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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高句丽移民
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
拜根兴
（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洛阳、西安两地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不断发现，对入唐高句丽移
民的研究成为中韩学界聚焦的领域。近十余年，新的移民墓志持续面世，研究更为细化，对文献史料中人
物间关系的检讨，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迁徙与安置等问题，得到集中讨论。对此前公布的高性文、高慈父
子墓志，高钦德、高远望墓志等的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多样。而对最新公布的高牟、李隐之等墓志，学者
们则发掘出更多的问题点，涉及高句丽官制及地方行政机构，入唐高句丽移民任职迁变，移民后裔融入唐
人共同体的历程，移民家族个案等。不过，由于语言及其他原因，中韩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还
存在选题重复、学术规范有待加强等问题，相信通过双方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圆满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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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笔者曾发表 《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现状与展望 》① 一文，总结当时所见中、 日、
韩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百济遗民的数量 、去向、生活状况等研究， 展望研究愿景。 转眼十余年已过，
其间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无论从新史料的公布 、新观点的提出，以及更多学者参与和大量成果的
产出，都令人高兴和鼓舞。虽然此前曾有学者对国内 2010 年以来高句丽研究做过总体综述，② 韩国
学者尹龙九教授亦有相应的考察 ，③ 但针对学界的入唐高句丽移民④ 研究本身，以及涉及的诸多具体
问题，似仍有必要再做总结和评议。鉴于此，本稿专对 2006 年之后中、 韩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
研究试做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高句丽末代王室与泉氏家族研究
1. 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研究

关于高藏其人事迹，《旧唐书》 《新唐书》 “高丽传”、《三国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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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根兴： 《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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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实： 《2010 年以来国内学界高句丽史研究综述》，《东北史地》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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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龙九： 《中国出土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铭的研究动向》，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75 辑，2014 年。

④

此前学界延续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般称作 “高句丽遗民”，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女士亦提出 “徙民” 概念，参见蒙曼： 《唐朝军

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鉴于现存隋唐史料对朝鲜半岛政权的记载，以及
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周边民族入唐的诸多共同点，笔者将其称作 “高丽移民”，具体参见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
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 页。本文基于学术研究规范，统称为 “高句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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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二 《高句丽本纪·宝臧王 》 等均有记载， 具体来说， 高藏 668 年被俘入唐， 先在洛阳， 后入
京师长安，677 年被任命为朝鲜郡王，前往辽东，负责管理当地高句丽移民事宜。 高藏到达之后， 很
快联合当地的靺鞨人，迫不及待地发动针对唐朝的叛乱。 据现有史料记载， 似唐朝对其行动早有预
料，故调动各方军力，这次未遂叛乱很快平定，高藏本人遂被流放至剑南道辖下的邛州 ，永淳初年死
于邛州。唐高宗追赠其为卫尉卿，下令归葬高藏于京师长安灞东，赐以葬地，树碑立传，以示优待。
有关高藏的年龄问题，上述史书没有具体表述，难得其实。对此，学者们查找相关史料，纠谬推
证多有发明。拜根兴依据 《全唐文》 卷七 《封高丽王嗣子藏诏 》 中 “器怀韶敏， 识宇详正。 早习礼
教，德义有闻。肇承藩业，诚款先著 ” 记载， 认为高藏之所以被泉盖苏文推上高句丽王宝座 ， 可能
和高藏个人性格有关，诏书文字可看出高藏继立当时并非弱冠孩童 ，进而推证高藏 642 年被立为高句
丽王时的年龄 “应在 20 岁上下”，以此类推，高藏 668 年入唐时年龄当在 40 岁以上，其死亡时年龄
当在 60 岁左右。① 苗威以泉盖苏文 642 年 “选立的新君年龄不会太大 ” 为出发点， 推论高藏继立年
龄不会超过 15 岁； 高藏外孙泉毖 708 年出生，祖孙间 80 岁年龄差异也算合理等理由，进而确定高藏
出生时间当在 627 年，② 当然，高藏死亡时年龄也就是 54 岁了。 可备一说！ 孙炜冉同意拜根兴所说
“泉盖苏文，是因看中其不热衷权力好控制的性格 ，或者是其在王权旁落的情形下具有城府高深隐忍
不发的性格”，并以高藏两个儿子出使唐朝， 唐太宗诏书两个缘由， 认为高藏继立时年龄应在 25 岁
左右，即出生应在武德元年 （ 618） 左右。③ 从史料排比以及史料蕴含的史实看， 孙炜冉的论述较为
客观。也就是说，高藏永淳初年死亡时已年过花甲了 。和孙炜冉发表论文几乎同时，林泽杰则是依据
新出土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 ，找寻新的切入口，提出高藏出生应在武德元年 （ 618） 左右， 在辽
东联合靺鞨密谋叛乱时年龄已近 60 岁。④ 也就是说， 孙炜冉、 林泽杰两人不约而同发表的论文中，
对高藏生年及年龄持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 ，甚是难得！
与此相关联，对高藏的性格到底是不热衷权力好控制 ，还是具有城府高深隐忍不发的品性 ，抑或
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发挥着王权赋予的权力和作用？ 拜根兴、 孙炜冉、 林泽杰显然主张前
者，而冯立君专文探讨高藏 “政不由己 ” 及入唐轨迹诸问题。 冯氏依据现存文献史料， 找出泉盖苏
文集权时期，高句丽王高藏并非 “政不由己” “素受胁制” 的蛛丝马迹，得出高藏 “可以有效支配盖
苏文” 等结论，即阐发论证现存六种史料记载， 进而得出自己的观点。 具体来说， 他 “针对此说提
出六种不同的反面例证，意在说明高藏并非 ‘政不由己’，同时阐释唐高宗这一与事实不符的判断之
历史原因，并通过探讨高藏的入唐政治经历，对这一问题所涉细节再进行补充，以勾勒一幅与以往大
为不同的高藏肖像”。⑤ 应该说，这种探索很有开拓创新之意涵，对一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似亦有帮助，
但在论证过程中，应注意史料的诠释度、史料本身的意涵，以及现存史料间的相互联系。冯氏对高藏
入唐后唐廷的对应处理措施的解释可备一家之言 。
高藏在辽东密谋叛乱涉及问题。对于高藏受唐朝指派，到达辽东不久就密谋发动叛乱败露 ，此前
黄约瑟、姜清波、牛致功、苗威以及笔者均有所涉及，一般认为高藏密谋叛乱败露和泉男生其人关系
密切，也有因泉男生在高藏密谋败露后才到辽东 ，故提出其与泉男生应无关系的见解 ； 而唐朝在辽东
培植新的势力，进而成为高藏密谋败露的主要原因。 对此， 孙炜冉则有新的解释， 他认为 “正是因
拜根兴： 《追踪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冢墓所在： 兼论高藏入唐后的生活》，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15 辑，西安： 三秦出
版社，2008 年； 林起焕等： 《高句丽王陵研究》，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 年；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
①

土墓志为中心》，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84－185 页 （ 该书已于 2019 年 3 月由朝国学中央研究院翻译出版） 。
② 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57 页。
③
④
⑤

孙炜冉： 《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 7 期。
林泽杰： 《高藏入唐前后相关史事考： 以入唐高句丽人墓志为中心》，《学问》2016 年第 3 期。
冯立君： 《从国王到囚徒： 论高句丽王高藏 “政不由己” 及其入唐轨迹》，载 《暨南史学》 第 11 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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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藏与泉男生宿怨颇深，所以在辽东期间难免彼此不睦、各怀心事，而在处理辽东问题上泉男生的
价值显然高过高藏，所以高藏才成功被泉男生构陷，这是两者的政治价值决定的，而并不是唐朝不清
楚高藏没有谋叛的事实，并且还彰显了唐朝宽宥的政治处理方式 ”①。
近年来学界对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的年龄 、在位期间的政治动向、 入唐后的行迹等问题展开探讨，
对于厘清高句丽灭亡前后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 因为作为高句丽末代王， 他的性格走向及政治趋
向，决定高句丽末期国运轨迹，直接影响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关系。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史
料的辩证和诠释上，史料辩证是历史学者必须遵循的法宝 ，而新资料的发现和运用，则是解决该问题
的关键。
2. 高德武与高仇须的身份认定
高德武为高藏之子， 在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册府元龟 》
以及 《三国史记》 等史书中均有记载。 高仇须其人不见上述史书， 只是在陈子昂为建安王武攸宜所
写 《为建安王贺破贼表》 《为建安王与辽东书 》， 李峤 《为纳言姚畴等贺破契丹表 》 中出现的人物。
两个人物在武周统治时期各有迹可循 ，史料记载清晰明确。
应该说，最早提起高仇须其人者为著名学者岑仲勉， 他在 《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 》 中首次提
到高仇须。认为 “高宗末招还高藏后， 高丽事如何处置， 均甚缺略， 观此文， 则知武后通天中辽东
尚是高氏为都督，犹奉唐命，可稍弥其缺矣”②。此后韩国学者卢泰敦在 《高句丽遗民史研究： 以辽
东、唐内地及突厥地区的遗民集团为中心 》 一文中指出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 在辽东地域出现朝鲜
郡王、安东都护府羁縻体系相互协力并相互监督的治理方式 ，而亲唐的辽东州都督高仇须，就是这种
体制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与此同时，卢氏依据上述陈子昂所撰的两篇表文 ，认为武氏家族曾嫁女与高
仇须的父亲，其中可能与解决高藏谋反事件中高氏所建立的功勋有关 ， 故而才有表文中出现 “贤甥 ”
之文字表现。③ 已故著名东亚史学者黄约瑟亦依据岑著脉络 ，认为唐高宗末期曾奉行和亲政策， 嫁武
氏家族女到辽东，即武周家族女曾与高句丽移民首领通婚。④ 笔者认同卢泰敦、 黄约瑟两位的看法，
认为从高藏谋反到被流放邛州，随后唐朝将和蕃公主嫁与高仇须的父亲 ，从高仇须的父亲担当辽东州
都督这件事看，可能唐朝在处理高藏谋反事件中，高仇须父亲扮演的角色当甚为关键 。其一，唐朝没
有将皇后一族的女子 （ 和蕃公主 ） 嫁与高句丽王高藏的子孙， 也没有顾及投诚唐朝， 对唐朝忠心耿
耿的泉氏家族，而选择了高仇须的父亲，可预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要么高仇须父亲可能作为高
句丽王室近支，高藏身边人物，他以实际行动效忠唐朝，在辽东高句丽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唐朝因
此选择他接替高藏担任辽东州都督 ； 要么他在挫败高藏密谋反叛阴谋中起到特殊作用 ，唐朝用下嫁和
蕃公主、授予辽东州都督官职奖励他。笔者以为后者可能性较大。其二，唐朝仍然没有放弃利用高句
丽王室安抚高句丽人的策略，史载此后武周政权曾任命高藏的孙子高宝元 、 儿子高德武为朝鲜郡王，
前往辽东，安辑辽东高句丽移民，但另一方面，唐朝从辽东高句丽王室之外或者王室近支的实力派中
培植代理人，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人推至前台，下嫁和蕃公主，利用和皇后武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也应
是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此后，高仇须率领麾下兵士为武周政权英勇作战， 以少胜多剿灭契丹叛军，
说明唐朝在辽东一带奉行的双管齐下策略颇具成效 。另外，高宝元、高德武赴辽东统摄高句丽旧户的
同时，依附武周的高句丽移民高仇须势力的存在 ，成为武周朝廷制衡辽东高句丽王室势力策略的着眼
点。697 年高宝元没有按计划赴辽东，一年后派其父辈高德武成行， 其中高仇须因素应当引起研究者

孙炜冉： 《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 7 期。
② 岑仲勉： 《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辽东都督高仇须》， 《辅仁学志》 第 14 卷 1－2 合集，1946 年； 岑仲勉： 《岑仲勉史学论
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5－16 页。
①

③ 卢泰敦： 《高句丽遗民史研究： 以辽东、唐内地及突厥地区的遗民集团为中心》，载韩佑劤博士停年纪念委员会编： 《韩佑劤
博士停年纪念史学论丛》，首尔： 知识产业社，1981 年。
④ 黄约瑟： 《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载林天蔚、黄约瑟主编： 《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7 年； 刘健明编： 《黄约瑟隋唐史论集》，北京： 中华书局，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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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①
有关高仇须其人的解读，学界还有将其与高德武二者合一的看法 。最早提及高德武、高仇须为一
人者为程妮娜教授，她在 《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 》 一文中直接认为高仇须与高德武实为一人， 即将
《唐会要》 卷七三 《安东都护府》 条中提到的高德武改为高仇须，② 辽东州都督和安东都督因此合一
等同，此似略显随意。苗威在 《高句丽移民研究 》 一书中， 在程教授已有立论的前提下， 连缀二者
疑似同一人的各种 “证据”③，具体论述推定高仇须、 高德武两者同为一人。 如上所述， 现存唐宋史
料中，似未发现任何可确定高德武和高仇须同为一人的记载 ，辽东州都督与安东都督两个实体合二为
一缺乏史料依据，故这种推定只是建立在学者依据相关史料推论的基础之上 ，有的论述或许还需进一
步推敲。孙炜冉认同这种推定； ④ 冯立君则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质疑。⑤ 无论如何， 从现存史料
状况看，将高德武、高仇须推定为同一人论据仍显薄弱 ，故虽可作为一家之言，但还需更有力的史料
证据证实才是。
3. 泉氏家族关联问题

有关泉男生、 泉男产、 泉献诚、 泉毖墓志及泉氏家族研究， 此前杜文
玉、姜清波、连劭名、拜根兴等学者曾做过一定的研究，苗威发表 《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述论 》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证》⑥ 两篇论文，进一步探讨泉氏家族涉及问题。
前篇首先探讨泉男生、泉献诚父子移民唐朝的时代背景，即爬梳 6 世纪末、7 世纪中叶朝鲜半岛
三国复杂多变的交往史，唐朝介入朝鲜半岛后政策变化， 高句丽内政危机等； 其次， 通过出土墓志，
论述泉男生、泉献诚、泉毖等入唐后事迹； 最后，分析泉男生父子入唐受到礼遇的原因 。作者认为在
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和用人政策之下 ，对于蕃将，唐廷大胆任用并非特例； 而泉氏父子个人良好的能
力和对唐廷忠诚为这种礼遇提供了保证 。作者考察泉男生等人墓志中自我认知的变化 ，为高句丽移民
有关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了依据； 指出应客观评价泉氏父子入唐事件， 并通过 《三国史记 》 作者金
富轼对泉男生入唐的见解，认为高句丽是割据于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权 。后篇以泉男生墓志为中心，对
泉男生其人专案研究。全文分泉男生入唐前史事考释、泉男生移民唐朝、泉男生在唐的主要活动、对
泉男生入唐的评价四部分。因论文选题和前者有重叠的缘故， 论述中亦有重复内容出现。 虽则如此，
作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题论证和个案研究，基本厘清泉男生入唐关联史事，特别是将泉男
生入唐放在当时唐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讨论 ，最终得出客观真实结论，实属难得。
金荣官、曹凡焕 《对高句丽泉男生墓志铭的解读和研究 》⑦ 一文，首先阐明该文的撰写是基于韩
国学界对泉男生等高句丽移民墓志绝少关注利用的缘故 ，其次论文着重论述泉男生墓志发现境遇 、时
间以及志文书法等要素，指出学界的基本研究动向， 即根据墓志拓片整理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志文录
文。如上所述，有关泉男生墓志研究论文已经有很多 ，其中重复研究或者自说自话已习以为常 。这篇
论文的最大优点就是整理出泉男生墓志研究学术史 ，即从 1920 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第一篇论文开始 ，
注释中详细列出各个时期有关该墓志铭的著录 、研究论文信息，这一点恰恰为现有研究所缺少。通过
阅读该论文，迄今为止中、韩、日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泉男生及泉氏家族研究尽在其中 。而对如
泉男生墓志史料学术史的探讨， 应该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葛继勇也有 《从高句丽百济人墓志看
高句丽末期的对外关系》⑧ 一文，涉及上述泉氏家族人物及其他高句丽移民墓志 ， 探讨高句丽末期与
①
②
③

拜根兴： 《岑仲勉教授对石刻碑志等史料的考释： 以唐与朝鲜半岛关联石刻等史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7 年第 5 期。
程妮娜： 《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6 期。
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64－168 页。

⑤

孙炜冉： 《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 7 期。
冯立君： 《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8 期。

⑥

苗威： 《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述论》，《东北史地》2011 年第 3 期； 苗威：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证》， 《北华大学学

④

报》2011 年第 5 期。
⑦
⑧

金荣官、曹凡焕： 《对高句丽泉男生墓志铭的解读和研究》，载韩国古代史探究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探究》第 22 辑，2016 年。
葛继勇： 《从高句丽百济人墓志看高句丽末期对外关系》，载韩国檀国大学东洋研究院编： 《东洋学》 第 58 辑，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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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交涉事宜。
除此之外，郑元洙发表 《泉男生权力的丧失背景及其出走 》①， 从泉氏兄弟权力争执和泉男生权
力丧失并于其后出走两个方面，探讨高句丽末年泉氏家族内部争执的原因背景 ，以及泉男生选择投唐
的原因。冯立君 《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 》 一文， 则探讨高句丽泉氏由反唐到投唐、 亲唐的
政治抉择与 7 世纪中叶唐与高句丽政治关系的演变 ，认为泉盖苏文残暴、桀骜不驯形象是唐朝与新罗
史籍刻意塑造的，而泉男生最终投唐， 固然与高句丽内政逼迫有关， 但唐朝廷的外在拉动亦至关重
要； 泉献诚丧命于武周酷吏淫威之下 ，但死后官方沉冤昭雪，矫枉过正，泉氏族人的际遇代表部分高
句丽人的入唐发展轨迹，折射出帝国辽东统治貌似紊乱，实则成功促使高句丽人如同诸多内徙非汉人
一样逐步 “内蕃化” 的现实。② 上述两篇论文均是探讨泉氏家族涉及问题 ，但后者立论高深， 诠释考
辨现有文献及墓志史料，提出新的见解，而对泉氏家族入唐后诸多史实的解析 ，论者对包括入唐高句
丽人在内的周边内附民族 “内蕃化” 之见解因此和盘托出。

二、入唐高句丽移民的总体探讨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37 年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编集 《唐代海东藩阀
志存》 一书，学界由此知晓出土于洛阳的高句丽移民泉男生 、 高慈、 泉献诚、 泉男产、 泉毖、 高震
墓志。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洛阳、西安城市建设的加快， 两地出土大量中古时期墓志， 而盗墓
之风盛行则加速了这种态势，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出现因此也不时搅动着学界的神经 ，给人无
限的忧虑和惊喜。孙炜冉以 《高句丽入唐移民与仕唐蕃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价值 》③ 为题，梳理国内
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历程，论证其学术价值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及现实问题 、学术前景等，并指出
研究中需要注意研究对象和方法 ，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信凭性，促进学术
研究走向深入。
1. 移民 （ 遗民） 的迁徙与安置

关于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迁徙、 安置问题， 唐史史料本身及韩

国史书 《三国史记》 的记载各有所本存在差异， 范恩实依据现存史料和出土墓志， 在现有研究基础
上做了深入的探讨，得出许多可自圆其说的结论。④ 首先， 范氏认为李敬家族从未进入高句丽治下，
唐太宗优待赵郡李氏，与高句丽没有关系； 豆善富家族入唐时间为高宗总章年间 ，并非唐太宗亲征的
贞观年间，进而纠正了拜根兴此前的看法。 其次， 通过大量的史料比正， 认同总章元年 （ 668） 、 二
年 （ 669） 唐朝两次迁徙高句丽人入唐。前者内迁高句丽人分别是高句丽王室， 随泉男生降唐者， 其
他助唐立功者，一般高句丽上层贵族人物， 充作奴婢奴隶的高句丽人等。 范氏采用 《通典 》 所载内
迁高句丽人口 28 200 户的记载，考察贞观十九年 （ 645） 唐朝迁徙辽东高句丽治下百姓入唐的史实，
并提及其余两次小规模的迁徙。最后，讨论高句丽移民的安置问题。其一，安置于京师长安的高句丽
贵族，以及因唐周交替缘故死于神都洛阳 ，但应了解其最初的居住地当为长安 。其二，长安地区的高
句丽平民和高句丽奴婢。其三，担当折冲府武官的高句丽移民中层 。其四，分散安置在其他州郡的高
句丽人。论文对国内学界研究动态了解颇详 ，对现存文献及墓志史料的分析解读亦甚为精到 ，不足之
处在于缺少对韩国学界现有研究的了解 。
2. 移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及其分布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遗物遗迹的地理分布， 此前学者很少

关注。拜根兴对此有所关注和探讨。论文分遗迹分布、遗物分布两项。其中遗迹涉及分布于西安城南

③

郑元洙： 《泉男生权力的丧失背景及其出走》，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75 辑，2014 年。
冯立君： 《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8 期。
孙炜冉： 《高句丽入唐移民与仕唐蕃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价值》，《博物馆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④

范恩实： 《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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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丽曲、西安东郊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墓地、 章怀太子墓出土的 《客使图 》 壁画， 洛阳孟津县高句
丽移民泉氏家族墓地，以及史料记载散布洛阳、西安的高句丽移民住宅地等，对其中如高丽曲的位置
等问题，作者也有商榷和辨证。遗物主要是指自 20 世纪初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等。 论文考察发现
于洛阳北邙山一带的高句丽移民墓志 。计有泉男生、泉献诚墓志墓碑，泉男产、泉毖墓志，高玄、高
震、高慈、高性文墓志，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高德、王景曜墓志，李怀、豆善富墓志。分布于
洛阳周边地区的高句丽移民墓志有高足酉墓志 、高震女儿高氏墓志。分布于西安周围地区的有高木卢
墓志，以及在作者看来属于唐朝建立之前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后裔李仁德 、 似先义逸墓志。 同时，
作者认为上述 17 方墓志可分为三种情况，即高句丽灭亡前后入唐的第一代、第二代高句丽移民墓志，
入唐高句丽移民第三代之后移民后裔墓志 ， 高句丽化的汉人在高句丽灭亡前后回到中原人士后裔墓
志。对于这些墓志收藏地点， 作者也有清晰的辨别和分析。① 有关高句丽移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和分
布，相信随着考古发掘或者其他相关渠道的披露 ，其内容会不断地丰富，可资探讨的问题会更多，参
与讨论的学者的看法也会更加多样化 。
李文基发表 《从墓志看在唐高句丽遗民祖先意识的变化 》， 即依据出土高句丽移民墓志， 提出入
唐高句丽移民祖先意识的变化问题 。② 在此基础上，李成制 《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的出自记录及其蕴
含的意义》 一文，探讨唐人墓志制作过程和资料的性质， 墓志的记载方式和移民的出生地， 遗民墓
志的家系和伪托现象等问题。③ 作者认为移民志文撰作的方式及最终成文镌刻 ， 具体到墓主的出生系
谱，除过已有的格式和有选择的采用墓主行状履历 ，再加上唐廷对墓主的评价等之外，志文中高句丽
移民的整体性和自我意识因此几乎很难看到 。作者还对比泉男生、高足酉、黑齿常之志文，探讨志文
对墓主出自记载的差异，认为志文一般按照 “都督府 +地域” 记载墓主的出自， 这种方式在入唐突厥
人墓志亦得到确认。作者提到入唐高句丽移民对自己出生地及先祖的伪冒假托现象 ，认为这可能是异
民族入唐为生存而采取的一种自保行为 。
3. 移民墓葬及其墓志的史料价值

应当说， 由于入唐高句丽移民墓葬和墓志在整体唐人墓葬

中所占份额偏少，学界重视的程度相对不高，对其整体研究也相对滞后。鉴于此，拜根兴发表论文讨
论这一问题④，即论证入唐高句丽人墓葬及墓志的总体状况。 认为这些墓葬分布于唐两京所在地区，
其他地域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发现报道 ； 墓葬均未经正规的考古发掘，现在看到的均是盗掘或者盗掘后
考古部门的清理而已，故而对墓葬中除过墓志之外其他要素缺乏了解 ，当然对墓葬整体的解读也就很
难触及； 移民墓志数量不断增多，即从 20 世纪 30 年代罗振玉搜集的 7 方墓志，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9 方，以及现在的 28 方之多； 墓葬呈现家族式埋葬特点，即同一地点发现父子两人墓葬。
对于移民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作者也有论述。认为从墓志记载墓主籍贯看，虽然多记载来自辽
东或朝鲜半岛，但具体表述则有差异； 志文中有思念故乡的内容，反映第一代移民有别于常人的矛盾
心情，可能其他高句丽移民终老之前也有同样的心情 ， 只是志文中没有涉及而已， 对此不必过分诠
释，也不能视而不见。涉及墓主生前的身份，以及某些不便言明的东西，如高足酉、高铙苗、高牟志
文全然不涉及墓主入唐之前事迹 ，显然是和其在唐丽交战当时投诚唐军有关 ，撰述者应当是唐朝门下
省著作局专门人员； 李他仁志文撰述者可能是和其交往颇深的高句丽化的汉人 ，其亦应是随从李他仁
一起投诚唐朝者； 泉氏父子兄弟志文撰述者要么为当朝著名人士 ，要么为子嗣至亲，其与当时唐人丧
葬礼俗时尚没有什么差别，显示高句丽移民逐渐融入唐人大家庭的客观事实 。作者还将当时可看到的
21 方墓志墓主分为四个层次， 即高藏为首的高句丽王室成员， 泉男生家族及迫于时势投诚唐廷者，

③

拜根兴： 《在唐高句丽遗民遗物、遗迹的现状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年第 1 期。
李文基： 《从墓志看在唐高句丽遗民祖先意识的变化》，载韩国大丘史学会编： 《大丘史学》第 100 辑，2010 年。
李成制： 《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的出自记录及其蕴含的意义》，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第 75 辑，2014 年。

④

拜根兴： 《入唐高丽移民墓葬及其墓志的史料价值》，载金健人主编： 《韩国研究》第 12 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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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酉、高牟、高铙苗等志愿投诚唐朝者，以及高句丽化汉人群体。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史料
价值，作者认为高句丽移民墓志作为唐人墓志中的一个方面 ，彰显现存唐人墓志墓主身份的多样性，
可引证补充现有史料的不足，为探讨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提供鲜活的史料 ，丰富学界对七八世纪
唐朝国家民族融合繁盛局面的看法 。墓志中出现现存文献资料中完全缺如的人物 ，如高性文、高慈父
子，高足酉、高玄，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及其女儿高氏 ，李他仁及其儿孙后裔等。这些在文献史料中
不曾出现的人物，其入唐后发挥各自能力，成为捍卫唐朝边疆安宁的忠诚卫士 ，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国
捐躯，在开放包容国策背景之下，政府毫无差别理所当然地褒奖追赠 ，多民族统一国家应有的气度和
对有功国家英雄的缅怀跃然纸上 。而文献中已有人物，志文则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丰富拓宽了研究者
的视野，泉男生、泉献诚父子墓志，高铙苗、高牟墓志就是如此。这些高句丽移民墓志，也为入唐高
句丽移民个案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论文还谈到应以更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以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原则，或者说从史源学角度认识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价值 。
余昊奎、拜根兴共同署名 《通过遗民墓志铭看唐朝的东方政策及高句丽遗民的动向 》，① 利用近
年来公布的高句丽移民墓志，探讨 7 世纪八九十年代唐廷东方政策的变化 ，以及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
问题。其探讨的角度和视野颇为独特，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相当的深度。 金英心 《从遗民墓志看
高句丽百济的官制》，② 即从已公布的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为中心 ，探讨高句丽、百济官制。
总之，从不同的角度，或宏观或微观，对入唐高句丽移民墓葬、墓志涉及问题，唐廷对移民政策
变化及移民自身的反应，特别是对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的探索 ，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4. 移民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及支配层的文献及墓志
郑炳俊的论文， 着重探讨高句丽移民入唐
后担当重任，为唐及武周捍御边疆东征西讨，形成唐军中所谓的高句丽人军事集团问题 。③ 金秀镇发
表 《对移住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和支配层文献和墓志铭的记录 》④。 首先通过列表形式， 重新整理史书
出现的入唐高句丽俘虏和高句丽上层资料 ，统计各个时期入唐高句丽人数字、 重要人物等， 涉及韩、
中、日学界已有研究动向。其次讨论墓志铭所见入唐第一代高句丽移民的整体性问题 ，仍然以列表形
式，详细列出现存墓志中固有的各种要素 ，一目了然，而学界对墓志铭的研究成果也依据墓志别列表
展示。论文逐一论述高句丽移民第一代入唐经纬 ，涉及冒姓问题、 高句丽灭亡之前中上层艰难选择、
高句丽灭亡之际的叛徒背信者等 ； 第二代以后整体性的消退和融入唐人共同体趋势 ，并详细列出个别
文献资料提及，墓志铭中有明确家系的高文协、李乙孙、李尊武、弗德、冉有、高廉、泉玄隐、泉玄
逸、泉玄静、高帝臣、高鞠仁、高崇德、高履生、泉光富等 38 人， 这种统计在其他论著中似还未看
到。该论文对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可提供新的视角 ，其中对已有研究的评述，有理有据，有
助于论述的展开。另外，金秀镇博士学位论文 《唐两京高句丽遗民研究 》， 以 “高句丽遗民的向背与
入唐”，“墓志铭反映的高句丽遗民的出身意识”，“高句丽遗民的出仕方式和位像 ” 三个章节， 探讨
在两京的高句丽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 。⑤ 期待该博士论文尽快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作者解读两京高
句丽移民的生活和移民融入唐人共同体的不凡历程 。
5. 移民研究的几部专著
有关高句丽移民研究专著， 现在知道的有姜清波 《入唐三韩人研
究》、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 》。 三
部专著各有长短和特色，姜清波书之外， 其余两部专著均有多篇书评发表， 为中外学界所了解。 当

①

余昊奎、拜根兴： 《通过遗民墓志铭看唐朝的东方政策及高句丽遗民的动向》，载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编： 《东洋学》

第 69 辑，2017 年。
② 金英心： 《从遗民墓志看高句丽百济的官制》，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第 75 辑，2014 年。
郑炳俊： 《唐朝·高句丽人军事集团》，载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 《东北亚历史论丛》 第 24 辑，2008 年。
金秀镇： 《对移住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和支配层文献和墓志铭的记录》，载卢泰敦教授停年纪念文集刊行委员会编： 《卢泰敦教
授停年纪念论丛 2： 韩国古代史研究的资料和解释》，首尔： 韩国四季出版社，2014 年。
③
④
⑤

金秀镇： 《唐两京高句丽遗民研究》，韩国首尔大学国史学科博士论文，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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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作为书评，其中也不同程度指出两部著作各自存在问题 。① 在此， 笔者对于书评作者的言论不予
置评，只是简单阐明自己的看法。姜清波书其实是其博士论文的修订稿 ，除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之
外，也涉及朝鲜半岛古代新罗、百济进入中原的移民，引用文献史料比较多，而对出土的石刻墓志相
对关注不够。苗威书中关注高句丽移民的纵向历史 ，即触及高句丽建国之后各个时期进入中原王朝的
移民，体系完整、论证流畅，高句丽移民关联的诸多方面问题均已涉及 ，只是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爬
疏还有待加强。拜根兴书中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 ，虽涉及百济移民事迹，但对高句丽移民关联
的诸多问题亦多有论述，特别是参照韩、日学界动态，避免在探讨一些问题上的重复； 同时，还注重
实地考察，探明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不足之处在于应更多地结合现存文献史
料，对一些问题的发掘还应更深入些 。无论如何，上述三部专著为学界贡献出高句丽移民研究的基本
脉络，由此可清晰看出学界的研究轨迹 。虽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论述或许还有些许瑕疵 ，相信随着
新资料的不断公布，学界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奋发向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
韩国古代史学会编辑出版的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75 辑，刊登 6 篇有关高句丽、 百济移民墓志
铭专论以及 4 篇与移民关联的论文，作者为韩国学界负有盛名的朴汉济、 权悳永、 尹龙九、 李成制、
李镕贤等学者，基本上反映了韩国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百济移民的总体看法 。

三、新公布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研究
1. 对已有石刻墓志史料的研究
（ 1） 高慈、高性文 （ 质） 父子墓志。入唐高句丽移民高慈墓志 1917 年出土， 此后内藤湖南、 罗
振玉、毛汉光等学者先后做过探讨。2006 年出版的 《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 收录了高
慈父亲高性文 （ 名质，字性文 ） 墓志， 至此， 父子虽同时战死沙场， 两方墓志出土却前后经过近百
年，成为学界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涉及问题的重要史料 。2007 年王化昆刊出 《 〈武周高质墓志 〉 考
略》 一文，② 解析墓志涉及问题，并附墓志拓片照片，其中对墓志撰者韦承庆的考述堪称完备 ； 同年
闵庚三发表 《新出土高句丽遗民高质墓志》 论文，③ 即通过墓志介绍墓主生平， 并将志文译为韩语，
方便韩国研究者做进一步研究。拜根兴 《高句丽移民高性文、 高慈父子墓志考释 》，④ 则着重考析高
氏父子的先祖，入唐时间及入唐后的活动， 两方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 此文后被译为韩语， 题为
《高句丽遗民高性文·高慈墓志的考证 》， 发表于 2009 年韩国忠北大学史学系编 《忠北史学 》 第 22
辑。赵振华、闵庚三合作发表 《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⑤ 长文，全面探讨高氏父子墓志， 内容
涉及高质家族的祖源，家族繁衍变迁，高质归降唐朝东征西讨， 参与平定营州之乱及所领军队构成，
磨米城殉国与武周诏敕旌表，名流大家撰述墓志与归葬邙山等。全文论述有理有据，辨析得当，是一
篇全面探讨高氏父子墓志及生平的上乘佳作 。毋庸讳言，上文提及的总体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论作
中，亦多提及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不再赘述。
（ 2） 入唐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事迹， 高钦德、 高远望墓志。 有关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 此

李鸿宾： 《移民： 事项背后的隐喻———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 书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年第 2 期； 孙炜冉： 《健
笔破旧溪 鸿篇开新局： 评苗威先生 〈高句丽移民研究〉 》，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3 期； 葛继勇： 《古
代中韩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 评介》，载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史学会
①

编： 《史滴》 第 34 号，2012 年； 张维慎： 《研究古代中韩关系的一部力作：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评介》， 《当代韩国》
2014 年第 1 期； 权悳永：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评介》，载韩国史学会编辑： 《史学研究》 第 139 辑，2015 年。
② 王双怀、郭绍林主编： 《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
③
④

闵庚三： 《新出土高句丽遗民高质墓志》，载韩国新罗史学会编： 《新罗史学报》 第 9 辑，2007 年。
拜根兴： 《高句丽移民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考释》，载侯甬坚、江村治树编：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及其展望》，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⑤ 赵振华、闵庚三： 《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东北史地》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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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李琪等学者已有论文发表。苗威亦有探讨高仙芝论文 ① 刊出， 探讨高仙芝的先世祖上， 作为蕃将
在唐活动，以及从高仙芝生平看高句丽移民后裔等 。该论文有别于纯粹唐史研究者，或者古代军事史
研究者之论述，以高句丽移民后裔代表身份，即以移民史角度，探讨高仙芝在唐朝开放包容背景下成
为唐人共同体一员的非凡经历。
权恩洙 《高句丽遗民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铭的检讨和解释》② 一文，注释高钦德、高远望父
子志文，并将其翻译为韩文； 通过志文分析墓主先祖世系、入唐时间、在唐活动等问题。作者提到现
存入唐高句丽遗民墓志及其他史料中涉及的 730 年代分界线，即 730 年代之后志文记载墓主多以 “渤
海人” 自称问题，力图将其与渤海国、 唐交涉联系起来。 究其原因， 此可能与作者十余年来从事渤
海史研究，而渤海史关联史料缺少，故将一些和 “渤海 ” 关联字样的资料统统和 “渤海国 ” 联系起
来有关。当然，基于学术研究的任何尝试都值得称道 ，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而事实上，入唐高句丽移
民后裔志文中出现冒用 “渤海人 ” 郡望并不少见， 其他非 “高氏 ” 者， 亦称其郡望为 “渤海脩人 ”
等，显示出异民族人士入唐后心态的变化 ，③ 其与渤海国似并无关系。
（ 3） 高铙苗墓志铭，李他仁墓志铭。高铙苗墓志 2008 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因志文中有 “恩
诏葬城南原” 字样，其应是非正规出土于西安城南某地。 同时， 高铙苗其人在唐罗联军进击平壤城
之时，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导引唐军入城， 其在 《三国史记 》 卷二十二中有记载， 无疑墓志的出土
可验证史书的记载。任职碑林博物馆的张彦发表 《唐高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 考略》④，通过墓志论
述高铙苗生平，入唐时间及原因，诠释志文中的用典，是探讨高铙苗其人墓志事迹的首篇论文 。
金荣官发表的 《高句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检讨》⑤，应是迄今看到有关探讨该墓志及高铙苗其
人最全面深入的一篇。作者亲临碑林博物馆考察志盖、志石形态和现状，判读志文用典，并将其译为
韩文； 对于志文中涉及的墓主官职， 认为高铙苗担当 “左领军员外将军 ” 并非实授； 利用现存文献
和墓志史料，逐句考释志文，探讨高铙苗入唐背景和活动； 考察高铙苗的姓氏和名称，指出高铙苗入
唐数年后突然死亡，大胆推论其是否因为早先的背叛行为促使高句丽灭亡 ， 招引在唐高句丽移民暗
杀？ 因志文只有短短的 173 字，高铙苗除过作为内应助唐攻破平壤城之外 ，其在高句丽的经历， 家族
婚配，入唐数年间的活动均无从知晓，故作者依据文献史料的大胆推论似可圈可点 。期待有更多的史
料出现，为探讨在唐高句丽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提供依据 。
李他仁墓志是陕西考古研究所 1989 年清理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基建工地一座唐墓时出土， 近
十年之后清理发掘者孙铁山发表 《唐李他仁墓志铭考释 》 一文。 因该文并未公布墓志拓片照片， 故
虽有墓志录文，其仍有许多不可知存在。直到 2010 年才有拜根兴在孙铁山研究的基础上的论文发表 ，
在中韩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⑥ 拜根兴论文从李他仁的出生地栅州 、 族属， 其入唐时间、 墓志涉及的
其他问题四个方面入手，利用墓志及现存其他史料，论证李他仁并非孙铁山所说的靺鞨人 ，而是不折
不扣的高句丽人； 李他仁入唐时间为乾封元年 （ 666） 到总章年间。 对李他仁入唐后参与征伐高句丽
移民叛乱，其死后 2 年才下葬等问题，作者也有深入论述。可能正是因为该论文在中韩两国学术刊物
上发表，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后续的研究因此展开。到现在为止，韩国学界出现三篇专门探讨李他
仁墓志的论文。韩国延世大学安定俊博士连续发表 《李他仁墓志出版的李他仁的族源和生涯： 高句
①
②
③

苗威： 《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史事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1 期。
权恩洙： 《高句丽遗民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铭的检讨和解读》，载韩国大丘史学会编： 《大丘史学》 第 116 辑，2014 年。
马一虹： 《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95 页。

张彦： 《唐高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考略》，《文博》2010 年第 5 期。
金荣官： 《高句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检讨》，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第 56 辑，2009 年。
⑥ 孙铁山： 《唐李他仁墓志铭考释》，载陕西考古研究所编： 《远望集》 下册，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尹龙九：
《中国出土的一些韩国古代遗民的资料探讨》，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32 辑，2003 年； 拜根兴： 《唐李他仁墓
④
⑤

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拜根兴： 《对唐李他仁墓志几个问题的考察》，载
韩国忠北大学史学会编： 《忠北史学》 第 24 辑，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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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栅城地域活动的靺鞨人事例》 《李他仁墓志拓片照片的发现和新判读文 》 两篇论文，① 重新探讨李
他仁墓志铭涉及问题。前文对孙铁山录文划分段落，并有详细的注释和韩语译文； 依据孙铁山、拜根
兴论文中发端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文的撰写是基于作者在孔夫子网上偶然发现的李他仁
墓志拓片照片 （ 不完整） 。暂且不论安氏两篇论文学术论点的优劣 ， 但作者锲而不舍追踪探讨， 论文
细致入微的剖析论证，值得称道。
余昊奎、李明合撰 《高句丽遗民 〈李他仁墓志铭 〉 的再判读及主要争点的检讨 》② 一文， 将李
他仁墓志研究推向新的高点。李明为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他仁墓志铭拓片原件由此面世，余昊
奎教授专攻高句丽史，近年来关注高句丽移民研究，他们合作撰写论文，使得李他仁墓志研究更具信
凭力。论文依据墓志铭原始拓片，确定志文为 30 行，行 33 字，共 1031 字； 认为孙铁山录文中误读的
文字很多，列出志文中一些异体字，提出自己的看法； 推出墓志铭新的录文，并有详细的注释和韩国语
译文，注释中对近年来公布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多有参考； 对于学界有关李他仁族属对立的两种看法
（ 靺鞨人？ 高句丽人？） 论文通过探讨高句丽灭亡前栅城地域地方统治现况，认为即使李他仁的先祖出身
于其他异民族，在当时李他仁仍认定自身为高句丽人； 具体推定李他仁降唐时间在 667 年 9 月到 668 年
初。认为李他仁墓志不仅可明了高句丽灭亡之前栅城地域地方统治的实像，而且也提供了崭新的高句丽
灭亡之后唐廷羁縻政策下高句丽移民的动向史料。总之，有关李他仁墓志铭的研究引出的高句丽灭亡前
地方统治实像、地方乃至中央人心向背，高句丽灭亡之后唐廷的羁縻政策，入唐之后高句丽移民的生存
状态等问题，这些均为进一步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重要因素，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
2. 新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研究
2012 年前后③，入唐高句丽移民新的墓志仍不断出土 ，入藏西安、洛阳所在的博物馆，研究持续
火热进行。依据中韩学界学术刊物公布高句丽移民墓志先后顺序等信息 ， 计有高牟墓志、 高提昔墓
志、单南德墓志、高乙德墓志、高英淑墓志、刘元贞墓志、李隐之墓志 7 方。下文逐一解读中韩学界
的研究现状。
（ 1） 高牟、李隐之墓志铭。高牟墓志铭此前无人知晓。据楼正豪 《对高句丽遗民高牟的考察 》④
所述，该墓志出土地点、时间不详，原石已不知去向， 志文拓片仅存， 拓片流出有限。 而高牟其人，
清人编集 《全唐文》 收录唐人判文中曾有提到，再未见其他记载。 楼氏依据所获墓志拓片做有录文，
并探讨高牟出身及入唐背景，推定高牟入唐或许是在唐军大兵压境时作为内应 ，为唐罗联军最后攻陷
平壤立下汗马功劳，时间为 668 年。 同时， 还参考上述和高牟关联判文， 论证高牟入唐后的诸多事
迹，以及唐廷对投诚的异民族上层人士采取的优待政策 。楼氏本科中文出身，文稿中对志文及判文的
诸多典故多有爬梳，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拜根兴注意到志文中 “三韩” “十部” “东海” “外荒 ”
等高牟入唐前故乡字样，结合高牟生前担当 “冠军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 ” 职务， 及拱卫宫廷史实，
并排比现存高句丽移民志文相类似表述 ， 推测志文或许以此强调高牟 “生前所领部伍可能有来自朝
鲜半岛者”，并进一步推定唐乃至武周宫廷警卫部队 ，以及宫廷仪仗队中可能也有来自入唐高句丽移

安定俊： 《李他仁墓志出版的李他仁的族源和生涯： 高句丽栅城地域活动的靺鞨人事例》，载韩国木简学会编： 《木简和文
11
字》 第
辑，2013 年； 安定俊： 《李他仁墓志拓片照片的发现和新判读文》，载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编： 《高句丽渤海研究》 第 52
①

辑，2015 年。
② 余昊奎、李明： 《高句丽遗民 〈李他仁墓志铭〉 的再判读及主要争点的检讨》，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85
第
辑，2017 年。
③

一者因 2012 年之后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频出，研究者也纷纷响应，发表论文阐述各自的见解； 二者是 2012 年笔者在已出版

论著中做过统计，故在原有 21 方高句丽移民墓志统计基础上，加上上述 7 方墓志，这样，现存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计有 28 方之多。
参见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拜根兴：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5 年。
④ 楼正豪： 《高句丽遗民高牟的考察》，载韩国高丽史学会编： 《韩国史学报》 第 53 辑，2013 年； 楼正豪： 《新见唐高句丽遗
民 〈高牟墓志铭〉 考释》，载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 18 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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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士。除此之外，对高牟死后五年才入土葬埋原因提出疑问 。①
李隐之墓志铭 ② 收藏于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 出土地点时间不详。 李隐之之子李怀墓志
1928 年出土，楼正豪认为这是现在知道的高句丽移民 27 方墓志中的一种。 李隐之 655 年出生于高句
丽，705 年去世，一生未能出仕。作者对比李隐之、李怀父子志文， 探讨李氏的籍贯， 指出李怀志文
与正史的矛盾记载，对李隐之志文中 “枝类 ” 一词， 认为志文撰者假托李敏为李隐之先祖， 暴露出
墓主作为高句丽人的身份意识。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李隐之家族入唐背景，而把李氏父子捏造出身世
系和李林甫编撰 《天下郡望姓氏族谱 》 联系起来， 有很好的说服力。 总之， 作者认为李隐之入唐并
未出仕，其子李怀官运亨通，后世子孙为抹去高句丽出身印记，因此就假托其出身辽东李氏。从论文
整体看能够自圆其说， 可作为一家之言。 此后， 拜根兴③、 葛继勇④ 的论文中， 对该墓志亦做过探
讨。金荣官 《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墓志再考》⑤，首先确定志石现收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 鉴于唐人家
族墓地的缘故，李隐之墓志出土地点应与其子李怀墓志一样， 在河南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南陈庄村。
“墓志铭现状与判读” 目下有金氏亲自考察李隐之志石所得 ， 弥足珍贵； 依据拓片列表格录文， 并有
详细注释。认为墓志曾两次撰写，理由是李隐之及其夫人死亡时间不同 ，墓志记载两人的行迹，还探
讨唐人墓志撰写程序、行文顺序要素。“先祖来历与墓主生平 ” 目下指出李隐之、 李怀墓志中的几处
矛盾记载，认为李隐之入唐时间为唐高宗在位期间， 并非李怀墓志所云在唐太宗时期； 对 “猒海壖
之风，慕洛汭之化，重重译纳， 随牒受官 ” 有新解， 认为和泉男产一样，⑥ 李隐之父子可能做过翻
译，负责与高句丽移民沟通工作。总之，李隐之墓志， 以及 1928 年发现的李怀墓志， 虽然是父子墓
志，撰写时间相差不远，但对其先祖等关联问题记载却相互矛盾 ， 客观真实探讨其产生矛盾的原因，
深刻认识高句丽移民入唐后复杂的心路历程 ，这是诠释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关键所在 。
（ 2） 高提昔墓志铭。王其祎、周晓薇发表论文，⑦ 率先介绍考察 2012 年出土于西安东郊龙首原
一带的高提昔墓志。论文首先论述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 、父亲高文协入唐时间为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
征高句丽之役，怀疑高惠真与高提昔祖父可能为同一人， 即便两者并非一人， 亦可 “补苴国内城高
氏支于、文协父子一支”。其次提及高提昔的婚姻及夫君泉氏 ，高提昔 26 岁出嫁， 一个月后就离世，
其为什么 26 岁老大不小年龄才出嫁， 作者认为 “高提昔在其父祖入唐近 30 年和高句丽亡国六年之
后，依然选择同族婚姻，正是早期移民在民族认同与归属意识层面的一例典型表征 ，同时也由此可以
见证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并， 婚姻的融合乃是导引最终政治与社会乃至文化融入的基础和前提 ”。 第
三，论文除过考释 《高提昔墓志 》 所见官职名、 地名之外， 还对出土墓志所见高氏一族关联事宜予
以探讨，涉及学界普遍关注的入唐移民与其后裔的融入与认同问题 。王氏任职西安碑林博物馆，对新
出土墓志颇多敏感并及时发表看法 ，其中探讨不仅切中要害，也显示出作者宽阔的视野和老道的考据

拜根兴、宋丽： 《新见高丽移民墓志的新探索》，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22 辑，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5 年。
楼正豪： 《对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家族的出身意识的考察： 以新发现的李隐之墓志铭为中心》，载韩国古代史探究学会： 《韩国
古代史探究》 第 21 辑，2015 年； 楼正豪： 《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 《延边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
①
②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数量，学者间因信息及统计时间先后等原因，其具体数字存在差异。
③ 拜根兴、宋丽： 《新见高丽百济移民墓志的新探索》，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22 辑，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5 年；
拜根兴：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硏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6－119 页。
④ 葛继勇： 《入唐高句丽人的出自考察： 兼释李隐之、李怀父子墓志》，载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 《古代东亚石刻硏究的新方
向》，2016 年。
⑤ 金荣官： 《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墓志再考》，《韩国史研究》 第 181 辑，2018 年。
⑥ 张秉珍： 《泉男产墓志的译注和撰述典故》，载韩国高句丽渤海研究会编： 《高句丽渤海研究》 第 55 辑，2016 年，第 51 页；
郑承慧： 《古代的译人》，载韩国木简学会编： 《木简和文字》 第 19 辑，2017 年。
⑦ 王其祎、周晓薇： 《国内城高氏： 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 〈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 释读》，《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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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力。随后，金荣官 《对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的研究 》① 一文刊出， 有录文和注释， 也贴出志
文、志盖拓片照片； 有对现存入唐高句丽移民出生地的列表 ，以及高提昔丈夫家门的比定等。金氏还
通过志文中 “秦镜悲其鸾戢， 孔匣咏其龙沉。 遂使闾阎宿交， 望素车而下泣； 里闬亲好， 辍朱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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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以及对高句丽的思念和热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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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当时唐与高句丽关系发展的必然 ， 泉氏兄弟被频繁遣派出征边疆，
虽说无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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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高提昔的童年生活状况理应不会太差，
志文有高支于父子入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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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唐高句丽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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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志文似并不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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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入唐高句丽移民通婚对象多
为同民族的高句丽移民，只能说明入唐高句丽人融入唐人共同体还有待时日，等到第二、三代时，随着
②
情况的改变，他们和唐人通婚就更为普遍。
（ 3） 高乙德墓志铭。高乙德墓志最早见于王连龙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③
一文。该论文言及是在网络上看到高乙德墓志拓片照片 ，以文字和书法判断其为真品，附有录文。首

先，考释志文中书墓主 “卞国东部人 ” 问题， 高乙德族出世系， 高乙德祖父高岑、 高孚在高句丽任
官经历，高乙德本人的官任等。重点论证志文中出现此前不为人知的高句丽官职 ，涉及高句丽郡县制
度，高句丽诸 “城” 问题，地方行政 “府” 问题。作者认为 “墓志刊刻之大足元年 （ 701） ， 墓志撰
写者追述旧事受其时都督府的影响而出现 ‘辽府都督’ ‘海谷府都督’ 的提法。此外， 翻译及地名变
迁等因素亦应考虑在内。但无论如何， 高乙德墓志中出现 ‘府 ’ 的称谓及相关信息， 对于六七世纪
高句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凡 。”
正因高乙德志文对高句丽官位及地方行政组织的记载 ，以及王连龙论文的触及，开启了学界研究
高乙德墓志相关问题的热潮。先是同年洛阳师范学院官网上报道石刻碑志专家王素先生来访 ，提及出
自西安但却在洛阳出现的高乙德墓志 。11 月韩国 《Korean spirit》 报纸刊出韩国东北亚历史研究财团
李成制研究员撰写的 《唐俘虏的高句丽武将墓志铭的发现 》 新闻报道， 首次在韩国报道新发现的高
乙德墓志铭； 与此同时，他发表 《高句丽武将的家系和传记： 对新发现的 〈高乙德墓志 〉 的译注和
分析》④，在介绍该墓志的发现地点，拓片照片获得途径， 墓主的身份认定等事项的同时， 收入墓志
铭录文和韩语翻译，以及详细的韩文注释， 并阐述该墓志的史料价值。 同年末拜根兴出版的 《石刻
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⑤ 专著中，也附有高乙德墓志铭志文、志盖拓片照片。

金荣官： 《对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的研究》，载韩国白山学会编： 《白山学报》 第 97 号，2013 年； 金荣官： 《高句丽遗
民高提昔墓志铭研究》，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碑林集刊》 第 19 辑，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3 年。
② 拜根兴： 《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载日本专修大学东亚欧研究中心编： 《古代东亚欧研究年报》 第
①

3 号，2017 年，第 52－53 页。
王连龙：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
李成制： 《高句丽武将的家系和传记： 对新发现的 〈高乙德墓志〉 的译注和分析》，载韩国古中世史学会编： 《中国古中世史
研究》 第 38 辑，2015 年。
③
④
⑤

拜根兴：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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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继勇发表 《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 》①， 涉及高乙德的出身， 高句丽末期官
僚体系、地方区划，高乙德家族活动与高句丽末期内政与外交。 论文对志文中 “执垧事” “评台 ”
“司府大夫” 官职提出自己的看法， 解释高乙德家族在高句丽末期任职 “辽府 （ 辽东城） ” “海谷
府” “南苏城” “贵端城” 与唐丽战争关联事宜等。
次年，余昊奎 《从新发现 〈高乙德墓志铭 〉 看高句丽末期的中裹制和中央官职 》② 论文刊出，
余氏陈述看到墓志拓片照片，与相关研究者的讨论，并对墓志原石缺无及洛阳一带伪造墓志铭现象深
表忧虑； 解释志文中的一些异体字，指出高乙德墓志历官记载方式； 志文记载高乙德及其祖父高岑、
高孚均曾历官 “中裹小兄” 缘故，作者重点探讨高句丽中裹制职官，“垧事” 的性质和中裹系列官等
的运营。论文还涉及志文中墓主担当 “评台” “司府大夫” 与高句丽中央官职的关系等。
拜根兴在上述论文中也提及高乙德龙朔元年力竭被俘后 ，选择归服唐朝，并在总章年间对高句丽
战争中有所表现； 提及圣历二年 （ 699） 高乙德 82 岁去世， 两年后 “合葬 ” 于长安城南杜陵北， 只
是志文没有提及合葬夫人及其子女情况 ，进而推测高乙德夫人可能是唐人女子 。③ 总之， 高乙德墓志
增加了入唐高句丽移民数目和类型 ，而对高句丽末期官等名号的记载，不仅可以印证现有文献，填补
高句丽职官研究的空白，对高句丽末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 。
（ 4） 南单德墓志铭。关于南单德墓志，赵力光编集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墓志续集 》④ 首次收录。
楼正豪发表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 〈南单德墓志铭〉 考释》，⑤ 论述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方入唐高句丽
人后裔墓志。论文分南氏家族入唐、南单德与两蕃乱离、燕郊妖氛中的南单德、墓志撰述者薛夔四个
部分，对志文涉及南单德家族繁衍、本人在唐活动等均有所论述， 其首发之功不可磨灭。 其后王菁、
王其祎发 表 《平 壤 城 南 氏： 入 唐 高 句 丽 移 民 新 史 料———西 安 碑 林 新 藏 唐 大 历 十 一 年 〈南 单 德 墓
志〉 》，⑥ 阐述 2010 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红旗乡浐河东岸出土 ， 后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南单德墓
志。该墓志为 “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无书者名。 作者认为该墓志不仅为入唐高句丽移
民增添了一族新姓氏，也为研讨中原南氏的变迁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 。另外，还能为研讨唐代以后开
始较多出现的南氏人物世系与族属问题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案卷 ，并为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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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站在以中国为核心视域的角度来探索
“朝贡体制” 问题下的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提供一典型个案 。
拜根兴论文首先指出南单德归葬 “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 ”， 为探讨唐长安、 万年县基层
行政组织提供了新的史料； 其次重点论述志文中南单德家族入唐后作为城傍 “子弟 ” 首领， 被安置
于安东属下的城傍，而城傍作为安置入唐高句丽军民百姓的主要行政单元 ，和唐朝地方郡县有同样的
职能，并在此后捍御唐、武周边疆安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谈及南单德祖父南狄任职磨米州 、唐朝
开放包容与民族融合等。⑦

① 葛继勇： 《新出土入唐高句丽人 〈高乙德墓志〉 和高句丽末期的内政与外文》，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75 辑，2015 年； 葛继勇： 《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郑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
② 余昊奎： 《从新发现 〈高乙德墓志铭〉 看高句丽末期的中裹制和中央官职》，载韩国公州大学百济文化研究所编： 《百济文
化》 第 54 辑，2016 年。
③ 拜根兴： 《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载日本专修大学东亚欧研究中心编： 《古代东亚欧研究年报》 第
3 号，2017 年。
④
⑤

赵力光编：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墓志续集》 下，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楼正豪：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 〈南单德墓志铭〉 考释》，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 《西部考古》 第 8 辑，北京： 科学出

版社，2015 年。
⑥ 王菁、王其祎： 《平壤城南氏： 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 〈南单德墓志〉 》， 《北方文物》
2015 年第 1 期。
⑦

拜根兴、宋丽： 《新见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的新探索》，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22 辑，西安： 三

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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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过上述论文之外，张秉珍发表 《对新见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的探讨 》①， 金荣官也有 《对高
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的研究 》 论文发表。 金荣官坚持特有的研究方式， 探讨南单德墓志研究学术
史，亲自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探查原石状况 ，给出墓志拓片照片及自己的判读录文 ，重点注释志文并翻
译为韩文； 考察志文撰者及撰作背景，墓主先祖的出自和活动，南单德本人的出身和活动等。② 王连
龙、丛思飞 《战争与命运： 总章元年后高句丽人生存状态考察———基于高句丽移民南单德墓志的解
读》③ 一文，以通过南单德一生经历，即安东与配住、归州与射生、 幽州与汾阴公、 洛阳与封王等，
以个案研究方法，反映高句丽移民在唐的生活轨迹，真实展示高句丽移民总章之后的生存状况 。无论
如何，南单德墓志的发现，为入唐高句丽人增加一个新的姓氏 ； 南氏复杂的人生经历，引证了唐廷这
一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实施的曲折和艰难 ，昭示与入唐其他民族一样，高句丽移民后裔融入唐人共同体
的艰难历程。
（ 5） 高英淑墓志铭、刘元贞墓志铭。《大周辽西府折冲故夫人高氏墓志之铭》 首先见于王晶辰主
编 《辽宁墓志》，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对这方墓志墓主高英淑其人， 田立坤依据志文和其他资料
界定其为契丹人 ④，宋卿认为其为入唐高句丽人 ⑤，但未做进一步论述。权恩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专文探讨高英淑墓志涉及问题。⑥ 权氏首先依据辽宁省博物馆所展示志石照片录文 ， 随后一字一句翻
译为韩语，并有详细的注释； 其次，对于此前认为高英淑出自契丹的说法 ，作者通过考察高英淑的出
身和家系、社会地位，认为高淑英墓志中有 “昌黎孤竹” “高辛氏” 的缘故，说明其与北朝高句丽系
统高云后裔有关，进而界定其为营州所在的高句丽人。 作者还对比高英淑墓葬与唐初皇陵墓主 （ 公
主） 陪葬规格，认为作为女性的高氏在营州享有很高的地位 。
李成制 《世居辽西地域的高句丽遗民及其生存状况： 〈高英淑墓志 〉 的译注和分析 》⑦， 首先介
绍高英淑墓志的形态等事宜，也有对墓志的录文和注释及韩文翻译 ， 其中对志文中的用典多有追述，
对正确理解志文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作者认为 “营州为面对高句丽、 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前线。 考虑
到这一点，高句丽遗民集体编入为羁縻州，说明他们是营州都督所属蕃兵的一员 。仅从贞观时期就可
以得知羁縻州兵力，在营州都督指挥下多次驰骋于唐的蕃兵， 其中包括高句丽遗民兵力的可能性极
高”； 而高英淑墓志可资探讨者仍很多 ，墓志的史料价值应予以认定。总之，出自朝阳地区， 此前不
为学界关注的高英淑墓志，其蕴含的史料价值值得重视； 至于其到底是出自契丹，还是高句丽，中韩
学界有不同见解，但这种探讨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 。
刘元贞墓志收录于 《全唐文补遗》 （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 ， 全称 《大唐故云麾将军守左龙武军大
将军上柱国谷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使持节都督天水郡诸军事天水郡太守刘公墓志铭并序 》， 此前
学界对其绝少关注，墓主出自高句丽或其他民族问题更是无人触及。 辛时代 《唐高句丽移民 〈刘元
贞墓志〉 考释》⑧ 首次考察这方墓志，道出刘元贞出自高句丽的事实。该文先录出刘元贞及其夫人王
氏 2 方墓志文字，然后据志文 “其先出自东平宪王后， 八代祖轩， 仕冯燕为博士郎中， 卒， 子孙从
①
②

张秉珍： 《对新见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的探讨》，载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编： 《高句丽渤海研究》 第 52 辑，2015 年。
金荣官： 《对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的研究》，载韩国公州大学百济文化研究所编： 《百济文化》 第 57 辑，2017 年。

王连龙、丛思飞： 《战争与命运： 总章元年后高句丽人生存状态考察———基于高句丽移民南单德墓志的解读》，《社会科学战
线》2017 年第 5 期。
③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硏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硏究所合编： 《朝阳隋唐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2 年。
宋卿： 《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⑥

权恩洙： 《唐代營州出身于高句丽系统的高英淑墓志铭检讨》，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④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84 辑，2016

年。权氏认为高英淑墓志出土近四十年，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界定其为契丹人，故韩国学界至今无人言及，故而撰文探讨。
⑦ 李成制： 《世居辽西地域的高句丽遗民及其生存状况： 〈高英淑墓志〉 的译注和分析》，载韩国古中世史学会编： 《中国古中
世史研究》 第 46 辑，2017 年。
⑧ 辛时代： 《唐高句丽移民 〈刘元贞墓志〉 考释》，载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编： 《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 第 7 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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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迁于辽。祖娄，寄辽为耨萨，视中之将军也。轧封东平，得甫天室。 父顺， 赠北平郡太守。” 并援
引文献史料，考察刘元贞先祖刘苍、 刘轩、 刘娄事迹， 认为 “刘元贞的祖先也因此寄居于高句丽境
内，成为高句丽化汉人。在高句丽化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即刘氏在血统上虽
是汉人，因为五、六代生活在高句丽，已经是高句丽化汉人了 ”。就是说，作者认为随着刘氏先祖移
居辽东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高句丽化汉人了。其次，作者论述刘元贞在唐中宗复辟及唐玄宗取得皇
位过程中建有奇功，和其他高句丽移民王毛仲、 李仁德、 王景曜一样， 刘元贞作为唐元功臣获得重
任，但并未如王毛仲一样骄纵，在左龙武军大将军任上归养善终。第三，作者还论及志文中涉及谷阳
郡、天水郡，洛阳承义坊以及刘元贞夫妇葬地等 ，认为刘元贞墓志为现在了解的高句丽移民群体增加
了一个姓氏，指出志文撰述者崔朏所作铭文歌体颇为少见 。第四，作者对唐元功臣中的高句丽移民做
有表格，使人一目了然。总之，通过检索现存唐人墓志，找出更多的入唐高句丽移民等异民族人士事
迹，对深入探讨这一领域涉及问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四、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随着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的不断公布 ，近年来中韩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
研究成果斐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令人瞩目，不仅为这一时期唐代民族史和唐代东亚关系史研究
添砖加瓦，也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契机 。毋庸讳言，由于参与研究者学养、研究领
域、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国家学者所持立场的不同 ，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此前曾经提及或者新出现的
问题，有必要在此提出，并向学界师友请教。
第一，重复研究问题。显然， 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等史料持续公布， 激起众多研究者的注
意，大家一哄而上，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以后
的日子里这种情况会逐渐减少。
第二，学术规范问题。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依据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此后出现的论文、论
著在展开讨论时应予以提及或批判 。但检讨现有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成果现状 ，一些论文往往对此前
已有研究视而不见，似是另起炉灶，却难逃炒冷饭的现实。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只有对已有研究的深
入理解和不断批判，遵循学术规范，才能使研究走向深入。当然，这其中可能有语言问题，如韩国学
界发表的论文中国一般学者看不到 ，韩语也看不懂，中国学界发表的论文在韩国亦是如此 。如何解决
这一问题，遵守学术规范，应当引起中韩学界足够重视。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避免自说自话。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加强中
韩学者间、中国国内学者，乃至韩国学者间学术交流是为关键 。虽然这种交流的频度和广度，随着信
息传播的现代化，较以前有所改进，但交流的形式、实质仍需不同程度地扩展和加强。学者间通过各
种形式的交流，了解各自方向的最新研究动态，不仅可避免上文提及的重复研究及学术规范的遵守等
问题，学者间的友谊亦因此加深； 在不断交流中增强对某些问题探讨的力度 ，促进研究更上一层楼。
鉴于上述问题，在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过程中 ，中韩学界加强对对方语言的学习至关重
要，故以各种途径提高语言能力，加深对对方语言的学习理解，不仅可为进一步交流创造条件，某种
程度上也可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 。总之，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本是自然也并不可怕 ，只要认真对
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一定会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再创佳绩，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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