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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女真族骑射活动的衰落 

张玉强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委 宣传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女真族的骑射活动，既是其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是其打败辽朝、建立金朝的基础。 

随着金朝统治者吸收汉文化程度的加深，其文治政策的凸显，女真族的骑射活动随之衰落下去。 

即使盒世宗和章宗时期，为了恢复女真人尚武精神、骑射技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大势所 

趋，终不能改变骑射活动没落的现状。这也使得女真这个昔 E1强盛的马上民族在更为骁勇善战 

的蒙古人的攻伐下变得不堪一击，最终导致金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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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bout the Nuchen nationality’S decline of riding and 

shooting activity in Jin Dynasty 
ZHANG Yuqiang 

(Inner Mongolia Chifeng SongShan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propaganda department，Chifeng 

024000，China) 

Abstract：Nuchen nationality’S riding and shooting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daily lives， 

and help overthrow the ruling of Liao and establish the ruling of Jin．W ith greater absorption of the 

Han culture，tiding and shooting activities of Nvchen nationality then decline．Eve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Shizong and Zhangzong，in order to restore the warrior martial spirit，tiding and shooting 

skills，many efforts are made，but due to the trend ofthe times，nothing can stop the decline ofriding 

and shooting activities．It also makes the Nuchen，the past greatness of the nation，immediately 

vulnerable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warrior of the M ongolians，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demise of 

the Ji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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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0引言 

女真族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 

族，骑射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其 

生存的必备技能。辽时，女真成为辽朝的属 

国属部备受苛责，欺压甚重 。天庆 四年 

(1 1 14)，女真首领阿骨打举兵反辽。l 1 15 

年，建都于会宁 (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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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元收国，建立大金。随着金朝的建立，统 

治者吸收汉文化程度的加深，女真族的骑射 

传统逐渐没落。面对日益兴起的蒙古部落， 

金世宗和章宗时期，开始了为了恢复女真人 

尚武精神、骑射技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由 

于汉化的根深蒂固，终不能改变骑射活动没 

落的现状。这也使得女真这个昔日强盛的马 

上民族在骁勇善战的蒙古人的攻伐下不堪 
一 击，最终导致金朝的灭亡。 

1女真族的骑射活动 

1．1建国前女真族的骑射活动 

建国前，女真族主要生活在东北白L【J黑 

水之间的广袤地域，其土地适宜耕种，产麻 

谷、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 

等。其居住地靠近森林，林中有海东青之类 

猛禽，还有牛、马、麇鹿、野狗、青鼠、貂 

鼠等，均是女真人的狩猎对象。 “(女真) 

其人勇悍，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每见 

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 

以桦皮为角，吹呦呦之声 ，呼麇鹿而射 

之。”L1】由此可知，骑射乃是女真人的重要 

习俗，亦是其生存的必备技能。史料记载女 

真人 “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善] 

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 

而渡 ” [̈。 

女真部落较多，各部落之间时常发生摩 

擦，加之与辽朝的矛盾，使得女真族内外战 

争不断，这时骑射活动的主要目的除了生存 

之外，再就是军事训练，这也是女真打败辽 

朝，建立政权的基础。 

天庆四年 (1114)，阿骨打率 2500人 

起兵，仅以短短十二年的时间就推翻了强大 

的辽朝，灭掉了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北宋 

王朝，武力不可谓不雄厚。女真人自 1l14 

年起兵以来，不管是在对辽战争还是对宋战 

争中，常常以少胜多，势不可挡。究其原因 

主要就是女真人骁勇善战，战争中主要依靠 

骑射技能精湛的骑兵。在阵地战中，女真人 

主要利用精锐的骑兵往来冲突作战方式来 

战胜敌人，前队用长矛和棍棒刺搏、锤击， 

后队则以弓箭攻击。当敌人的阵形出现混乱 

时，女真人再用骑兵轮番攻击，往来驰骋， 

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敌人若溃退，骑兵 

则穷追不舍，直至敌人完全溃败。辽人曾言： 

“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L2J 

1．2建国后女真族的骑射活动 

金朝建立之后，尤其是推翻辽朝之后， 

战争的减少，使得女真族的骑射活动从原本 

的生产生活方式、保家卫国的重要手段，逐 

渐转变为休闲娱乐的方式。《金史 ·礼志八》 

曾提到 “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 

因尚之”[31 ，这种射柳、击球即女真骑射 

活动的表现形式。 

射柳是一项深受女真人喜爱的马上竞 

技活动。比赛规则如下；先在场上插柳枝两 

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当射者以尊卑为序 

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作为标志，使距地数 

寸。然后骑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 

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 

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从射柳的规则可 

以看出，这项运动对于参赛者的骑射技能要 

求也是相当高的。 《金史 ·礼志八》记载： 

“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 

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 

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 

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 

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 

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3】8 

击球相对射柳来说要求更为高。 《金 

史 ·礼志八》记载： “己而击球，各乘所常 

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 

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 

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 

夺得鞠击人网囊者为胜，或日： ‘两端对立 

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 

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 

捷也。”[。] ’ 

这种射柳、击球活动不仅仅是骑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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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骑 的形式，同时也是统治者提高军队战斗力和 

军事技能的办法。如大定八年 (1168)，金 

世宗将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兴定 

四年 (1220年)金宣宗下诏军官每月进行一 

定次数的击球，以提高军队的军事技能。 

2女真族骑射活动的衰落及原因 

2．1女真族骑射活动衰落的表现 

金朝中期开始，女真族的骑射技能逐渐 

衰落下去，其具体表现主要有： 

(1)军队骑射技能的下降 

从史料记载来看，大定七年 (1 167)， 

在宴请南宋使者的宴会上，金宋双方进行了 

射箭比赛以助酒兴，结果南宋使臣中 5O箭， 

而金朝侍卫亲军中的善射者却只中7箭，令 

金朝皇帝颜面尽失。侍卫亲军乃精锐军，他 

们的射术如此之差，不能想象其他军队的情 

况 。 

(2)随葬马具的减少 

从金代墓葬中亦能看出女真族骑射活 

动的衰落。金代前期，女真族在墓葬中常有 

随葬鞍马，但是到了中后期，这种现象就比 

较少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人们的观 

念中，骑射已经不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因而 

在随葬品中也无需放置鞍马。 

(3)马匹数量的锐减 

骑射之术中，马是重要的因素。女真人 

以骑射立国，骑兵部队强大，对于马匹尤为 

重视。金天德年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 

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各设官员 

管理。又在女真各部族内部选家境富裕，男 

丁众多、官家子弟、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 

家余丁及家奴，让他们管理畜牧事情，这些 

人被称作群牧子，分别饲养马驼牛羊，朝廷 

以所饲养牲畜的繁殖数量的多少进行相应 

的赏罚。金朝群牧的数量鼎盛时最多达到九 

所，可见马匹数量之多。到了后期，民户中 

饲养马匹的数量逐年下降，导致马匹的匮 

乏。这种情况表明，马匹在女真人社会中的 

地位已经大不如前。马匹数量的减少直接影 

响到骑射活动和骑兵队伍的发展， 

射活动衰落可见一斑。 

2．2女真族骑射活动衰落的原因 

(1)女真族汉化的加深 

金朝建立之初，大量的汉人迁入，带来 

了大量的汉文化。此后，女真族南下中原， 

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习俗更加吸引了金朝统 

治者，使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更主动、更自 

然。从熙宗朝开始，金统治者都对汉文化的 

吸收持积极态度，提倡文治。经世宗朝，至 

章宗朝，金朝的文治政策达到顶峰。受此影 

响，女真人渐受中原封建文化和儒家思想的 

濡染，尚武之风大减。 

(2)安逸的生活环境 

建国之前的女真族生活在东北地区，环 

境艰苦，以渔猎为生。这样的条件下，身体 

素质的高低、骑射能力的高下，成为了个人 

和整个民族能否存活下来的基础。生存的艰 

难使得女真族骁勇善战，大都热衷于征战、 

掳掠，当男子听到要发动对外掳掠战争的消 

息，无不兴高采烈，跃跃欲战。女真建国后， 

南迁中原，进入农耕之地，猛安谋克户之民 

不事生产，靠佃租为生，开始了其养尊处优 

的生活。时间一长，民众渐趋文弱，骑射技 

能逐渐生疏。男子一旦被签发壮丁征战，竟 

与家人挥泪而别，畏难畏死的厌战情绪真实 

地反映了此时女真人的精神状态。 

(3)统治政策的引导 

据史书记载，金政权建立之初，女真族 

靠的是军功致仕，官僚阶层大多是以军功起 

家。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之下，尚武的传统 

观念依然存在，骑射活动也被大多数女真人 

所重视。但随着社会的安定，战事的减少， 

通过战功致仕已变得非常难。而此时的女真 

社会逐渐汉化，加之科举制度的实施，通过 

科举获取功名成为女真族入仕的主要途径。 

因此，大批女真人放弃传统的骑射练习，转 

而攻读科举。以致于金代中后期时，科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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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成为了女真人最为看重的致仕之路，而军 

功致仕之路基本不再被提倡。这样一来，女 

真族传统的骑射活动更加无人问津，失去了 

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衰落成为了必然趋势。 

3金朝统治者重振骑射活动及结果 

3．1金朝统治者重振骑射活动 

金朝的曰渐汉化，加之生存环境的宽 

松，使得无论是迁入内地的女真人，还是留 

居东北故土的女真人都已渐趋文弱，忽视骑 

射技能的训练。而从世宗朝开始，金朝的外 

部环境渐趋险恶。金朝南面有中兴的宋，北 

方有崛起的蒙古部落，而尤其以居于北方草 

原的游牧蒙古人对金王朝构成的威胁最大。 

当时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谣称：“鞑 

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 】真实 

地反映出蒙古部落对于金朝统治构成的巨 

大威胁。为了维护女真贵族统治的目的，巩 

固国家统治基础，金世宗和章宗时期，都进 

行了许多努力，意在恢复女真传统民族习 

性。 

金世宗时，为了鼓励女真人练习骑射， 

常常身先士卒，勤习骑射，为国人做出表率。 

同时，为了解除蒙古的威胁，世宗一面不断 

派兵剿杀，甚至掳卖蒙古子女为奴，一面加 

强上京等地区的防务，极力提倡女真人恢复 

骑射尚武的旧俗。对于汉法，他从当初的积 

极推行，转而要求保持女真故俗。世宗曾对 

兵部郎中高通表示过汉风的盛行对女真人 

消极影响的忧虑，并下诏禁止在酒宴聚会上 

进行汉族的棋类游戏，鼓励女真人勤习骑 

射。 

金世宗之后继位的章宗也是如此，在其 

在位之时，颁布了一系列诏令提倡恢复女真 

传统的尚武习俗。如在泰和年间制定了武举 

制度，以期从民间选拔更多善骑射的女真勇 

士充实到军中。 《金史 ·选举志一》记载： 

“(承安)三年 (1 198)，定制，女真人以 

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 

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5]步射、骑射、骑 

刺是考核的重要内容。牧马制度和武举制度 

都体现了统治者对骑射技能的重视。再有选 

拔人才的时候着重其骑射本领，如 《金史》 

卷 9章宗一记载： “明昌元年三月己未，敕 

点检司，诸试护卫人须身形及格，若功臣子 

孙善射出众，虽不及格，亦令入见。”L6J同 

时，为了从根本上制止女真的文弱，还下令 

不得学习汉人装束等。 《金史》卷 12章宗 

四记载：泰和七年九月 “壬寅，敕女直人不 

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 7J 跎诸如此类 

的敕令，目的皆在于扭转女真族渐趋丧失的 

民族性，恢复其骑射尚武的传统。 

3．2金朝统治者重振骑射活动的失败 

尽管世宗和章宗为恢复女真人尚武精 

神、骑射技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从实际效 

果来看却是收效甚微。自章宗朝开始，大批 

女真人弃武从文，靠科举考试来获得功名， 

这对于一个曾经以快马硬弓夺取天下的民 

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面对 

这一历史趋势，世宗和章宗仅凭一己之力已 

难以扭转。章宗泰和六年 (1206)十一月， 

“乙酉，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 

【7]2 泰和七年 (1207)十二月 “戊午，诏策 

论进士免试弓箭、击球。’’[ 】 这两项诏令 

的发布，意味着金朝统治者重振骑射活动的 

失败，传统的骑射活动最终在女真族中完全 

荒废。 

金朝统治者重振骑射活动的失败，究其 

原因，主要是女真社会中，弃武习文风气的 

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传统的社会风俗己消 

失殆尽。即使发布再多的诏令和措施，这一 

社会的大趋势已经不是一两个政治家所能 

扭转的。 

4结语 

女真人作为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 

渔猎民族，能够在短短十余年时间，以一个 

落后民族的身份消灭了当时强大的辽政权， 

以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北宋王朝，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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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女真人质朴、无华，崇尚武力，具有 

娴熟的射骑技能，从而使女真人拥有强大的 

战斗力。可以说女真人以骑射得天下。建国 

初，大量的汉人的迁入，向金朝内地传播了 

汉文化。此后，女真人南下中原又使他们处 

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他们对汉文 

化的吸收也更加主动。由于统治者文治政策 

的推行，入主中原的女真人久居安逸的社会 

环境中，同时受到汉文化中喜静厌动思想的 

感染，尚武精神逐渐消逝。虽然最高统治者 

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以行政命令的手段 

强制女真人保留其旧俗，但女真人的汉化趋 

势却是无法阻挡的，剽悍的民风渐趋文弱， 

紧张、激烈、竞技性极强的骑射活动为渐女 

真人所不喜。这一情形导致的最严重的恶果 

就是女真人作为立国之本的骑射技能的荒 

废，从而使得击球、射柳等骑射活动在女真 

人社会中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最终使得女真 

民族在骁勇善战的蒙古人的攻伐下不堪一 

击，导致一个朝代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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