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 na l o f Hebei No rma l U niv er sity( Social Science)

1999年 1月
第 22卷 第 1期

Ja n. 1999
V ol. 22 N o. 1

秦始皇的重大政治决策与史学
范红军
摘

要

安昌龄

秦始皇生当中国 封建社会由大分裂 走向大统一的历史 时期 ,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以为

政治决策服务 ,已经成为政治家们普遍 的实践活动。 回顾秦始 皇在统一中国和鼎 新立制中若干重
大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 ,可以看到史学 对政治的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 它体现了秦 始皇对历史鉴戒
功用的自觉认识 ,更加直接地反映出史学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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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作为 秦皇朝 的创立 者 ,中 国古代 杰出的

有 关秦 代历 史的 记载 ,主 要以 《史 记》之 《秦本

政治家 ,其政治实践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纪 》、《秦始皇本 纪》及 有关传、书为主。 70年代中期

史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秦始皇关系

以来 ,随着云梦秦简的发掘问世 ,出 土文物资料成为

密切。 一 方面 ,秦始皇 的政治 活动予 史学以 深刻影

研究秦代史的重要依据。尽管如此 ,由于可依据的资

响 ; 另一方面 ,史学对秦始皇的政治决 策起着不可忽

料太少 ,秦代史研究还很滞后。 时至今日 ,秦代史仍

视的反作用。前者 如“焚书坑儒”对秦代史学的摧残 ,

未摆 脱秦汉史而 成为一 个独立 的历史 学单元 ,便是

史学界早已盖棺论定 ,但亦有可商榷之处 ;后者如史

明证 。 与此相反 差 ,后 世对秦 代史评 价的分 歧却很

学对 秦始皇统一 中国和 鼎新立 制的积极 作用 ,尚未

大。西汉初年 ,“罪秦”、“仇秦”的社会思潮风行一时 ,

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诚如当代史学家 白寿彝先生所

学者们对亡秦采取“举而笑之 ,不敢道” ③ 的态度。贾

言: “一 般对于秦 始皇跟 史学的 关系 ,没有足 够的注

谊的《过秦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作。 这篇著名的政

意 ,未免是一种疏忽”。① 笔者拟对此抒一孔之 见 ,以

论从总结秦亡教训出发 ,突出秦朝的暴政 ,以论证汉

为引玉之砖。

代秦 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 ,带有 强烈的 功利主 义片面

一、时代与史学

性。董仲舒 的三统说 ,没有以十月 (建亥 )为岁首的一
统 ,从而把秦代排除在正统之外 ,对 后世的正宗史学

“考察一个时期的史学 ,必首先考 察这一时期的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歆的《世经》 ,正式把秦当作闰

历史 ;认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发展 ,才有可能认识

统。 东汉班固一再申言“汉绍尧运” ,不承认 秦、项的

这一 时期的史学 同历史 的联系 ,进而 认识这 一时期

存在。这种唯心史观 ,严重影响了后世对秦史的认识

的史 学的面貌和 特点 ,这是阐 述一个 时期的 史学之

和评价。 但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从历史事 实出发 ,

各种表现及总的进程的基础”。②

对秦代史作出了较中肯的评价。 他认为: “秦取天下

秦代 ,人们习惯于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 界标 ,
将它 划分为两个 历史阶 段 ,这 是为了 突出秦 始皇创

多暴 ,然世异变 ,成功大。” ④ 。 前世 学者的有关论述
是我们进一步认识秦代历史发展 的基础。

建统一的封建皇朝、垂法后世的划时代作用。本文是

秦代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成长 时期 ,政

把秦 代作为一个 历史时 期来看 待的 ,它包括 秦始皇

治上由大分裂走向大统一是其突 出的历史特点。 经

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国史和秦始皇统一 中国之后的秦

过历 代诸王的艰 苦努力 ,秦王 嬴政已 具备了 独立收

朝史。 这主要是基于秦始皇统一中国 前后秦代历史

拾分 裂局面的能 力。 自公元前 230年到公元前 221

发展的连续性来考虑的。
⒇ 收稿日期: 1997-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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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 秦朝成为

13年之久。 作为秦始皇的“仲父”、“相国” ,吕不韦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皇朝。此后 ,秦北击匈

政治思想和主张主要是通过年少 的秦始皇而得以实

奴 ,南服“百越” ,形成了 “东至海 暨朝 鲜 ,西 至临 洮、

施的。为了给秦始皇 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 ,吕不韦

羌中 ,南至北向户 (泛指五岭山脉以 南地区 ) ,北据海

组织门客编纂了《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既是一部

为 塞 ,并 阴山至 辽东”⑤ 的 广袤疆域 ,从 而把黄 河中

政治著作 ,又是一部史学著作。 它追溯远古 史迹 ,收

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 ,基本上 置于自己的统

集六国时事 ,而成八览、六论、十二纪。该书尤以政治

治之下。政治上的空前统一 ,带给秦始皇的不仅仅是

见 长 ,主张 天下 统一 ,以 建立 中央 集权 制的 封 建国

对横 扫六国的自 诩 ,更 有对秦 皇朝历 史发展 前途的

家。但不少篇章都以征引历史事实为主要内容。运用

深深忧虑。 他希望秦能“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之无

历 史知 识为 现实 政治 服务 并提 出对 历史 前途 的看

穷”⑥ 。 始皇帝遇到了新 问题 ,他开始 表现出对意识

法 , 是 其 鲜 明 的特 色。 鉴 于 “周 室既 灭 , 而天 子 已

形态领域尤其是史学阵地的超乎 寻常的关注。 史学

绝” ⑨ 的乱世 现状 ,吕不韦 劝告秦 始皇要 把握时 机 ,

与政 治的联系进 入一个 新的阶 段 ,这 在中国 史学史

0
因为“天不再与 ,时不久留 ,能不两工 ,事在当之”。1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始 皇接受了吕 不韦的 建议 ,开始加 速统一 战争的

秦国诸王累代经营 ,然秦皇朝二世而亡 ,秦朝成

进程。 秦始皇亲政不久 ,吕不韦因事连

士
毋

,被逼自

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短命皇朝之一 。“秦在帝位

杀 ,但两人的思想联系并未因此而两绝。《吕氏春秋》

日浅” ⑦ ,也就成为 汉初及后世学者贬 低其历史地位

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点仍对秦始 皇的政治实践产生

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秦始皇却在皇位上度过

着 潜移默化 的影响。 在 政治观 上 ,《吕氏 春秋》提出

了 12个春秋。 如果从他即秦王位算起 ,享国时间就

“义兵说”和“封建大一统说” ,主张用义兵统 一天下 ,

长达 37年之 久 (公 元前 246年— — 前 210年 )。 因

这就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提供了 理论依据。 秦统一

此 ,从主要方面看 ,秦代史在某种程度 上就是秦始皇

之后 ,秦始 皇多次 提到自 己诛暴、攻乱 ,一统 天下的

的 历史 ,言 秦代 必言 秦始 皇 ,言秦 始皇 亦离 不 开秦

伟 业 ,足见 《吕氏 春秋》的政治 观对秦 始皇政 治思想

代。 这是秦代历史发展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的影响。在 思想文化观上 ,《吕氏春秋》主张治国为政

在 这样 一个 总的 历史 环境 中 发展 着的 秦 代史

必须统一思想。“一则治 ,两则乱。”1 “听群众人议以

学 ,一方面承 继了先秦 史学善 于从治 乱兴衰 中总结

2 后来 秦始皇 厉行 文化专 制政
治国 ,国 危无日 矣! ”1

历史 经验教训的 合理内 核 ,一 方面又 受着秦 代社会

策 ,与此一脉相承。 在历史观上 ,《吕氏春秋》宣扬阴

的启迪、要求和推动 ,表现出对政治家 实践活动的更

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 ,土木金火水 ,相生相克。 周

加直接的反作用。

3 。秦始皇继承了这一
文王是火德 ,“代火者必将水” 1

二、史学对秦始皇政治决策的积极影响

先秦思想文化的共同成果。 据《史记· 秦始皇 本纪》
记载: “始皇推五德终始之传 ,以为周得火德 ,秦代周

“殷鉴不远 ,在 夏后之世。” ⑧ 以史 为鉴是先秦史

德 ,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改年始 ,朝贺皆自十月

学的优良传统。 自周初的周公、召公以来 ,政治家们

朔。 衣 服旄旌 节旗皆 上黑。”历史 表明 ,秦始 皇改正

日益表现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 自觉的史学意

朔 ,易服色的重大政治决策 ,既解决 了历史的继承问

识。秦始皇政治实践的巨大 成功 ,无疑是武力征服的

题 ,又解决了革命问题 ,是秦始皇立 国的重要理论依

胜利。但秦始皇及其周围的 重臣谋士 ,绝不是一介武

据。

夫。他们不仅具有敏锐的政 治洞察力 ,而且具有博古

李斯 ,曾师从荀卿学习治国之术和王道 ,其师兄

通今的史学修养。他们在总 结自己的胜利时 ,同时认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集大 成者。李斯受儒家、

为自己的胜利也是文化的胜利。 如果 我们回顾一下

法家的思想影响都很深 ,具有很高的史学修养。吕不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和鼎新立制中若干 重大政治决策

韦失势以后 ,李斯在秦长期“用 事” ,位至丞相。 秦始

的形 成过程 ,就会发现 这种评 价绝不 是单纯 的溢美

皇在统一中国前后的许多重大政 治决策都与他有着

之词 ,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经验总结。

直接的关联。 公元前 237年 ,因韩国使郑国 间秦 ,年

在秦 始皇统 一中国 的历史 过程中 ,吕不 韦是一

轻气盛的秦始皇一怒之下下达了 逐客令。于是 ,秦国

个 举足 轻重 的人物。 他自庄 襄王 元年 (公 元前 249

开始大规模地搜索、驱逐客籍人。这一极端错误的政

年 )至秦始皇十年 (公元前 237年 )任相国 ,当政长达

治决 策对正在进 行统一 战争的 秦国 ,将意味 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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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流失。 时为客卿的李斯 ,在离开秦国的 途中 ,
上《谏逐客书》 ,力陈秦王逐客之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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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通今的史学修养 ,秦始皇很难有这样的发明创造。
关于 郡县与 分封之 争 ,是 关系到 秦皇朝 政治体

“昔穆公求 士 ,西取由 余于戎 ,东得 百里奚

制的重大问题。公元前 221年 ,秦始皇亲自主持了郡

于宛 ,迎蹇叔于宋 ,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

县与分封之争的廷议。 以丞相王绾 为首的封国派提

者 ,不 产于 秦 ,而 穆公 用 之 ,并国 二 十 ,遂霸 西

出: “诸侯初破 ,燕、齐、荆地远 ,不 为置王 ,毋 以镇之 ,

戎。孝公用商 鞅之法 ,移风易俗 ,民以殷盛 ,国以

6 秦 始皇把 这个 建议交 给群
请立 诸子 ,唯上 幸许。” 1

富强 ,百 姓乐用 ,诸侯 亲服 ,获楚、魏之 师 ,举地

臣讨论 ,群臣都认为有利。 廷尉李斯坚决表 示反对 ,

千里 ,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 ,拔三川之地 ,

他回 顾了周朝大 分封而 引起天 下大乱 ,周天 子不能

西并 巴蜀 ,北收 上郡 ,南取汉 中 ,包九夷 ,制 鄢、

禁止 的历史 ,又分析了 秦初郡 县制下 天下统 一安宁

郢 ,东据成皋之险 ,割膏腴之 壤 ,遂散六国 之从 ,

的现实 ,得出了“置诸侯不便”的历史结 论。 最后 ,秦

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 ,废穰侯 ,

始皇 对这次争 论作了 裁决 ,指出: “天 下共苦 战斗不

逐 华阳 ,强 公 室 ,杜私 门 ,蚕 食诸 侯 ,使 秦成 帝

7 即在秦 皇朝统一的政治局 面下 ,设
休 ,以有侯王。” 1

业。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 ,客何负于

置王国 ,无异于制造战争。古代分封制的历史教训使

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 ,疏士而不用 ,是使

秦始 皇和李斯在 废分封 ,设郡 县的重 大政治 问题上

4
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

不谋而合。 这在历史认识和政治实 践上都是一件大

这是秦王稔熟于心的先王创 业史、秦国壮 大史、

事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客卿功业史。从某种程度上 讲 ,秦国逐步强大的历史

唐代 柳宗元 指出: 自秦而 下 ,废 分封 ,设郡 县 ,“非圣

就是成功任用客卿的历史。 历史的成 功经验使胸怀

8 这个 “势” ,恐怕 离不开史学观成
人之意也 ,势也。” 1

统 一大 志的 秦始 皇不 得不 重新 考虑 自己 的逐 客之

败、明鉴戒的文化底蕴。

策。接着 ,李斯在书中对秦王尽情享用外来色乐珠玉
的现 实历史进行 了审视 ,古今 历史的 强烈反 差使秦

三、“焚书坑儒”与史学

王无以自解。 最后 ,李斯指出: “今逐客以资敌 国 ,损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和鼎新立 制过程中的明智之

民以 益仇 ,内自虚而 外树怨 于诸侯 ,求国 无危 ,不可

举 ,表现出他重视人文尤其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但随

5 秦始 皇采纳了李斯的建 议 ,撤回了逐 客令 ,
得也。”1

着和 平时期的到 来 ,秦 始皇的 心理开 始由争 天下转

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 《谏逐客书 》是一

向了保天下。 他日益表现出对政治 思想领域尤其是

篇著名的政治文献 ,它取证于历史的素材 ,把历史和

史 学领域的忧 虑和不安 ,最终 酿成了 “焚 书坑儒 ”的

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取得了积

史学 悲剧 ,在处理政治 与史学 的关系 上为后 世留下

极的政治实践效果。在这里 ,史学对政治决策的积极

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作用是立竿见影的。

公 元前 213年 ,博士 淳于越 又提出 了恢复 分封

秦的 统一是 空前的 ,但秦 始皇所 面临的 许多问

制的主张。他认为 ,殷、周统治天下一千多年 ,是与大

题也 是崭新的 。 关于帝 号问题 ,秦始 皇曾让 群臣讨

封子弟功臣以为辅翼分不开的。 而 春秋时期齐国陈

论。 但他对各种提法均不满意 ,他认为 ,自己统一中

氏专权 ,晋国六卿乱政 ,却是因危局 之时得不到子弟

国的历史功绩是前无古人的 ,可以说是德高三 皇 ,功

功臣辅翼的结果。并指出: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 ,非

过 五帝 ,而 “王”的称号 显然已 无法体 现这种 巨大的

9 秦始皇又把这个建议 交给群臣讨论。 丞
所闻也。”1

历史变化。于是 ,他把古代传说中神和人最尊贵的三

相李斯加以反驳。 他认为 ,五帝、三 代各以自己的方

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 ,称“皇帝”。为了使自己的帝

式治理天下 ,并非他们互相反对 ,而 是时代变化的结

位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他自称“始 皇帝” ,后世子孙

果。 现在 ,秦皇 朝一 统成就 空前 ,儒 生“不师今 而学

依 次按 照世 代排 列 ,称二 世皇 帝、三 世皇 帝 … … 同

古” ,“道古以害今” ,如不加以禁止 ,则“主势 降乎上 ,

时 ,他还规定了皇帝的命令及皇帝自称的专门 用语 ,

0 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他建议: 焚烧除
党与成乎下” ,2

他人不准使用。 秦始皇议帝号、称皇帝的政治 举措 ,

《秦纪》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 》、百家语以外的儒

一 方面表 明他承继了 先秦“三皇”、“五帝”的 “皇”和

家 经典、诸子和其 他历史 书籍 ; 谈论《诗》、《书》者处

“帝”观念中所 蕴含的政 治历史 文化 ,另一方 面又表

死 ,以古非今者灭族。 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 建议 ,下

明他对自古以来帝王历史功绩的 超越。 如果没有博

令执行。第二年 ,一些方士和儒生散布不满秦始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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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秦始皇派人 追查 ,把 株连到的 儒生活埋了 460

重则轻王公”的儒生来说 ,简直是 生不逢时。 他们不

多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甘寂 寞 ,不 治而议 论 ,这 些秦始 皇尚能 容忍 ,但当秦

秦始皇“焚书坑 儒”的思想 文化 专制政 策 ,后世

始皇 一经决定推 行郡县 制后 ,他已无 法接受 儒生们

学者 多有批判 ,认为这 是摧残 文化尤 其是史 学的残

的指手划脚。在秦始 皇看来 ,建国初的郡县与分封之

暴之举 ,是史学沦为政治附庸的开始。笔者无意为秦

争 ,尚属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国家体制的不同 意见 ,而

始皇 的历史过错 开脱 ,但这次 事件发 生的历 史背景

8年后 的郡 县与分 封之 争 ,显然已 成为 不满社 会的

以及它所折射出的秦代政治思想领域 和史学领域的

儒生 们试图改变 国家体 制、破 坏国家 统一和 政治稳

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斗争 ,却少有人论及 ,这不利于对

定的猖狂进攻 ,这是敌我矛盾。 因此 ,秦始皇对这两

秦始皇与史学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认识。

次事 件采取 了截然 不同的处 理方法。 从表面上 看 ,

秦始 皇以武 力统一 天下 ,但军事 征服并 不能消

“焚书坑 儒”的 手段是残 暴的 ,但从国 家统一 的战略

弥一切矛盾。秦灭六国后 ,六国的旧贵族虽然停止了

高度来看 ,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了秦始皇和李

公开的武装抵抗 ,但思想领域的斗争 ,带着战国处士

斯等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师今”和追求变革的进

横议的历史惯性 ,依然十分尖锐。 秦初 ,各国游士纷

步历史观。当然 ,维护这种历史观的代价是令人痛惜

纷入秦 ,加之秦国原有的大批客卿 ,形 成了一个庞大

的。

的士 阶层。 这批 人学术 派别不 一 ,政 治思想 观点各

秦始 皇的政 治决策 与史学 ,是政 治家与 史学关

异 ,然“各思其道易天下” ,成为秦代社 会一股巨大的

系史上的重大课题。 史学对秦始皇 政治决策的积极

潜流。加之秦始皇奉行法家 路线 ,其他学派尤其是儒

作用 ,具有更加直接的社会意义 ,是 史学史和政治史

家学派备受冷落。入仕秦朝 的儒生大多数成为“特备

上的宝贵财富 ,总结这份历史遗产 ,不仅对于史学研

员弗用”的博士 ,儒家学说的作用也不 过是秦始皇用

究者而且对于治国安邦者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粉 饰太平的 幌子 ,这对于 “志 意修则骄 富贵 ,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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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 关以西 的秦国 的学术 路数和

215)的寿命。 作者的结论说: 这一历史格局“造成了

选 择取 向 ,士人 的色 相 ,联系 政治 效应 作了 比 较分

严重的双重伤害 ,一方面它取消了士人的真 实存在 ,

析。 从文化角度解说士人和政治的关 系如何导致政

另一方面它也使政治权力在毫无 弹性的严酷统治下

权的兴灭 ,以前似乎很少人尝试 ,这一 解释历史的新

迅速走向覆亡”。

(上接第 51页 )

的切入角度有其启发性。 东面的士人 重议论而不重

历史 不会重 演 ,当 时的士 人也不 等于今 日的知

参 与 ,西面 的士 人则 热衷 于投 入政 治 ; 因此 后 一面

识分 子 ;但 倘略其 形迹 ,存其神 理 ,近 取建国 后至十

(主要是法家 )以自身的急功好利而促 成了暴秦的短

一届 三中全会止 的一个 世代 ,当代知 识分子 也不是

暂成 功 ,这些 士人们也 以自身 的命运 作了抵 押和牺

有很多历史教训可寻么? 自然 ,这是题外话了。

牲品。 秦王朝统一中国只赢得短短七年 (前 221—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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