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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曹操（公元 155-220 年）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也是一位備受爭

議的人物。後人對其功過評價不一，有人說他是顛覆漢室的奸賊，也有人認為他是少有

的大英雄。近代史家對他一般採取肯定態度。 

 

自秦始皇吞併六國以來，秦漢王朝大體處於統一的狀態，但豪強勢力在不斷發展，地方

權力也在不斷加強，這些都是導致分裂割據的因素。東漢末年爆發黃巾起義，州郡官吏

和地方豪強起兵鎮壓，地方勢力得以壯大。董卓進京後，擅行廢立，為政殘暴，引起天

下不滿，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潼關以東的州郡牧守紛紛起兵討伐。董卓後來被部

下殺死，但各地牧守並未因此罷兵，而是相互混戰，東漢王朝陷於分裂狀態。在這一過

程中，曹操最初參與鎮壓黃巾軍，接着參與討伐董卓，後迎漢獻帝定都於今河南許昌，

自己任丞相。但他並非真心輔佐漢室，而是「挾天子而令諸侯」。隨後與其他牧守展開

爭奪，勢力不斷發展，最終大體統一了北方。他利用武力統一北方之後，先讓兒子曹丕

為丞相副，在丞相之位的繼承上作了安排，接着曹操被封為魏公，後又加冕魏王。 

 

曹操在政治上建樹良多。他迎漢獻帝定都許昌，當時由於戰亂，流民十分嚴重，大量土

地拋荒，曹操下令在許昌實行屯田制。屯田制分民屯與軍屯兩種，民屯以 50 人為一屯，

層層形成管理系統，不屬郡縣，屯田民必須上交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田租。軍屯與民屯

管理體制相類。屯田制實行後，大量土地復耕，糧食大豐收，很快推廣到各地。曹操糧

草充實，實力增強，得以統一北方。屯田制給後世許多啟發。 

 

曹操在選拔人才方面也有創舉。東漢時期，向上級推薦人才必須得到鄉里公認，這種制

度到東漢末年已出現嚴重弊端。朋黨交結，很難選拔真正的人才。曹操提出唯才是舉的

選才方式，不論出身、品德，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可以選拔為官。於是，大批有用

的人才投入統治集團，為曹操在群雄爭霸中效力。 

 

作為傑出的軍事家，曹操治軍法令嚴明，賞罰必信，有功必賞，有過必罰。曹操還是傑

出的文學家，他利用政治地位，廣泛搜羅文士來從事文學創作。東漢末年漢獻帝用「建

安」紀年，共二十五年，這個時期前後約四、五十年的文學被稱為「建安文學」，是中

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曹操本身也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了文學新風

氣，他的詩歌和文章都很有創造性。其詩用質樸的形式抒發胸襟，使人讀其詩如見其人。

他的詩對後世唐代的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曹操的散文文筆

簡練樸素、個性鮮明，表現建安散文風格，對後世散文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曹操的兒子曹丕、曹植也是文學家，後世合稱他們為「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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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平事跡 

 

曹操（公元 155-220 年），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三國時期傑出

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最初參與鎮壓黃巾軍，後起兵討伐董卓，勢力逐漸增強。建安

元年（公元 196 年），迎漢獻帝定都許昌，挾天子而令諸侯，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同年，

於許下屯田積穀，得以解決軍糧問題。五年（公元 200 年），在官渡大敗袁紹，隨後逐

漸統一中原。十三年（公元 208 年），率軍南擊劉表，在赤壁戰敗。此後改取守勢，但

亦出兵平定關隴及爭奪漢中，於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病死。曹操善於用兵，持法峻

刻，知人善察，唯才是舉。又長於文學，今存樂府詩二十餘首，氣魄沉雄，慷慨悲壯。 

 

 
曹操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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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背景 

 

曹操出生成長於東漢後期，當時外戚宦官專權，黨錮之禍激烈，亂事不斷。曹操出生時，

外戚梁冀已歷仕四朝，權傾朝野，梁冀被殺後，朝政又被宦官控制。外戚宦官當政期間，

窮奢極侈，專橫暴虐，選舉不實，引起一部分士人強烈不滿。他們議論時事，品評人物，

猛烈抨擊外戚宦官。雙方的鬥爭愈演愈烈，最終釀成黨錮之禍，與外戚宦官作對的士人

或被處死，或被免官禁錮。與此同時，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官吏橫徵暴斂，下層人民生

活艱苦，終於爆發規模浩大的黃巾起義。這種動盪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是曹操能夠建功

立業的客觀原因。 

 

小知識 

黨錮之禍：東漢之世，先後發生兩次黨錮之禍。第一次發生在漢桓帝年間，宦官張成教

子殺人，為朝臣司隸校尉李膺所殺，宦官單超使人上書誣告李膺專養太學生游士，共為

朋黨，誹謗朝政，桓帝乃下詔捕李膺，並牽連二百餘人下獄。第二次發生在漢靈帝年間， 

李膺等朝臣被殺，而監禁流徙者達六七百人，連親屬、門生、故吏也一律免官禁錮。 

 

 

搖錢樹，東漢（公元 25-220 年）。搖錢樹用青銅鑄成，枝葉飾以龍首、朱雀及鹿等圖案。

搖錢樹的鑄造反映東漢貴族生活的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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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家世 

 

曹操的祖父曹騰是一位宦官，歷事順、沖、質、桓四位皇帝，在宮內三十餘年，官至中

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他雖然身為宦官，但與士人相處較好，很多士人都得到他的推

薦。曹騰死後，養子曹嵩繼嗣。曹嵩身世不明，有史書說他為夏侯氏所生。曹嵩敦厚謹

慎，忠誠孝順，官至太尉。曹操即曹嵩之子，因為出身於宦官家庭，加上東漢後期宦官

擅權，令人厭惡，故有人譏諷曹操是「贅閹遺丑」。其實經過三代，他與宦官勢力已沒

有直接關係，他的政治立場與士人是相近的。 

 

小知識 

宦官擅權：東漢末年，年紀幼小的皇帝長大後為了收回大權，擺脫外戚的控制，往往要

借重內侍的力量，因此特別寵信宦官、把他們當作心腹，甚至封侯賜爵，宦官因而擁有

極大權力。靈帝時，即有張讓、蹇碩、趙忠、郭勝、封諝等人號稱「十常侍」，權傾一

時，誣陷忠良，朝政日壞，社會隨之動盪不安。 

 

 
山西苪城博物館展示的漢代陶樓，這是東漢貴族隨葬的陶樓，顯示東漢貴族的房屋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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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教育 

 

曹操年少時，喜歡飛鷹走狗，遊蕩無度，但他沒有廢學業，而且博覽群書。年長後出任

頓丘令、濟南相等，因為與當權者時有衝突，於是稱病還鄉，在城外另築一室，春夏讀

書，秋冬打獵。以後東征西討，軍務繁忙，仍然手不離書，登高必賦。他曾說：「長大

以後還用功讀書的，只有我和袁伯業了。」曹操勤奮學習，涉獵廣泛，所以多才多藝，

不僅善於用兵，詩歌、書法、音樂、圍棋、醫藥、方術也有很高的造詣。 

 

小知識 

袁伯業：袁紹的從兄，本名袁遺，字伯業。東漢汝南南陽人。自幼好學。初出任長安令，

其後被袁紹任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 

 

曹操多才多藝，他年少的時候，不但博覽群書，還喜歡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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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能臣與亂世奸雄 

 

曹操年少時聰明機警，頗有權略，但任俠放蕩，行為不謹，一般人不太看重他，只有橋

玄、何顒覺得他與眾不同。橋玄官至太尉，很有名聲，認為曹操是「命世之才」，有能

力安定天下，並建議他說：「你現在還沒有名聲，可以讓許子將（許劭）品評一下。」

曹操於是去拜訪許劭，問道：「我是什麼樣的人？」許劭瞧不起曹操的為人，不願意談

自己的看法。曹操不肯罷休，許劭便迫不得已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

操這才高興離去。東漢各級地方行政機構中的僚屬，以及各地貢舉的秀才、孝廉、文學

等，一般由地方官從本地人中辟舉；而要獲得辟舉，必須得到人們的好評，有較高的名

聲。曹操經過名臣橋玄的讚揚，又經過名士許劭的品評，名聲越來越高，仕途也變得通

暢。 

 

小知識 

許劭（公元 150-195 年），字子將，東漢末年汝南名士。仕途不順，後往依靠揚州刺史劉

繇。及孫策平吳，許劭隨劉繇南奔豫章（今南昌），死於當地。 

 

小知識 

奸雄：指才智出群，但使用權詐欺世的人。《荀子‧非相》對奸雄有這樣的解釋：「聽其言

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齊百姓；然而口舌之

均（口辭調均），瞻唯則節（言談多少有節制），足以為奇偉、偃卻（傲慢）之屬，夫是

之謂奸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東漢研究古文經學的風氣更盛於西漢，加上盛行察舉制，士人互相品評的風氣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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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黃巾 

 

曹操最初在軍事上取得的勝利，便是鎮壓黃巾軍，其最初軍事力量的擴充，也在於吸收

了黃巾軍的精銳。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黃巾起義爆發後，曹操任騎都尉，參

與鎮壓穎川黃巾軍。黃巾軍主力不久遭到失敗，但餘部仍堅持戰鬥。 

 

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關東牧守討伐董卓，曹操也參與其中。當時黃巾餘部黑山軍

有十多萬人，活躍在魏郡、東郡一帶，曹操將其打敗，得以出任東郡太守。隨後曹操又

大敗青州黃巾，吸收其中的精銳，組成青州兵，勢力大大增強。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操平定汝南黃巾，十年（公元 205 年），黑山軍首領張燕投

降，黃巾餘部基本上被消滅了。 

 

小知識 

黃巾軍：東漢末年，鉅鹿（今河北平鄉）人張角創立太平道，有徒眾數十萬。張角宣稱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並且與徒眾預定在甲子年同時起兵。

因為有人告密，起義提前爆發。由於起義者頭裹黃巾，故稱黃巾軍。 

 

黃巾軍主力集中在冀州、穎川、南陽，進攻矛頭指向洛陽。起義之初，形勢發展十分順

利，但由於倉促起義，缺乏作戰經驗，主力在九個月後便遭到失敗。此後餘部轉戰各地，

持續了很長時間。 

 

小知識 

太守：一郡的首長。漢時地方分為：州（首長為刺史）、郡（首長為太守）、國（皇子封

王之郡）和縣（首長為縣令），以下還有鄉、亭、里，各有首長。通常每縣設尉一至二

人，負責防禁盜賊。 

 

小知識 

青州兵：曹操收編青州黃巾而組成的軍隊。初平三年（公元 192 年），青州黃巾一百多

萬進入兗州，刺史劉岱戰敗被殺。曹操當時任東郡太守，數次擊敗黑山軍，劉岱僚屬於

是前往迎接，讓他出任兗州牧。曹操來到後，率領一千多人視察戰場，與黃巾軍發生戰

鬥，死掉數百人，引軍而還。 

 

當時曹操的老兵很少，新兵沒有作戰經驗，大家感到十分恐懼，曹操於是披上鎧甲，巡

視軍隊，鼓舞士氣。此後黃巾軍屢戰屢敗，退至濟北（今山東長清），於同年冬天投降。

投降黃巾軍有三十多萬，男女共一百多萬，曹操收編其中的精銳，號稱「青州兵」，軍

事力量大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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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伐董卓 

 

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漢靈帝病死，十四歲的太子劉辯即位，太后臨朝聽政。太后之

兄何進與大族袁紹密謀，又召并州牧董卓率軍入京，意欲誅除宦官。但密謀洩露，何進

為宦官所殺，接着袁紹入宮，殺宦官兩千多人。董卓隨後進京，廢掉少帝劉辯，另立九

歲的劉協為帝，專橫殘暴，濫殺無辜，引起普遍怨恨。曹操當時在洛陽，董卓想重用他，

曹操認為董卓必然敗亡，於是逃歸鄉里，聚集士兵討伐董卓。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

關東牧守紛紛起兵，推袁紹為盟主，但以董卓兵強，都不敢先進。董卓隨後遷往長安，

三年（公元 192 年）為部下所殺，關東牧守之間便展開了混戰。 

 

小知識 

董卓（？-192 年），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臨洮）人。漢桓帝末年，征討羌、胡有

功，後來又討伐黃巾、韓遂，官至并州牧。何進被殺後，董卓率眾入京，掌握了朝政大

權。他本性殘忍，濫施刑法，人不自保。後山東牧守起兵討伐，董卓遷獻帝於長安，將

洛陽宮室焚為灰燼。在長安時，法令嚴酷，肆意誅殺，毀壞五銖錢，重新鑄造小錢，導

致物價飛漲，一斛穀值幾十萬錢。後來被部下呂布和司徒王允殺死，屍體被棄於市上。

董卓十分肥胖，守屍的官吏為了在晚間照明，製了一根大燈心插到董卓的肚臍中，一直

燃燒到天亮，以後每晚如是，持續了數天。 

 

 

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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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戰 

 

董卓死後，割據勢力之間經過近十年的混戰，只剩下江東的孫策、荊州的劉表、益州的

劉璋、涼州的韓遂與馬騰等幾股主要勢力，其中勢力最大的是中原的袁紹與曹操。曹操

最初起兵時只有五千人，後來通過討伐黑山、青州黃巾軍，拉攏兗州地方豪強，勢力不

斷擴張，主要活動在兗、豫二州。袁紹最初起兵時只是勃海太守，因為聲望很高，被推

為聯軍盟主，後來逼迫韓馥讓出冀州，又打敗幽州的公孫瓚，佔有了青、冀、幽、并四

州，發展成為最大的割據勢力。 

 

小知識 

袁紹（？-202 年），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今河南商水縣）。袁紹家世顯赫，自高祖袁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位。何進密謀誅除宦官，以袁紹和董卓作為援助，何進謀洩被殺， 

袁紹殺宦官二千多人。董卓進京後，與袁紹商議廢帝之事，袁紹不同意，從洛陽逃往冀

州。關東牧守起兵討伐董卓，袁紹被推為聯軍盟主。此後勢力迅速發展，想統一天下，

代漢稱帝。而曹操日益強大，袁紹於是與曹操發生矛盾。後在官渡為曹操所敗，不久憂

憤而死。袁紹儀表堂堂，喜怒不形於色，但貌似寬雅，內心猜忌。 

 

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曹操與袁紹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開決戰。時袁紹有大軍

十萬，糧食充足，而曹操兵寡糧少，在實力上處於劣勢。但袁紹外寬內忌、猶豫寡斷、

治軍不嚴，曹操唯才是舉、賞罰必行。戰爭中，袁紹派顏良進攻白馬，曹操假裝放棄白

馬，欲渡延津，待袁紹分兵迎敵，即迅速襲擊白馬，斬大將顏良。然後循河向西，引誘

袁軍追擊，又斬大將文醜。曹操還軍官渡，雙方僵持達半年之久。最後，曹操採納來降

謀士許攸的建議，偷襲袁軍屯糧要地烏巢，焚掉糧食一萬多車。袁紹軍心動搖，全線崩

潰，僅帶八百親兵逃回河北，其餘數萬士兵被曹操坑殺。曹操在官渡之戰打敗袁紹，為

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袁紹 



燦爛的中國文明 

曹操 
 

13 
 

北征烏桓 

 

袁紹勢力強大時，將北方三郡烏桓的首領立為單于，並與他們締結婚姻關係。其中遼西

單于蹋頓勢力最強，與袁紹的關係也最為密切。袁紹死後，他的兒子袁譚、袁尚因奪位

而產生矛盾，曹操乘機討伐，袁譚戰死，袁尚與其兄袁熙投奔蹋頓。隨後不久，曹操又

消滅袁紹的外甥──居於并州的高幹。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曹操北征烏桓，袁尚、

袁熙與蹋頓等率領數萬騎兵迎戰。雙方相遇於凡城，曹操見烏桓陣營不整，縱兵擊之，

烏桓大敗，蹋頓戰死。袁尚、袁熙及其餘烏桓首領奔於遼東，不久為遼東太守公孫康所

殺。至此，曹操大體統一了北方。 

 

小知識 

烏桓：古代東胡的別支，西漢初年被匈奴冒頓單于打敗，遷徙於烏桓山一帶，因此稱為

烏桓，漢朝設置烏桓校尉管轄。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乘機

擴張，經常侵擾內地。袁紹為了獲得他們的幫助，採取了和親的策略。曹操打敗袁紹後，

為了消除三郡烏桓的侵擾，也是為了消滅袁氏的殘餘勢力，率領大軍討伐，在凡城大敗

烏桓。隨後曹操將烏桓一萬餘部落遷至中原，讓其首領率部眾隨從征伐，號稱天下名騎。 

 

 

曹操騎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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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 

 

劉表是居於荊州的割據勢力。漢靈帝死後，劉表出任荊州刺史。北方混戰期間，劉表保

境安民，佔有地方數千里，士兵十多萬。曹操統一北方後，準備一舉統一全國，在平定

烏桓的次年，即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率領大軍南擊劉表。劉表恰於此時病死，

代立的劉琮不敢對抗，以襄陽投降。劉備當時屯駐附近的樊城，得知劉琮投降後，急忙

率軍南撤，一直退到夏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因為難以獨自抗拒曹操，於是派諸葛

亮前去聯絡孫權，雙方結為抗曹聯盟。 

 

小知識 

荊州：漢代十三州之一，轄有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南陽、江夏和南郡，範圍包括

今湖北、湖南及河南、貴州、廣東、廣西的一部分。因位於長江中游，為政治、軍事重

地，乃兵家必爭。  

 

建安十三年（208 年）十二月，孫劉聯軍與曹操決戰於赤壁。當時曹軍有二十多萬，孫

劉聯軍只有五萬，在力量上處於明顯的劣勢。但是曹操也有不少隱患，如北方尚未安定、

士兵不習水戰、荊州人心不服等等。同時，曹軍將士不習水戰，軍中又開始流行疾疫，

曹操於是用鐵索把船連接起來。周瑜部將黃蓋詐稱投降，用船載運枯柴直奔曹軍，順風

放火焚燒曹軍艦船，曹軍大敗。孫、劉聯軍乘勢水陸並進，曹操退至江陵，隨後引軍經

華容北還。赤壁之戰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三分天下的局面此戰後逐漸形

成。 

 

小知識 

赤壁：地名，有五處之多，均位於湖北省長江與漢水之間。這包括漢陽縣西南六十里的

臨障赤壁、漢川縣城西八十里的赤壁山、武昌縣內的赤壁山、蒲圻縣西烏林對岸的赤壁，

還有宋代文豪蘇軾曾在那裡發思古之幽情，寫成前、後《赤壁賦》的湖北黃崗東坡赤壁。

究竟哪一個才是赤壁之戰的戰場？根據近年出土的三國文物鑒定，考古學者認為蒲圻赤

壁才是赤壁之戰的戰場。 

 

小知識 

華容：即春秋時的許容城，漢代設華容縣。曹軍赤壁大敗後，即由華容的崎嶇山路北撤。 

 

曹操在赤壁戰敗，認識到一時無力統一全國，於是改變策略，集中精力鞏固後方。當時

中原雖然大體統一，但在偏遠地區還有幾股割據勢力，主要是涼州的韓遂與馬騰之子馬

超、隴西的宋建、漢中的張魯、遼東的公孫氏等。自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至二十

年（公元 215 年），曹操先後平定韓遂、宋建、張魯，取得關隴和漢中地區。對南方的

孫、劉則以防禦為主，西守漢中（後退至長安），南守襄陽、樊城，東守合肥、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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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馬超（公元 176-222 年），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縣）人。父馬騰，漢靈帝末

年與韓遂同時起兵。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馬騰被曹操徵至鄴城，兵眾由馬超統

領。十六年（公元 211 年），馬超被曹操打敗，逃入羌胡之中。後馬超率領羌胡攻佔涼

州，馬騰及其親屬二百多人當時在鄴城，全部被曹操殺死。馬超不久遭到失敗，前往漢

中投奔張魯。因張魯心懷猜忌，又轉投劉備，幫助劉備攻下成都。官至驃騎將軍，領涼

州牧，死於蜀漢章武二年（公元 222 年）。 

 

 

赤壁之戰示意圖 

 

赤壁石刻 

 



燦爛的中國文明 

曹操 
 

16 
 

平定關隴及爭奪漢中 

 

關隴指關中和隴西，即現在的陝西和甘肅一帶，為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董卓被殺

後，關中將領之間爭權奪利，以馬騰、韓遂的勢力最為強大。曹操與袁紹角逐中原時，

為了減少後顧之憂，對關中諸將採取了安撫策略。赤壁之戰後，曹操開始出兵關隴，以

清除這裡的割據勢力。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曹操在渭南（今陝西渭南縣）打敗

馬超、韓遂，平定關中。十八年（公元 213 年），曹操派夏侯淵進軍隴西枹罕（今甘肅

臨夏河縣），剷除了宋建的勢力。 

 

漢中位於益州的北部，如果佔領漢中，進可以威脅益州的劉備，退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當時五斗米道首領張魯盤踞漢中，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 年），曹操率軍討伐。張魯派

人據守陽平關，橫山築城十多里，曹操無法攻克，於是引軍而還。張魯軍見曹操撤退，

解散了守備，曹操乘機在夜間偷襲，大破張魯軍。張魯逃入巴中，曹操派人招誘，張魯

率眾投降。因漢中與益州猶如唇齒，為了保障益州的安全，劉備於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率領大軍進攻漢中，雙方相持了三年。曹操最後因漢中難以保住，於二十四年（公

元 219 年）退守長安、陳倉一線。 

 

小知識 

五斗米道：道教分支，為張陵創立，他在益州鵠鳴山中傳道，受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故

稱「五斗米道」。張陵死後，子張衡繼續傳道。張衡死後，子張魯據有漢中，自稱「師

君」，來學道的稱為「鬼卒」，學道完畢後稱為「祭酒」。「祭酒」領有弟子，弟子多的稱

為治頭大祭酒。「五斗米道」教人要誠信不欺詐，得病的人要反省自己的過錯。「祭酒」

都建造「義舍」，懸掛義米義肉，路過的人可以量腹取食，取得太多就會生病。犯法的

人可以原諒三次，再犯則施以刑法。五斗米道很受當地人歡迎，張魯因此據有漢中近三

十年，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 年）才投降曹操。 

 

 

張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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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代漢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操迎漢獻帝定都於許，但不是真心輔佐漢室，只是「挾天

子而令諸侯」。統一北方後，曹操是有能力代漢稱帝的，但吳、蜀沒有平定，許多臣下

忠於漢室，曹操也存在不少顧慮。在這種情況下，曹操沒有驟然代漢，而是採取了漸進

的方式。他先以兒子曹丕為丞相副，在丞相之位的繼承上作了安排，接着在董昭的策劃

下，曹操被封為魏公，以後又進為魏王。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孫權上書請曹操代

漢，但曹操仍然不敢，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即希望由兒子來取代漢室。

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曹操死於洛陽，曹丕於是代漢稱魏。漢朝自高祖劉邦建國，

到曹丕廢獻帝自立，共傳了二十八代，歷時四百二十六年。一般以王莽篡漢為分界：王

莽篡漢之前稱西漢，定都長安；之後稱東漢，定都洛陽。 

 

 

漢獻帝 

 

 
曹魏代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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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曹操的政治策略 

 

曹操能統一北方，其功業絕非單憑武力，政治策略亦十分重要。從他的政治舉措及所獲

得的效果，說他是中國歷史上出色的政治家，絕不為過。 

 

 

石刻曹操像拓本 

 

 

安徽毫州有三千七百多年歷史，是曹操的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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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天子而令諸侯 

 

董卓進京後，廢掉少帝劉辯，另立劉協為帝，即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關

東牧守討伐董卓，董卓將獻帝遷於長安。董卓死後，部將互相爭鬥，獻帝先被李傕作為

人質，隨後被楊奉迎往安邑。當時條件簡陋，獻帝住在棘籬之中，與群臣朝會時，士兵

便伏在籬上圍觀嬉笑。因發生蝗災，糧食缺乏，楊奉等人又與天子遷往洛陽，處境十分

困窘。有人曾勸袁紹迎天子定都鄴城，但袁紹想自己稱帝，沒有聽從。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荀彧勸曹操「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義以致英俊」，曹

操於是將獻帝迎至許昌，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優勢。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這是當年漢獻帝許都皇城遺址。當地百姓以張、潘二位皇妃的姓，為這殘垣起了新名

「張潘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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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積穀 

 

東漢末年，由於連年混戰，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艱難，以致出現人吃人的

現象。軍隊也缺衣少食，袁紹的士兵曾靠桑樹的果實充飢，袁術的士兵則以蒲蠃為食。

當時的流民問題十分嚴重，無主拋荒的土地很多。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棗祗等人

建議實行屯田制，曹操於是下令：「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

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同年在許下屯田，收穫穀物一百萬斛，於是將

屯田推廣到其他州郡。此後曹操糧食充足，得以統一北方。 

 

小知識 

屯田制：曹魏的屯田有民屯和軍屯兩種。民屯始於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的許下屯田，

不久推廣到其他州郡。屯田生產者是招募或強制遷移的流民。基本單位是屯（五十人），

由司馬管理，之上有屯田都尉、典農中郎將或典農校尉，中央由大司農總領，自成系統，

不屬郡縣。屯田民必須向政府交納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田租。軍屯正式建立於建安末年， 

魏文帝時大規模推行，大多設在有軍隊駐紮和「士家」聚集的地區，尤其是與吳蜀對抗

的地區。屯田生產者是士兵和他們的家屬，即所謂「士家」。基本單位是營（六十人），

之上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將或度支校尉等。租率與民屯大致相同。 

 

 

屯墾畫像磚，1972 年於甘肅嘉峪關出土。 

 

 

戈射、收穫畫像磚，1972 年於四川省出土。上部是戈射圖，兩戈者正張弓仰射；下部

是收穫圖，六個農夫正在田中收穫。這幅畫反映漢代人民的生產狀況。可是東漢末

年，連年混戰，出現不少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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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才是用 

 

東漢的選舉制度是察舉徵辟制，要獲得辟舉，必須做到「經明行修」，得到鄉里的公認。

這一制度到東漢末年已存在很多弊端，如尚名背實、朋黨交結等，很難選拔真正的人才。

而且東漢末年社會動盪，人才流徙遷移，察舉制也不能正常進行。曹操為了在群雄角逐

中取勝，提出了「唯才是舉」的選舉方針，指出不論身份是貴是賤、品德是好是壞，只

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可以選拔為官。這樣，大批有才之士被選進統治集團，為曹

操在爭奪中取勝奠定了基礎。 

 

 

曹操惜才若渴，對關羽的才能更是賞識。據說這座灞陵橋上曾發生關羽刀挑曹操贈袍

告別曹操的故事。 

 

曹操惜才，從以下例子和法令可以看到： 

曹操釋魏種：魏種是曹操推舉的孝廉。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曹操自兗州討伐徐州

牧陶謙，結果留守的僚屬背叛他，迎呂布為兗州牧，並得到多數郡縣的回應。曹操得到

叛變的消息，自我安慰道：「魏種肯定是不會背棄我的。」可是，當曹操得知魏種也叛

變了，便非常氣憤地說：「魏種如果不南走越，北走胡，我是不會放過他的！」後來，

曹操果然將魏種生擒，不過曹操沒有殺死他，還替魏種解開捆綁的繩子，讓他做河內太

守，身邊的大臣都不明所以，曹操卻說：「唯其才也！」 

 

丁斐換官牛：丁斐字文侯，是曹操的同鄉，性情貪婪，多次犯法，但每次都獲曹操放過。

後來隨同曹操征討孫吳，因為自己養的牛瘦弱無力，於是偷偷換成公家的壯牛。事情發

現後，丁斐被關進了監獄，官職也被罷免了。曹操後來見到丁斐，問道：「文侯，你的

印綬在哪裡？」「用來換餅了。」丁斐知道曹操在戲弄他，便故意這樣回答。曹操感到

好笑，回頭對左右的人說：「毛玠多次跟我講到這個人，要我重重地懲治，我沒有同意。

這就好像家裡有狗，喜歡偷東西，卻很會捉老鼠。偷東西雖然有損失，捉老鼠卻可以使

米袋保持完好。」曹操於是再次放過丁斐，讓他官復原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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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賢勿拘品行令》：《舉賢勿拘品行令》頒布於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曹操在

令文中列舉了許多歷史人物，指出他們或出身低賤，或被人輕視，但最終都很有作為，

名留千古。他要求各人推舉所知道的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聲不好也可以被推舉。

曹操在統一過程中，多次下令選拔人才，其他如《論吏士行能令》、《選舉令》及《求賢

令》等。《舉賢勿拘品行令》令文如下：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

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

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

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

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吳起是戰國的軍事家，善用兵，初任魯將，後赴魏，再奔楚，輔佐楚悼王變法，使楚

國勢力日強。曹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以吳起為例，指出賢能的重要。 

 

 

漢高祖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用人唯才」的帝王。曹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舉例指

出韓信、陳平雖負污辱之名，但卻能助漢高祖成就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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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刑峻法 

 

漢朝的正統思想主要是儒家之學，但自東漢末年以來，政局混亂，綱紀弛廢，軍閥割據，

道家、名家、法家、兵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也得到了發展。曹操為了在爭奪中取勝，很

重視刑名法術之學。他開始任洛陽北都尉時，便嚴厲打擊豪強。後來出任濟南相，當地

官吏依附貴戚，貪贓枉法，聽說曹操前來，害怕受到懲罰，全部逃入其他郡縣。攻佔鄴

城後，曹操又「重豪強兼併之法」。在軍隊治理方面，曹操也是法令分明、賞罰必信，

有功者可以得到重賞，無功者分毫不與。 

 

以下例子可反映曹操法令之嚴： 

 

置五色棒：曹操二十歲時被舉為孝廉，不久出任洛陽北部尉。曹操到任後，修繕四門，

製造五色棒，在門的左右各懸掛十餘根，規定凡是有違反禁令的，即使是豪強，也要用

五色棒打死。隔了幾個月，蹇碩的叔父違禁夜行，曹操便將他用棍棒打死。蹇碩是漢靈

帝寵信的宦官，曹操連他的叔父也敢於打殺，京城的人感到十分震驚，再也沒有人敢違

反禁令。靈帝的寵臣十分憎恨曹操，但找不到藉口中傷，於是共同稱讚推薦，曹操因此

被遷往頓丘任縣令。 

 

割髮自刑：曹操曾率領軍隊從麥田中經過，下令士兵不能損傷麥苗，違反的要被處死。

於是騎馬的人都下來，唯恐損傷了麥苗。不料曹操自己的馬躍入了田中，曹操要求主簿

議定罪行，主簿說：「尊者不應受到處罰。」「製法而自己犯法，怎麼可以率領部下？但

我身為統帥，也不能自殺，那就自己處罰自己吧。」曹操話音剛落，便馬上拔出寶劍，

割下自己的頭發放到地上。 

 

《收田租令》：東漢以來，豪族地主兼併土地，導致農民流離失所，還組織武裝，控制

鄉里，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曹操攻佔鄴城，下令「重豪強兼

併之法」，頒《收田租令》。他針對袁紹放縱豪強、兼併嚴重、租賦不均的情況，制定了

較輕的租賦，還要求各地長官檢察，禁止豪強轉嫁租賦。令文如下：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

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

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

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軍令》：是曹操制定的行軍駐營規則。他規定不能在軍中拉開弓弩，不能在軍營中宰

殺賣肉，出營回營都要依令而行，不能砍伐田中的果樹等等。凡是違反規定的，都受到

不同程度的懲罰。正因為曹操軍紀嚴明，所以能在群雄角逐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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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曹操的文學成就 

 

曹操「外定武功，內定文學」，他是漢末傑出的文學家，也是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

他一方面憑借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搜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一方

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文學上的新風氣。曹操的詩歌在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

用質樸的形式表露自己的胸襟，使人讀其詩如見其人。曹操的詩很有創造性，他以樂府

古題寫時事，對唐代如杜甫及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詩創作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曹操又是

「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文和詩一樣富有創造性。漢代的散文由於受辭賦影響，趨向

駢偶化，各種體裁的文章往往形成某種固定框框。曹操的散文不僅文筆簡潔樸素，而且

個性鮮明。他的散文風格不僅表現了建安散文風貌，而且對魏晉散文的發展有重要的影

響。 

 

小知識 

建安文學：建安時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建安的文學創作以魏國為主。建

安時期得名於東漢末代皇帝漢獻帝劉協的建安紀元。建安共二十五年，從公元 196 年到

220 年，然而文學和史學上所稱的建安時代，往往超越這二十五年，而大體包括自漢靈

帝末到魏明帝初的四十至五十年。 

 

 

阮藉與嵇康同是三國時代魏國的文學家。阮藉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嵇

康與阮藉齊名，他們同屬「竹林七賢」。這幅磚畫於 1960 年在南京出土。阮藉長嘯忘

形的樣子，嵇康傲岸清高的神態，均突出了畫中人物的鮮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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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詩歌 

 

曹操特別愛好文學，率軍征伐三十餘年，手不離書，登高必賦，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歌，

現存二十多首。他身處分裂割據的東漢末年，對社會現實有很深的感受，其詩或描寫下

層人民的苦難，或抒發自己的憂思，或表達統一天下的雄心，氣魄沉雄，慷慨悲涼。與

兒子曹丕、曹植採用五言的形式創作，推動了五言詩的發展，後世合稱「三曹」。 

 

 

《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曹操在赤壁之戰前橫槊賦詩，作《短歌行》。 

 

以下為部分曹操詩作： 

 

《蒿里行》：「蒿里」傳說是死人居住的地方，原本是喪葬時的輓歌，曹操借助舊題歌詠

時事，描寫了獻帝初年軍閥混戰的情況。當時關東牧守起兵討伐董卓，但觀望不前，自

相火拚，給下層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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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歌行》：抒發了作者對人生的感慨，表達了招攬賢才、統一天下的雄心。「對酒」四

句說人生猶如朝露一樣短促，只有酒才能消除心中的憂思。「青青」四句表示渴慕人才、

禮遇人才的心情。「明明」二句再次抒發自己的憂思。「越陌」二句表示對友人來訪的感

謝。「月明」二句問哪裡是人才的依托。「山不」二句表明自己禮賢下士、統一天下的雄

心。全詩古樸自然，感情誠摯，貌似頹廢，實則進取。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苦寒行》：建安十一年（206 年）曹操征討高幹時所作，全詩描述了這次遠征的艱難險

阻，最後引用《詩經‧豳風‧東山》一詩，有自比周公東征的含義。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 

水深橋樑絕，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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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出夏門行》：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曹操北征烏桓時所作。夏門在洛陽城西北，

碣石在河北樂亭縣西南（一說在河北昌黎縣）。全詩分前奏曲「豔」一章，正曲「觀滄

海」、「冬十月」、「土不同」、「龜雖壽」四章。詩首描繪了滄海的遼闊景色，表現了作者

的開闊胸懷。詩尾以伏櫪的老驥作比，表現出老當益壯的進取精神。 

 

豔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 

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 

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 

 

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踴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冬十月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 

鶤雞晨鳴，鴻雁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 

錢鎛停置，農收積埸。逆旅整設，以通賈商。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土不同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 

錐不入地，蘴藾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 

土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慼慼多悲。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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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文章 

 

曹操不僅創作詩歌，也創作漢賦，但原文已經失傳，現在見到的只是片言隻語。如《鶡

雞賦序》說「鶡雞猛氣，其鬥終無負，期於必死。今人以鶡為冠，像此也」；《滄海賦》

說「覽島嶼之所有」；《登台賦》說「引長明，灌街里」。保存完整的多是令文表奏，語

言簡練，直率明白，以《讓縣自明本志令》為代表。 

 

 

宋刻本漢代樂府詩集。曹操所創作的詩歌、漢賦、令文表奏等，吸取了漢代樂府的藝

術特色。 

 

《讓縣自明本志令》：作於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當時曹操已大體統一北方，勢力

強盛，有人說他想做皇帝，所以特意下了這道令，對自身經歷及政治目的極力表白。他

說最初不過想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稱「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又說「設使國

家（指漢皇帝）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現在勢力強盛，有人便妄加揣

測，所以耿耿於懷；最後，上還三縣二萬戶，只食武平萬戶，以減少誹謗。這道令文看

似謙虛誠懇，其實言不由衷，只是一種政治策略，目的在於平息非議，安定民心，但內

容充實，語言簡練，通暢明白，有較高的史料與文學價值。內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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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

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

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

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

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

兵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

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

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

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擒其四將，獲其人為，遂使術窮亡解沮，

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

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

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 

 

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

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

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

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天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

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

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

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

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

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

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為以還執事，歸

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

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

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

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擒大，意之所

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

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

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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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孔融罪狀令》：孔融（公元 153-208 年），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曾任

北海相、少府、太中大夫等職，「建安七子」之一。為人恃才負氣，對曹操多所非議。

曹操攻佔鄴城後，孔融寫信給他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藉以諷刺曹丕納袁

熙之妻。又好士待客，多所推薦，終為曹操所忌，於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被處死。

孔融聲望很高，曹操為平息眾議，特意羅織罪狀，下《宣示孔融罪狀令》，令文如下：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

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缶器，

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飢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

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屬，皆使聞見。 

 

 
「禰衡裸衣罵曹操」是《三國演義》裡的故事。孔融曾向曹操推薦禰衡，但禰衡不但

不肯見曹操，還在曹操大會賓客的宴會上，故意羞辱曹操；禰衡的作為不但使推薦他

的孔融下不了台，還給曹操作把柄。曹操在《宣示孔融罪狀令》中就指出禰衡的作為

是受到孔融的言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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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立嗣與身後 

 

自西周以來，中國便確立了嫡長子王位繼承原則，即依照先嫡後庶、先長後幼的順序來

繼承王位。但曹操不太願意遵守這個傳統，他很早就想立聰明的幼子曹沖為嗣。但曹沖

後來病死，曹植才能突出，曹操又幾次想立他為嗣。當時長子曹昂已死，次子曹丕最長，

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刻意偽裝自己，後宮的人也為他說話。曹操感到很為難，於是

秘密徵求大臣的意見，大臣一致認為：嫡長子繼承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當初袁紹和劉表

嫡庶不分，以致死後諸子相爭，應該吸取這個教訓。曹操於是聽從大臣的意見，於建安

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立曹丕為太子。 

 

 

曹沖是曹操的幼子，他天資聰穎，曹操非常疼愛他。歷史記載曹沖利用浮力的原理，

以舟稱象。曹操本想立曹沖為嗣，可惜曹沖後來病死，曹操不得不另覓繼位人選。 

 

 

曹操死後，繼承他的曹丕便一改父親「挾天子而令諸侯」做法，逼漢獻帝讓位。圖中

便是「禪讓台」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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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曹丕（公元 187-226 年），字子桓，曹操第二子。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立為太

子，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嗣位魏王，同年代漢稱帝，即魏文帝。曹丕多才多藝，精

通騎馬、射箭、擊劍，又博通經史，愛好文學。現存詩歌約四十首，語言通俗，形式多

樣，多半描寫離愁別恨，情調傷感。《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詩，而《典論‧

論文》則是現存最早的文藝批評文章。 

 

 

曹丕 

 

《燕歌行》：描寫婦人獨守空房，睹淒涼秋景而思念丈夫，歎牛郎織女不能相會， 

心中無限哀傷。全詩語言清麗，情景交融，纏綿悱惻。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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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 

 

曹植（公元 192-232 年），字子建，曹操第四子。自幼聰穎異常，性情率直，曹操特別寵

愛，幾次想立他為太子。曹丕即位後，為鞏固皇位，將曹植遣往封國，並嚴密監視。曹

丕死後，曹植上疏明帝，希望能得到重用，但遭到拒絕。曹植因此非常絕望，鬱鬱寡歡，

最後憂憤而死。現存詩歌八十餘首，文章辭賦四十餘篇，深受後人推崇，南朝鍾嶸《詩

品》說：「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

今古，卓爾不群。」 

 

 

曹植 

 

《七步詩》：據說曹丕猜忌曹植，曾下令他在七步之內寫出一首詩，不能寫出就要被處

死，不料曹植反應敏捷，脫口成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這就是眾所周知的《七步詩》。這首詩最早見於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曹魏宗室的內部矛盾，但可能是後人的附會。 

 

《洛神賦》：可能與文帝皇后甄氏有關。據說當初曹操攻破鄴城後，俘獲袁熙之妻甄氏，

曹植很想得到甄氏，卻被曹丕得到，曹植因此日夜思念，寢食俱廢。曹丕後來移情郭氏，

對甄氏日益冷淡，郭氏又加以陷害，甄氏竟然被賜死。黃初三年（公元 222 年），曹植

入朝京師，見到甄氏的玉縷金帶枕，不禁淚如雨下。後曹植返還封國，途中於洛水邊小

憩，忽然有女子走上前來，自稱甄後，獻珠於曹植。曹植悲喜交集，於是寫下《感甄賦》，

後為明帝所見，改為《洛神賦》。《洛神賦》描繪了洛神的絕世之美，細緻入微，呼之欲

出，尤能體現曹植才思橫溢、文風華麗的一面。《洛神賦》全文如下：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

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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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

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

未察，仰以殊觀。睹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

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

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鬆。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

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

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

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

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

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採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採湍瀨之

玄芝。 

 

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盪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

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

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

防以自持。  

 

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

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

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嘆匏瓜之

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

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

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 

 

於是屏翳收風，川後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

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

領，回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

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

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 

 

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浮長

川而忘返，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僕伕而就駕，吾將歸乎東

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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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雀台賦》是曹植的另一首名作，圖為銅雀台遺址。銅雀台是曹操專門用來收藏奇

珍異寶、安置美人的台閣，故址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郊。台高約十丈，四周有一百二

十間殿屋；因為樓頂裝飾了一隻展翅若飛的大銅雀，因此名為「銅雀台」。 

 

 

曹操大宴銅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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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墓塚 

 

曹操於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死於洛陽，曹丕根據他在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

定下的《終令》，將他葬於鄴城「西門豹祠西原上」，稱為高陵。後來曹丕以「古不墓祭」

為由，毀掉了陵墓上的殿堂。鄴城在現在的河北省臨漳縣，但西門豹祠卻有許多處，加

上曹丕毀掉殿堂，後人已難以確定曹操塚的具體位置，所以出現了「七十二疑塚」的說

法。 

 

 

曹操統一北方後定都洛陽，公元 220 年死於洛陽。 

 

 
曹操葬於鄴城，但因為曹丕毀掉陵墓上的殿堂，後人難以確定曹操所葬墳墓的確實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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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後人 

 

曹操有二十五個兒子，大約一半沒有後代。文帝曹丕有九個兒子，多半也沒有後代，在

孫子高貴鄉公曹髦被殺後，曹丕一系便全部滅絕了。明帝曹叡沒有兒子，繼承皇位的是

宗室之子。司馬氏執政以後，將曹魏宗室集中於鄴城監管起來。晉朝建立後，曹操後人

有記載的只有曹楷、曹志、曹嘉、曹翕等數人，另外還有兩位被廢的皇帝，即齊王曹芳

和陳留王曹奐。他們這時對司馬氏已不能構成威脅，所以沒有受到嚴厲的監視，有些還

被授與一定的官職。 

 

 

司馬懿是三國時期曹魏的大臣。他曾輔助曹芳執政，及後殺曹爽，專國政。其子司馬

師、司馬昭相繼專政。其孫司馬炎代魏稱帝，是為晉武帝，追尊司馬懿為晉宣帝。 

 

 

魏主政歸司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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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曹操過人之處 

  

在後人的心目中，曹操是一個典型的反派角色，狡猾多疑，生性殘忍，這種看法或多或

少是受了小說戲劇的影響。不可否認，曹操身上確實有狡猾、殘忍的一面，但他是一個

性格複雜的人，直率、灑脫、慷慨、悲壯等不同面貌也時有體現。他所寫的詩句，如《短

歌行》中的「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龜雖壽》中的「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等，都反映了這種性格。另外，他用善於兵、善納諫

言、以儉率下，更是值得稱道的品質。 

 

 

京劇裡的曹操，以典型的白臉奸臣亮相，但他實有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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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用兵 

 

曹操能消滅各個割據勢力，統一北方，足見他善於用兵。他從小博覽群書，尤其愛好兵

法，曾將各家兵法抄為一書，稱為《接要》，又對《孫子》十三篇詳細作注，為《孫子

十家注》之一，還寫有《軍令》、《敗軍令》、《船戰令》、《步戰令》等。在實際的征伐中，

他將書本知識靈活運用，變化自如。將領征伐必須依令而行，臨戰之時又親自指揮，從

令者一般都會取勝，違令者常遭失敗。每當與敵人對陣，曹操安閒自在，好像不想作戰，

而一到勝負關頭，便勇猛直前，勢不可擋。 

 

 

曹操在戰爭中，往往能化險為夷，解除困局。 

 

小知識 

《孫子十家注》：《孫子》是春秋時期孫武所作，共十三篇，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1972

年在山東臨沂漢墓有殘簡出土。這部書是古代軍事經驗的總結，歷代有很多人為之作注，

宋朝吉天保把曹操、孟氏、李筌、杜牧、陳皞、賈林、梅聖俞、王皙、何延錫、張預，

共十人的注集為一書，稱《孫子十家注》，共十五卷。曹操注是十家注中最早的，他對

《孫子》十三篇逐條作注，或分析原文的含義，或發表自己的看法，有很多體會。曹操

能用兵，既是個人天分，也是善於吸取前人經驗的結果。 

 

談到《孫子》的作者孫武，其演練女兵的故事可謂膾炙人口。孫武，齊國樂安（今山東

惠民縣）人，曾拜見吳王闔閭。闔閭為了考察他的軍事才能，選了一百八十個美女讓他

訓練。孫武將她們分為二隊，任命闔閭的兩個寵姬為隊長。開始時，宮女都嬉笑不聽軍

令，孫武為嚴明軍紀，下令處死該兩個寵姬。闔閭在台上見了大驚，急忙派人下令說：

「我已經知道你能用兵了，沒有這兩個女人，我連飯也吃不下，希望你放過她們。」孫

子曰：「我已經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於是將二人處死。此後宮女認真

訓練，再也不敢違抗軍令。闔閭認識到孫武確實能夠用兵，任命他為將，吳國因此成為

當時的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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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儉率下 

 

曹操生性節儉，不好華麗，衣服被子十多年不換，破了便清洗縫補。他患有頭痛病，要

用東西盛水墊在頭下，曾用銅器盛水，因氣味難聞，於是改用銀器。旁人不太理解，以

為曹操喜歡銀器，曹操便下令改作木器。曹操不僅自己很節儉，對後宮和家人也要求如

此。他規定不能穿錦繡造的衣服，不能在室內熏香。曹植的妻子曾穿錦衣，不巧被曹操

看見，曹操認為她違反了規定，於是將她遣送回家賜死。 

 

 

銀熏球於 1972 年在陝西西安出土。銀熏球又稱「被中香爐」，漢代貴族普遍使用，曹

操以儉率下，不准後宮和家人在室內熏香。 

 

 

香地繡流雲菱紋綺於 1972 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這件織物是漢代貴族穿的衣

服。曹操以儉率下，要求後宮和家人不能穿錦繡造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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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納諫言 

 

曹操通過「唯才是舉」，籠絡了大批有才之士。他很善於聽取臣下的建議，曾專門下《求

言令》，以鼓勵臣下上言得失，還常常提供紙張信封，要他們將建議寫好後交上來。曹

操的許多政治策略，都得之於臣下的出謀劃策，如「挾天子而令諸侯」是聽從荀彧的建

議、屯田許下是聽從棗祗的建議。至於在立嗣的問題上，曹操更是廣泛徵詢了大臣的意

見，如衛臻、桓階、邢顒、賈詡、毛玠、崔琰等。曹操善於採納臣下的建議，是他能夠

建功立業的重要原因。 

 

小知識 

《求言令》下於建安十一年（公元 206 年），當時曹操已打敗袁紹，平定冀州，大體統

一了北方，但他沒有志得意滿，反而引咎自責，說自己沒有經常鼓勵臣下提出意見，以

致很長時間沒有聽到好的策略，所以作出規定，要求僚屬每月初一提出建議。令文如下： 

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

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

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荀彧 

 

 

安徽涇縣的「宣紙之鄉」據說是曹操後人所創建。曹操常常提供紙張信封給臣下，以

鼓勵他們上言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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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三國演義》中的曹操 

 

《三國演義》由元末明初的羅貫中撰寫，他將蜀漢作為三國的「正統」，認為曹操是違

反綱紀的「亂臣賊子」。其實曹操對統一北方、穩定社會起過相當大的作用，《三國演義》

從當時的道德觀念出發，沒有肯定曹操的積極作用，把他作為一個典型的反派角色來描

繪，對曹操是不太公正的。 

 

 

宋刻本《三國志》，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國演義》是根據陳壽所撰的《三國

志》而寫成的。 

 

 

傅統戲劇每多受小說影響，曹操往往以代表奸角的白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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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擒呂布 

 

《三國演義》第十九回：曹操率軍進攻下邳，呂布自恃糧食充足，有泗水之險，可以安

心坐守。陳宮勸呂布以逸擊勞，又勸呂布屯兵於外，夾擊曹操，呂布都沒有聽從。隨後

呂布派人向袁術求救，並答應將女兒嫁給他，袁術要呂布先送女兒，然後才肯發兵。呂

布將女兒綁在背上，想越出包圍，但沒有成功。不久，曹操聽從郭嘉的計謀，決沂、泗

之水以灌城，下邳為水所淹。呂布自恃有赤兔馬，渡水如履平地，終日與妻妾飲酒。呂

布後為酒色所傷，下令禁酒，部下侯成違反禁令，被打五十杖，遂與曹操約降。曹操前

來攻城，呂布為部下所縛，隨後被曹操下令絞死。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是《三國演義》裡的故事。曹操會諸侯討董卓，呂布陳兵汜

水、虎牢兩關禦之。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合戰呂布獲勝。圖中所示為劉、關、張合

戰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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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內蒙古五原縣）人。最初為丁原所寵信，後殺死丁原， 

投向董卓。不久，與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情發覺，與司徒王允合謀，將董卓殺死。董卓

部將討伐呂布，呂布投靠袁紹，隨後前往河內投奔張揚。曹操自兗州東征徐州，張邈與

陳宮背叛曹操，迎呂布為兗州牧。在隨後的二年中，曹操與呂布多次作戰，最後收復失

地，呂布東奔劉備，攻佔下邳。建安三年（公元 198 年），曹操進攻下邳，呂布失敗投

降，被曹操殺死。呂布武藝高強，號稱「飛將」，但有勇無謀，猜忌之心很重。 

 

小知識 

呂布為部下所縛：白門樓是呂布被擒的地方，當時他被捆作一團，叫道：「捆得太緊了，

鬆一點！」曹操說：「捆老虎不能不緊一些。」呂布求情說：「你所擔心的，不過是我呂

布，現在我已經降服了。以後你率領步兵，我率領騎兵，天下不難平定。」劉備在旁見

曹操有些猶豫的樣子，便馬上說：「你難道不記得丁原、董卓的事了？」曹操默不作聲

地點了點頭。呂布對劉備說：「你這人最難讓人相信了。」呂布最後還是被曹操下令以

絞刑處死。 

 

 

曹孟德大戰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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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劉備投奔曹操後，與漢獻帝的舅父董承合謀，準備誅殺曹操。

一天，曹操請劉備飲酒，劉備應召前往。酒至半酣，曹操對劉備說：「你走過許多地方，

肯定知道哪些人是當今的英雄，請說給我聽一聽。」劉備於是一一道來，先後談到袁術、

袁紹、劉表、孫策、劉璋等人。曹操聽後說：「這些人都不是英雄！」「哪麼當今誰可稱

為英雄？」劉備不解地問道。「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曹操說時用手指指劉備，

又指指自己。劉備聽後吃了一驚，手中的湯匙筷子不覺落到地下。劉備回來後，對關羽、

張飛解釋說，自己作出這種舉動，目的是為了消除曹操的疑心。 

 

 

煮酒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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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佗療風疾 

 

《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曹操在洛陽經常夢見已死的關羽，感到十分恐懼，臣下建議

另造新殿居住。可是，建造新殿時，缺乏棟樑之材，恰巧城外有一株合適的梨樹，但無

論如何也砍不開。「我就不相信不能夠把那根梨樹砍下，讓我親自去砍。」曹操決意親

自前往砍伐。當晚，曹操夢見梨神前來殺他，一下驚醒過來，感到頭痛難忍。隨後找了

許多醫生，但總是不能治好，聽說華佗能夠醫治，便派人將他請來。華佗來到曹操面前

說道：「將軍需要先飲用麻沸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將風涎取出，才能除掉病根」。

「你這不是要把我殺死嗎！」曹操聽了隨即大怒，將華佗下獄處死。不久，曹操自己也

病死了。 

 

 

華佗療風疾 

 

小知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精於方藥、針灸和外科手術，擅長用麻醉藥

「麻沸散」治病，並創立健身術五禽戲。五禽戲是華佗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

所創立的一種健身術。他曾對弟子吳普解釋說：「人的身體要經常運動，只是不能過於

激烈。運動可以使血脈流通，消除疾病，就好像戶樞不會腐朽一樣。」吳普於是經常操

練，九十多歲還耳聰目明，牙齒堅固。 

 

據史書載，曹操經常頭痛，聽說華佗醫術高明，便將他長期留在身邊。華佗本是身份較

高的士人，卻成了專門的醫生，常常感到後悔，加之思念家鄉，便向曹操請假離去。回

家後，華佗又謊稱妻子生病，一直拖延不返。曹操十分惱怒，竟將他送入獄中處死。臨

死之前，華佗取出一卷書送給獄吏，說：「這個可以治病救人。」獄吏害怕觸犯法令，

沒有接受，華佗便一把火將書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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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千秋功過 

 

曹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出現爭議，是因為各人所持的標準不一樣。有的從道德的

角度評價，認為曹操顛覆漢室，是大大的奸賊。有的則從成敗角度衡量，認為曹操功績

非凡，是少有的英雄。與曹操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很高，如《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認

為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大致在宋代以後，因受道學的影響，曹操的形象變

得越來越壞，如《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既奸詐又殘忍，戲劇中的曹操也是典型的白臉奸

臣。近代以來，對曹操的功過是非討論很多，一般對他採取肯定的態度。  

 

先說曹操的功。曹操的功績首先是統一北方。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在很長時間內處於

分裂狀態，割據勢力之間連年混戰，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百姓深受其苦。曹操東征

西討，最終將北方大體統一，起到了安定社會的作用。在統一的過程中，曹操實行屯田

積穀，推動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主張唯才是舉，利於糾正漢末以來尚名背實、朋黨交

結、重視門第的弊端；打擊豪強勢力，緩解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曹操愛好詩歌，積極創

作，在文學方面也是功不可沒。 

 

 

《歷代紀年》，宋晁公邁撰，宋紹熙三年刊刻，紀載了曹操的生平。 

 

 

曹操在統一的過程中，實行屯田積穀，推動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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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曹操之過。後世非議曹操，主要是指他顛覆漢室一事，在君主制時代，這是違背綱

常的行為，自然受到譴責。然而在君主制早被廢除的今天，再作討論便沒有太大的意義。

撇開這一層不論，曹操的有些行為還是應當受到指責，如他曾兩次征討徐州牧陶謙，凡

是經過的地方，無不肆意屠殺；在官渡打敗袁紹後，將其數萬士兵全部活埋；北伐烏桓

時，又盡屠柳城。另外，曹操實行法治，有時也未免過於苛刻，有的只是政見不一，有

的只是不合心意，有的只是小有過錯，便隨意處死，如孔融、崔琰、許攸、婁圭、華佗

等都是此類。 

 

 

清代河北豐寧窗花「捉放曹」。「捉放曹」是《三國演義》裡描寫曹操不仁的故事：曹操

行刺董卓事敗，逃至中牟縣為關吏所獲。縣令陳宮敬重曹操，棄官與曹操出走；路遇曹

父摯友呂佰奢，呂留曹、陳住宿；夜半，曹聞刀聲起疑，殺呂全家；陳宮怨曹不仁，於

夜宿旅店時，題詩諷曹而去。圖為曹，陳二人離開呂家的情節。這幅窗花剪紙生動地刻

劃曹操（左）殘酷不仁的性格和陳宮（右）悔恨交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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