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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先秦时期是/ 大一统0观念的孕育和形成的重 要时期。夏、
商时期, 王权与专制主义得到了充分的

孕育和初步的发展, 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 已开始初露端 倪。历代王朝 对邑外的持 续不断的 开拓, 初 步
奠定 了一统国家的地域规模。西周王朝所开拓出的疆域, 奠定了以 后历代中 原王朝统一 的政治地 理基础; 同
时, 西周王朝通过对四土、四国之地的大批封建以及军事征 服, 从而 使得西周 王朝的千里 邦畿和辽 阔的四土、
四国之地已紧密地联为一体。战国时期, 郡县制政体下分 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及各国政治、
经济、军事
制度的逐步统一, 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形式推 进至早期单一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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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秦始皇并灭六国, / 海内外为郡县, 法令
¹

以上观点, 曾长期在学术界普遍流行, 这正从一个

由一统0 ,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统一

侧面说明了其在某些方面较为接近中国古代的历

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 历经秦

史实际, 因而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然而, 迄今为

始皇、汉武帝等数代帝王不断平定 海内, 开拓四
土, 中国封建王朝的疆域空前辽阔, / 六合之内, 皇

止, 学术界就此问题也有一 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 / 西周时代的中国, 理论

帝之土 , ,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0 º 的大一统政治

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
0 ¾ 近年来, 著名学者李学

局面从先秦时期历经数世纪, 终于由朦胧的理想

勤先生说: / 夏、
商、
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 秦不

而成为现实。秦汉王朝所开创的大一统政治局面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

过是在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的并峙分立之后, 完成
¿
了再统一而已。
0 甚至就连称西周/ 尚无实际疆

响, 早已为学术界所肯定。其中颇为值得学术界

域0的学者, 也同时实事求是地承认: / 封建大启疆

注意的,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多赞同/ 中国的统一始
于秦0 » 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观点。有的学者

域, 兼 并趋于 一统0, / 中国疆 域, 大 抵周 初开其
基0 À 。由此看来, 这似乎并非仅仅是一个谁是谁

在论及中国古代疆域 史时曾讲到: / 周初两次封

非的问题, 其所涉及的诸多理论性问题则可能还

建, 实为一种武装集团向外垦殖, 由小东而大东,

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值得学术界继续深入地思考。

¼

逐渐开拓, 但尚无实际疆域。
0 著名历史学家顾
颉刚先生亦曾论及: / 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

笔者以为, 若将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看作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则似乎更为合乎中国古代

国; 若战国以前则有种族观念, 并无一统观念。
0½

历史发展的实际。本文将围绕中国早期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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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这一条主线对此问题予

侯何戴? 后非众无与守邦0或许可以反映出夏代

以展开论述。

政治的部分历史实际。夏王朝建立之前, 夏部族

一、从夏商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
制看/ 大一统0政治的历史根基

已经具有一块相对固定的土地方域。5左传6襄公
四年/ 茫茫禹迹, 画为九州0的传说中虽然包含有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于夏代, 迄今已基本上成

然也或多或少包含有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的

为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然而, 中国早期国
家的生成途径问题, 则还是学术界争论较多且分

若干历史上的影子。夏王朝的政治地理中心即在
夏代都城即夏邑一带, 夏代所谓的九州大体上正

歧较大的一个学术难题。笔者曾经对此问题进行

是以此为核心地带。晚出文献中有关禹和桀的大

了一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论述, 认为夏代早期国

量传说, 分布的地域极为广泛, 东南至江浙, 西南
至巴渝, 北方更远至大漠一带。当然这些传说肯

家的生成途径, 正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形
类似, 其也大致经历了氏族 ) ) ) 部落 ) ) ) 部落联

大量晚出时代人们增饰和附会的内容, 但其中自

定多 不可信, 但其正反映出 古代华夏文明以夏、

盟 ) ) ) 部族几个关键性的阶段。但中国早期国家

商、
周各族所居的黄河流域为中心, 以顽强的生命

一经产生, 就建立起了以夏后氏为天下共主的早

力不断地向外传播, 同时也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
兼收并蓄, 发扬光大, 从而很早就已初步奠定了华

期政体与原始联盟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从世界范
围内看, 中国夏、
商时期的原始联盟制与古希腊的

夏文化圈的大致范围这一客观史实。殷商时期的

城邦制在某些表面现 象上似乎有着 诸多类似之

情况, 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宋人的作品5诗#商颂#

处。不管是在古代文献中所载的/ 万国0, 还是古

玄鸟6 及5长发6、
5 殷武6中获得 一些有价值的信
息。( 按: 以上诗篇虽为春秋时期宋人的作品, 但

希腊的诸城邦, 其均有着共同之处。一方面, 它们
均系/ 自然长成的结构0 Á , 或是在其基础上发展
演变而来。同时, 夏商时期的/ 万国0 与古希腊的
诸城邦均在政治、
经济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甚至

宋人为殷人之后, 其中必然包含有若干可靠的信
息。
) 在以上诗篇中, 既有/ 邦畿千 里, 维民 所止。
肇域彼四海0、
/ 相土烈烈, 海外 有截0 及/ 自彼氐

是互不统属, 独立地发展。但是, 二者之间却又有
着诸多实质性的差别。古希腊诸城邦之间是平等

羌, 莫敢不 来享, 莫敢 不来王0 的诗 句, 又 有/ 九

的关系, 首席执政官与下属之间是同事关系, 而非

概念的产生, 应该说皆非偶然, 其与共主制政体下
的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形式, 关系至为密切。中

君臣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说: / 在雅典没有总揽行
政权力的最高官员。
0其是/ 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
Â

民主共和国。
0 而中国的夏、
商王朝与邑外诸侯、

有0、
/ 九围0等相当于以后天下九州的概念。这些

国古代/ 大一统0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有着颇为深

方伯之间一开始就建 立在不平等关 系的基础之

远的历史基础和浓厚的政治文化背景。
我们不赞成夏代已经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

上。夏后氏、商王不 仅是夏、商 王国的最 高统治

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的说法, 甚至

者, 同时又以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及经济实
力而成为天下诸侯、方伯名义上的共主, 这就决定

说商代也不是一个完全拥有四土之境的疆域辽阔

了夏、
商王朝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 不可能与

的领土国家, 更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
奴隶制大帝国。至于有的学者近年来所提出的,

万国侯伯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共主

/ 黄帝谱系的传说, 不仅与龙山时代南北各地多种

制政体下, 夏、
商王朝分别是以夏后氏和商王为共
主, 并以万国诸侯初具原始性的从属关系和相对

考古文化的共同点 ) ) ) 即文化-场. 有关, 而且这
个-场. 正是后来夏、商、
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

的原始性、
松散性、
多样性为特点的早期政权。

v
础0 l
的说法, 笔者则更难以苟同。夏、商时期的

在早期共主制政体下, 王权与专制主义得到

国家形态及其国家结构形式, 充分表明, 中国最早

了充分的孕育和初步的发展, 而在此过程中, 天下
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已开始初露端倪。夏代的

的一统国家, 是在夏、
商之后, 历经数世纪才初步
建立起来的。所以, 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的

材料较为缺乏, 我们所能直接获得的可靠信息不

原始的一统观念的源头只能在夏、商时代的历史

多, 但5国语#周语上6内史过引5夏书6说: / 众非元

中寻找。夏、
商时期历代王朝对邑外的持续不断

周书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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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拓经营不仅使得 华夏文化圈的 范围逐步扩

周天子的统治之下, 从而开创了/ 溥天之下, 莫非

大, 从而初步奠定了一统国家的地域规模; 而共主

x
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0 l
的崭新的政治局面,

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 制国家结构形 式在凝聚万
邦, 缔造华夏文明的早期一统模式的过程中, 则又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制
国家的早期模式。从此, 天下一家的观念已深入

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如果说夏

人心, 民族融合以空前的速度进行, 从而为中华民

代国家结构形式中还保存有大量浓厚的部落民主

族铸造了一种经久不衰的凝聚力。

制的遗迹, 殷商时期, 国家的因素则明显增强, 王
权逐步得到强化。在类似辽代指定服役性质的外

我们说, 西周王朝是一个一统的国家, 还体现
在西周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上。在西周青铜器

服之制下, 商王同附属型诸侯、
方伯之间自觉建立

铭文和有关先秦时期的典籍中, 西周王朝的最高

起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日渐制度化, 合法化, 早期
的等级从属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商王朝对敌对

统治者除了沿袭商代/ 王0的称号外, 另外还有/ 天
子0的称号。据石井宏明博士统计, 周法高5金文

型诸侯、
方伯的军事征服与戍御不仅具有开拓疆

诂林6一书收集到的青铜器里, 其中 65 件中有/ 天

土的性质, 而且还具有将这种逐渐发展和完善中

y
子0称号。l
此外, / 天子0称号在5尚书6、
5诗经6等

的早期的等级秩序逐步扩大至更为遥远的地区的
作用。考古学家认为, 综观各地发现的殷商时期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也屡屡出现。5大雅#江汉6云:
/ 虎拜稽首, 天子万年。虎拜稽首, 对扬王休。作

的方国遗存, 一个以殷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召公考, 天子万寿。明明天子, 令闻不已。
0此类语

已经在黄河、
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确立, 这种情

句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颇为常

况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为以后的汉族为中心的多
w
民族的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l
中国早

见。这里/ 天子0和/ 王0同时出现, 毫无疑问, 西周
时期的/ 天子0 当为周王的称号。所谓/ 天子0, 意

期国家的政治正是在 这种波澜壮阔 的历史背景

即/ 天之元子0, 正因为其代表/ 天0的意志, 所以理

下, 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 承前启后, 继往开
来, 波浪式地向前滚动发展, 而这种深厚的政治文

所当然其应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当时人
们的心目中, 正因为周王是/ 天子0, 其所经略的地

化底蕴则构成以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凝聚

区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天下一隅中的周邦, 而应该

力及缔造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的早期模式的动

是整个天下。5论语#泰伯6说文王之世, 已/ 三分

力源泉。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夏、商共主制政体
下的原始联盟制正昭示着中华/ 大一统0政治的历

天下有其二0, 未免有不少的夸张成分。但周人已
经产生了颇为完整的天下四方的地理观念, 则应

史根基。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5左传6昭公二十八年说: / 昔

二、西周宗法分封制政体下的早期复
合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建立与统一的中央集
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的奠定

武王克商, 光有天下0, 司马迁也不断因袭前人说:
z
/ 武王牧野, 实抚天下0 l
, 又说: / 武王已克殷纣,

西周王朝建立之后, 持续对四土进行大规模
的政治、军事经营, 不仅开拓出了辽阔的疆域, 而

的/ 敷天之下0和5大雅#皇矣6里的天下, 说明西周
|
是/ 天下0 观念形成时期, l
颇有道理。石井宏明

且也使得西周时期的天下政治格局焕然一新。西

博士说: / -溥天之下. 是从-四方. 发展到-天下. 的

周王朝是一个拥有/ 中国0、四土、四 国及部分多

}
一个标志。
0 l
又说: / -四方. 是-四方的很多国家.
的意思, 是由很多国家或者地域合成的一个大范

方、
不廷方之地的 统一的主权国家 ( 或称领土国
家) 。西周王朝所开拓出的疆域, 构成了历代中原

{
平天下, 封功臣昆弟0 l
。日本学者山田统先生曾

根据5小雅#北山6 里的/ 溥天之下0、
5周颂#般6里

围。但是-天下. 可以 说是作为整体 的一个大地

王朝疆域的主体, 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统一

域, 这里没有小块地域合成的意思。作为一个地

的政治地理基础; 同时, 西周王朝通过对四土、
四

~
域观念, -天下. 的统一观念比-四方. 更巩固。
0 l
从以上论述, 我们不难受到以下启示: 西周王朝是

国之地的大批封建以及军事征服, 从而使得西周
王朝的千里邦畿和辽阔的四土、四国之地已紧密
地联为一体, 夏、商以来林林总总的国、族一统于

一个相对统一的早期国家。西周时期不仅建立起
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 同时还产生了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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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整的天下四方的地域观念。我们反对将西周

铸/ 大一统0政治模式的同时, 对于大一统思想也

王朝的封国仍然看作是在政治、经济上具有很强

充满着热情的期待与渴望。5曷鸟 冠子#王钅夫 篇6所

的独立性的地方政权的看法, 西周王朝并非是一
个全面分权的早期国家。而西周时期天下与/ 中

构拟的/ 畴合四海, 以为一家, 而夷貉万国, 皆以时
朝服致绩0的/ 大同之制0、
5孟子#梁惠王下6的实

国0、四土、四方乃至多方、不廷方的概念并皆存

现天下/ 定于一0的理论、
5荀子6 的/ 一制度0、
/天

在, 这也正说明了西周时期的一统国家仍然具有

下为一, 诸侯为臣0的政治主张、
5禹贡6及5周礼6

一定的原始性。西周王朝在/ 中国0、
四土、
四方及
多方、
不廷方诸区域里所能行使的权限各不相同,

中的九州学说、
5韩非子#扬权6建立/ 事在四方, 要
在中央, 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0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尤其是西周王朝同多方、
不廷方诸族的权利与义

国家 的设想, 皆对大一统的 国家结构情有独钟。

务关系并不稳定, 且颇为复杂, 这也决定了西周王
朝的国家结构形式必然是早期复合制, 而不可能

因此, 可以说在此阶段,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已
渐趋成熟。

是单一制。早期复合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与中央集

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加速了消除分裂割据,

权制早期模式下的政治体制, 构成了西周政治的

实现天下一统的步伐。楚国经过对南方诸国的兼

全部内容和颇为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还要附带强 调的, 儒 家学派的经 典著作5禹

并, 开拓出了/ 地方五千里0 mv 的辽阔疆域, 并已基
本上完 成了对南中国 的统一。赵国 努力向北发

贡6、
5周礼6中均包含有天下一统的思想。以前,

展, 夺取胡戎之地, 基本上统一了今河北省太行山

学术界通常将以上学术著作的成书年代定在战国

东麓及相邻的广大平原和晋中、
晋北、
晋东的广大

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 惟有辛树帜先生从疆域
和周初分封的历史、政治与九州的关系, 导九山、

地区, 最北达到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以南的广大
地区。燕国向北入东胡、楼烦之境, 东北则到达辽

导九水、
五服、
四至、任土作贡、
贡道、
治水、
九州得

河流域乃至于朝鲜半岛的北部。战国初年, 所剩

名、
九等定田赋、土壤分类, 大一统思想的发生年
代, 以及5禹贡6以禹命名的原因等方面进行综合

国家已为数不多。5荀子#富国篇6说: / 古有万国,
今有十数焉。
05战国策#齐策四6说: / 今之世南面

分析, 推测5禹贡6的成书年代应在西周的文、武、

称寡者, 乃二十四。
0 除了文献中记载较多的战国

u
m


周公、
成、康全盛时代, 下至穆王为止。 尽管以上

七雄外, 战国初 年还有宋、鲁、卫、郑、莒、邹、杞、

观点, 目前学术界赞同者寥寥无几, 但却很值得重
视。5周礼6的情况与其类似。当然, 笔者并不赞

蔡、
郯等国。其中宋、
鲁、卫、
郑疆域较大, 但政治、
军事作为不大, 只能周旋于大国之间, 苟延残喘。

同将以上著作的时代 定在西周时期, 但5禹贡6、

其他小国的境况更不待言。这些国家首先被独霸

5周礼6中包含有大量西周时期的旧制, 甚至说西
周时期, 以上著作的蓝本已经出现, 尤其将它们中

一方 的强国吞并, 继而又随 同六国被强秦荡平。
秦国经过二百多年的激烈兼并, 西灭巴蜀, 南统百

的大一统思想的源头定在西周时期, 则是合乎中

越, 在并灭六国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一个/ 地东至

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历史实际的。中国秦汉时期的

海暨朝鲜, 西至临洮、
羌中, 南至北向户, 北据河为

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 西周时期的一 统天下的观
念, 关系至为密切, 对此学术界确实有重新考察的

塞, 并阴山至 辽东0 mw, 疆 域空前辽 阔的大 帝国。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 应该说战国时期是继西周

必要。

王朝初步实现天下一统之后, 经过数世纪的分裂

三、战国时期郡县制政体下分立的单
一制国家的建立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论

再次走向统一的关键性历史阶段。我们在评价秦
始皇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时, 不应忽略此段

之渐趋成熟
战国时期, 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政治上逐渐呈
现出归于一统的发展态势。郡县制政体下分立的
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
形式推进至早期单一制阶段。诸子百家在精心构

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长期的兼并过程中, 各国的政治制度渐趋
划一。其中, 加强君权, 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单
一制国家, 是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点。
官僚制和郡县制共同构成维系君主专制和中央集
权的两大支柱。所以, 各国在变法改制的过程中,

周书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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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都把削弱卿 大夫的世袭特权, 任贤 选能, 奖励军

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战国时期已经日渐巩固, 在

功, 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制度及普遍建立以郡

各种合力的作用下, 统一逐步成为人心所向、
不可

统县的行政管理系统作为主要内容。此外, 中央
对地方视察和监察制度的创立, 加强统治的法律

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从中国古代有关历史文献看, 中国古代/ 大一

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户口的登记和赋役的摊派,

统0的政治理论达到成熟和完善应该始于西汉时

内史与少府两大国家财政机构的创设, 征兵制度

期。5春秋6公羊学, 首倡/ 大一统0。5春秋6公羊

以及军制的改革, 都标志着分立的中央集权制国
家内部中央与地方关 系得到了空前 的巩固和加

学大家董仲舒又根据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对
这一政 治理论为我所 用地加以发挥 和演绎。他

强。随着郡县制政体下的分立的中央集权的单一

说: / 5 春秋6 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

制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局部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已
经形成, 这就为秦汉时期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空前

也0 m{ 。在5春 秋6 公羊 学的基 础上, 他构 拟出了
/ 天统 ) 王道 ) 天下0 的大一统模式。从此, 中国

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 到来奠定了较 为坚实的基

古代/ 大一统0政治理论达到了成熟和完善。汉代

础。已故历史学家郭人民先生曾经就此问题作过

/ 大一统0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学术界多数

深入的研究, 他说: / 秦汉的政治、
经济制度和为它
服务的法治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国, 它是由

人普遍认为5春秋6公羊学和先秦时期的孔、
孟之
学有一定的联系。先秦时期是/ 大一统0观念的孕

晋国 的灭公族与军功任官、军功赏田发展来的。

育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能够

经过战国初年在三晋地区的继续贯彻和推行, 又

给我们诸多宝贵的启示, 而这诸多的历史启示对

经过吴起、
商鞅的总结和提高, 通过商鞅变法把它
作为制度在秦国正式确定下来, 到秦始皇统一六

于我们来说, 往往又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 一统0、
/ 大一统0思想, 三千年来浸润着中国人民

国后, 又把它作为统一制度 推广到全国范围里。

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种向心力, 是一种凝聚力, 是

汉承秦制, 循而未改。这就是秦汉制度发生、发展
和确立的历史过程。
0 mx 这种说法是颇为科学的,

一种回 归的力量。m| 据有的学者 统计, 自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至辛亥革命的 2132 年间, 虽然

也是颇为合乎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实际的。

历朝兴替时往往有数 年乃至数十年 的动乱和割

战国时期, 各国人民历经长期的战乱之苦, 渴

据, 但相对稳定的地区性政权的存在只有三国时

望实现天下一统的愿望日臻强烈。而社会经济的
发展, 水陆交通路线的开辟, 各个地区经济贸易往

期( 计 46 年)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 ( 计 272
年) 、五代十国时期( 计 53 年) 、
南宋与辽金西夏并

来日趋频繁, 四方物产/ 皆为中国人民所喜好0 my ,

立时期( 计 152 年) , 总计 523 年, 只占整个历史进

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相互倚
赖的局面。经济上交往的日益密切, 又加速了各

程的 2415% 。其余则 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
王朝在汉文化的主要区域有效地行使着政权 m} 。

地、
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从政治、军事、外交

这一 点, 不能不说是中国历 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体制到一般劳动人民的语言、风俗, 都在广泛的交

这一历史特点根植于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流过程中渐趋划一, 民族融合以空前的速度进行。
到战国晚期, 已形成了/ 四海之内若一家0 mz 的密

的积淀中。这应该说也正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值
得深深思考的问题之一。

不可分的局面。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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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ary state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viewed from the early primitive state structure
ZHOU Shu- can
( College of Hist ory and Cult ure, Henan U niversity, K aif eng, Henan, 475001, Ch ina)

Abstract: T he Pre- Qin period w as t he t ime w hen t he concept of / unit ary st at e0w as given birt h to. In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 ies, the im perial pow er and aut ocracy came into being and f urther developed. T he
expansion of t erritory by the above- ment ioned dynasties laid the foundat ion for t he est ablishm ent of a unitary st at e. T he West ern Zhou Dynasty greatly ex panded its territ ory by conguering S itu and siguo and became a vast count ry. During the Warring St at es Period t he centralized states established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 ilitary syst ems of dif ferent st at es g radually became unified, thus f orm ing early unit ary state
st ruct ure.
Key words: P re- Qin Period; st ruct ure form of st at e; Qin and Han dynast ies; great unification; histori
cal ori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