ 1072） ，蕃官臧嵬等投逃西夏，由于未能及时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之二二。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之二七。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辛巳”条。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辛巳”条。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壬寅”条。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辛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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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察此次逃叛事件，庆州荔原堡都监内殿承制窦琼、内殿崇班朱辛被
各罢官冲替，管勾蕃部司公事任怀政罚铜十斤 ①。
无辜生事也属失职犯罪。 有宋一代，边区民族问题和军事问题
复杂严峻，边境地区扰边、掠边现象十分突出，熙宁六年 （ 1073） ，“延
州蕃官刘绍能以兵袭逐顺宁寨蕃部逃入西界者，不及，及捕西人为
质，致使人情愤激，无辜生事 ”②； 元祐二年 （ 1087） ，蕃官东头供奉巡
检慕化，“擅入西夏界侵略 ”③。 宋政府对无故侵边扰边的蕃汉百姓
及沿边官吏严加防范，对违法者重罚。元丰二年 （ 1079） 诏令： “蕃官
军使罗遇杖脊刺配广南东路牢城 ，柔远寨主孙贵、兵马监押王顾并追
一官，免勒停，柔远寨巡检胡永德追两官，免勒停，环庆路走马承受、
入内东头供奉官王怀正罚铜七斤 ，降京西监当。前知大顺城、内殿承
制康大同等四人差替。”④原因是蕃官军使罗遇因“纵火焚新和市 ”，
遵裕因“隐庇不治 ”，结果涉嫌官吏都被绳之以法。 有一些蕃官，泄
漏国家军情政要危害边防，“蕃部密报，蕃部钤辖、崇仪副使赵绍忠
私下与董毡文字往来 ”，有泄漏军情的重大嫌疑，宋神宗诏令“押赴
秦州经略司知管”⑤，不得随意出城，对赵绍忠实施编管。
第三，私贸易罪。终宋一代，受宋朝边境禁榷政策和宋夏、宋辽
边境国防军情问题的影响，边境禁榷法令甚为严厉而且经济条禁颇
为繁杂，但边民违法私贸易现象却相当普遍 ，这其中也有不少利令智
昏的蕃官边将。对于这些蕃官的经济违法行为，宋王朝主要根据相
关经济法规给予处罚。
太宗时期，针对“诸色人于熟户蕃部处赊买羊马、借贷钱物 ”等
现象，淳化三年（ 992） ，北宋政府颁布的《淳化法令 》规定： 所有军人、
百姓，不得赊贷、脱赚、欠负蕃人钱物，如果蕃人到汉地买卖，汉户牙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乙卯”条。

六。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一三、
六、二九。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三七、
六、二九。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三七、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乙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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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不得侵欺蕃民、赊买和亏欠蕃民钱物，如果诸寨监押官员，不按
以上条制执行，以致引惹蕃人不满，造成蕃部不宁者，由秦州“密具
申奏，当行严断”①； 嘉祐七年（ 1062） ，朝廷批准陕西提举买马监司的
奏请： 若“秦州蕃官隐藏良马而不引至京师者 ”，以汉法论罪②。 熙宁
二年（ 1069） ，陕西沿边熟户私贩者将物货转与徇私枉法的蕃官买
卖，为了谋取暴利，蕃官包庇“蕃族下散户 ”，犯法害人。 针对这种情
况，政府立法禁止并颁布告赏法令，规定： “陕西经略使应命官及诸
色人，如敢将物货请求沿边官吏转卖者，其受嘱并物主并禁，勘取旨
卖物不计多少，并没官，仍许知情人陈告，支赏钱三百，以物主家财
充。”③元丰七年（ 1084） ，“管押回鹘、鞑靼蕃到熙河，令人于蕃界内市
快行马”，诏令： “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麦文昞冲替受罚 。”④南宋哲
宗时期，朝廷屡禁边民与夏人互市，但“访闻私易，殊无畏惮 ”，宋廷
要求各级将官及城寨使臣觉察，“违者，治之 ”⑤。 终宋一代，民族地
区私贸违法者，不论是蕃官还是蕃民，都属于严惩的对象，但也有因
功不究或宽赦的情况，如仁宗庆历六年 （ 1046） 鄜延路蕃官洛苑副使
刘化基掠蕃部，又以官钞卖马，法当处死，可就是因为他曾立有战功，
所以宋廷特加赦免，仅由副使改任太子右内率府副率 、京西监当⑥。
综上所述，蕃官是宋政府在民族地区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员 ，它对
于维护边区社会稳定和实施宋国家军政方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它与内地行政长官和民族地区汉族职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
较大的自治性。但同时，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控制和约束蕃官
的条令，对其在授职名、品位、承袭和与汉官地位等方面严格规定 ，一
方面为了将蕃官机制纳入统一的封建国家统治机制之下 ，便于监控
① 《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二三。
② 《宋史》卷一九一《兵十二》。

六。
③ 《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一三、
六、二九。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三七、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三。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十一月壬午”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