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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破金明寨

就在宋朝無所適從的時候，西夏對大宋虎視眈眈，軍事部署已經進入

了實際運作階段。

張元給元昊謀劃說，既然要稱帝建國，必然得罪遼宋兩國。但這兩個

國家不能同時為敵，需要拉一個打一個，所以要施展連橫合縱之策。元昊

一合計，遼軍能征善戰，不好惹，宋朝雖然富裕，但重文輕武，官員們一

個個沉溺於富貴鄉里，哪曾見識過干戈，還是宋朝好欺負一些。況且，遼

國同西夏一樣，嚴寒貧瘠，打下土地也沒有太大收益。宋朝遍地財富，讓

人眼饞，拿宋朝開刀比較合適。

明確了戰略方向，張元先給元昊制定軍事規劃，首先設定一個小目

標：打下關中，威脅中原！

宋夏邊界很長，中間橫貫着橫山山脈。橫山山脈自東北向西南方向延

伸兩千餘里，形成一條天然分界線。元昊只有突破橫山山脈，才能兵臨渭

水，窺伺關中。然而漫長橫山，哪裏才是突破口？元昊對各地宋軍防務情

況進行試探性攻擊，以了解虛實。

保安軍屬宋鄜延路所轄，位於銀州、鹽州、宥州、延州、環州、慶

州、原州等幾個州府的交界處，是太平興國年間，太宗為防範党項人專門

設立的軍事要塞。李德明時期，宋夏關係不錯，宋朝在這裏設置榷場，供

兩國交換物資，開展貿易。宋朝的絲綢、錦綺、茶葉、糧食，西夏的青

鹽、牲畜，都在這裏交換買賣。

現在，這裏無疑是宋夏戰爭的橋頭堡。

元昊要從這裏撕開大宋的裂口！

寶元二年（1039）十一月，躊躇滿志的元昊親率軍隊，到保安軍叩

關揚威。這是他對宋朝發動的第一場戰爭。雖然只是試探性進攻，卻也是

志在必得。

西夏軍以騎兵見長，所過之處，戰馬嘶鳴，塵土飛揚，加上冬季寒風

呼嘯，草木蕭肅，大有摧枯拉朽、橫掃千軍之勢，令人膽戰心驚。

宋朝享三十年太平，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哪裏見過這樣的陣勢，早

已嚇得雙腿打戰，不要說殺敵立功，就是逃命恐怕也跑不利索了。

所以雙方一接觸，宋軍就呈潰敗之勢。宋軍將領、保安軍巡檢劉懷忠

戰死沙場。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一挺拔男兒，披散着頭髮，臉上戴一副青

銅面具，縱馬揚槍，馳入亂陣。他左衝右突，槍挑一片，所到之處，必有

敵人血肉橫飛，身首異處。其如凶猛羅剎，迅猛捷疾，於千軍萬馬之中，

縱橫馳騁，銳不可當。西夏軍哪裏見過這樣古怪的裝扮、這樣高超的武

藝，以為是武煞星下凡，紛紛潰退，避其鋒芒。宋軍受到鼓舞，也開始穩

住陣腳，展開反攻。頓時，戰局形勢逆轉，宋軍越戰越勇，西夏軍人心渙

散，無心再戰，像失去巢穴的馬蜂，四處散開，亂作一團，倉皇逃命。元

昊見敗局已定，趕緊收兵，帶着殘餘人馬撤回西夏境內。

這位散髮銅面的勇士，正是北宋屈指可數的戰神狄青。當時他僅是保

安軍巡檢司指揮使，是軍隊中最低一級長官，相當於班長。

狄青字漢臣，紛州西河（今山西汾陽）人，出生於大中祥符元年

（1008），與韓琦、蘇舜欽同歲，是年三十二歲。狄青年輕時代兄受過，

被押解京城，編入軍隊，任職拱聖營。古代規矩，犯罪從軍的，要在臉上

刺字，被稱為「面捏」。狄青日後被稱為「面捏將軍」，就是起源於此。

拱聖營是皇帝禁軍之一，在汴京城南駐紮。元昊叛宋後，朝廷動員軍

人赴前線，狄青素有大志，想要建功立業，於是主動報名，就這樣來到前

線，駐紮在保安軍。

狄青作為最基層軍官，非戰時狀態，中心任務是訓練士卒。宋軍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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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懈，士卒懶散，不願吃苦訓練，在皇城禁軍中輪值的士卒尤其如此。

狄青性格剛烈，脾氣急躁，急於求成，因此對待這些士卒非打即駡，手段

狠辣。成大事者不拘常規，無可厚非，但一次下手太重，竟將士卒打死。

殺人償命，狄青論罪當死。這時，保安軍的上級，延州知州范雍救了他。

范雍是典型的文人，心慈手軟，待人寬厚，有識人之明。他見狄青氣度不

凡，況且打死士卒的出發點也是為國效忠，於是刀下留人，救下狄青，這

才有後來狄青在保安軍擊退西夏軍，保衛邊疆的英雄事蹟。

為了擋住臉上的刺字，也為了給敵軍以更強烈的震懾，打仗時，狄青

習慣披散頭髮，戴上特製的面具。日後，這副銅面具，將變成西夏人的噩

夢，變成令敵軍聞風喪膽的見證。

西夏軍退後，宋朝論功行賞，狄青被破格提拔，連升四級，任命為

殿直。

元昊從保安軍退兵後，知道這裏不好惹，於是去其他地方尋找突

破口。

保安軍向西，溝梁山壑，地形複雜，不容易突破。保安軍向東，是延

州。延州地形相對開闊。范雍到任後，感到元昊有可能從這裏下手，向

朝廷打報告說：「延州地面開闊，防禦工事少。士兵寡弱，沒有有名的將

領，希望能給我們增派一些將士。」但這個報告送上去，就沒有下文了。

西夏為反宋蓄謀已久，派很多間諜到宋境內勘察軍情，對宋朝的軍事

部署掌握頗多。他很快就盯上了防線最為薄弱的延州。

延州的前沿要塞是金明寨，由都巡檢使李士彬率兵防守。李士彬本身

就是党項族酋長，率領金明等十八寨剽悍羌兵，戰鬥力特別強。最初，元

昊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打算收買李士彬。李士彬不為所動。接着又

用反間計，詭稱李士彬已經投降，但被延州識破他的詭計。最後，他想

出「詐降計」。先突襲金明寨，被打退後，四處散佈言論，稱讚李士彬英

勇無敵，如此一來，李士彬頗為自負。然後，不斷有西夏士兵「慕名」到

金明寨投誠。李士彬也不懷疑，只是請延州知州范雍將這些投降的士兵別

處安置，遠離前線。但范雍是個書呆子，軍事上基本一竅不通，一廂情願

「以夷制夷」，要求李士彬就地使用這些降兵。西夏前來投降的士兵越來

越多，金明寨安置了大量西夏士兵。而這些士兵，都是詐降，埋伏在金明

寨中，等待時機。

康定元年（1040）正月十八，在春節喜氣未退、天氣嚴寒正熾的時

候，元昊率兩路人馬向宋境撲來，一路佯攻保安軍，給宋軍製造假像，另

一路十萬大軍暗襲金明寨。金明寨埋伏的詐降士兵裏應外合，打開寨門，

西夏軍一擁而進。可憐李士彬尚在夢中，已經身首異處。

元昊輕取金明寨，延州失去了屏障，暴露於西夏軍鐵蹄之下。

三川口之戰

范雍見西夏軍兵臨城下，慌了手腳，他異想天開地打算派一名能言善

辯之士，到西夏兵營，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元昊退兵。一位老兵對他

說：「不需要這麼麻煩。我在延州很久了，這樣的陣勢經常見到，西夏軍

隊不善攻城，圍困幾天，他們就會自行離去。」聽到這話，范雍才稍微

放心，和城中諸將動員城中士兵百姓，合力守城。過後，有人問這位老

兵：「你說的是真的嗎？」老兵說：「我只是想安撫人心，堅定范知州的

鬥志。」

范雍此時還兼任鄜延路、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他一邊部署守城，一邊

命令駐守鄜延、環慶其他地方的將領前來增援。鄜延路副總管劉平是一員

老將，文武雙全，駐守慶州。他得到消息後，匆忙點三千騎兵趕往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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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遇到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鄜延路都監黃德和、鄜延路巡檢郭遵、

萬俟政，大家兵力會合一處，得騎兵步兵一萬餘眾。部下有人見兵少將

寡，跟敵人實力懸殊，建議先觀察，再想辦法救援。劉平說：「忠義之士

幫助別人，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何況是為國家！」於是日夜兼程向延州挺

進。而元昊早有防備，在延州西北的三川口埋伏截擊，單等宋軍入瓮。

鄜延路巡檢郭遵，建議先派偵探在前開路，以免中敵人埋伏，劉平不

聽。中午時分，大軍行進到三川口，西夏軍以逸待勞，在延河東岸已經

等候良久。宋軍前面瀕河，左右皆山，只有來時一條小路。但宋軍絲毫不

亂，列隊迎敵，雙方隔河對峙。

西夏軍涉水而過，首先發起進攻。劉平令郭遵、王信率領騎兵等敵軍

半渡而擊。郭遵手持鋼鞭，一馬當先，殺將過去。一名西夏勇將前來阻

擋，郭遵一鞭下去，將該名夏將敲個腦袋開花。郭遵所向披靡，殺敵數

百，宋軍皆奮力而戰，西夏軍死傷慘重，數千人溺水而亡。無奈西夏軍人

數是宋軍數倍，優勢太大。最後還是渡過了延河。

宋軍與西夏軍短兵相接，雙方展開混戰。劉平身先士卒，奮勇殺敵，

頭部、腿部都中箭受傷，但絲毫沒有怯陣，仍然堅持戰鬥。關鍵時刻，神

衛都頭盧政帶領二百名弓箭手，發射伏弩強弓，將敵人逼退回延河對岸。

這時天色已晚，宋軍也傷痕累累，消耗巨大。盧政建議說：「這裏環

山涉水，地勢險要，如果敵人從高處襲擊我們，怎麼抵禦？不如暫時撤

退，在山上安營紮寨，等明日再決鬥。」然而劉平不聽。

宋軍一些士兵以為可以鬆口氣了，拿着戰利品向劉平邀功請賞。劉平

怕大家鬆懈，忙說：「現在敵人還沒有撤退，一會兒還有大戰，各部先記

下功勞，戰後一定重賞。」

果然，夜幕降臨，忽然有更多西夏軍蜂擁而至。位於宋軍後陣的黃德

和膽怯怕戰，見勢不妙，掉轉馬頭便跑。眾兵士見將帥帶頭逃遁，跟着潰

退。劉平的兒子劉宜孫追上黃德和，苦苦哀求他勒兵回擊，合力禦敵，黃

德和不為所動。宋軍不戰自敗。

劉平無奈，急忙阻擋其他逃跑士兵，成功截住一千多人。他帶着這

一千多人，同西夏軍展開殊死搏鬥。郭遵抱着必死的決心，縱身敵陣，拿

着一根長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敵人抵擋不住，試圖用繩索絆住郭

遵的馬蹄，被郭遵一槍挑斷。最後，敵人用亂箭射中他的坐騎，馬撲倒在

地，郭遵被殺。正是因為有郭遵這樣的將士，逼使西夏軍再次回到延河

東岸。

劉平不願就這樣放棄對延州的救援，於是帶來殘餘士兵退到一座山頭

之上，砍木條為柵欄，修建了七道柵寨，做成防禦工事，算是安營紮寨，

牽制住敵人。元昊兩次派人前來勸降，被劉平義正詞嚴地拒絕。宋軍在山

上苦苦堅守，終因寡不敵眾，第二天清晨被西夏軍攻破。宋軍絕大部分戰

死，劉平與石元孫雙雙被俘。

雖然擊敗了宋軍主力，但西夏人深深地被劉平等英勇無畏的氣概所震

懾。他們沒有想到，平日看起來軟弱可欺的漢人，也有如此寧死不屈的血

性！加上天公不作美，竟下起了紛紛揚揚的大雪，道路泥濘不堪。西夏翻

山越嶺進入宋境作戰，後勤補給不給力，圍困延州數日後，只好退兵。

也是范雍老夫子運氣好，加上延州牆高城堅，才得以保全。

在延州激戰的同時，為減輕守衛壓力，宋朝急令駐防西夏周邊的宋軍

出兵牽制敵人。府州（今陝西府谷）知州折繼閔率軍出塞，從西北攻擊

敵人，取得勝利。并州宋將王仲寶，帶兵深入賀蘭山脈，擊敗西夏軍。這

些隊伍，長期在宋遼邊境險要環境中，作戰能力比較強。他們對西夏的勝

利，也是促使元昊撤軍的重要原因。

三川口之戰，是宋夏開戰以來，宋軍遭遇的一次重創。宋軍失敗，敗

在以寡敵眾，敗在輕敵冒進。劉平是員老將，他跟朝廷其他官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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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西夏蕞爾小邦，不堪一擊。不過，劉平援救延州心切，忠義可嘉。後

來雖處險境，不願獨善其身，同西夏軍死戰到底，確是抱着以身許國的決

心。三川口犧牲幾千士兵，但呼應了延州保衛戰，應該說，延州能够保

全，與三川口宋朝士兵流淌的鮮血是分不開的。這些勇士向死不懼、血戰

到底的氣概，令西夏人望而生畏，這也是他們不敢在延州糾纏太長時間的

原因。三川口的鮮血，還為折繼閔等其他軍隊戰勝西夏軍爭取了時間。他

們雖敗猶榮！將士們英勇不屈，喋血沙場，實乃帝國榮耀！

當然，宋軍中也有貪生怕死之人，比如黃德和不忠不義，等戰爭結束

後，反而向朝廷打報告，誣陷劉平、石元孫叛變投敵。仁宗大怒，派禁軍

包圍劉平在汴京的府第，拘捕劉平一家二百多口人。但好在仁宗並沒有喪

失理智，而是靜靜地等待更多從前線傳來的消息。宋將盧政、王信僥倖從

戰場逃脫，向朝廷如實禀報。仁宗難辨真偽，令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在河中

府（治所為今山西永濟）開庭審理此案，將龐籍調過來協助審理。文彥博

調查了很多邊民，終於使真相水落石出。仁宗為劉平平反，將黃德和腰

斬，正義得到伸張。

除了腰斬黃德和，范雍在延州保衛戰中應對失措，丟失金明寨，對三

川口戰敗也要負責，應當嚴懲。但他人品好，人緣好，只是能力差些，所

以得到從輕處理，被調到安州，遠離戰場。

范呂將相和

樞密院是最高軍事管理部門，對西北戰局應當負責。元昊剛反時，仁

宗問樞密使對策，知樞密院事王鬷、陳執中竟無言以對。三川口之戰後，

宰相張士遜進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三月，將二人同日罷

免，調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晏殊自明道二年（1033）被貶到亳州後，

又轉知陳州，五年後才得以回朝，先後任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又為三

司使。宋綬任樞密使不久，改任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然而不幸的是，

這位十五歲就進入秘閣讀書的天才少年，於當年十二月因病去世，享年

五十歲。

戰爭對宰輔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整個戰役中，宰輔無所作為。甚至在

戰役結束後，夏竦打報告要求增兵派糧，宰輔們也拿不出主意該不該應

允。究其原因，在於張士遜本人能力有限，做太平宰相倒也無妨，一到關

節眼上，就虛弱得拉不起套。更加糟糕的是，為補充西北兵力，詔令從皇

家車馬護衛隊御輦院中挑選四十歲以下兵士充禁軍，赴邊疆，總共挑選了

千餘人。這些士兵不願上前線打仗，他們的老婆孩子大鬧政事堂和樞密

院。彼時剛好張士遜騎馬上朝，聽到喧嘩，坐騎受到驚嚇，張士遜也跌落

在地，摔得不輕。借着這個機會，大臣紛紛要求更換宰相，張士遜也有自

知之明，上奏章請辭。仁宗順水推舟，批准張士遜退休。

空下的相位，誰能勝任？此時王曾已死，能擔此重任的，只有呂夷簡

一人！

無論是資歷還是能力，呂夷簡都是不二人選。五月，呂大相公再次走

馬上任。

呂夷簡已經是第三次拜相，因為其突出的協調能力，每逢帝國關鍵時

刻，就會起用他，從而成為政壇不倒翁。丁謂是他手下敗將，李迪沒有鬥

過他，王曾沒有鬥過他，張士遜沒有鬥過他，范仲淹也沒有鬥過他！

朝廷大換血，更緊要的是西北！西北需要強有力的精英人才去應對元

昊這隻凶狠的惡狼！然而，誰是帝國精英？

這時仁宗想起夏竦曾提出的十條建議，後悔沒有採納，於是發佈通

告，解除貶黜范仲淹時禁錮言論的命令，鼓勵大家廣開言路，積極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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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獻策。並升夏竦為陝西路經略安撫使，總理陝西軍政事務。

寶元二年（1039），四川受災，韓琦前去賑災，回來後議論西北戰

局，韓琦剖析邊備形勢，說得頭頭是道。仁宗正愁找不到了解邊備的大

臣，韓琦如雪中送炭，好了，就是他了。康定元年（1040）二月，任命

韓琦為陝西安撫使。安撫使為負責軍事的長官。

韓琦剛上任，馬上推薦時任越州知州的范仲淹接替范雍。他說：「宜

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推薦范仲淹是有涉嫌朋黨風險的。韓琦說：「如

果我們是朋黨，誤了國家的事，願意株連九族。」

到三月，仁宗終於下定決心，起用范仲淹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

還未上任，轉為陝西都轉運使，掌管陝西財政大權和軍隊糧草供應。

兩人剛剛出發，職務又變了，同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做夏竦的副

手。夏竦駐守永興軍，韓琦主持涇原路（治渭州，今甘肅平涼），范仲淹

主管鄜延路，後來兼知延州。

這一年，韓琦三十三歲，范仲淹五十二歲。

同時，任命龐籍為陝西都轉運使。

宋朝君主疑懼武將，所以西夏大兵壓境，任用的守邊大臣依然為文

臣。對於任用文臣這一點，君臣都無異議。韓琦談論文人帶兵，說：「文

武都是一個道理，昔日孔夫子也學習過用兵，對軍事有很深刻的理解，

所以才敢說『我戰則克』。」他又說：「作為文人不懂軍事，作為武將不

讀書，都是取敗之道。」宋明兩朝，基本上都是文人將兵，並且打了很多

勝仗。

任命范仲淹時，仁宗猶豫再三，因為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矛盾很深。

仁宗熟讀史書，將相和的道理當然知曉。仁宗皇帝先徵求呂夷簡意見，

呂夷簡非常贊同起用范仲淹，並且主張把他放到重要崗位上。呂夷簡說：

「范仲淹是賢能之人，不能僅僅恢復舊職。」

仁宗也積極做范仲淹的思想工作，對他說：「范愛卿，這次調整職

務，呂宰相沒少說你好話。他年長你十來歲，你應該主動冰釋前嫌。」范

仲淹說：「我跟呂宰相爭執的是國事，我們私人之間哪裏有什麼怨恨！」

臨行前，范仲淹給呂夷簡寫了封信，信中說：

過去郭子儀與李光弼有矛盾，二人互相不理睬。安祿山造反時，

二人執手含淚告別，勉勵忠義為國。平定安史之亂，主要是他們兩個

的功績。現在宰相您有郭子儀的心胸，范某卻無李光弼的才能，晝夜

不安，恐怕擔負不起朝廷的委託。

郭子儀和李光弼都是唐朝名將，携手同力平定了安史之亂。最初，兩

個人不和睦，坐在一張桌子上不說話。安史之亂起，郭子儀擔任朔方節度

使，當時李光弼為副使。李光弼怕郭子儀報復，請求說：「我死沒什麼，

請您放過我老婆孩子。」郭子儀走到堂下，握着李光弼的手說：「現在國

家混亂，皇帝受辱，需要你去平定，我怎麼敢懷有私憤呢！」兩人冰釋前

嫌，郭子儀推薦李光弼擔任河東節度使，兩人同心合力，最終破賊。

范仲淹舉這個例子，就是把呂夷簡比作郭子儀，把自己比作李光弼，

國難當頭，希望以大局為重，不要斤斤計較私人間的矛盾。

呂夷簡和范仲淹都表現出政治家的胸襟和風度，從這封信開始，二人

將相和，再沒有發生過齟齬。

范仲淹還舉薦和闢召了大批人才，這些人大多追隨他到了前線。其中

包括同年滕宗諒，任涇州（今甘肅涇川北）知州。好朋友尹洙，被任命陝

西經略安撫判官。另外還有試校書郎胡瑗等。范仲淹還向歐陽修發出邀請

函，請他擔任經略掌書記，掌管軍中文書。歐陽修覺得屈才，婉言謝絕。

韓琦和范仲淹都是不出世的政治家，夏竦雖有才能，但領導這二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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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吃力。因此，接下來西北的舞台，主要是由韓琦和范仲淹來表演。

「西北狼毒」种世衡

范仲淹到任後，針對沿邊軍隊編制和作戰方式不合理的現狀，進行大

規模的整頓和變革。宋軍有總管、鈴轄、都監等級別。其中總管額定帶兵

為一萬人，鈴轄五千人，都監三千人。作戰時，不管敵軍什麼情況，都是

由低級軍官率領弱旅率先出戰，高級將領率領精兵在後面壓陣。范仲淹對

此深惡痛絕。他說：「選派誰出戰，需要根據戰鬥的具體情況決定，怎麼

能這樣死板呢？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他對鄜延路各州

駐軍情況一一了解，檢閱軍隊，然後挑選出一萬八千名精銳，分成六隊，

派素質過硬的將領日夜訓練，根據敵人數量多少，作戰能力高下，讓他們

輪流出戰，鍛煉兵力。然後從這六隊中，每隊挑選出二十五名作戰能手，

一人對口幫扶十人，提高部隊訓練水平。

宋朝緊急調配邊防將領時，元昊一刻也沒有清閒，不斷騷擾邊境，佔

領了一些營寨。范仲淹積極訓練士兵，部隊作戰能力得到提高，陸續收復

被佔領的營寨，如金明寨、塞門寨等。鄜延沿邊防線得到加強。

鄜州（今陝西富平）判官种世衡字仲平，洛陽人，出身書香門第。种

世衡向范仲淹建議說，在延州東北二百里，有一座廢棄的城堡，為寬州遺

址。這個地方雖被遺棄，卻是戰略要衝，右可聲援延州，左可連接河東，

向北可圖取銀、夏州舊地，還可以貫通糧食補給線。現在西夏人還沒有意

識到它的重要地位，應趕快派兵扼守此地。

范仲淹攤開地圖，覺得种世衡眼光敏銳，同意了他的意見，任命他到

那個地方負責修築城堡。從此，他對种世衡這位年齡還長他五歲的下層軍

官另眼相看。

种世衡帶着小股部隊開始築城，西夏人發現了他的動向，開始發起爭

奪戰。种世衡一邊修城，一邊打仗，終於砌好了城池，蓋好了營房。這時

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面前：故寬州群山環抱，左澗右隘，地勢險要，秀延

河、無定河從城外流過，但山上沒有泉水，新修的城堡無水可飲！城內無

水。一旦打起仗來，敵人圍攻城池，城中部隊將乾渴而死！

解決缺水困難最直接的辦法是打井。問題是，种世衡派人向下打井，

打到一百五十尺，碰到了岩石，還是沒水！眾人議論紛紛，表示這城白修

了，無法防守，不如放棄。

种世衡不信這個邪。讓石工繼續向下挖。石工不幹了，說挖不動石

頭。种世衡命人抬來一箱銀子，說，挖出一籮筐碎石上來，賞一百錢，這

些銀子，就是賞銀。

重賞之下，不僅有勇夫，也有苦匠、巧匠。這些石工拿着鐵器，一點

一點鑿石，終於鑿破岩石層，挖出了井水。

修築城堡大功告成！為了紀念這可貴的水源，朝廷將這座新城命名為

清澗城，升任种世衡為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如今，清澗城舊地叫清

澗縣，屬陝西榆林，其政府所在地叫寬州鎮。著名作家路遙就出生在清

澗縣。

种世衡在清澗城，有仗打仗，無仗練兵。他訓練士兵有自己的方法，

比如練射箭，把亮閃閃的銅錢吊掛在箭靶上，射中了直接拿走。有犯罪

者，令其射箭，射中免罪，射不中就對不起了。有人請他辦事，他也以能

否射中而作定奪。

要治理清澗城，少不了用錢。錢從何來？光憑向朝廷要是不行的，朝

廷的錢數量有限，還有紀律約束，不能亂花。自己掙來的錢花起來才暢

快。怎樣掙？發展經濟！整個清澗城种世衡一個人說了算，他開墾荒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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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頃，屬於清澗城地方所有，不屬於國家，不用向朝廷納稅，也不屬於任

何私人，不需要向他們徵用。他把開墾的營田租出去，招募商人做買賣，

不但使清澗城衣食豐盛，而且官府也有大量的銀子可供支配。

可見，种世衡不僅是位出色的軍事家，還是精明的生意人和優秀的管

理人才。

种世衡在清澗城，很重要的職責是團結山下的羌族部落，把他們爭取

過來，成為自己的盟友。羌人生性剽悍，戰鬥力極強，但這些部落有時在

大宋和西夏之間搖擺不定。种世衡對他們施以恩惠，讓他們死心塌地地站

在大宋這一邊。他經常請羌人過來飲酒，或者到他們的寨子裏拜訪酋長。

喝到高興處，隨身佩戴有珠寶、首飾什麼的，隨手就送給客人。有位叫奴

訛的酋長，邀請种世衡第二天到帳中飲酒。不想夜裏下起大雪，山高崖

陡，雪深路滑，行走艱難。左右侍臣勸种世衡不要去了，种世衡說：「我

正要結信於羌人，不能失約。」奴訛見到种世衡到來，大為感動地說：「過

去從沒有官員願意到我們部落來，這是您對我們莫大的信任呀！」表示願

意聽命帳下。

對於小恩小惠不能降服的部落首領，种世衡也會費些心機，用一些奸

詐詭計。羌人酋長慕恩部落最為強大，一天晚上，他請慕恩歡飲，中途讓

侍女加酒，他找個藉口離開。其實他並未遠去，而是折身在窗口偷看。他

看見慕恩與侍女調情，故意不作聲、不制止。等到關鍵時刻，突然出現。

慕恩大窘，害怕种世衡治罪，連聲賠禮。种世衡問：「想得到她嗎？」很

大方地把侍女送給了慕恩。從此慕恩部落對种世衡拚死效力，立下很多

功勞。

從清澗城的選址、營建到經營，再到團結蕃部首領，种世衡都表現出

不同凡響的政治軍事才能。他像一朵荒野裏的狼毒花，在西北貧瘠的土

地上肆意生長，綻放出與眾不同的艶麗色彩。縱觀整個仁宗年間的宋夏戰

爭，种世衡是最有成就的將軍。

忠義春秋

范仲淹練兵強軍，修營築寨，西夏無機可乘。西夏軍一萬多人再次進

攻金明寨，延州都監周美帶領三千宋軍守衛，與敵人對峙一天。傍晚，周

美派人到後面的山坡上設疑兵，打着旗幟在山中穿行。西夏軍看見，以為

援軍，匆忙撤兵。西夏軍無法在鄜延路得到便宜，他們說：「小范（范仲

淹）胸有千萬兵，不像老范（范雍）那樣可欺。」西夏軍到鄜延路叩邊騷

擾大為減少。

范仲淹終於可以鬆口氣，以文人的眼光審視這邊陲之地。

范仲淹年輕時曾遊歷關中，但從未到過西北邊陲。這裏的風景與關

中、中原大不相同，站在高高的城牆上，遠望一片蕭瑟。黃土高坡四野八

荒，唯有枯草冢沙。一道道溝梁如劃在西北漢子身上的傷疤，一簇簇山峰

如唱徹黃沙的悲壯軍歌。秋風起處，寒風徹骨，范仲淹感慨萬千，寫下不

朽名篇《漁家傲．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

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

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徵夫淚。

范仲淹闢召很多朋友跟隨他來到西北邊陲，但在各自任上，有自己的

任務，他身邊都是武將，這樣的好詞沒有人能够欣賞。他想起汴京的詩酒

風月，想起兩浙江南的湖柳煙霞，想起那些爭吵過、歡笑過、溫暖過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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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越發感到寂寞惆悵。「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他獨自呢喃着。

忽然，侍衛來報：「經略判官尹洙求見。」

范仲淹大喜，好花待人賞，懂詞的人來了。

然而尹洙並不是來同他詩酒唱和的。他帶來一個人引薦給范仲淹。

只見這人身材挺拔，面容俊秀，舉止有度。這人就是狄青。

原來，有一次，狄青到陝西經略府匯報工作，認識了尹洙。尹洙深深

地為狄青的英雄事蹟和軍人氣概所折服，因此特意將他引薦給自己的好朋

友、上司范仲淹。

「在下一直以為狄漢臣（狄青字）是一員蠻將，深入了解才知道，即

使古今名將，也不過如此。」尹洙對范仲淹感嘆道。

范仲淹在越州時就留意邊關，怎會不知道狄青！只是後來公務繁忙，

狄青職位又低，還沒有來得及認識。他又深知尹洙是孤傲之人，能入尹洙

法眼的，一定不是尋常之輩。

范仲淹急忙帶着二人回到衙門，找個後院小廳，同二人歡言暢談，一

來同尹洙敍別後情誼，二來考察一下，狄青究竟有什麼非凡的才能。

通過交談，范仲淹對這位小自己將近二十歲的年輕人刮目相看。只見

他談吐不凡，見識卓絕，顯然熟讀兵書，對軍事戰略戰術有自己的理解。

古往今來，能打仗的武將不少，有見識的良將卻不多。而狄青，顯然是良

將之才！

范仲淹大為興奮，今日之戰場，正需要這樣既能指揮軍隊，又能上陣

殺敵的將領！大宋帝國，正需要懂戰事、會打仗，能够駕馭全域的軍事

人才。

范仲淹問狄青：「漢臣的志向是什麼？」

狄青答道：「願成為關雲長那樣威武神勇的大將。」

范仲淹順着這個話題說：「關雲長跟隨劉皇叔南征北戰，斬華雄，誅

顏良，殺文醜，守荊州，堪稱武聖。那麼漢臣認為，關雲長身上最可貴的

是什麼？」

「忠勇二字」，狄青答道。

「關雲長最愛讀什麼書，漢臣可知道？」范仲淹追問不捨。

狄青熟知關羽事蹟，但關注的都是行軍打仗，對這樣文縐縐的情節並

未留意，一時語塞。

范仲淹站起身，從一旁的書架上取出一本書，說：「裴松之言『羽好

《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關雲長無論戰事多麼繁忙，一卷《春秋》常

伴左右。因為兵書講的是打仗的道理，《春秋》講的是做人的道理。」頓

了頓，范仲淹放慢語氣，說：「打勝仗，更要做好人。」

狄青意識到，這句話，寄託着這位年過半百的士人領袖對自己的殷切

期望，連忙跪拜曰：「多謝相公教誨。」

范仲淹將手中的《春秋》遞給狄青，說：「老夫也在閒暇之時，常讀

《春秋》。這部書上，有老夫的批註。熟讀此書，可以斷大事。今天，就

送給你了！」

《春秋》是東周時期魯國的史書。東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逐漸坐

大，每個國家都要自己修史，但全部失傳，只留下魯國的歷史，稱為《春

秋》或《魯春秋》。孔子晚年對《魯春秋》進行修訂，後被奉為儒家經典，

稱為《春秋經》。由於《春秋》記述簡略，春秋末年史官左丘明為其作注

解，注解版本就是《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後人所說的《春秋》，

大多指《左傳》。

《春秋》為什麼被奉為儒家經典？關羽為什麼愛讀《春秋》，並被為

後人所敬仰？其一，《春秋》中對各個歷史事件是否合乎禮儀規範都有評

價，有些還借君子之口論述其是非。這些評價論述標準，為儒家所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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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成為儒家經典。其二，《春秋左氏傳》中有對戰爭的詳細描述，可

以看作一部軍事著作，非常適合武將閱讀。自漢代起，社會上開始尚文，

武將習文成風，以讀《春秋》為榮。

這也是范仲淹建議狄青讀《春秋》的原因。將自己批註的書籍贈送晚

輩，無疑有指導傳授的意思。狄青接過此書，可以算是范仲淹的學生了。

這無疑是一位低品級軍官的莫大榮耀。

自此，狄青牢記教誨，不但征伐在沙場，而且品讀於書齋，終於成為

經文緯武的一代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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