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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武门之变真相初探
李英祥
摘

要

尹春明

玄武门事变 前夕 ,太子建 成努力维护与世民 的关系 ,但 也试图削弱世民势力 ,以图稳

定地位。 李渊为避免二子争斗 也采取了措施。 二人的努力均未能阻止世民发动久有蓄谋的玄武门
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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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国初 期 ,统 治阶级 内部争 权夺利 的斗争

李世 民在平灭薛 举集团 后又被 封为太 尉 ,持 节陕东

随统 一战争的结 束而愈 演愈烈 ,终于 爆发了 一场生

道大 行台 ,拥有军 政大权 ,势力 庞大 ,开始为 夺取皇

死之战 ,即玄武门之变。由于这次政变是以李世民的

位做准备 ,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罗人才。

胜利而告结束 ,贞观年间以房玄龄为首的封建 史臣 ,

当 时 ,唐 王朝初 建 ,人 才缺乏 ,秦王 府好多 文武

从为 尊者讳的角 度出发 ,对唐 国史做 了有利 于李世

官员 调到别处 为官 ,这使 李世民感 到很不 安 ,史 载:

民的修改 ,使事变的真相被掩盖 ,留下 颂扬李世民而

“时府 中多英 俊 ,被 外迁者 众 ,太宗患 之。” ① 其 不安

贬低李建成的记载。

的 原因 有两 点: 一是 优秀 人才 被调 ,不 利于 统 兵作

唐国 史对政 变真相 做了三 大方面的 修改: 一是

战 ;二是势力被削弱 ,不利于将来 谋夺皇位。 其谋士

夸大 李世民在唐 朝建立 及统一 中的功绩 ,贬 低李渊

房玄 龄的话证 明第一 点不是主 要的 ,他说: “府僚去

及李建成的作用 ,以此说明唐朝是李世民缔造 的 ;二

者虽多 ,盖不足惜。”② 接 着明确地说 ,如果李世民只

是李 世民功高 被忌 ,受到迫 害 ,被迫起而 自卫 ; 三是

想当一个藩王 ,包括有王佐之才的杜如晦 ,都没有什

李建成无才无德 ,理应被李世民取代 ,也符合李渊的

么大的用处 ,但是 ,要想夺取皇位 ,统领天下 ,缺乏杜

本意。通过这三方面的修改 ,李世民取得皇位继承权

如晦这样的人才是不行的。正如史书所载“杜如晦聪

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明识达 ,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 ,无所用之 ;必欲

关于李建成的才能和作用 ,本人在《河北师大学

经营四方 ,非此人莫可。”③ 房玄龄一席话 ,正中李世

报 》 1997年第 三期已 详加 论述 ,本文 仅就 玄武 门之

民下怀 ,他大吃一惊: “尔 不言 ,几失 此人矣。” ④ 急忙

变的事实谈几点看法 ,以求教于方家。

将已被任命为陕州府长史的杜如 晦调回秦王府。 而

一、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有预谋的夺权行为

正是房、杜二人 ,成为玄武门之变中 李世民夺取皇位

在唐 朝建立 和统一 战争中 ,李世 民作为 领兵主

继承权的股肱之臣。

帅之一 ,不仅拥有众多的谋臣猛将 ,而 且树立了以洛

李世 民不仅 自己招 揽人才 ,而且 放手让 房玄龄

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随着 其权势的增长 ,夺取皇位

为其招收谋臣猛将 ,准备夺取皇位继承权的 力量 ,史

继承权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其有预谋的夺权 行为 ,

载“赋寇每平 ,众人竞求珍玩 ,玄龄独先收人 物 ,致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幕 府。 及 有谋 臣猛 将 ,皆与 之 潜相 申结 ,各 尽 其死

第一 ,网罗人才 ,图谋皇位。

力。”⑤

李世 民谋夺 皇位继 承权的 图谋 ,大致萌 发于平

除了 自己招 揽人才 外 ,李 世民还 展开同 李建成

薛举前后 ,那时 ,唐朝已建立 ,李建成被立为太 子 ,李

争夺人才的斗争。 武德四年 ,开办文学馆 ,招收四方

世民 被封为秦 王、尚 书令 ,随着 唐政权的 初步稳 固 ,

之士 ,名义上是同文人讨论儒学经义 ,实际上以此做

⒇ 收稿日期: 1998- 0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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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 ,储备人才 ,积蓄力量。洛阳平定时 ,名士杜淹欲

第五 ,精心谋划 ,突然袭击。

投靠 李建成 ,李世民 得知 ,急忙 将他招进 文学馆 ,后

对于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首

来 ,杜淹积极参与李世民的夺权之争。李世民还收买

先 派长 孙无 忌将 已被 驱逐 出秦 王府 的 房、杜召 回 ,

李 建成的近臣 王 日至 ,又 买通掌 管玄武 门的将 领常何

0 谋 划政变的详细计
“令衣道士服 ,潜引 入阁计事” ,2

及敬君弘、吕世衡等。

划 ,制订了突然袭击的方针。 李世民知道 ,直接向李

就这 样通过 细致的 网罗人 才的活动 ,李 世民准
备了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力量。
第二 ,加强地方经营 ,树立以洛阳 为中心的地方
势力。
武德 四年洛 阳平定 ,李世 民认识 到洛阳 地处中
原 ,有利于联络山东、河北、河南势力 ,加紧在洛阳的

建成的东宫进攻 ,成功的希望不大 ,而利用上朝的时
机 ,采取突 然袭击 的方法 ,可一 举成功 ,况且 把守玄
武门的是已被他买通的常何等人 。 精良的武装是李
世民准备活动的另一方面 ,政变前 ,尉迟敬德精心挑
选了 八百人的 武装力 量 ,他 说: “勇士 八百人 悉入宫
1
控弘披甲矣。”2

经 营 ,派温大 雅“镇 洛阳以 俟变” ,⑥ 不仅如 此 ,还派

武德九年 ,六月四日 ,李世民利 用常何值宿玄武

张亮 到洛阳暗 中活动 ,史载 “太 宗以洛州 形胜之 地 ,

门的有利时机 ,率领长孙无忌等九人预先埋 伏在此 ,

一朝有变 ,将出保之。 遣亮之洛阳 ,统 左右王保等千

由于 李建成毫无 防备 ,等到临 湖殿发 觉有埋 伏时已

余人 ,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 。”⑦ 李元吉曾对李 渊说 ,

措手 不及 ,李世民 趋马上 前 ,一 箭射死 李建成 ,取得

李 世 民 “初 平 东 都 之 日 , … … 分 散 钱 帛 ,以 树 私

政变成功 ,不久李渊退位 ,这样 ,李世民取得皇位。

惠” ,⑧ 此言并非诬 陷之词。这样 ,以洛阳为中心的地
方势力形成了。
第三 ,争取王宫大臣的支持。

综上 所述 ,玄武门 之变决 非李世 民不得 已的行
为 ,而是有预谋的政变夺权 ,是精心策划的 结果。
二、李建成试图削夺李世民势力 ,稳固 地位

李世民争取到大臣陈叔达 ,萧 王禹等人的支 持 ,武

唐朝初建 ,李建成的太子地位确立 ,李渊为培养

德九年 ,李渊对李世民不满 ,将要加 以贬责 ,“叔达固

其 治国 才能 ,曾下令 “非军 国大务 ,悉 委决之 ”。2 一

谏 乃止”。⑨ 世民同 时派妃 子长孙氏 在宫中 活动 ,贿

直到 武德五年平 刘黑闼 时 ,建 成主要 是帮助 李渊处

赂嫔妃 ,求得后宫势力的支持 ,长孙 氏“孝事高 祖 ,恭

理政 务 ,制 订大政 方针 ,很少带 兵出战 ,因而 很少机

0 李 建成曾说: “秦王
顺妃嫔 ,尽力弥缝 ,以求内助”。1

会发 展势力。 虽 然李世 民势力 很大 ,但由于 忙于战

遍 见诸 妃 ,彼 金宝 多 ,有以 赂 遗之 也。”1 此 并非 妄

争 ,加之以隐密的方式招揽人才 ,李 建成还没有意识

言。玄武门之变时 ,长孙氏曾亲自上阵 ,史载“及帝授

到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 ,双方的矛盾 ,还处于未公

2
甲宫中 ,后亲慰勉”。1

开的状态。李建成同 李世民的矛盾激化 ,大致是从武

第四 ,接受文武臣僚建议 ,加紧政变准备。

德五年开始的。当他 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 ,

李世 民的文 武臣僚 是深知 其心意的 ,他 们的言

他也 采取了较 为积极 的措施 ,即: 加强 自己势力 ,逐

行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文臣的谋略更深远一

步削夺李世民的权势 ,稳固自己的地位。 其表现有:

些 ,房玄龄 曾与长孙 无忌私 下计议 ,主张 “莫 若遵周

第一 ,接受谋臣建议 ,发展自己的势力 。

3 明确 了要 夺取的 不仅
公 之事 ; … … 申孝 养之礼” ,1

武德五年 ,全国统一战争即将结束 ,李世民庞大

是太子之位 ,而且是李渊的皇位。 对此 ,长孙无忌深

的势力 ,已威胁到李建成的地位 ,引 起了其东宫府谋

表 赞 同 ,“久 怀 此 谋 ,未 敢披 露 , 公今 所 说 ,深 会 宿

士的注意。正好刘黑闼再 次起兵 ,声势颇振。魏征等

4 当长 孙无忌 亲自向 李世民陈 述政变 主张 后 ,
心”。1

人认 识到这是发 展势力 ,与李 世民抗 衡的一 个有利

李世民又召来房玄龄谋议 ,房玄龄乘机提出“大王功

时 机 ,他 和王 王圭 建议 李建 成带 兵出 征 ,乘机 发 展势

5 随后房、杜又 “共 劝世民 诛建
盖 天地 ,当承 大业”。1

力 ,扩大 影响 ,他们 说: “秦王勋 业克隆 ,… … 殿下何

6 文臣 如此 ,武将更 加积 极 ,尉迟敬 德主
成、元吉 ”。1

3 “愿请讨 之 ,且以立功 ,深自封植 ,因结山
以自安? ”2

7 甚 至激励李 世民“若不 见听 ,无忌
张 “大义灭 亲” ,1

4 李 建成接 受其计 ,以征 讨和 安抚的 方法
东英 俊。” 2

8 由于 文臣武 将的
等 将窜身 草泽 ,不得居 王左右”。1

讨平刘黑闼 ,平定河北一带 ,尤其是 其安抚的方法深

激情已调动起来 ,李世民认为时机趋于成熟 ,赞同他

得人心 ,使其威望大增 ,势力得到发展。

们 的 主 张 ,加紧 政 变 的 准备 活 动 ,史 载 “太 宗然 其
9
计”。1

李建 成还利 用在宫 廷的有 利地位 ,争取 后宫嫔
2 同时 又得到李渊重臣
妃的支持 ,齐称“东 宫慈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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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寂、封伦等的拥护。 武德七年 ,又建 立了自己的宫

唐玄武门之变真相初探

65

动了政变 ,李建成以失败告终。

中力 量— — 长林 兵 ,使 其势力 基本上 可以与 李世民

三、李渊维护李建成地位 ,避免骨肉相 残

相抗衡。

李渊 本来是 老谋深 算之人 ,随唐 朝的统 一和稳

第二 ,以较为克制的态度对待兄弟之争。

固 ,其进取心消退 ,面对其二子争夺 皇位继承权的行

虽然 ,封建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势不惜相互 仇杀 ,

为 ,他处于 矛盾之 中 ,他 的本意 是避免 骨肉相残 ,使

但李建成在对待李世民的夺权问题上 采取了较为克

其子各安其位 ,在处理其关系时 ,既 想维护李建成的

制 的态度 ,尽量 避免骨 肉相残。 据 记载 ,武德七 年 ,

太子地位 ,但由于李世民功高势大 ,又不忍对李世民

6 “元吉伏护军
“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 世民” , 2

有大的损害 ,结果并没有平息纷争 ,反而使矛盾更加

宇文 宝於 寝内 , 欲刺 世民; 建成 性颇仁 厚 , 遽止

激化。

7 假如李 元吉行 刺李世 民成功 ,不 仅有利 于李
之。”2

唐朝 初期 ,李渊有 意识地 培养李 建成的 治国才

建成 地位稳固 ,而且 不用担 负罪责 ,也不 会被追 究。

2 一般
能 ,派 大臣李 纲、郑 善国辅 佐他“与参 谋议” ,3

但他 没有这样做 ,说明 他是不 同意采 取这种 方式来

的领兵作战是不派他出兵的。 这就 给年轻有为的李

解决双方矛盾的。 对此 ,魏征的言行可相佐证。

世民发展势力的机会 ,随着李世民功绩的增 大 ,李渊

魏征做为李建成的主要谋士 ,为其出谋划 策 ,深

对其 赏赐有加 ,从 武德元 年任陕东 道行台、尚书 令、

受器重 ,曾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 ,史载: “征见太宗

武德二年为大将军 ,总管九州军事 ,到武德四年任其

8 虽然 李建成 为稳
勋业 日隆 ,每劝建 成早为 之所。”2

为天 策上将 ,位在 诸王之 上 ,武 德八年 为中书令 ,使

固地 位积极进行 准备 ,但没有 接受谋 害李世 民的建

李世 民不仅拥 有军权 ,而 且拥有行 政权 ,位居宰 辅。

议 ,对此 ,魏征感叹不已。事后 ,李世民问魏征: “汝离

其权势之大 ,是无人可与比拟的。但这不仅没有满足

间我兄弟 ,何也?”魏征说: “皇太子若从征言 ,必无今

李世 民的权力欲 望 ,反 而进一 步助长 了其夺 权的野

9 对魏征 此言 ,李世民是赞同的。
日之祸。”2

心。

李建 成这样 做的原 因有两 点: 一 是性格 使其遵

由于天下未定 ,李渊需要依靠李世民去 征战 ,不

从封建纲常礼教 ,这同李渊避免骨肉相残是一 致的 ,

可能削夺其权势 ,因而每当发生兄弟之争 ,诉到李渊

从而 得到李渊的 同情和 支持 ; 二是唐 王朝还 需要李

那里 ,李渊 不是对 双方劝 解一番 ,或者 加以斥责 ,就

世 民的 势力 ,应 采取 较为 稳妥 的策 略 ,避免 激 化矛

是把罪责归于其僚属 ,结果造成矛盾更深。随着李世

盾。

民权势的增大 ,其专擅行为引起李渊的不满 ,李渊曾
第三 ,采取逐步削夺李世民权势的策略。

对裴寂等近臣说: “此儿典兵久 ,在外专制 ,为读书汉

李建 成深知 ,李世 民夺权 依靠的 是其军 权和庞

所 教 ,非复我 昔日子 也。”3 这里 的“读书汉 ”指 的是

大的势力。 他曾 说: “秦 王外托 御寇 之名 ,内欲 总兵

房、杜等谋臣。针对李世民典兵久 ,在外专制的行为 ,

0 因此为了稳固自己的 权位 ,
权 ,成其篡夺之谋耳。”3

李渊有意识地限制并加以约束。武德五年 ,派李建成

必须逐步削夺其兵权和势力。首先是削弱其势力 ,为

带兵讨刘黑闼 ,封其为“陕东道大行 台及山东道行军

此 ,李建成请求李渊将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房玄 龄、杜

元 帅 ,河 南 ,河 北 诸 州 并受 建 成 处 分 ,得 以便 宜 从

如晦驱逐出秦王府 ,不许私自谒见 ,接 着又将武将程

4 ,给李 建成很 大的权 利 ,取 消李世 民统管 陕东
事” 3

知节调为康州刺史。还曾企 图收买尉迟敬德 ,只是没

道行台的权利。 接着又驱逐房、杜等读书汉 ,又调离

有成功。其次是削夺李世民兵权。 武德九年 ,李建成

程知节等武将。 武德九年 ,准备贬责李世民 ,由于陈

利用突厥寇边的时机 ,请求李渊派李元吉为帅 ,征调

叔达等人谏阻 ,没有实行。虽然李渊对李世民加以抑

秦王府精兵骁将。这样 ,既名正言顺地夺取李世民的

制和削约 ,但并未损害其根本。李世民庞大的军权和

兵权 ,又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如果不是李世民抢先

势力 仍然对李建 成的地 位构成 威胁 ,并且发 展到程

动手发动玄武门之变 ,李建成的目的就达到了。

知节 竟敢违抗 诏令 ,不到 康州任职 ,房、杜也 竟然违

对于李建成的上述行为 ,李渊是赞同和支 持的 ,
1
史载“高祖知其谋而不制”。3

诏私谒李世民。
为了 进一步 削夺李 世民的 军权和 势力 ,武德九

总之 ,面对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行为 ,李建

年 ,李渊接 受李建 成的建 议 ,派 李元吉 为帅 ,取代李

成不愿坐失其位 ,于是采取稳固其位 ,逐步削夺李世

世民 ,征调秦王府骁将秦叔宝等武将 ,又挑选秦王府

民权 势的策略并 得到李 渊的支 持 ,但 李世民 抢先发

5 (下转第 102页 )
精兵骁勇 ,“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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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精 神 ,充满 异域情调 的风俗 画卷与 雄奇壮 伟的审

的政治问题。因此 ,诗人们总是带着深沉的历史意识

美境 界等方面 (其中 雄奇壮伟 的审美 境界上 文已有

和忧患精神思考边塞问题 ,把这种以鲜血、生命和巨

所述及 )。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精神是边塞诗抒情

大牺牲为代价的边塞防卫之事看 作人类所面临的生

重心 之一 ,它是传统 道德所 提倡的“杀身 成仁 ,舍生

存缺憾。 这种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自 觉意识与咏叹就

取 义”的 献身精神和 “士可 杀而不 可辱”的人 格尊严

是一种深沉哀惋的悲剧精神。 它是 边塞诗创作思想

与现 实政治相结 合的产 物 ,是 个体之 人在社 会群体

深度的体现 ,是诗人理性思索边塞征戍问题 的产物。

和政 治集团中自 我定位 的产物 ,是人 的角色 意识自

至于 充满异域情 调的风 俗画卷 ,是说 边塞诗 是特定

觉的标志。这方面学界论述已多 ,此不赘言。故土难

地域文化的产物。 它集中描绘了周 边少数民族地区

离的 乡恋情结与 传统文 化有着 密切的联 系 ,它是传

的风 土人情、风俗习 尚 ,是 边塞地 区的风 俗画卷 (这

统儒家思想教化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背景共同作用

也 是其地域性 的表现 ) ,是 对文学 主体反 映内地 (包

的结果。本人另有专文研讨。中国的自然地理形势决

括中原和南方 )生活的一大补充。这些文化内涵是边

定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总是要防范周 边游牧民族的

塞诗 思想深度与 情感力 度的集 中体现 ,有待 我们进

侵扰 ,守土卫 边成了历 代王朝 无法回 避而必 须正视

一步地深入研究与探讨。

注释:
①姚铉《唐文粹》一书将唐代诗文分为功成作乐、古乐、

此深入人心 ,成为古典诗歌研究领域常用的概念。

感慨、兴亡、 幽怨、贞节、愁恨、艰 危、边塞九大类 ,为 首次以

②③《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 P356、 P255。

边塞名诗体的尝试。 其后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严羽《沧

④如元代耶律楚材的《过 阴山和人 韵》 ,清代吴 兆骞的

浪 诗话 · 诗评》、元 人辛文房 《唐才子传 》、清人施 补华《山见

《混同江》、《长白山》 ,洪亮吉的《天山歌》 ,赵翼的《高黎贡山

亻庸 说诗》等皆以“边 塞” 一词论诗 , 尤其本世纪苏 雪林《唐诗

歌》等等。

概论》更开启了现代边塞诗研究的新纪元。“边塞诗”一词从

作者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050091
〔责任编辑 傅丽英〕
由于 这种解 决问题 的方法 触犯了

维护的皇位继承的嫡长制的挑战 。 它的积极意义不

李世民的根本利益 ,导致李世民先发制人 ,发动玄武

在于 政变这种形 式 ,而 在于李 世民认 识到皇 位来之

门事 变。 这样 ,李渊削 夺李世 民权势 的企图 没有实

不易 ,因而更加珍视这一成果 ,学习 并借鉴李建成的

现 ,只好承认既定事实 ,不久退位做了太上皇。

有益之处 ,比如征讨刘黑闼中的安抚政策 ,忍让克制

(上接第 65页 )

总之 ,玄武 门之变 是封建 统治阶 级内部 针对皇
位继承权而展开的争夺权势的斗 争。 它是对李渊所

等 ,从而调整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与统治政 策 ,有利
于唐初繁荣局面的形成。

注释:
①②③④选自《旧唐书· 杜如晦传》卷六十六。

2 选自《新唐书· 后妃传》卷七十六。
1

⑤1
31
42
0 选自《旧唐书· 房玄龄传》卷六十六。

51
1
62
62
73
0 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⑥选自《旧唐书· 温大雅传》卷六十一。
⑦选自《旧唐书· 张亮传》卷六十九。

71
1
81
92
32
42
53
2 3 选自《旧唐书· 隐太子建成传》卷六
十四。

⑧3
13
5 选自《旧唐书· 巢王元吉传》卷六十四。

1 《新唐书· 尉迟敬德传》卷八十九。
2

⑨选自《旧唐书· 陈叔达传》卷六十一。

82
2
9 选自《旧唐书· 魏征传》卷七十一。

0 选自《旧唐书· 后妃传》卷五十一。
1

4 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九○。
3

1 2 选自《新唐书· 隐太子建成传》。

作者单位: 河北秦皇岛市职教中心

066000 秦皇岛市财经学校 066000
〔责任编辑 赵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