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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帝王，是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

的重要奠基者。 

 

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又名赵政），生于秦国国君之家，父亲是庄襄王。公元前

259 年，嬴政生于赵国首都邯郸，母亲是赵国豪门世家之女，最初嫁给富商吕不

韦。吕不韦当时认为庄襄王是个“异人”，千方百计讨好他，而这位“异人”又

偏偏喜欢吕不韦的爱姬，吕不韦便把爱姬送给这位“异人”，爱姬再嫁“异人”

时已有身孕，后来生下秦始皇。这段故事为历代史家所乐道，现代史家认为未必

可靠，但吕不韦与秦始皇母亲的确有密切关系。 

 

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只当了三年国君即去世。公元前 246 年，十三岁的嬴政即位。

他在年满二十二岁开始亲政后，首先诛杀后党，清除权臣，然后招揽人才，重用

客卿，奖励耕战，调兵遣将，用十年时间，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空前庞大

的大秦王朝。统一之后，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拓

展秦朝辽阔的版图，使秦朝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公元前 246—前 210 年），前二十五年是秦国国君，后十二

年为天下共主。史书上说，秦始皇精力充沛，工作勤奋，事必躬亲，天下之事，

无论大小，都由他裁决。白天处理公务，晚上读书，每天至少要读 120 斤文书，

读不完绝不休息，其勤奋在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作为天下的共主，秦始皇多次到各地出巡。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时，

在山东平原津病重，行至沙丘，病情加重，终与世长辞。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经历五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秦的统一使人们远离战祸，

社会归于平静，生产得以发展。秦以后，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秦始皇

之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作“王”，秦始皇认为他的功劳超过古代帝王，改用

“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他自己是开创者，所以自称“始皇帝”。从此，

中国历代统治者皆沿用“皇帝”的称号。 

 

为了确立皇权的地位，他还建立一整套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央政府设“三公

九卿”，这些官员概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为了避免封建诸侯成为天下战祸不

息的根源，秦始皇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度。天下分三十六郡，郡是地方上最高

行政机构，长官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郡下设若干县，县令、县长也由皇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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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推行郡县制，对于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还重视法制建设，以原来秦国的法律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中适用的部分，

制定了更为严密的法律。秦始皇还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正规军。人们从秦始皇陵兵

马俑可见当年秦军的威仪。秦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巩固国防，开始改造战国时期

各国的长城，修筑万里长城，制定许多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刺激经济发展，统

一货币、度量衡、文字，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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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秦始皇的家世 

 

在短短十年间，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度先河，确立了中国版图雏

型。千百年来，世人对他或毁或誉，究竟他是个怎样的皇帝呢？ 

 

秦的立国与周平王东迁有密切关系。当年，秦襄公曾率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

因此获赐“岐以西之地”（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并封为诸侯，秦国因而成立。 

 

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又名赵政），他的曾祖父是秦昭王，祖父是孝文王，父亲

是庄襄王。公元前 259 年正月，嬴政生于赵国首都邯郸。战国末期，秦赵两国关

系紧张，为了取信对方，开始互派质子（小知识）。秦昭王把嬴政的父亲异人，

又名子楚，派到赵国当人质，也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这就是作为秦国王室成员

的嬴政生于赵国的原因。 

 

小知识 

质子 

战国时，各国国君之间为了争取信任，互派儿子到对方国家作为人质。这种人质

称为“质子”。质子和现在的人质不同，质子虽被扣留在他国，但有自由活动空

间。 

 

秦始皇生父之谜 

秦始皇的母亲出身自赵国邯郸的豪门世家，起初嫁给富商吕不韦。后来，吕不韦

认为异人“奇货可居”，便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异人喜欢吕不韦的爱姬，吕不韦

就把爱姬送给他，并用重金买通秦孝文王的宠妻华阳夫人，使异人取得王位继承

人的资格，他本人因此成了秦国的重臣。相传吕不韦的爱姬在嫁给异人时已有身

孕。这个说法未必可靠，但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母亲的确有密切关系。 

 

吕不韦，卫国濮阳人，曾经是“家累千金”的大富商。有一年，他到赵都邯郸经

商，结识秦国公子异人，协助他登上国君之位。异人即位后，封吕不韦为相国，

号曰文信侯。秦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执掌大权。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因嫪毐叛乱而被贬归洛阳，后令迁蜀郡。秦王

政十二年（公元前 235 年），他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身亡。 

 

吕不韦前后为秦相国十三年，为秦统一做了政治、舆论、外交和军事的准备。著

名的《吕氏春秋》就是由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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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奇货可居 

秦始皇的母亲出身自赵国邯郸的豪门世家，起初嫁给富商吕不韦为姬。吕不韦在

邯郸经商，看到异人处境窘迫的情况，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对他说：经营珠玉，

可获利百倍；若立一国之君，将会获利无数。吕不韦由此受到启发，认为异人“奇

货可居”，便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后来“奇货可居”成为成语，用以形容把稀有

的东西囤积起来，等待高价出售，也指以某种东西为资本以博取名利。 

 

 
出土于西安宝鸡市太公庙的秦公镈，是个青铜乐器，形如钟，以槌叩之而鸣。

上刻有铭文，记载了秦国早期的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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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秦始皇的政治生涯 

 

秦始皇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的环境中度过。公元前 257 年，赵政（即秦始皇）

两岁时，秦军长途跋涉，围困邯郸。赵成王非常生气，想杀掉赵政的父亲异人泄

愤。 

 

异人与吕不韦合谋贿赂守将，逃出邯郸，返回秦国。赵王又想杀赵政和他的母亲，

结果母子二人匿藏在外公家中，才幸免于难。赵国为了缓和与秦国之间的关系，

把赵政和他母亲送回秦国。回到秦国后，赵政改姓为“嬴”，改名为“嬴政”。

不久，孝文王死，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对吕不韦十分敬重，任为

相国。嬴政因父母的关系，受吕不韦影响颇深。 

 

秦庄襄王只当了三年国君便去世。公元前 246 年，嬴政即位，从此开始了他的政

治生涯，史书上把他称作“秦王政”。当时秦王政年仅 13 岁，年纪尚小，因此

国家大事均委托大臣处理。 

 

秦王政年满 22 岁，在雍城加冕，开始亲政。他首先诛杀后党，清除权臣，把大

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然后招揽人才，重用客卿，奖励耕战，调兵遣将，用十年

时间，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大秦王朝。统一后，他采取一系

列措施巩固朝政，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维护与拓展秦朝辽阔的版图，使秦朝

成为强国之一。 

 

秦始皇死后，赵高（小知识）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

恬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公元前 208 年，赵高设计陷害李斯，成为秦朝

丞相。翌年，逼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小知识 

赵高 

赵高本为赵国贵族，后入秦为宦官，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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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图会——根据《史记》所述，秦王如黄蜂，又狭又高，眼睛细长，性情凶

猛，声如豺狼。如此说来，秦王容貌并不讨好，但不少画家笔下的秦王却是气

宇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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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杀后党及权臣 

 

秦王政即位后，秦朝内部形成了三股势同水火的政治势力：一是以权臣吕不韦为

首的势力，一是以嫪毐为首的后党，还有一派，就是代表王权的秦王政。嫪毐本

是吕不韦的舍人（左右亲信或侍从宾客的通称）。战国末年，吕不韦让他在秦国

假扮宦官，混入宫内侍候太后。嫪毐甚受太后宠幸，更与太后育有两个私生子。

此后权势日大，专横跋扈。就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权力

大增。他更和太后密谋立子为王，取代秦王政。秦王政对此已有所闻，却不动声

色。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决定在雍城加冕，然后亲理朝政。嫪毐感到此事

对自己不利，于是乘秦王政加冕之机，盗用太后玉玺，徵调军队，起兵作乱，准

备在加冕典礼上发动政变。 

 

秦王政闻讯后，命令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立即发兵平叛，双方大战于咸阳，叛军

惨败，嫪毐被俘。秦王政将嫪毐的肢体系于数辆车上，分拉撕裂至死，俗称“五

马分尸”处死，夷灭三族，受到处罚的党徒达四千余家，与嫪毐关系密切的太后

也一度被幽禁在雍都。 

 

嫪毐叛乱事件发生后，秦王政以吕不韦参与政变为名，于公元前 237 年，罢免吕

氏宰相职务，将其迁往洛阳。次年又命他迁往蜀地，吕不韦自感难免一死，于是

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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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贵族都喜欢礼待愿意为己策划计谋、奔走效力的游士，

并且让他们寄食家中。这种做法称为养士，是当时的风尚，各国都厚待有学问的

人，并且互相竞争。吕不韦也不甘后人，招揽食客三千人。他请宾客各人写出自

己的见闻，结果写成内容庞杂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加冕的前一年，成书后吕不韦立即在咸阳市门公布，

说凡能替这本书增减一个字的，赏以千金。结果，没有一人能增减一字。其实人

们不敢提出修改意见，并非因为这部书简练和完美至极，而是因为害怕吕不韦的

权势而已。 

 

吕氏历任两朝相国，摄行政事八年，权势炙手可热。他选这时公布此书，一方面

是宣示权势，另一方面是企图把书中的思想定为一尊，向秦王政示威。后人便根

据这个故事情节，引申成“一字千金”这句成语，用来形容文章写得非常完美，

具有极高的价值。 

 

《吕氏春秋》的内容 

吕不韦主张“兼儒墨、合名法”，《吕氏春秋》一书正体现了这种思想。此书的

主要内容有五点： 

1. 主张君位传贤不传子，天下为所有人民共享； 

2. 主张君主无为治国，要注意不干扰人民生活； 

3. 反对君主独裁； 

4. 主张德治教化； 

5. 主张天下一统。 

 

秦王政信奉法家，法家主张君权至上，君主可以专断独行，反对仁义教化。吕氏

如此高调地宣传《吕氏春秋》，自然引起秦王政的不满，加上吕氏位高权重，令

秦王政更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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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客卿 

 

秦王政诛杀后党、清除权臣后，完全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他决心继承祖辈的

遗志，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完成统一大业。嫪毐事件在秦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加之韩国派遣郑国入秦的阴谋暴露，以致宗室大臣劝说秦王政下达逐客令，驱逐

客卿。这时李斯向秦王政写下谏书，明确指出重用客卿之利。于是秦王政撤消了

逐客令，广泛搜罗人才，重用客卿以强秦，为各国名士敞开了大门。这些人才无

论是在秦国统一的过程中，还是在统一后的历史舞台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斯（？—公元前 208 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战国末秦国政治家。

年轻时当过楚国小吏，曾是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荀卿（公元前 313—前 238 年）

的学生。李斯于战国末年入秦，成为吕不韦的舍人。因劝秦王政“成帝业，为天

下一统”而受到赏识，被任命为客卿。“逐客”风波发生后，呈〈谏逐客书〉，

纠正了秦王政用人政策上的错误。不久，晋升为廷尉，后来更成为秦朝的丞相。

秦统一全国后，他反对分封制，积极维护中央集权。 

 

开凿郑国渠 

郑国渠是秦国在关中修建的一项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

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入秦，说服秦王修建渠道，引泾水入洛。韩国此举其实是想

削弱秦国国力，阻止秦国侵韩。工程展开后，秦人发现韩国的阴谋，秦王于是下

令逮捕郑国。郑国对疲秦之计直言不讳，但他又说这条渠道修成后，对灌溉秦国

田地也大有裨益。秦王认为郑国说得有理，于是赦免了他，并命他继续领导修建

工程。 

 

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峻工后，全长三百多里，灌溉面积约等于现在 280 万亩，收

成大增，有力促进关中农业发展，增强秦国的经济实力。秦人把这条水渠命名为

郑国渠，以纪念领导修渠的郑国。 

               

     郑国渠遗址                           琅琊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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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生活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当时“百家争鸣”的局面尚未结束，儒、

墨、名、法、道、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社会上仍然盛行，其中儒、墨、道、

法四家流传较广。这些学说或多或少都对秦始皇产生影响。其中，以法家影响最

大。 

 

公元前 233 年，韩非（小知识）入秦，受到秦王政的赏识，但并未受到重用。韩

非上书言事，建议秦国攻赵，以延缓韩国的灭亡。李斯认为韩非是韩国诸侯之子，

只为韩着想，久留将是后患，请求将他处死。秦王政令韩非下狱，李斯送去毒药，

逼韩非自杀。秦王政很快悔悟，派人去赦免韩非，但为时太晚，韩非已经死于狱

中。 

 

小知识 

韩非 

韩非（约公元前 280—前 233 年）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吸取了诸子学说中的集

权思想，特别是法家学说中的法治精神，构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以法治

国的理论体系，著有〈孤愤〉、〈五蠹〉等著作。秦始皇对此十分赞赏，因此“统

一天下，以法治国”成为他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倾向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

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韩非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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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政治作风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公元前 246—前 210 年），前二十五年是秦国的国君，后十

二年是天下的共主。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始终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雷厉

风行，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作风。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对政务从不松懈，夜以继日的处理朝政。侯生和卢生（侯

生和卢生都是秦朝方士，侯生是韩国人，卢生是齐国人）评价秦始皇时说：秦始

皇天性刚愎自用，崇尚法治，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判决。这段话虽然有点

夸张，但说出了秦始皇的特点。 

 

秦始皇精力充沛，勤奋好学，对待工作极为认真。史书记载说：秦始皇亲操文墨，

白天断狱，晚上读书。每天至少读 120 斤的文书，读不完绝不休息。这样勤奋的

作风，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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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秦始皇统一中国 

 

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为什么秦以一小小的诸侯国能吞并六国？

秦始皇统一天下，究竟带来什么影响？ 

 

秦朝建立之前，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分裂与战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王室衰微，战乱不止。据统计，仅《春秋》一书所记载的战争，就达 483 次之多。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记载的弑君案件有 36 宗，被

灭亡的国家达 72 个，诸侯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战国时期更以战争频繁而得名。当时列国兼并，形成“七雄”，为了在兼并战争

中获胜，各国都在不断扩军备战。一方面，大力改进武器，使用杀伤力较大的弩

机。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军队的结构，普遍采用步兵、骑兵和车兵联合作战的形

式。此外，各国的兵额增加，战略战术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兼

并战争旷日持久，变得空前残酷。 

 

 

七雄形势图 

 

在战国七雄中，韩、赵、魏、燕、齐、楚六国都位于函谷关以东，只有秦国位于

函谷关以西。人们在习惯上把韩赵等六国称为“关东六国”或“山东六国”。关

东六国曾强大一时，但由于各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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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差异。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大都在关东六国的土地上发生，经过

战国后期旷日持久的战争，广大的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北大平原和江

淮地区的社会经济都受到很大破坏，城市残破，土地荒芜，人烟寥落，满目疮痍。 

 

李斯在游说秦王政时，曾把关东六国比作是秦的郡县。这种比喻虽然不尽恰当，

但说明了战国末期，关东六国已走上衰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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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齐等国实力下降 

 

关东六国的衰落是与魏、齐等大国实力的下降息息相关的。马陵之战是魏国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惨败。其后齐、秦、赵等国又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对魏国进行夹击。

公元前 340 年，秦用商鞅（小知识）之计，再次大败魏军。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

魏国不仅丧失了霸主的地位，要向齐国屈膝，甚至连魏惠王也不得不到齐国去朝

见齐威王。 

 

小知识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 390—前 338 年），姓公孙，名鞅。因为是卫国人，也称卫鞅。后

来受封于商（陕西商县东南），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商鞅自幼喜好刑名

之学，长大后先到魏国，成为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很赏识他，临死时把他

推荐给魏惠王，但魏惠王没有任用他。因此，他到秦国另谋发展。他先以“帝道”

和“王道”游说孝公，孝公都不感兴趣。后来，以“霸道”和“强国之术”说服

了孝公。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定好新法后准备颁布，为了取信于民，

示范了“徙木赏金”。一天，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柱，当众宣

布：谁能把这根木柱移去北门，就赏给他“十金”。这根木柱并不很重，但赏金

却很多，围观的民众都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没有人去动这根柱子。后来，经过

商鞅多次重复“能徙者予五十金”，最后才有一个人站出来，扛起那根柱子往北

门走去，并把木柱搬到北门，结果那人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众人看到商鞅

言而有信，都很高兴。通过“徙木赏金”，商鞅在民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从

而为新法的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商鞅画像                  商鞅在南门立柱宣布能徒木者赏以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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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代魏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后，形成与秦对峙的局面。公元前 314 年，齐国

一度攻占燕国都城，并与楚国结盟，共同对付秦国。但齐楚联盟很快破裂，不仅

如此，齐楚两国之间还爆发了一场大战。结果楚国一蹶不振，齐国也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公元前 285 年，秦、韩、赵、魏、燕等大举攻齐。次年燕将乐毅更攻破

了齐国首都及其他七十余城。后来齐将田单虽然用火牛阵打退各国联军，但齐的

强国地位便一去不复返了。 

 

 

火牛阵是战国时齐将田单发明破燕军的战术，图为《武经》记载的火牛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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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武关是秦的防御要塞。图为武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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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迅速崛起 

 

当关东六国在战国时期逐渐衰落时，秦国却在兼并战争中迅速崛起。秦国地处西

陲，起初是个较为落后的诸侯国，综合国力远远比不上关东六国。秦穆公时，秦

国日益强大，开始向东方进军，不料在殽（今河南洛宁西北）之战惨败于晋，东

进受阻，就西进戎地，独霸西戎。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把国都

从雍迁到咸阳，为向东方扩张势力作准备。此后，秦国开始强盛起来。 

 

秦孝公死后，秦惠王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向东方发展。公元前 331 年大败魏军，

斩首八万，迫使魏国割河西之地求和，并将上郡十五县献给秦国。此后，秦军多

次击败魏国，粉碎了关东六国的“合纵”计划，将汉中等地纳入秦国版图。 

 

秦昭王时期，势力能与秦国匹敌的只有齐国。公元前 285 年，秦昭王派蒙骜（蒙

恬的祖父）大举伐齐，夺取齐国九城之地。次年，又与韩、赵、燕等国联合攻齐，

大破齐兵，使齐失去了强国的地位。公元前 280 年以后，秦将司马错和白起等又

屡次挫败楚、赵两国的大军。 

 

到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当政时，秦国已经夺取魏国的河东，楚国的黔中和郢等地，

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后来，秦庄襄王派蒙骜等继续在东方攻城夺地，取得黄

河中游的不少地方，设置三川郡、太原郡和东郡，对东方诸国构成严重威胁。 

 

秦始皇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甚深，他在亲政之后，把秦国的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

中，紧握时机，整顿内政，发愤图强，重用尉缭、李斯等智慧之士和王翦、蒙武

等能征善战的将领，重新部署对付六国的战略和策略，为统一全国做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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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中国的原因 

 

经过春秋以来的长期兼并，到战国末期各地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基本上形成

了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各阶层的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都希望统一，要求统一。因

而结束诸侯割据，完成国家统一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齐、楚、燕、赵、

魏诸国均有问鼎之心，但兼并的结果是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为什么能够

统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从大量的资料来看，秦始

皇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有多方面的原因。 

 

秦的综合国力强大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到秦始皇亲政的时候，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国

家。秦国的强大，首先表现为本部经济的发展。其次，秦国在统一前向东扩张，

占领了六国不少比较富庶的地方。荀子（小知识）在《强国篇》中说，古代百王

统一天下，臣服诸侯，没有超过千里之广的。现在秦国疆域的南部越过长江，北

部与胡貉接邻，西面与巴戎接境，东面接壤楚国，毗连齐国，与韩国接壤的一面

则越过常山，与魏国连接的一面则占据围津（今河南滑县东北），与赵接壤的地

方有松柏林之险，正是可固守西海和常山之天险，该地域占天下优势。可见，当

时秦国强大，已非其他国家可比。 

 

小知识 

荀子 

荀子（公元前 313—前 238 年）即荀况，战国时赵人，思想家、教育家。学说本

于孔子，主张礼治而提倡人性本恶之说。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后世尊称为

“荀卿”、“荀子”。 

 

秦始皇为统一做好准备 

秦王政亲政后，顺应历史潮流，掌握秦国强大、六国衰落的有利时机，积极为统

一全国的事业做准备。一方面，采取奖励耕战的措施，努力提升秦国的经济力量

和军事实力。具体些说，就是以刑赏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参加“公战”。另一方

面，大力招揽人才，努力发挥谋臣猛将的作用。凡是具有治国用兵之术，并且愿

为秦国效力的人才都要重用，让他们各显神通。 

 

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秦人创造了统一战争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并且养成了吃苦

耐劳、不怕牺牲、勇于“公战”的尚武精神。与此同时，在秦国出现了一大批运

筹帷幄的谋臣和能征善战的良将，如尉缭（小知识）、李斯、王翦（战国时秦的

名将，协助秦始皇平定赵、燕、蓟诸地）、王贲（战国时代秦国名将，王翦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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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曾平定燕及齐）、蒙武、蒙恬等等。这些都为秦国战胜六国，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小知识 

尉缭 

尉缭原为魏国人，崇尚法家。秦王政十年入秦游说，主张以金钱收买六国权臣，

扰乱部署。秦王政采纳其意见，因此十分受敬重。但尉缭认为秦王为人少恩而有

虎狼之心，本欲不辞而别，但终被挽留，拜为国尉。 

 

秦始皇正确的战略战术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交战各方的实力，而且还取决于各方所采用的战略战术。

秦王政在统一全国之前，派人刺探各国情报，准确地把握了天下大势。在此基础

上，制定了逐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针

对特定的战役制定了比较具体的作战方案。 

 

远交近攻策略（小知识）对东方六国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杜绝了六国结盟反秦

的可能性，使各国陷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集中优势兵力，分

别向各国进军。结果，关东六国就被逐个击破。 

 

小知识 

远交近攻策略 

远交近攻策略即连结远方国家以攻伐近邻。这种策略是范睢在秦昭王时期为秦筹

划的外交政策。 

 

此外，“金间政策”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金间政策和远

交近攻的策略一样，都是由范睢提出来的。关东六国首次“合纵”攻秦时，范睢

对秦王说：天下之士之所以相聚攻秦，主要是想因此而富贵，就像养着的一群狗，

本不相斗，但只要掷去一块骨头，牠们马上就会张牙舞爪，互相争夺。他提出利

用金钱离间各国，结果大见成效，很快粉碎了各国的“合纵”计划。此后秦国曾

多次施行反间之计，如长平之战，用金间促使赵国临战易帅，全军覆没；平赵之

役又用金间使赵王诛杀李牧。据《战国策》记载，秦王政用李斯之计，暗中派遣

谋士，以金玉游说诸侯，结合肯接受财物的诸侯名士，至于不肯接受贿物的诸侯

则全被杀害。这离间君臣之计，使秦王能把良将收归己用。因此不消二十余年，

就达至天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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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 

 

 
《史记》上有关秦始皇论统一的记录 

 

秦昭王三十六年，欲派穰侯越过韩、魏而攻齐，范睢提醒秦昭王这个方案并不可

行：出兵少不足以伤齐，出兵多则有害于秦。因为越过韩、魏两国的地盘去攻打

齐国，即使得到土地也不能坚守，而齐国的削弱对韩、魏二国有利，那就好比借

刀给贼，借粮给盗般荒谬。不如远交而近攻，这样每得一分一尺的土地都归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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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今韩魏两国地处诸侯的中间，为天下的枢纽。若秦昭王想成为天下霸主，

必定先靠近韩魏，威胁楚、赵二国。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国

必然恐惧！齐惧，必然会来事秦。只要齐国归顺了秦国，则韩、魏就可以攻破了。

秦始皇在统一的过程中，成功地使用了这一策略，蚕食近邻，最终灭掉六国。 

 

 

青铜剑 

 

秦军作战能力强 

打仗离不开军队，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如何，对战争的结局也有很大的影响。秦自

商鞅变法以来，实行军功爵制，用“庆赏”和“刑罚”激励人民参加公战，英勇

杀敌。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秦国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精锐之师。这支军队英勇善

战，所向无敌，在统一前的一百三十年间，参加过数十次重大战役，杀敌一百七

十余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往往以一当十，以少胜多，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当时关东六国的军队都比不上秦军。 

 

 

四棱矛 

  



秦始皇 
灿烂的中国文明 

 

25 
 

统一中国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结束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避免攻城掠

地的屠杀，交通往来的障碍，以及文字、制度不同所造成的隔膜，克服了分裂时

期形成的种种弊端，为确立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的统治阶层专政的国家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后来中国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分裂时期，但统一始终是历史

发展的主流。 

 

使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 

秦统一前，中国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诸侯林立，割据称雄，混战不

已，不仅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而且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场

大战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甲兵损失，往往数以万计，数百场大战所造成的损失就

可想而知了。秦的统一使人们脱离战祸，社会归于平静，这对人民生活和国家建

设都是有利的。从此，中国社会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在以后的二千二百多年间，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分

裂和民族政权割据情况，但之后便会出现统一的局面，如隋的统一和元的统一。

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会出现局部的统一，如曹操、苻坚（小知识）等人统一北方。

所以，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 

 

小知识 

苻坚 

苻坚（公元前 338—前 385 年）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国君，曾攻灭前燕、前凉、代

国，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 

 

中国疆域面积辽阔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大国，土地面积辽阔。这样辽阔的疆域是经过长远的历史

才逐渐形成的，其基础奠定于秦的统一。秦的统一将全国各地连成一片，疆域东

及朝鲜，西抵陇西、羌中（今甘肃岷县以西），南至北向户（今越南中部），北据

阴山至辽东。直到清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清朝中叶以后，由

于国力下降，遭受列强宰割，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大

国，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China 一词的来源，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这个词源于“秦”。

近人薛福成（1838—1894 年）是清末外交官及政论家，他在《出使日记》中说：

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称呼，英语是“采依那”，法语是“细那”，意大利语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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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德语是“赫依那”，拉丁语则是“西奈”。问起原因，都说是“秦”的音

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帝国，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开五

岭，移民戍边，使秦帝国名声远播，威震殊俗。远徙欧洲的匈奴人称中国为秦，

欧洲诸国沿用不改，便将 China 作为中国的称呼。 

 

 

秦国疆域图 

 

 

秦长城遗址 

 

统治阶层专政制度高度发展 

中国很早出现封建地主阶级，这种制度在战国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由于分裂混战，

未能全面发展。秦的统一为地主阶级专政制度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世纪

（又称中古时期，约指公元四世纪至十五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的东晋后期至明

朝中期，主要形容欧洲），原来被列入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印度和巴比伦，有

的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有的地位一落千丈。就连代表欧洲文明的罗马和希腊，也

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唯独中国社会持续发展，不但能够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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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独立，而且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屹立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进

步作出贡献。追根溯源，这与秦的统一是分不开的。 

 

 

 

秦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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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 

 

政治措施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利于统一的因素。他如何巩固统一的成果

呢？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做了什么改革呢？秦始皇十分注意政治改

革。他在统一之后，首先总结了各国统治的经验教训，决定按照法家的政治理念

实行中央集权。为此，他破天荒地创立了皇帝制度，赋予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使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分别掌管全国的各类事务。

在地方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种严密的“金字塔”

式的政治架构。同时制定严峻的法律，以保证这个政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全国

统治，把行政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掌握在皇帝手中。 

 

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称作“王”。如夏朝的君主称作“夏

王”，商朝的君主称作“商王”，周朝的君主称作“周王”，就连战国中期一些

诸侯国的国君也自称为王。秦王政统一中国后，下令群臣议定帝号。丞相王绾、

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与诸博士商议后，认为秦始皇平定天下的功绩，已经超

过了历史上的“五帝”，与“天皇”、“地皇”、“泰皇”差不多相等。在“三

皇”中，泰皇的地位最为尊贵，请秦始皇以“泰皇”作为帝号。秦始皇对“泰皇”

这个称号不满，他认为自己功业盖世，超过了古代帝王，因此提出采用“三皇”

的“皇”字和“五帝”的“帝”字，将三皇五帝（小知识）的称号合而为一，作

为自己的称号。秦始皇自己称作“始皇帝”，继位的子孙按数位排列，称为“二

世皇帝”、“三世皇帝”，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对此，群臣纷纷称是。于是，

“皇帝”便成为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秦始皇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

帝”。从此，“皇帝”便取代了“王”，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并为历代

统治者所沿用。 

 

小知识 

三皇五帝的传说 

秦始皇在确定皇帝称号时，牵涉到“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传说中的古代

帝王，在文献中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三皇指天皇、地皇、泰

皇（或称人皇）；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或伏羲、神农、黄帝、少

皞、颛顼。相传“三皇”生活在原始社会前期，“五帝”生活在原始社会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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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如：伏羲氏作八卦、教民结网、捕鱼打猎；

神农氏发明耒耜，教民种地，发现药材，为民治病；黄帝统一中原，发明蚕桑、

舟车、文字、音律、医学和算术。 

 

 

三皇五帝像 

 

 

“皇帝”一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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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宫一号殿模型 

 

在确定帝号之后，秦始皇决定取消谥法，不准大臣和下一代皇帝给前一代皇帝进

谥号，避免子议父、臣议君的现象。同时采纳王绾、李斯等人的建议，确立皇帝

专用的名词、术语。“玺”本来是一般人士常用的印章，卿大夫及地方官员的印

章均可称之为“玺”。到了秦代，只有传国玉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

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才能称作玺。“朕”在秦代以前，相当于“我”，

为一般人所通用。到了秦代，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皇帝的重要决定为

“制”；皇帝颁发的文告称为“诏”。臣下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在文件中如遇

“皇帝”、“始皇帝”等字时均要抬头、顶格书写，以显示皇帝尊崇高贵、与众

不同。 

 

 
皇帝信壐——依秦代形制而造的汉朝皇帝信壐 

 

在确立皇权的过程中，秦始皇还利用了“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是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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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邹衍（公元前 305—前 240 年）在战国末年创立的一种神秘主义的历史循环理

论。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德”相克相生的规律

发展变化、循环往复。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以水胜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秦

始皇认为这种学说有利于神化自己的皇权，所以在确定帝号后宣扬秦为水德。 

 

按照“五德终始说”，水德是与黑色和“六”这个数位联系在一起，因此，秦始

皇决定将河水（今之黄河）更名为德水，以阴历十月为一年的开始，衣服、旄旌、

节旗以黑色为主；兵符、法冠皆为六寸，车舆、乘马、步距的计算和一些重要的

数位都要凑成六或六的倍数。于是，黑色成为秦代的流行色，而“六”则成为秦

代最吉祥的数位。例如，秦始皇规定：数以六纪，兵符、法冠皆六寸，车轨六尺，

天子乘六马，一步的长度为六尺。 

 

 

秦代十二字瓦当铭文 

 

 

中央设置三公九卿 

秦统一全国后，疆域空前辽阔。要统治这个庞大帝国，光靠皇帝一个人的力量是

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架构。因此，秦始皇在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

权之后，紧接着在中央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秦代中央的官员虽然不少，

但最主要的是史书上所说的“三公九卿”，这些官员都是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以“三公九卿”为主而组成的权力架构，是秦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核心，是绝

对受制于皇帝，并代行皇帝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秦始皇通过这个政治核心，撒

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统治网。秦代全国的军队总数一般保持在一百万左右，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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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是秦军的主力。秦王朝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开五岭，平定百越，使用的都

是常备军。 

 

 
秦代政治架构图 

 

地方实行郡县制 

秦始皇有感封建诸侯是以往天下战祸不息的根源，因此也改革地方的行政制度，

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度。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萌芽，秦统一后把郡县制

确定下来，推行到全国各地。郡是地方上最高的行政机构，长官由皇帝任免，不

得世袭，郡下设若干县，县令、县长由皇帝任免。推行郡县制，对于结束诸侯割

据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郡县制与分封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分封制起于商而盛于周，是一种分封诸

侯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天子将一定数量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分赏给

王室子弟或功臣，让他们当诸侯。郡县制则是由中央委派官员到地方治理郡县的

制度。这种制度在春秋时期萌芽，战国时期有所发展，到秦代才确定下来。封国

的君位是世袭的，郡县的官吏则由朝廷任免。封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郡县必须

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与监督。显然，在全国统一后实行郡县制度，是与中央集权

政体的要求相适应。因此，可以说推行郡县制，是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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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制的内容 

 

制定严密的法律 

秦始皇很重视法制建设。为了巩固统一，保证国家能正常运作，他根据当时社会

的实际情况，以原来秦国的法律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中适用的成分，制定更为

严密的法律，并且要求臣民完全按照法律办事。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所记，

秦代的法律共有四种形式：一、法律条文，如《田律》、《仓律》、《关市律》、《军

爵律》等。这是秦律的主干，具有最高效力。二、解释法律条文的文献，如《法

律答问》等。这是对律文的补充，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三、地方政府发布的文

告，这种文告在特定的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四、对审理案件准则和法律文书程

序的规定。这四种法律形式对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 

 

秦律的特点 

秦代的法律制度具有三大特点： 

1. 法网细密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秦律以法网细密著称。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以法律的形

式规定下来。法律的内容达到相当繁琐细碎的程度。 

2. 轻罪重罚 

即对轻微的犯罪，处以极重的刑罚，希望通过重刑杜绝犯罪。如五人偷盗，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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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钱，便要被砍掉左脚；如果诽谤他人，将会被处以灭族的重刑。 

3. 用刑严酷 

由于法网细密，又实行轻罪重罚，因而秦代的法律显得相当严厉。一方面，刑罚

的名目繁多，据初步统计，实行的刑法达二十余种。另一方面，刑罚的措施也较

为野蛮残酷。 

 

秦代的刑法 

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继承了商周时期的五刑，并有所发展。从史书记载来看，

秦代的刑罚有以下各类： 

➢ “死刑”是最重的刑罚，旨在夺去犯人的生命。 

➢ “肉刑”旨在摧残犯人的肢体或生理机能。 

➢ “徒刑”是按所犯的罪行轻重来分判服刑期限和劳役。 

➢ “流刑”是将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并强制服役。 

➢ “财产刑”旨在剥夺犯人的私有财产。 

➢ “夺赎刑”是以交纳财物赎罪，借以减免刑罚的一种变通形式。 

➢ “夺爵和废”旨在剥夺犯人的政治权利。 

 

由于秦代的刑法种类多，因而刑具的种类也很多。通过刑法，可以进一步看出秦

律“繁”和“酷”的特点。 

        

         秦代的刑具——铁钳                 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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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措施 

 

秦始皇灭六国依靠的主要是军队，所以他非常认识军事的重要性。统一全国后，

他继续把军队作为政权的一大支柱，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保留了一支阵容强大、

威武雄壮的武装部队，并且把它建设成为继承秦国军事传统，吸收六国军事经验，

具有较高军事水平的正规军。在此基础上调兵遣将，巩固统一；另一方面，收缴

天下兵器，防止各种反抗活动。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

安定，而且开拓秦朝的疆域，扩大秦朝的影响，使秦朝成为威名远播的大国。 

 

保持强大的正规军 

秦王朝建立后，保留了一支极为庞大的正规军。这支军队按属性可分为中央军和

地方军。中央军按兵种又有材官、骑士和楼船之分。中央军包括戍边部队和驻扎

在首都的警卫部队，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帅，承担着保卫国防和维持治安的重

任。地方军由郡尉和县尉统率，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和军事训练。 

 

材官也称材士，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步兵。秦代的军队大部分都是步兵。骑士

又称车骑，即车兵和骑兵。骑士的数量虽然比材官要少得多，但作用很大。楼船

就是水兵，在秦军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秦代全国的军队总数一般保持在一百万左

右，常备军是秦军的主力。 

 

 

秦俑一号坑军队 

 

秦代实行征兵制，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集而来。秦代兵役制规定：男

子到了二十三岁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

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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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

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

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

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一生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徵调当兵。 

 

 

兵马俑 

 

在秦代，军队中的最高统帅称为将军，将军以下有尉、司马、军侯、骑长等，士

兵则五人为一伍，设“伍长”；百人为卒，设“卒长”。秦代的军队一般都是混

合编制。在一个数千人的方阵中，四周布满精锐的步兵，中间为骑兵和车兵，战

士策马驱车，作为步兵的后卫或前锋。这种军阵的配置是战国以来先进阵法的总

结。 

 

秦军的调动权掌握在皇帝手中。按照秦朝的规定，用兵五十人以上者必须有虎符。

平时即使调动郡县兵到中央，也要有皇帝颁发的兵符或盖有玉玺的命令。战时，

皇帝临时委派主帅统兵，将左半兵符交给主帅，右半兵符留在皇帝手中。秦军的

装备相当精良，除配备用作自我保护的铠甲以外，还有短兵器、长兵器和远端兵

器。 

 

                      

     青铜箭簇                                  阳陵虎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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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天下兵器 

 

秦始皇统一之初，面临着兵器流散各地，威胁社会治安的重大问题。据史书记载，

战国末期，兼并战争不断升级。在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中，齐、楚、秦、

燕、赵、魏、韩诸国都曾大量制造刀、剑、戈、矛等兵器。从各国军队的数量推

测，兵器总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件以上。 

 

秦统一中国后，消灭了六国军队，但他们所使用的兵器却遗留下来。这些兵器或

保存于官府，或散落在民间。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

利维持统一局面。为了杜绝后患，当秦始皇君臣考虑如何销毁兵器的时候，临洮

地方官上报：在临洮（今甘肃省岷县）出现了 12 个身高 5 丈，足长 6 尺的“大

人”。秦始皇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符瑞”，应该予以宣传、纪念。这两件事凑

在一起，使秦始皇想到用兵器铸造金人的事。如果用兵器铸造成 12 个金人，一

来可以很好地解决兵器流散各地的重大问题，消除天下不安定的因素，二来可以

纪念临洮出现的符瑞，宣传天下统一、偃武修文的思想，可谓一举两得。秦始皇

决定收缴天下兵器，运至咸阳城销毁，铸成十二个重各千石的金人。此项工作进

展较快，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就宣告完成。 

 

十二金人并不是用黄金铸成，而是用青铜兵器铸成，因其表面略呈黄色，所以被

称作“十二金人”。十二金人铸成之初，安放在咸阳西南的“钟宫”。阿房宫前

殿修成后，被移至阿房宫。秦亡，阿房宫毁于战火，十二金人被掩埋在废墟中。 

 

刘邦（公元前 247—前 195 年）字季，汉代开国之君。秦末时期，刘邦比项羽先

入关中，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平定三秦，消灭项羽而得天下，国号汉，定都于长

安，在位十二年崩，庙号高祖。他派人将十二金人运到长乐宫之大夏殿安置。王

莽建立“新朝”，梦见有五个金人起立，以为是不祥之兆，又想起金人胸前有“皇

帝初兼天下”之语，觉得很不吉利，派工匠凿去了那五个金人胸前的铭文。东汉

末年，董卓为了制造新的货币，毁掉了十二金人中的十个，剩下的两个被运到清

门里。 

 

十二金人是秦代最大的青铜艺术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遗憾的是现在已经

看不到它的实物，文献中也没有它的图像，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探讨十二金人

的相貌、姿态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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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机 

 

 

 

错金柄青铜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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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反抗活动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反秦势力。六国贵族残余不甘心自己的

失败，在暗中从事反秦活动，伺机反扑。有些被压迫的群众对秦的统治感到不满，

有时也会反抗。为此，秦始皇采取了一些重要的防范措施。首先是“坠名城”和

“迁豪民”，即拆除六国故地大城市的城廓，将六国贵族和富民迁离本土，防止

他们串通起来从事反秦活动。其次，巡游四方，耀武扬威，严刑峻法，防止人民

反抗。这些措施有时相当残酷，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防止分裂

局面的重演，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坠名城掘川防 

“坠名城”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防止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而采取的一项措

施。战国年间，东方六国出于战争的需要，曾在不少地方设立关塞，修筑城廓。

如齐、楚、魏、赵、燕诸国不仅在国都修建了坚固的城池，而且还筑有长城。有

些国家甚至堵塞河道，引洪水往邻国，造成人为的水患。秦灭六国后，一些六国

贵族继续利用这些城池进行反秦活动。 

 

为了进一步打击六国的残余势力，消除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秦始皇下令销毁诸

侯之城，拆除了各国的旧城廓，掘开了危害他人的堤防，夷平了便于据守的险阻。

这件事在当时很有影响，与销兵器一样，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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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措施 

 

对秦始皇来说，要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及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只靠政治改革和军

事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经济改革，努力发展社会经济。因为在统一之初，各地

的经济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在经济方面还带有分裂时期留下的

特征。这种状况对维护统一局面十分不利，如果不调整和改革，社会经济就会出

现混乱。针对这种情况，秦始皇制定了新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实行重农抑商

政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些改革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通过这些改革，

基本上理顺了秦朝的经济，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秦两诏铜椭量 

  



秦始皇 
灿烂的中国文明 

 

41 
 

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秦在统一之前，各国的土地制度很不一样。统一之后，秦始皇在公元前 216 年，

“使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黔首）如实申报自己的所占有土地，也就是在

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与此同时，秦始皇也将赋税制度加以完

善。新的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田租是按土地征粮，租率约为十分之

一；口赋是按人头征钱，每人约缴 120 钱；杂赋一般是临时性的徵调。这种土地

制度和赋税制度对封建地主有利，但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奖励耕织图 

  



秦始皇 
灿烂的中国文明 

 

42 
 

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制定的基本国策。秦在统一后继续推行“重

农抑商”的政策。“重农”和“抑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秦始皇看来，

“抑商”是为了“重农”，不“抑商”的话，“重农”就会落空。因此，他才把

“重农抑商”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并且称之为“上农除末”，向全国公开宣布。

公元前 219 年，他在琅琊台刻石说：“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公元前 215 年，

在碣石的石刻中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这些都说明秦始皇非常注意“上

农除末”。 

 

“上农”就是鼓励农业生产，“除末”则是打击商业以及其他与农业无关的经济

活动。其目的在于保护统治阶层所有制，维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实

行这种政策，在当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积极的作用。 

 

 

陕西咸阳出土的秦朝农具——铁锸 

 

 

 

 
陕西咸阳出土的秦朝农具——铁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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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不同国家往往对货币有不同的规定，

因而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可分为布币、

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布币的形状像铲，有空首布、平首布之分，主要流

通于魏、赵、韩三国。刀币的形状像刀，有尖首刀、明字刀、圆首刀之分，主要

流通于齐、燕、赵三国。齐国刀币体积大，多角尖；燕、赵刀币较小，多为方首

或圆首。圜钱为圆形钱币，有方孔圜钱和圆孔圜钱之分，主要流通于秦、东周以

及魏、赵二国的沿河地区。秦国圜钱不铸地名，仅铸币值单位，如“重一两四十

珠”等，东周圜钱则铸有“东周”字样。郢爰是一种铸有“郢爰”字样的金饼，

只流通于楚国。此外，楚国还有一种辅币，叫做“铜贝”。这种货币形似海贝，

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蚁鼻钱”。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货币是多么混乱。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但混乱的货币给商品交换带来

很多不便，也给国家的财政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秦始皇下令

废除各地原本流行的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新币。新币分为两种：一为黄金，名

“镒”，以镒为单位，每镒二十两；一为钱，名“半两”，圆形方孔，直径一寸

二分，有“半两”二字，重如其文。全国统一币制，克服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此

后，秦“半两”所奠定的圆形方孔钱的模式，在中国沿用了二千多年。 

 

                 

       战国货币图                             秦半两图 

 

 

 

  



秦始皇 
灿烂的中国文明 

 

44 
 

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都是用来计量的。度是计量长短的标准；量是计量容积的标准；衡是计量

轻重的标准。这三者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工具，而且与国家赋税和人们生活有着密

切的关系。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混乱，计量单位很不一致。如秦国 1 斗合今 2000 毫

升，魏国 1 斗合今 7140 毫升。这对商品交换和人民生活都不利。因此，秦始皇

在灭六国后，下诏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以原来秦国的度量衡为标准，在秦

国旧有的度量衡上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或制造新的度量衡器，在上面

刻上诏书，推广到全国各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统一度量衡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且对于加强各地

的联系，也有积极作用。 

 

 

用以称粮的秦高奴禾石权，秦代的一石等于六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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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措施 

 

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有一定的联系，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

国以来，由于国家长期分裂，文化交流受到限制，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区域特色。

各地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连文字也不尽相同。 

 

全国统一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迫切要加强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在这种情况

下，秦始皇也改革文化。他下令统一全国的文字，又通过宣扬天命和焚书坑儒的

办法，统一人们的思想，还采取一些端正风俗的措施。这些改革，与政治、经济

等方面的改革相辅相成，既促进了各地间的文化交流，又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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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字 

 

中国的文字起源甚早，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文字异形”的现象，同样

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写法，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写法。如“马”

字在韩、赵、魏、燕、楚五国各有两种写法，在齐国有三种写法。“安”字在齐、

燕各有两种写法，在韩、魏、赵竟有四种写法。当时，东方六国使用的文字相当

繁杂，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秦国使用的文字主要是小篆。小篆是从大篆演化而

来，比大篆易认，而六国文字的偏旁组合不太固定，比大篆更难辨认。由于文字

异形，又比较难认，自然会对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障碍。 

 

秦统一后，文字紊乱不仅妨碍文化交流，而且给朝廷下达政令和地方传递信息，

造成很大困难。针对这种情况，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采取了“书同文字”的

措施。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下令整理“六国文字”，规定以秦国原来的文字为

基础，废除与秦文不合的文字。此外，他还下令简化字形，将小篆作为规范文字，

并以李斯的《仓颉》、赵高（小知识）的《爰历》和胡毋敬的《博学》为范本，在

全国推广。后来程邈改进的隶书比小篆更容易书写，很快风行起来。从此，小篆

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小知识 

赵高 

赵高本为赵国贵族，后入秦为宦官，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秦始皇死后，

赵高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公元前 208

年，赵高设计陷害李斯，成为秦朝丞相。翌年，逼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

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大篆又称籀文，相传周宣王时为史籀所作，笔画繁复，且多重叠，春秋战国时期

通行于秦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周金文即属于大篆。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发展

演化而来，字体整齐，布局紧凑，笔画匀称、简单，因是秦统一后通行的文字，

所以又被称作“秦篆”。传世的《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是标准的小篆。

隶书是由小篆简化而来的一种字体，经程邈（小知识）整理而广泛流传。这种字

体笔画简洁，结构平整，直线方折，便于书写。现存秦简基本上都是用隶书写成。

汉、魏时期，隶书成为最主要的字体。 

 

小知识 

程邈 

程邈，字元岑，下杜（今西安市南郊）人。起初为县小吏，不慎犯罪，被关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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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监狱中，获释后刻苦钻研文字学。当时郡县公务繁

忙，文书繁多，用小篆书写太慢，不少人开始草书篆体。民间对小篆也有一些简

便的写法。他用十年时间研究这些情况，整理出三千多个规范的隶书，所以后人

有程邈发明隶书的说法。隶书笔画平正，结体紧凑，便于书写和辨认，经秦始皇

推广，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全国通用的字体之一。因此，程邈对中国文

化有一定贡献。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曾多次出巡，立石颂德，因而留下了不少刻石。其中比较

著名的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刻石》

和《会稽刻石》。这些刻石上的文字相传都是李斯用小篆写成，有很高的艺术水

平。今《泰山刻石》尚存 9 字，《琅琊智台刻石》尚存 86 字，《峄山刻石》也有

南唐徐铉的摹本，由此可以看清秦代小篆的基本风貌。刻石的内容较为丰富，除

歌颂秦始皇的功德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和秦代的社会状

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小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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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篆图 

 

 
隶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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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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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琊台石刻 

 

 

战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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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 

 

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好处

的，但对中央集权统治却不利。秦始皇在消灭六国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把法家思想和大一统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希望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为

此，他通过多种途径宣传，宣传天命观、法制精神、秦朝统治的合理性。对于不

利于秦朝统治的“异端邪说”，则予以无情打击，甚至酿成“焚书坑儒”的悲剧。

这些措施在当时对维护新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维护刚刚出现的统一局面都

有积极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焚书坑儒”，

束缚了学术思想，堵塞了议政言路，因此负面作用更为明显。 

 

 

明‧张居正《帝鉴图说》描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情况 

 

宣扬天命 

宣扬天命是秦始皇统一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秦始皇已经开始

宣扬天命。灭掉六国后，他首先利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神化自己的皇权，并

为推行严酷的法律制度制造根据。接着他周游全国，刻石颂德，说明自己的统治

是符合天意。他还专门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最隆重的祭祀

大典，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叫“封”，在泰山下的梁父辟土祭地叫“禅”。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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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以来，人们认为只有举行这种典礼，才算受命于天。秦始皇在泰山封禅，进

一步向世人表明，他的统治受命于天，是至高无上的。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两件事，性质基本相同。“焚书”发生在公元前 213 年，

原因为是否恢复分封制引起。当时博士淳于越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李斯认为

这是厚古而害今，最后又把这归结为读《诗》、《书》等的缘故，并提出三点建议：

一、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他书籍在限期内交至官府

焚毁。二、民间收藏的《诗经》、《书经》和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掉。聚集谈论《诗》、

《书》者处死，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三、禁止私学，愿意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秦始皇为了禁绝异端思想，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而且以诏令的形式付诸实施。焚

书的结果，引起了士人不满。就在焚书的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私下诽谤秦始

皇。秦始皇下令追查，逮捕 460 人，全部坑杀。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 

 

 
位于陕西省临潼市的坑儒谷 

 

端正风俗 

秦始皇除统一文字和统一思想外，在文化方面还采取了“端正风俗”的措施。具

体些说，就是倡导礼义，反对淫佚，提倡专政主义的精神文明。秦始皇在统一中

国之前，很注意整顿风俗。统一后，更加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公元前 219 年，他

来到号称“礼义之邦”的齐国故地，看到这里风俗典雅，便在《泰山刻石》中予

以表彰。公元前 210 年，他来到越国故地，看到这里淫佚之风较盛，便在《会稽

刻石》中予以批评。为了提高人们对这问题的认识，他甚至把端正风俗与灭六国

相提并论。通过“端正风俗”的活动，使人们的行为调整到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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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措施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自我保护，在交通线上修筑了许多关塞堡垒，设置

了不少人为的障碍，各国道路的宽窄也不一致。这种状况对统一是不利的。 

 

秦始皇灭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把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推广到全国各地，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更好地巩固统一

的成果，在交通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他下令拆除全国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

垒，统一道路系统，统一车轨。 

 

秦统一后修筑了驰道、直道等统一规格的道路。为了保护路面，提高道路的使用

效率，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 6 尺。秦代一尺合今 23.1 厘米，6 尺即相当于现在

的 138.6 厘米。当时陆上的交通工具除马之外，主要是车。车以马车为主，其次

是牛车和其他类型的车。车轨统一后，无论是甚么车都可以在全国各地的交通大

道上畅通无阻。统一车轨是在统一道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如果道路系统没有统

一，统一车轨的事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可以说统一车轨是统一道路系统的延续，

或者说是它的组成部分。 

 

经过几年的努力，建成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些措施对多

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同样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号铜车马     反映秦代贵族车马形制的铜车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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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历代对秦始皇的评价 

 

秦始皇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人们说他是民族精英，千古一

帝？为什么又有人说他是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暴君？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位皇帝，他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因而常常受到世人的关注。

自从秦始皇死后，历代都有人对他作过评价，有人对他表示肯定，有人对他表

示否定，因此他是很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之一。 

 

秦始皇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四点： 

一、施行急政 

在统一全国后，不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随即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动，

如筑秦陵、建阿房宫等。 

二、赋役繁重 

为了施行急政，不断向老百姓征发徭役，增收赋税，结果使赋役的数量远远超

过了人民所能承受的限度，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三、用刑严酷 

对人民防范过严，对犯人用刑太重，在社会上造成恐怖气氛。 

四、箝制思想 

焚书坑儒，迷信神仙，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承了他

的缺点，宠信赵高，指鹿为马（小知识），倒行逆施，引起了农民起义，加速了

秦朝的灭亡。 

 

小知识 

指鹿为马 

秦二世皇帝即位后，赵高自立为丞相，独揽朝纲。一天，赵高献鹿予秦二世，故

意指称是马，并问臣子是鹿或马，其后将答鹿者暗中杀害，使群臣畏惧自己，以

谋篡位。“指鹿为马”后来成为成语，比喻颠倒是非。 

 

古代人对秦始皇的评价，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的刘邦和项羽。他们认为做人

就应当像秦始皇一样。两汉时期，以贾谊为代表的政论家为了证明刘邦代秦的合

理性，多对秦始皇持否定的态度。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把秦始皇塑造成

了“暴君”的形象。但桑弘羊（小知识）、司马迁在他们的论著中公开肯定秦始

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小知识 

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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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公元前 152—前 80 年）为西汉人，武帝时以善理财著称，后以谋反罪被

诛。 

 

隋唐以后，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唐代的柳宗元（小知识）

从反对藩镇割据（小知识）的立场出发肯定秦始皇，宋代的朱熹（小知识）等人

则以理学的角度出发否定秦始皇。明代的李贽（小知识）给秦始皇高度评价，说

秦始皇横空出世，“掀翻一个世界”，是“千古英雄”、“千古一帝”。清代的

王夫之（小知识）批判秦始皇的暴政，但对他的政治措施则予以讴歌。 

 

小知识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 773—819 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唐代古文运动主将。其诗文

擅于刻画山水，反映现实，风格清新峭拔。文集有《柳河东集》、《龙城录》等。 

 

小知识 

藩镇割据 

唐代中期在边陲各地设置节度使，镇守土地，抵御外侮，称为“藩镇”。唐朝末

年，中央权力衰落，藩镇据地拥兵自重，为乱达六十年之久，促使唐朝走向衰亡。 

 

小知识 

朱熹 

朱熹（1130—1200 年），宋代理学家，字元晦，后世尊称朱子或朱文公。其学以

“居敬穷理”为主，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编著多种书籍，所注四书更为明清科举

奉为程准。 

 

小知识 

李贽 

李贽（1527—1602 年），号卓吾，明朝思想家、文学家。 

 

小知识 

王夫之（1619—1692 年）字而农，号姜斋，明末清初思想家，成就广及天文、历

法、数学、地理学，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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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过秦论〉是评论秦始皇的著名篇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清朝统治的过程

中，一些人回顾历史，也曾评价过秦始皇。如章太炎（小知识）在 1913 年撰写

《秦政记》和《秦献记》，反驳了贾谊（小知识）等人的观点，认为秦始皇“政

平”、“守法”、“好文”，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 

 

小知识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 年）名炳麟，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在文学、历史学、语言

学方面均有贡献，著有《章太炎全集》。 

 

小知识 

贾谊 

贾谊（公元前 200—前 168 年）西汉文学家兼政论家，是楚辞到汉赋之间重要的

辞赋家。著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著名的政论文章。 

 

1935 年，丁布夫出版了名为《秦始皇之民族的功业》的著作，陈醉云出版了《秦

始皇》。1941 年，马元材（非百）出版了第一部专门论述秦始皇的学术专著《秦

始皇帝传》，引用多种资料分析秦始皇其人。1944 年，顾颉刚也出版了《秦始皇

帝》，从多个角度论说秦始皇。在这些著作中，都对秦始皇作了各种评价。此外，

著名学者郭沫若也撰写了《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书，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

不过，后来他又撰文，把秦始皇塑造成一代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始皇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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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

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之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

求神仙，修宫室，残忍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此后，不少历史学家研究秦始皇。吕振羽认为，秦始皇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

到一个新阶段，但他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色”。田昌五、安作璋、林剑鸣

等认为，秦始皇既是一个有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秦腔《千古一帝》中的秦始皇剧照             研究秦始皇的著作 

  



秦始皇 
灿烂的中国文明 

 

58 
 

第六章：阿房宫 

 

为什么说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宫殿建筑？这座宫殿的规模如何？为什

么秦始皇要修建阿房宫呢？阿房宫位于秦都咸阳南部的上林苑中，是在秦始皇统

治时期修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咸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

也是国际化的都市。随着秦朝的巩固和发展，秦始皇愈来愈感到咸阳有必要扩建，

尤其是原来举行朝会和庆典的宫殿过于狭小，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尊严和秦朝的国

威，必须修筑新的宫殿。于是，他根据咸阳城的总体布局，决定在渭河以南修筑

阿房宫。为此，秦始皇首先派人规划和设计阿房宫，描绘出宏伟的蓝图，然后组

织数十万人破土动工建成。杜牧〈阿房宫赋〉（小知识）说：“六王毕，四海一。

蜀山兀，阿房出。”这些精彩的语句，生动地反映了兴建阿房宫的背景。 

 

小知识 

杜牧〈阿房宫赋〉 

杜牧（公元 803—852 年）字牧之，号樊川，晚唐诗人。为人刚直，关心时弊。其

诗豪迈不羁，文章深奥曲折，多切经世之务，成就狻高，时人称为“小杜”，以

别于杜甫。著有《樊川集》，代表作品有〈阿房宫赋〉、〈泊秦淮〉等。〈阿房宫赋〉

敍秦始皇穷奢极欲，大修阿房宫，搜括民脂，人民却敢怒不敢言。 

 

 

阿房宫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右起门窗上的合页、大型板瓦、陶质排水管道 

 

关于阿房宫的取名，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阿”是近的意思，“房”与“旁”

相通，“阿房”即近旁之意，因该宫靠近咸阳，所以称为阿房宫。有人说该宫外

型倾斜，基址高耸，如偏高之“阿丘”，所以有阿房宫之名。还有人说，“阿房”

是咸阳一带的方言，意即“那边的宫殿”，因为当时正在建宫，没有名称，所以

被称作阿房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史记》有载：“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即是说因为宫殿的四边旁广，

而且又近咸阳，便称作阿房宫；阿房宫建成后就要另外取一个好的名字。由此看

来，阿房宫则是根据宫的形制而取名，当时秦始皇对这个名称并不满意，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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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宫建成后起个更好的名称，结果未能如愿，阿房宫这个名称便一直沿用下来。 

 
鹿纹瓦当图 

  



秦始皇 
灿烂的中国文明 

 

60 
 

阿房宫的宏大规模 

 

阿房宫的规模是空前的旷世奇观，反映了秦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杜牧在〈阿

房宫赋〉中写道：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

阳。二水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馈，廊腰缦回，簷牙高啄，各抱地

势，钩心斗角”。《三辅黄图》（小知识）亦载，阿房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

馆，弥山跨谷。”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房宫的盛况。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阿房宫不仅有雄伟的宫室建筑，建有优美的园林风

景，又有“渭水灌都，以象天汉”的格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在

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小知识 

《三辅黄图》 

古代地理书，撰稿人姓名不详，成书年代不确定，但当出于南北朝期间（公元 420—

589 年），今存 30 篇。 

 

 

明人绘阿房宫图摹本局部 

 

主体建筑 

阿房宫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宫殿。该殿东西 500 步，南北 50 丈。如果按一步等于

1.386 米，一丈等于 2.31 米折算，则该殿的面积即达到八千余平方米。《史记》载，

该殿上面可以坐 1 万人，下面可以立 5 丈高的大旗。殿南有馈道直抵终南山下，

以南山之颠为阙（古代建筑的一部分，常以石雕砌而成，一作记功，二作装饰之

用）。殿北有复道渡过渭河，直通咸阳。《三辅旧事》载，庭下可容纳十万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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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其外有城，谓之阿城。由此可以想像阿房宫的

宏伟程度。 

 

阿房宫规模宏大，结构也十分巧妙。据说殿中还安装了磁石门，如果有人想隐藏

兵器进入殿中，就会被磁石门吸住，不能脱身。 

 

 

阿房宫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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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毁灭的原因 

 

阿房宫在秦始皇时代虽然没有完工，但已经显示宏伟、博大、豪华的特征，成为

前所未有的旷古奇观。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建筑史上的杰作，在历史上仅仅存留

几年的时间。秦始皇死后，由于秦二世倒行逆施，很快引起农民起义，项羽和刘

邦也加入了反秦的行列。项羽的祖父项燕、叔父项梁均为楚国名将。项燕在秦灭

楚的过程中为秦将王翦所杀，项梁率兵反秦，也为秦将所杀，所以项羽对秦有很

深的仇恨。 

 

公元前 206 年 12 月，项羽进入关中，秦朝已亡，所以项羽将秦都咸阳付诸一炬，

“大火三月不熄”，阿房宫被化为灰烬，只留下宫殿的基址。 

 

 

阿房宫前殿夯土台基 

 

阿房宫的遗迹 

尽管阿房宫的宫殿被项羽焚毁，但阿房宫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杰作，在人们的心目

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秦代以后，不少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发表自己对阿房

宫的感叹。 

 

虽然经过二千多年的风雨沧桑，阿房宫的遗迹仍历历可辨。在今西安市西郊 15

公里处，有一个东西宽 1300 米，南北长 500 米，高 7 米的夯土基（建筑物最基

础的部分），总面积达 65 万平方米。这个台基就是阿房宫前殿的所在地。台基附

近有周长 31 米，高约 7 米的夯土台，当地人称之为“始皇上天台”；又有面积

约为 26 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台地，当地人称之为“眉坞岭”。这些台基都是阿房

宫的建筑遗迹，曾出土不少秦代文物，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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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上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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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秦朝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秦帝国，比秦帝国稍晚，欧洲也出现了对

世界历史影响重大的罗马帝国。秦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古罗马是欧洲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两者有何异同？ 

 

政治制度的比较 

古罗马与秦帝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已把权力集中在

国君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全国，权力由皇帝把持，地

方郡、县官员都由中央直接任命。 

 

古罗马先后经历了共和与帝制两个阶段。在共和阶段，政府具有选举制和互相制

衡等特色。国家由贵族推选的执政官（Consuls）和贵族组成的元老院（Senate）

管治。另外，又设有两名由平民选举出来的护民官（Tribunes），负责制衡贵族，

维护平民的权利。 

 

公元前 27 年，奥古斯都（小知识）废除共和制，建立罗马帝国，权力集中在皇

帝手中，行省总督全由皇帝任命。然而，市邑仍拥有地方自治权，市邑官员由本

市公民选举产生，可见罗马帝国跟秦帝国的政制，并不相同。 

 

小知识 

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公元前 63—公元 14 年）罗马皇帝屋大维称号（Octavius）。曾统一罗

马，征服埃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史称“罗马帝国时代”。 

 

综合国力的比较 

秦帝国与古罗马在当时都是超级大国，但若从军力和动员能力等方面分析，两者

的综合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秦统一中国后，拥有一百多万精锐的常备军队；古

罗马军队的数量，约为秦军的四分之一左右。动员能力方面，可从两国的建筑规

模反映出来。秦朝为抵抗匈奴，修建了全长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古罗马也曾

兴建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来抵抗外族，但全长却只有约一百一十公里。

另外，罗马竞技场和阿房宫，分别是两国最宏伟和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地面建筑，

前者面积约二万平方米，能容纳六万观众；然而，阿房宫的前殿面积，便达八万

七千多平方米。由此可见，秦国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似稍胜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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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秦始皇大事年表 

 

公元年代 中国纪年 大事简编 

公元前 259 年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 

秦始皇在赵国出生，取名赵政（又名嬴

政）。 

公元前 251 年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始皇及母回秦国。 

公元前 246 年 秦王政元年 

庄襄王死，嬴政继秦王位，由太后处理

朝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同年，秦击取晋

阳，建成郑国渠。 

公元前 244 年 秦始皇三年 蒙骜击韩，攻取十三城。 

公元前 242 年  秦始皇五年   蒙骜攻取魏酸枣二十城，初置东郡。 

公元前 241 年  秦始皇六年   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军攻秦。 

公元前 238 年  秦王政九年  秦王亲政，平定嫪毐之乱，灭其三族。 

公元前 236 年  秦王政十一年  

罢免吕不韦相位，逼迁蜀地；招揽人才，

重用客卿。王翦攻齐，取九城。 

公元前 235 年  秦王政十二年  助魏击楚；吕不韦自杀。 

公元前 234 年  秦王政十三年  

定平阳、宜安；韩派韩非来使，遭李斯毒

死。 

公元前 230 年  秦王政十七年  

调兵遣将，开始统一大业。派内史腾率

师灭韩。 

公元前 228 年  秦王政十九年  

派王翦猛攻赵国，大破赵军，俘赵王迁，

占领赵都邯郸。 

公元前 227 年  秦王政二十年  

秦王在咸阳宫遇刺。杀荆轲，增兵赵地，

派王翦进攻燕国。 

公元前 226 年  秦王政二十一年  王贲击楚。 

公元前 225 年  秦王政二十二年  派王贲击魏，水灌大梁，消灭魏国。 

公元前 223 年  秦王政二十四年  

派王翦、蒙武攻克楚都寿春，俘楚王负

刍，楚国灭亡。 

公元前 222 年  秦王政二十五年  

派王贲攻占辽东，俘燕王喜，消灭燕国

残余势力。 

公元前 221 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  

灭掉齐国，吞并天下。秦王政改称始皇

帝，统一各种制度。 

公元前 220 年  秦始皇二十七年  

第一次出巡，修驰道，完善道路系统，加

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厉行车同轨、书同

文、统一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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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代 中国纪年 大事简编 

公元前 219 年  秦始皇二十八年  

第二次出巡，巡视郡县，登封泰山、开凿

灵渠、始建阿房宫。 

公元前 218 年  秦始皇二十九年  

第三次出巡，遭张良率力士于博浪沙行

刺，误中副车，天下各郡大索十日。 

公元前 216 年  秦始皇三十一年  

重申“重农抑商”政策，令“黔首自实

田”。 

公元前 215 年  秦始皇三十二年  

派蒙恬北击匈奴，尽取河南之地。第四

次出巡，巡视北边，自上郡回咸阳。 

公元前 214 年  秦始皇三十三年  

平定南越、西瓯，移民戍边，修筑举世闻

名的万里长城。 

公元前 212 年  秦始皇三十五年  筑九原通甘泉直道。 

公元前 210 年  秦始皇三十七年  第五次东巡，病死于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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