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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 与 同步
中山国经济发展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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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飞跃 与 同步 。所谓 飞跃 , 是指 从纵的角度 看, 中山国

经济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存在着一 个明显 的飞跃, 这个 变化是 在当时 社会政 治经济 的巨大 变革背景 下产
生的, 也是中山国历史演变的整体趋势在经济方面的一个 重要表现; 所谓 同步 , 是 指从横的 角度看, 中山国
经济与同时期各诸侯国相比, 在生产技术方面是同步的, 这是战国时期中山国与中原诸国交流频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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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是春秋末期白狄鲜虞族建立的国家, 其

达, 这通过墓葬中出土的 一些典型器物有 所体现。

历史曲折而绵长, 与整 个战国时代几 乎相始终, 是

战国早期的鲜虞墓葬中, 出土了一些具有浓厚游牧

千乘之国 中的佼佼者。文献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

民族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行唐县李家庄墓葬中出土

很少, 涉及其经济的更是凤毛麟角。20 世纪七八十

的提梁匏壶、
双环耳络绳纹壶[ 1] ; 唐县北城子墓出土

年代, 河北省文物部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 使得这个

瓦、
的络绳纹四兽耳剖
络绳纹扁方壶 [ 2] ; 平山县访驾庄

战国时期神秘国家的面纱逐渐被揭开。特别是平山

出土的提链壶, 盖正中及腹下部一侧各有半环状钮。

县三汲乡发现的中山灵寿大型城址、
豪华的王墓以

颈两侧有对称的半环状耳, 以链与盖钮相联。器身

及出土的数量庞大的精美艺术品, 这一切生动地记

腹部饰络绳纹[ 3] 。这些青铜器的造型便于携带, 络

载着中山国经济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 为研究中山

绳纹象征捆勒之意, 都与游牧民族经常流动的生活

国经济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但关于中山国经济

方式相关。到了战国中期, 在中原各国经济影响和

的研究到目前为止, 仍主要是就其经济的某个方面

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下, 中山国游牧经济逐渐走向

进行的, 或青铜器, 或陶器, 或钱币, 而对中山国总体

了消亡。 战国策

经济发展进行宏观审视者不多。宏观研究能为微观

相王的事情, 对于中山的称王, 齐国百般阻挠, 其理

研究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深度开掘必须和广度推进

由是 我万乘 之国也, 中 山千 乘之国 也, 何俟 名于

有机结合起来, 才 能使整体研究取 得较大的进展。

我? 在这里齐国认为中山不配和几个大国同享王号

因此, 本文尝试从中山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

的理由不是因为 其为戎狄, 而是因为其国 家较小。

的比较, 以期更为准确地对中山国经济发展的总体

显然, 如果此时的中山国在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上

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

和中原诸国有所差别, 即有戎狄之俗, 那必定是齐国

一、飞跃 : 纵向特点分析

中山策 中记载了战国中期五国

不同意其称王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由于此时的中
山国在生产方 式和风俗习惯上和他们 已无明显差

从纵向角度看, 中山国的农业、
手工业、
商业以

异, 所以齐国只好在国家强弱大小上做文章了。事

及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人口, 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

实上, 战国中期的中山国耕地面积扩大、
生产技术提

都存在着一个明显地 飞跃 。

高, 粮食品种齐全且产量丰富、
畜牧和 渔猎经济发

农业方面, 战国早期的中山国, 游牧经济比较发

达。农业已经成为其经济命脉和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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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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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证据证明战国早期中山国的游牧经济是其经济

防, 占用了不少常备军队, 能够集中起来投入进攻的

基础, 但战国早期到中期中山国经济生产方式的重

大约只有 5- 7 万人[ 4] ( P142) 。此一时期魏国与中山作

要变化确实十分明显。

战, 用兵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灭亡中山所用时间是 3

手工业方面, 这种 飞跃 在几个主要手工业部

年。战国中晚 期赵国 灭亡中山 之际, 赵国 用兵 20

门都有所反映。冶铁方面, 战国早期中山国的铁器

万, 历时 5 年。从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晚期, 同样是灭

以铁兵器的生产为主要内容, 因相关考古资料尚未

亡中山国的两次战争, 投入的兵力有了数倍的增长,

发现, 所以规模不知, 但从战国早期铁器生产普遍较

显而易见, 这百十年的时间里中山国兵力也有了很

少可推知, 中山国在这一时段的铁器生产规模不会

大的增强。兵力的增强虽有装备改进等因素, 但毋

很大; 而到了战国中期, 中山国铁器的生产规模已经

庸置疑军队数目的增多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军

相当可观。从出土铁器的数量看, 中山国的铁器在

队数目的增多是以总人口的增多为基础的, 因此可

灵寿城址内出土 291 件,

以反映出中山国这一时期人口规模的飞跃发展。

墓出土 163 件, 石家庄市

市庄村出土 47 件, 其他地点出土 21 件 , 总计出土

战国早 期到 战国 中期 中山国 经济 的这 种 飞

522 件。从中山国铁器出土种类看, 战国时 期中山

跃 , 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背景下产生

国铁器种类齐全, 已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

的。战国初期, 七雄并立的形势逐步确立。各国之

个领域。青铜制造业方面, 中山国战国早期的青铜

间的兼并战争, 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激烈程度上, 均超

器出土较少, 且很多制作粗糙, 精美者凤毛麟角; 战

过了春秋时期的霸权之争。战争的升级使得各国对

国中期灵寿城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青铜冶铸作坊,

富国强兵的诉求越来越迫切, 社会改革的步伐逐渐

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先进的铸造技

加快。从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 魏、
赵、
楚、
秦、
韩、
齐

术和装饰工艺都能够娴熟运用。玉石制造业方面,

纷纷出台一系列的变法政策。随着各国变法的成功

战国早期的中山国几乎没有真正的玉制品; 战国中

实施,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政治体制在各 国建立。

期中山国王及其家族墓出土玉石器达三千多件, 种

与此同时, 各国社会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惊人巨变, 呈

类齐全, 材质丰富, 在战国考古中十分引人瞩目。制

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陶业方面, 战国中期与早期相比, 一是陶窑的结构有

战国早 期到 战国 中期 中山国 经济 的这 种 飞

了很大不同, 由升焰窑发展为半倒焰窑, 窑室面积也

跃 , 还与中山国自身历史演变的整体趋势同步, 或

有所扩大, 使得陶器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 再就是

者说, 前者是后者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中

建筑用陶数量大增。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 中山

山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鲜虞所建, 从春秋末期公

国手工业各个部门不仅在生产上飞跃发展, 而且在

元前 507 年始见于史乘, 至战国时期公元前 296 年

管理水平上也逐步提升。其官府手工业在成公时期

灭于赵, 历时二百一十年。其春秋末年的事迹几无

还没有施行 物勒工名 制度, 到了王

可考, 战国时期中山国世系传承为文、
武、
桓、
成、 、

在位时期已

经形成了 监造者 ( 相邦) 、主造者 ( 啬夫) 和制造 者
( 工) 层层节制的管理系统, 而且各部门之间分工明
确, 制定了统一的生产规范, 保证器物质量。
商业方面, 这种飞跃式发展在货币流通方面表

虫、
妾子 次
胜七世。战国初年桓公在位之际,

为魏国所

灭。魏国统治中山二十余年, 桓公于公元前 381 年
左右复国, 并以灵寿城为都。成王在位至少二十七
年, 之后到王

时期中山国达到鼎盛。鼎盛时期的

现最为突出。战国早期中山国虽有尖首刀币流通,

中山国, 国富兵强, 公元前 323 年, 与韩、
赵、
魏、
燕几

但数量不多; 战国中期燕、
赵货币大量涌入, 中山国

大国共同称王, 公元前 314 年, 乘燕国子之之乱, 伐

自铸的 成白 刀币, 在灵寿城址内的几次出土都是

燕得地, 开疆拓土。妾子 次
虫 之后, 中山走向 衰落。综

动辄数百斤。不仅如此, 为方便交换, 中山国还仿铸

观中山国发展历 程, 以战 国早期到战国中 期的桓、

了燕、
赵的货币。可 见, 无论是货币的种类 还是数

成、 三世发展最为迅速, 经济的 飞跃 正是中山国

量, 战国中期比战国早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段历史的充分反映。

人口方面, 笔者曾就战国中期中山国的相关材
料, 对其人口规模进行了推测, 得出中山国人口大约
在一百万左右的结论

二、同步 : 横向特点分析

。战国早期中山国的人口规

从横向角度看, 中山国经济与同时期各诸侯国

模, 因材料缺乏无从考察。但战国早期到中期中山

相比, 在生产技术方面是同步发展、
毫不逊色的。这

国人口的显著增长则是毫无疑问的。战国时期人口

一 同 步 特点 在农 业 和各 手 工业 生 产部 门 均有

增长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军队数量和战争规模的

所表现。

扩大。在此仅以 魏灭中山 和 赵灭中山 两次战争

农业方面, 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
耕作技术的提

为例予以说明。战国初年, 魏国的疆域和人口有限,

高、
灌溉技术的改进, 这些战国时期农业领域的重大

拥有的兵力并不充足。因为领土分割零散, 四处设

变化, 在中山国农业生产中都有所反映。从已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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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可知, 在灵寿城址内出土的铁器中, 绝大部分

中山国出土铜器的工艺分析, 以及铸铜遗址中发现

是农具。仅灵寿城址和中山王墓出土的 454 件铁器

的大量陶范, 证明中山国的青铜器就是采用传统块

中, 钁、
铲、
锄、
镰、
锸等农具就有 100 件。石家庄市

范技术铸造而成的。中山国的青铜器镶嵌工艺中错

市庄村出土的大批生 产工具中, 铁 器占 67%

金银技术最具特色。

[ 5]

,这

墓出土了一批错金银铜器,

说明铁器已成为中山国主要的生产器具。从出土的

其数量之多、
工艺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

陶范看, 铁农具的种类也比较齐全, 可见中山国农业

其中错金银神兽、
虎噬鹿屏座、
错金银犀屏座、
错金

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铁制工具。铁农具的

银牛屏座等皆为上乘之作。鎏金制品在战国早期的

广泛应用, 使得战国中山国的农业生产逐渐形成一

中山境内已有发现。新乐县中同村 M1 出土了虎形

套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耕作技术。与牛耕配套使用

饰片正面鎏金, 同出的还有八枚鎏金的钮扣 [ 13] 。战

的铁犁铧在河北新乐何家庄遗址的出土 [ 6] , 说明战

国中期中山王

国中晚期的中山国应该也已经使用牛耕。中山国境

更是制 作精 美。至 于线 刻工 艺, 虽 然平 山穆 家庄

内水源丰富, 河网纵横, 便于发展水利事业。 战国

M 8101 出土的铜鉴是中山国战国早期线刻铜器的

策

典型代表, 但中山国铜器 刻铭无疑更具有 知名度。

赵策 载: 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 侵掠吾地, 系

累吾民, 引水围鄗 。 引水 与决水有别, 需引水渠
道等, 可见中山人对地上水已有控制和利用能力 [ 7] 。
而且据文献记载, 中山国境内的滹沱河和滱水, 确有
灌溉之利。
冶铁方面, 中山国不仅已经掌握战国时期先进
的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技术, 还掌握了冶炼时加
入骨质来降低熔点的技术。块炼渗碳钢是对铁器的
传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技术之一。用这种技术
制作兵器和工具, 才能具备既坚硬 又锋利的性能。
金相鉴定的早期铁器中, 兵器的制作工艺多为块炼

墓出土的鎏金匕形器和兽纹带钩,

著名的中山三器: 中山王

方壶铭文四百五十字; 中

虫 圆壶铭文一百八十二字;
山胤嗣妾子次

中山王

鼎铭

文四百六十九字,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铜器
铭文字数最多者。这些刻铭刀法娴熟, 字体秀丽, 深
浅匀称, 显示出中山国线刻技术的发达。
玉石制造业方面, 战国时期常见的阴刻、
浮雕、
镂雕技法, 在中山国都有精彩的发挥。中山国玉石
器阴刻技术的突出成就有二: 一是阴刻线条细如毫
发。中山王

墓( M1) 出土的蝉形玉饰 G SH : 116-

铁或块炼渗碳钢( 战国早期以前) [ 8] 。中山国 所攻

1、
2, 形态逼真, 颈背间有一菱形, 内填细密格纹, 其

无不陷, 所击无不碎[ 9] ( P2690) 的铁杖应该就是用块炼

细密程度需放大镜下才能看清[ 14] ( P236) 。中山王族三

渗碳钢技术生产的坚硬铁兵器。铸铁柔化技术克服

号墓( M 3) 出土的白玉 串饰, 标本 M 3: 273, 器形呈

了生铁铸件性脆、
易断裂的缺点, 使得铁器的广泛使
用成为可能。通过对石家庄出土战国铁斧的金相组
织考察可知, 这两件铁斧是经过韧化处理的韧性铸

扁圆形, 正面弧凸, 上雕刻极细的饕餮纹, 串饰长径
1. 35、
短径 1. 3、
厚 0. 6 厘米。在如此细小的玉器上
刻 纹 如 此 细 密, 显 示 了 中 山 匠 师 们 的 高 超 技

铁器( 可锻铸铁件) 。从金相组织来看, 是不彻底的

术[ 11] ( P219) 。二是阴线与浅浮雕 巧妙结合, 创造出层

珠光体基体的白心 可锻铸铁件[ 10] 。白心可锻 铸铁

次感较强的纹饰。中山王

件既克服了生铁过脆的特点, 又使器物有了较高的

形佩, 蚕纹为浮雕, 与之相连的丝束纹为阴刻, 两者

耐磨性。对于主要用于冲凿的铁斧来说, 采用此种

结合将正在吐丝之蚕描绘 得十分形象。龙凤形佩

处理方法是很合适的。这说明中山国的冶铁业在进

G SH : 66 也是浮雕和阴线 刻相配合。浮雕层次分

行铁工具的制造时, 根据其用途的不同, 已采用了不

明, 阴线刻纹极为精细, 显得十分协调。中山国玉石

同的制作技术。另外, 在灵寿城址六号遗址二号铸

器上镂雕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中山国镂雕技

铁炉作业坑边上, 堆放着不少废骨料和部分制作中

术的代表作有镂雕双兽双蛇灰玉饰板、
镂雕四凤黄

废弃的骨器半成品, 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有两种可能,

玉佩、
虺纹黄玉佩、
镂雕螭纹饰片、
镂雕螭纹玉璧。

或为铸铁增加含磷量, 或用作燃料

。笔者以为

镂雕造型多为瑞禽神兽, 且大多对称布局, 其形态虽

此两种可能都值得推敲。含磷量高会使铁发脆, 容

仍带有几分神秘感, 但由于多为摄取自然界多种禽

易断裂, 而用作燃料似乎显得杯水车薪。清人卢若

兽的部分特点加以综合形成, 注重写实, 具有一定的

腾 岛居随录 ( 卷下) 制伏 条中说: 铸铁不销, 以

生气和活力[ 15] 。中山王

[ 11] ( P37)

墓( M 1) 出土的

式虎

墓( M1) 出土的龙耳谷纹

。可见冶炼时加入羊

黄玉系璧, 长圆形璧两侧各镂雕一蟠龙耳, 增加了器

头骨灰是为了让不易熔化的铁矿石 消融 。灵寿城

物的装饰韵味。透雕螭纹玉璧更具特色, 此璧的肉

铸铁炉边骨料的发现, 证明中山国的匠人已经在实

质处镂雕两个大小不等的卧蚕纹瑗相套, 两瑗间有

践中掌握了冶炼时加入骨质来降低熔点的技术。

镂雕的若干条龙连接为一体。其中外瑗之外又镂雕

羊头骨灰致之, 即消融

[ 12] ( P87)

青铜制造业方面, 传统块范铸造技术, 流行的镶

一或两组一首双身龙或蛇 [ 16] 。镂雕技 艺使得整个

嵌、
线刻、
鎏金等工艺, 在中山国都有运用。根据对

器物画面变化多端, 富有情趣。陪葬墓出土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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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 通器为镂雕的三条龙围绕在一环之上, 同时由

些龙虎佩中的装饰云纹, 与河南琉璃阁第四期魏国

于巧妙的琢玉工艺及阴阳线的灵活运用, 从而使扁

墓出土物近似; 有些云纹, 还与山西长治分水岭和侯

平的器面, 具有一定的浮雕效果[ 17] 。

马战国墓以及湖南长沙战国时期楚墓遗物相似 [ 18] 。

中山国经济发展与时代的 同步 , 是与战国诸
国交流频繁的结果。从地理位置上看, 中山地处中

这些文化上的一致性既是中山国与各国交流频繁的
结果, 又是中山国与各国交流频繁的佐证。

原文化带的北部, 与春秋时的晋国, 战国时的魏、
韩、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 中山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

赵、
燕等国相互毗邻, 处于同一个地理单元内。从政

特点可以概括为: 飞跃 与 同步 。从纵的角度看,

治文化上看, 中山国春秋时期与晋国或战或和, 来往

中山国经济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存在着一个明显

密切; 战国初年又曾为魏国统治二十余年, 复国之后

的 飞跃 , 这个变化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

于燕、
赵、
齐等邻国夹缝之间倔强图存。在频繁的政

变革背景下产生的, 也是中山国历史演变的整体趋

治、
经济往来中, 中山文化逐步与中原文化相融合。

势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从横的角度看, 中

在中山国手工业产品中, 燕、
齐、
魏、
楚等国文化因素

山国经济与同时期各诸侯国相比, 在生产技术方面

都有所体现。如平山灵寿城遗址出土的双兽纹瓦当

是 同步 的, 这是战国时期中山国与中原诸国交流

与燕下都遗址出土的双兽纹瓦当相近, 藁城战国遗

频繁的结果。

址出土的瓦当更多地受到齐瓦当的影响。玉器中一
注

释:
参见拙作 战国中山国农业探索 , 农业考古 2010 年第 1 期。

参见拙作 战国中山 人口探 索 , 河北师 范大学 学报 ( 哲学 社

考古材料中未标明数量的均按 1 件计。

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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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Zhongshan kingdom
CAO Ying chun
( Depart ment of Law and Polit ics, H engs hui College, Hengshu i, H eb ei 053000, Ch ina)

Abstract: T he economic dev elo pment o f t he Z ho ng shan kingdo m show s t w o feat ures, great develop
m ent and simult aneity . Diachronically, Zhongshan king dom has a rapid development f rom t he early t o the
mid or later period of t he Warring St ates Period. By sim ult aneit y the co unt ries are of t he same t echno logy
as a result of t he ext ensive exchanges.
Key words: Warring Stat es per io d; Zhongshan king dom; economy ; rapid development ; comm on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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