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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與萬變：葛劍雄說國史viii

儒者所謂中國者，

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

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為州數。

不變與萬變：葛劍雄說國史  排版文件.indd   8不變與萬變：葛劍雄說國史  排版文件.indd   8 2022/8/11   11:172022/8/11   11:17



1導言

儒者所謂中國者，

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

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為州數。

第
一
編古

代
中
國
的
骨
架

不變與萬變：葛劍雄說國史  排版文件.indd   1不變與萬變：葛劍雄說國史  排版文件.indd   1 2022/8/11   11:172022/8/11   11:17



不變與萬變：葛劍雄說國史2

導言

「中國」二字出現在三千年以前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是我們國家的名稱，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

稱。但是這兩個字，以及由這兩個字組成的詞，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一開始

它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到了今天會成為我們國家的名稱呢？這還得從 1963

年發生的一件事說起。

1963年 8月，在一個大雨過後的上午，租住在陝西寶雞縣賈村一個農家院

的陳某，發現後院的土崖因雨水沖刷部分坍塌了，下面好像有點亮光。他用手

和小钁頭刨，結果刨出了一件銅器，就取回家放着。第二年，陳某返回固原，

臨走時將銅器交給另一人保管。1965年，那人缺錢花，就將這件銅器以廢銅

的價格賣給廢品收購站。寶雞市博物館的一位幹部在市區玉泉廢品收購站看到

這件銅器，感覺應該是一件比較珍貴的文物，便向館長匯報。館長派人考察，

斷定這是一件珍貴文物，便以收購站當初購入的價格三十元將這尊高三十八點

八釐米、口徑二十八點八釐米、重十四點六公斤的銅器買回博物館。這尊銅器

成了寶雞市博物館 1958年成立後收藏的第一件青銅器。

1975年，為紀念中日建交，國家文物局要在日本舉辦中國出土文物精品

展，王冶秋局長聘請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已故上海博物館原館長）組織籌備。

馬承源很快從全國各地調集了一百件一級品文物，其中就有寶雞出土的這件

饕餮紋銅尊。馬承源在故宮武英殿見到這件青銅器後，反覆看了好幾遍，心

中一直納悶，這麼大造型的器物為什麼沒有銘文？隨即，他用手在銅尊內壁底

部反覆摩挲，感覺底部某個地方似乎刻有文字。他大為振奮，立即讓人送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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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言：「中國」二字出現在三千年以前

鏽。清除泥土和鏽跡後，果然在銅尊底部發現了一篇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的

銘文。馬承源將這件青銅器命名為「何尊」，因為根據銘文的內容，周王宗族

「何」的先人曾追隨文王，周王賞賜給「何」貝三十朋，「何」因此製作此酒具，

以作紀念。

在這件青銅器上面，我們找到了「中國」兩個字最早的實證。這篇銘文有

一段的大意是說：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首都以後，舉行了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

告，說我現在已經把「中國」當我的家了，我統治了那裏的民眾。根據這篇銘

文後面的內容，我們可以斷定，這篇銘文的書寫包括這件何尊的鑄造時間，是

在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在位年間。也就是說，何尊以及上面的「中國」這兩個

字，肯定是出現在三千餘年前的公元前 11世紀的後期，因為除此以外，我們

現在看見的「中國」這兩個字，都只出現在傳世的文獻中。

何尊上「中國」兩字是不是就指今天的中國呢？因為畢竟銘文裏面講，周

武王是在攻克了商朝的首都以後，認為他已經可以把「中國」當他的家了（「宅

茲中國」）。也就是說，「中國」在那個時候是指商朝的首都，也就是商朝最高

統治者住的那座城。

那為什麼把它叫作「中國」呢？

我們可以從這兩個字本身分析一下。繁體字的「國」，中間有一個口，這

個「口」原來就寫成像人的嘴巴的形狀，用它來代表人。下面有一道橫杠，意

思就是這些人所居住的這片土地。旁邊有個「戈」字，因為土地對這些人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們就要拿着長柄的武器守衞它。銘文上的「國」形同

「或」，以後的「國」字的寫法，在外面又加了一個框，那就表示，在它外面

還要建一道圍牆，也就是城牆，不是更安全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國」原來的意思，就是一個有城牆包圍、有人守衞

的一群人居住、生活的地方。

那「中」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看「中」原來的形狀，就像一面飄揚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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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和下面還有流蘇裝飾着。據專家考證，這個「中」，原來就是商朝人用來

召集其部隊和民眾的一個符號。做一面大旗，什麼時候這面旗插在那裏，他的

部隊和民眾就明白有事要召集他們了。所以集合的時候，人們就聚集在這個被

稱為「中」的旗子周圍。時間長了，「中」就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意思，那就是

中間、中心、中央，引申出來就是最重要 的。

這樣連起來我們就明白了，「國」就是當時集中的居民點，一座座城。這

樣的國有很多，所以還有個詞叫「萬國」。萬，並不是確切地講一萬個，而是

很多很多。春秋時候記下來的有名有姓的國還有一千多個，也許還有沒記下來

的小國，反正就有很多。在這些國中，哪一個有資格叫「中國」呢？那就是最

高統治者住的那個國，也就是最重要的國，一般來說也是處在中心的國，就叫

中國。所以周武王攻佔了商朝的首都，也就是商王住的地方，他就可以跟上天

報告，他成了中國的主人，把中國當他自己的家了。當然，到了周朝，周天子

住的那個國，那座城，就叫作中國。

為什麼後來中國的範圍不斷地擴大呢？

到了東周的時候，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成了一個擺設。而通過諸侯兼

併，大的諸侯越來越強大，統治的範圍已經不是原來的一座城，或者分封給他

們的那幾座城。所以在春秋階段，國的數量很快減少，因為很多的國被其他諸

侯滅了或吞併了以後，就成了其他國的一部分，不再被當成國了。所以，那幾

個大的諸侯統治的國的範圍越來越大，而國的總數卻迅速減少。

到了戰國的時候，主要的諸侯國就剩下了秦、楚、齊、燕、韓、趙、魏七

國，還有幾個不太大的小國。在這種形勢下，既然周天子住的地方稱中國，諸

侯們也開始把自己的國都、自己住的地方稱為中國，這樣中國就不止一個了。

特別是以東周的都城—今河南洛陽為中心的一大片地區都被稱為中國了。

到了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把其他諸侯國都滅了。當然，秦朝的首都咸陽

是名正言順的中國，但是在原來那些地方，大家還都認為自己也是中國。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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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秦始皇成了皇帝—他認為他超過以前所有的三皇五帝，所以自稱皇帝，

就把他統治的地方都看成中國。這個概念，以後的各朝代都沿用了。所以從秦

朝以後，「中國」也就成了中原王朝的代名詞。

比如漢朝，國號是漢、大漢，但是從皇帝到臣民都認為漢朝疆域的範圍就

是中國，而在漢朝統治範圍以外，就是胡、戎、狄、蠻、夷。相對於周邊，漢

朝就是中國，這也符合長期流傳的「天下之中」的概念。

所以從漢朝一直到清朝，中原的王朝，特別是統一的王朝，都認為自己就

是中國。當處於分裂狀態時，都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主要的分裂政權還

以中國的代表自居。如果它還着眼於今後的統一，就堅持自己是中國，對方不

是中國。如南北朝時期，北朝、南朝都以中國自居，北朝稱南朝為「島夷」，

南朝稱北朝為「索虜」。等到重新統一，又合在一起了，當然雙方都是中國。

皇帝可以改姓，國號可以改變，但「中國」這個概念一直維持不變。

但是直到清朝，「中國」還不是這個朝代的正式國號，它的正式國號是清、

大清、大清國。清朝與外國簽的條約，都用大清國、大清，而不用「中國」。

同樣，以前的朝代，像明朝，正式國號就是明、大明、大明 國。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正式的國號就是「中華民國」。儘管法律上沒有規

定中華民國的簡稱，但習慣上用的簡稱就是中國、中華，在正式的場合更多的

就是用中國。所以到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就成了這個國家正式

的名稱，一直沿用到現在。

公元前 221年至公元 1911年期間，「中國」這個詞的政治含義，是中原王

朝的代名詞，是指中央政權有效統治的範圍，它的統治範圍之外就不被認為是

中國。中國的民族含義，一般就是指華夏，近代才開始稱漢族，華夏居住的地

方被視為中國，周邊其他民族就被視為蠻夷、夷狄、戎狄，他們居住的地方就

不被認為是中國。中國的地理含義，往往就是「中原」的代名詞。比如《史

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提到的「中國人民」，意思不是我們今天講的中國

導言：「中國」二字出現在三千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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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而是指中原的人。在古代，「中國」和「中原」往往是通用的，「中原」

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範圍，不同情況下、不同年代它指的範圍不同。「中國」的

文化含義，往往也侷限於華夏文化，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漢族的文化，一般不包

括少數民族的文化。

總而言之，「中國」這個名稱，最遲在三千餘年前已經形成並且一直被沿

用，但是直到近代，它才成為我們國家正式的名稱。在歷史上，「中國」代表

了正統，一個政權要建立，要維持，必須把自己作為「中國」的代表。特別是

在分裂的時期，只有以「中國」自居並能代表「中國」的政權才有可能完成統

一。即使是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權，如果想入主中原，統治整個中國

的話，也得自認為是「中國」，才能爭取到政治合法性，才能得到大多數國民

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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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疆域
我們生活的土地

第一節　「大九州」與「一尺之棰」

中國歷史上有些概念，沿用的時間很長，可實際上並沒有成為現實，比

如很有名的「九州」。現在一般的說法，特別是根據儒家的經典，「九州」就

是大禹治水完成以後，把天下劃分為九個州，便於統治管理。但根據現有的史

料以及考古的發現來分析，大禹及其時代還沒有辦法被證實。即使的確存在，

那時的統治者也不可能直接統治、管理那麼大的地方。所以這只是個概念，反

映了一種理念。

而且這個概念、理念也要到戰國後期才逐步形成，是當時一些學者看到

了天下要逐步統一的趨勢，「先天下之憂而憂」，為未來的統一政權做出的規

劃，畫出的藍圖。不過，這張藍圖從來沒有實施過。無論是西漢時設置「十三

州刺史部」，還是東漢時實行州牧制，從來沒有將天下劃分為九個州。

但這個概念一直被沿用，比如陸游詩中的「但悲不見九州同」，這個「九

州」就代表天下、全國，就是中國。一直到現在，我們往往還用「九州」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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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所以，歷史上有些概念其實始終停留在思想階段、精神層面，或者人們

逐漸把這種思想當作一個現實概念，同樣有它的現實意義和積極作用。

這些概念是怎麼產生的呢？當然多數是先有現實存在的，但也有一些完

全是學者們按照邏輯推理或想像思辨產生的，同樣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在歷史

上或者科學方面發揮作用。

比如，《史記》記載了齊國的學者鄒衍，他生活在孟子以後，他認為：「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

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意思是說，儒家所謂的「中國」

實際上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國可以稱為「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

九州，那就是大禹劃分的「九州」。但是其實這還不是真正的州的數目，因為

中國以外，像赤縣神州這樣的單位，還有九個，周圍都由海洋包圍着，相互之

間的人與禽獸都無法來往，這才是九州。而這樣的州還有九個，周圍由無邊的

大洋包圍着，這才是天地的邊緣。

這個概念真可謂空前絕後的大膽。根據現有的史料，鄒衍的足跡大概沒

有離開過齊國一帶，不要說大九州，還有更大的九州，他連「赤縣神州」這小

九州的各個地方都沒有能夠完全到達。為什麼他會提出這麼個宏大的概念來？

這純粹是一種想像和推理。

但是我們今天看看地球的現實，鄒衍的想像推理倒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地球上面的每一個洲，周圍都是由海洋包圍着。我們現在講的七大洲或五大洲

中「洲」的概念，實際上就是由海洋包圍着的大陸。「九州」這個概念的提出

並不是鄒衍實地考察的結果，而是出於他的想像，憑他的推理，但這個概念

無疑比其他那些只從實際考察所獲得的知識，或者只描述自己到過的地方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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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有更加積極的意義。

其實西方的地理學家也是如此。最早有人設想，地球應該是圓形的或者

球形的，也不是建立在實地考察基礎上的。在大航海出現以前，沒有任何人能

夠真正了解世界，了解地球表層。不要說地球上那些偏遠地方，就是自己所在

的大洲的各個地方也極少有人都到過、都了解。他們是怎麼確立一個大的地理

概念的呢？其實都是出於想像和推理。我們注意到，中國古代存在的各種思

想，在春秋戰國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出現，有的甚至發展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原

因就在於這是一個思想自由的時代，或者說是統治者還來不及、還不可能干預

到思想與學術的時代，一些天才的人物可以憑藉自己豐富的想像力、嚴密的邏

輯推理，有非常重大的發現。

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我們到今天都引為自豪，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在國際

場合經常拿它舉例，那就是莊子所說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兩千多年前沒有什麼科學實驗的手段，更沒有今天可以觀察微觀世界的電子顯

微鏡，也沒有納米技術、加速器等，這些都沒有，莊子為什麼敢說一尺長的一

個木棒，你每天取它一半，萬世不竭，永遠取不完呢？他憑什麼把物質可以無

限分割這樣一個基本的原理，用這十二個字就說明了呢？

其實這就是自由思想的結果。他說這話並不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並

不需要通過什麼科學實驗證明，而完全是出於嚴密的推理。你說一天取它一

半，那麼會剩下二分之一；再取它一半，那麼會剩下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如

果你說到了哪一天沒有了，那麼請問這另外一半到哪裏去了呢？所以應該是萬

世不竭。

又比如當初有學者還辯了一個命題，就是「白馬非馬」。明明是詭辯，卻

成了一個有學術意義的形式邏輯命題。

公孫龍強調「白馬」是由兩個概念構成的，一個是馬，一個是白，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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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如果只有馬，可以與黃、黑組合，成了黃馬、黑馬。白也不一定跟馬連

在一起，可以連其他。但在「白馬」這個概念中，「白」和「馬」缺一不可，

否則就既不是白，也不是馬，所以就「非馬」。這樣的辯論顯然沒有任何實際

意義，但在當時可以自由進行，並且會被記載、流傳，成為一個學派，根本原

因就是在學術思想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那些學者、思想家的聰明才智，特別是

其中的一些天才人物，其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運用和發揮。

並不是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有了鼓勵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自覺性，或者

當時已經形成了什麼好的制度。這種學術思想的繁榮不能不歸功於一個重要因

素 —人才的自由流動。春秋戰國期間，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秩序從分崩

離析到蕩然無存，有一技之長、敢於追求自身發展的人有了自由身。另一方

面，面對激烈殘酷的兼併，統治者如果想保全自己，或者想進一步實現稱霸擴

張的願望，就必須擁有一批傑出人才，不能僅僅依靠本國，而要大力從外國招

引。對人才來說，就有了選擇和流動的自由，本國不行就去外國，在這一國得

不到重用就去另一國。

一個政權善於吸收各類人才、各類傑出移民，這個政權就有可能迅速發

展、擴張、鞏固。春秋戰國期間留下了不少統治者為招攬人才不惜代價的佳

話。比較起來，吸引人才最多、最有效的還是秦國。

為秦國做出重大貢獻，使它國力迅速強大，推行變法改革，執行重要使

命的，幾乎都是外來移民。由余來自西戎，百里奚來自宛（今河南南陽市），

蹇叔來自宋國，丕豹和公孫支來自晉國，商鞅是衞國人，張儀是魏國人，甘茂

是下蔡（今安徽鳳台縣）人，穰侯魏冉是楚國人，范雎是魏國人，蔡澤是燕國

人，呂不韋是衞國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李斯是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

縣西南）人，蒙恬的祖父蒙驁是齊國人，趙高是趙國人。這些人遷入秦國以

前，有的是奴隸，有的是罪犯，有的是商人，有的死裏逃生，有的懷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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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人在本地本國已經受到重視或居於高位，是秦國給了他們成才或發揮

的機會。

但是秦國的國君也不是始終都重視吸收移民的，一方面是現實的緊迫需

要，另一方面也需要君主做出正確的決斷。秦國的宗室大臣曾向秦始皇提出：

從其他諸侯國來秦國投奔的人，大多是為他們的主子服務的，建議全部驅逐出

境。秦始皇聽從後，公佈了一道「逐客令」，要將已經得到任用的外來移民統

統趕走。已經擔任客卿的李斯也屬驅逐對象。

李斯上書秦始皇，留下一篇有名的《諫逐客書》。李斯列舉歷史事實：當

初要不是接納招攬那些「客」（移民），秦國哪有今天的強盛？各地的出產和

寶物你都要用，各國的音樂和舞蹈你都要享用，而對外來的人才卻不分青紅皂

白一概驅逐，這不是制服諸侯統一天下的戰術。將這些人驅逐出境，正好讓他

們資助了你的敵國，又給秦國結了那麼多怨，樹了那麼多敵。

這使秦始皇改變主意，撤銷了這項驅逐令，「客」都留下來了，包括李斯

在內。

但當所有人才都只能為一個國家所有，只能為一位君主效勞時，當他們

再也不能自己做出選擇時，就不會再有思想和學術的自由了。

第二節　古代中國究竟有多大？

前面已經講到「中國」這個概念，從出現到成為我們國家的正式名稱，

經歷了三千多年，那麼這個具體變化的過程究竟是怎麼樣的呢？平時也經常有

人問，古代中國究竟有多大呢？

我們現在研究、學習、說明中國古代的歷史的時候，要界定一個具體的

範圍，不能夠僅僅根據當時人把中國看得多大，就按照當時人的概念來確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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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範圍。比如說要研究商朝史，就不能只研究商朝的國都，因為當時人就是

稱它為「中國」的，我們當然要研究整個商朝，研究它統治的範圍，還要研究

它的周邊，研究誰在跟它打交道、發生關係。所以「中國」實際上是一個我們

後人界定的概念。

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的老師譚其驤教授受命編繪一本《中國歷史地

圖集》，就碰到這個問題了。各個時期的每幅地圖要畫多大的範圍？從原始社

會開始到清朝，要畫多大的範圍才可以反映古代中國的歷史呢？

如果是寫文章寫書，那還好辦，可以描述。畫地圖的話，一方面必須有

一個具體的空間範圍。北面到什麼地方？南面到哪裏？東面、西面應該到什麼

地方？都得有一個具體範圍。

另一方面，這個概念也沒有現成的畫法可以利用。譚先生一開始接受的

任務是「重編改繪」清末民國初年楊守敬編繪出版的《歷代輿地圖》。但是楊

守敬用的是傳統的概念，「歷代」就是指以往各個具體的朝代，譬如漢朝、唐

朝，所以他只要畫出那個朝代的具體範圍就可以了，不畫非華夏、少數民族建

立的政權或在中原王朝以外的邊疆政權，今天中國的領土內的一些地方也可以

不畫。如果繼續按楊守敬的辦法畫，就不可能完整地顯示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締

造中國歷史的史實。

當時也有人主張，既然是我們中國的歷史地圖，就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領土範圍。這種建議肯定行不通，也不符合中國歷史的事實。比如說在黑龍江

以北、烏蘇里江以東、新疆的西北，已經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被沙俄侵

佔了。外蒙古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清朝和中華民國的領土，1946 年才

由當時的政府承認它獨立。如果只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這一變化根本就

看不出來，因為它已經超出這個範圍了，這樣畫能反映中國歷史的事實嗎？

而且不止這些地方。歷史上的中國，即使不包括非華夏民族所建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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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就是只講中原王朝，像漢朝的疆域就包括朝鮮半島的中部、越南的北部和

中部，唐朝疆域的西端一度遠達鹹海，元朝的疆域很大一部分在今天中國領土

之外。如果規定了只畫今天的中國的範圍，那麼漢朝、唐朝、元朝，幾乎歷史

上各個中原王朝的地圖就都畫不全了，怎麼能完整顯示中國歷史的空間範圍

呢？所以這種建議很快被否決了。

另一種建議是，乾脆還是像楊守敬那樣，就按照當時中原王朝控制的、

實際統治的範圍來畫。比如漢朝的地圖，就畫漢朝統治到的地方，不管它超出

今天中國的範圍多遠。唐朝、元朝的地圖也這樣畫。但這種辦法，同樣不符合

歷史事實，不能完整地顯示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我們的歷史這樣一個史實。

因為直到清朝完成統一之前，今天中國境內有些地方始終沒有被納入中

原王朝的統治範圍。比如說青藏高原，那是到 13 世紀中期，也就是蒙古建立

元朝的時候，才成為元朝的一部分的。如果規定地圖上只畫中原王朝，那就是

說元朝以前的地圖，包括漢朝、唐朝、宋朝的地圖，都不能包括青藏高原，怎

麼能夠反映出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中國歷史呢？

實際上在 13 世紀中期以前，也就是蒙古統一西藏以前，那裏的吐蕃人和

他們建立的政權早就與中原王朝、華夏各族有了交流，也有衝突。青藏高原

上的民族和政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當然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唐朝跟吐

蕃的來往，無論是松贊干布娶文成公主這種友好的和親，還是二者之間的戰

爭 —吐蕃的擴張，唐朝的反制，吐蕃與其他政權如南詔、大理的關係，吐

蕃與今天的新疆、中亞的關係，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重要部分。如果地圖上只

顯示唐朝的疆域，這些歷史事實就沒有辦法被表達出來，所呈現的歷史是不完

整的，實際上也就否定了中原王朝以外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權和邊疆的政權對中

國歷史的貢獻。

經過反覆研究，也廣泛徵求了歷史學界和相關學術界的意見，並且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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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准，最後譚先生確定的繪圖原則就是：「18 世紀 50 年代清朝完成統一

之後，19 世紀 40 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

形成的中國的範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

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

具體地講，也就是以公元 1759 年（清朝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天山南北路

以後所形成的統一的疆域，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這個疆域北起外興安嶺、

額爾古納河、蒙古高原，西面到達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南面包括今天中

國的南界和南海諸島，東面到達太平洋，包括以後被沙俄佔領的庫頁島。將這

麼一個範圍，大概是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

是不是因為這個範圍最大呢？倒也不是。應該承認，清朝最後完成統一

的疆域在中國歷朝歷代中的確是比較大的，但是無論總體還是局部都有比它更

大的，比如唐朝。唐朝最西曾經到過鹹海之濱，遠遠超出清朝的西界。又比如

漢朝，漢朝的疆域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朝鮮半島的北部與中部。所以當時

選清朝的疆域的原因，就像譚先生所指出來的，一方面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發

展所形成的，並不是因為它是最大的。而且另一方面，儘管歷史上有的朝代控

制的範圍比清朝還大，但是能夠在自己統治的範圍裏面，都實行有效的行政管

轄，只有清朝才做到了。

那麼有些政權的疆域比清朝統一後的疆域還大，大出來的地方怎麼處理

呢？我們在畫歷史地圖以及研究或者講述歷史的時候，就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處

理，並不受這個範圍的限制。如講漢朝的疆域，當然要講到它在今天越南的部

分，在今天朝鮮的部分。講唐朝的疆域，同樣要講到它最西到達鹹海之濱，包

括阿姆河流域、錫爾河流域。如此種種都要從實際出發。

還有一些非華夏民族建立的政權，或者邊疆政權，有的是跨這條疆界兩

邊的，怎麼辦呢？既然我們是研究中國歷史，表達中國歷史，那就要看它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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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基本上還在「歷史中國」這個範圍裏面。一個主要標準就是看它的政治

中心、它的首都在哪裏。比如說 6 世紀以前，跨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高句麗

政權，它的一部分已經脫離了當時的中原王朝，但是它的首都、行政中心還在

鴨綠江北面的集安，在我們界定的「歷史中國」的範圍內，所以我們還把高句

麗看成是歷史上中國的政權。等到它的首都、行政中心遷到平壤了，儘管它的

一部分轄境還是在東北地區，在我們講的「歷史中國」的範圍裏面，可我們在

研究、界定時就把它當作中國以外的政權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歷史上中國有多大，一個標準就是清朝統一以後所達

到的最大的疆域範圍，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另一個標準，就是以當時的中

國的概念來界定，也就是說從秦朝開始，各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也包括當時

與它對峙或者共存的那些非華夏民族建立的政權，還有那些中原王朝還沒有統

治的邊疆地區或局部地區的政權。要分別講清楚它們的範圍，這就比較複雜

了。因為沒有完全相同的疆域，每個朝代都有變化。就是同一個朝代，前後也

有變化，有的甚至變化得比較頻繁複雜。

最方便的辦法就是請大家看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中

國歷史地圖集》。這套書有八冊，每一冊前面都有一個時期的總圖。有的朝代

還有不止一幅總圖來顯示它前後的變化，有的朝代有三幅。你可以看到一個朝

代的疆域最遠到了哪裏，中間到了哪裏，最後固定在什麼地方。後面是分幅

圖，可具體查某一局部。還有也是譚先生主編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就

是把上面說的一套書裏面的總圖匯編成一冊。譚先生為每一幅總圖都寫了圖

說，放在地圖的後面，概述這一時期中原王朝和其他政權疆域的形成和變遷，

各個政權內部還有哪些政區建置等。這些圖說給你介紹各朝代疆域是怎麼形

成，怎麼變化的，內部有什麼政區以及這些政區的沿革。後面還有地名索引，

用起來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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