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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始皇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具有创新思想的理论家。他的创新理论是系统而全面的,不仅

包括确立皇帝称号, 奠定了皇权至上、帝王独尊的思想基础,也包括对终始五德学说的确认与利用以及对终始

五德学说的改造。他的理论创新呈现出继承、综合、改造、不拘成说、为我所用的特点。这样的特点既体现了

秦始皇本人的雄才大略, 也与秦国功利主义的文化传统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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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遽兴暴亡。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秦朝

崇尚刑法暴力, 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  历史传统

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 [ 1] ; 秦始皇作为天

下一统的开创者与亡国暴君, 注重军事与政治,轻视

思想文化, 更无系统的独特理论。毛泽东 秦皇汉

武,略输文采!的诗句, 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实际上,作为一个开创新时代的政治家,秦始皇也是

一个具有创新思想的理论家。近年来, 人们对秦始

皇的思想理论研究, 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多集中在

他所确立的皇帝称号上。但认真研究可以发现, 秦

始皇的理论创新是系统而全面的,不仅包括确立皇

帝称号,奠定了皇权至上、帝王独尊的思想基础, 也

体现在对终始五德学说的确认与利用上, 还表现为

对终始五德学说的改造上。秦始皇的这些创新理

论,既对秦朝政治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对中国历史

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一、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在西周以前的贵族宗法社会里, 统治者往往根

据血缘的亲疏决定其分享统治权力的大小与爵位的

高低。同时,贵族阶层垄断了文化,独享接受教育的

机会。国君是家族的大家长, 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

权威和学术权威。这样政统、亲统和学统三者是统

一的。因此,在周代的统治中,统治者特别强调 尊

尊、亲亲、贤贤!, 而三者之间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到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和士人独立探

索精神的加强,人们逐渐把权力与真理分化出来,也

就是说,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一定拥有真理,官职大

小与道德高低也不完全划等号。 道!与王权二元的

思想在此时出现了。孔子提出:  以道事君,不可则

止。! [ 2]先进第十一
孔子之后的儒学中又有进一步的发

展。曾子说:  晋楚之富, 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

吾 仁; 彼 以 其 爵, 我 以 吾 义; 吾 何 慊 乎

哉!! [ 3]卷4,公孙丑章句下
其后孟子把问题讲得更透彻。

他说:  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 齿一, 德一。!孟子说的

爵是权位,齿指血缘辈分,德代表着儒家的礼制仁义

原则。他认为爵、齿、和德作为不同类型的价值标

准,适用于不同领域:  朝廷莫如爵!, 在政权系统中,

以权力高低为标准, 爵位越高人越高贵;  乡党莫如

齿!,在社会生活中,以辈分年纪论尊卑。而 扶世长

民莫如德!,即治国治民, 当以德为本。在现实生活

中,三者缺一不可,同样重要,  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哉?! [ 3]卷4,公孙丑章句下孟子还认为, 德与爵相比, 德更

重要。假如需要在道与权势财位之间做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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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能是先道而后势。所以他又说:  古之贤王好善

而忘势, 古之贤士何独不然? 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故 王 公 不 致 敬 尽 礼, 则 不 得 亟 见

之。![ 3]卷十三,尽心章句上
孟子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 荀

子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提出 志气修则骄富贵,

道 义 重 则 轻 王 公 ![ 4]第1卷, 修身、 从 道 不 从

君! [ 4]第9卷, 臣道
的命题。

权力与真理二元化并不是所有君主都能接受

的,更不愿在实践上付诸实施。但是在当时残酷的

兼并战争时代背景下,为了图存称霸,就必须招揽人

才,有些君主主动或被动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

一价值理念。魏文侯在执政的 50多年间,广泛招揽

各种人才, 著名的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西

门豹等。对于这些人,魏文侯往往给予极高的礼遇,

或师或友或任事。段干木是当时有名的贤士, 魏文

侯多次以高官厚禄征召而不仕。∀淮南子#修务训∃

记载:  段干木辞禄而处家, 魏文侯过其闾而拭之。

其仆曰: %君何为拭? 文侯曰: %段干木在, 是以拭。

其仆曰: %段干木布衣之士,君拭其闾,不已甚乎? 文

侯曰: %段干木不趋势利, 怀君之道。隐处穷巷,声施

千里,寡人敢无拭乎? 段干木光(广)于德,寡人光于

势; 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 财不

若义高。!我们可以看出, 魏文侯也把权势、财富与道

义、品德分为二元, 并承认后者高于前者, 尽管前者

掌握在君主手中,后者掌握在贤者手中。

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拥有了人间最高的

权力,但是根据权力与道义二元相分的理论, 他的权

力仍然是有限的,需要遵循道义并得到道义的承认

才能实现。对此,秦始皇通过创立皇帝的称号,论证

了君主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且是真理的拥

有者和道义的体现者。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第一件

事就是要求大臣讨论他的名号问题。他认为:  寡人

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 赖宗庙之灵, 六王咸服其

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其

议帝号。!大臣们经过认真讨论,给他献上了 泰皇!

的尊号,却遭到了否定,赢政最后决断:  去泰,著皇,

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 5]卷6,秦始皇本纪这样, 在中

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称号 & & &  皇帝!产生了。

 在赢政称皇帝前, 在中国,不仅没有君主用皇

帝这样的称号, 甚至, 实际上, 也没有人敢称皇或称

帝。![ 6]
历史上的三皇五帝, 都是后人出于对他们的

崇拜而追认的。夏遇南先生认为,皇和帝两个字是

神圣的,作为称号,他们是至高无上的。皇的意思是

大德的光辉无所不照, 用来代表最高神,也用来作为

那些被神化了的祖宗的称号,如上皇、天皇、地皇、泰

皇等。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指那些能行天道, 能得

天道者,伏羲、神农、黄帝这样做了,因此被后人称为

帝;二是用来称呼主宰万物的最高神。皇和帝既然

是神或最高神的称号, 当然就不能被用来做世俗君

主的称号。否则就是对神、对最高神的亵渎
[ 6]
。赢

政把建立皇帝称号作为统一后的第一件大事,既体

现他 千古一帝!的气概和创造性, 也包含了深刻的

思想内涵:

其一,表明了他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秦始皇

把历史上三皇五帝的称号集为一体, 既说明了他对

历史的继承, 也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超越。秦国君臣

反复强调,自己的功业是前无古人的,所取得的成功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三代之事, 何足

法也。![ 5]卷6, 秦始皇本纪因此, 他要创立前所未有的统

治方式和政治制度, 这一思想为他创制一整套封建

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二,强调权力与道义的统一性。在先秦诸子

的认识中, 不约而同地把 皇!、 帝!与道德联系以

来, ∀管子#兵法∃说:  明一者皇, 察道者帝。!∀庄子#

在宥∃认为:  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通过改号

 皇帝!,  不但意味秦始皇对自身所拥有的人世至

上权位的绝对自负, 同时也暗示着他对自己绝对功

德的无比自信。%皇帝 不但意味着至上权力,同时

意味着至高德行。! [ 7] 83琅琊刻辞在赞美秦始皇时

说:  今皇帝并一海内, 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

庙,体道行德, 尊号大成。! [ 5] 247正是因为在 皇帝!

称号中强调了道德因素, 才赋予了这一称号新的意

义和价值。通过对 皇帝!称号的创造, 使得政治权

力与道德评价合二为一, 政治权力可以直接控制思

想意识,这为秦始皇实行统一法令、统一思想、文化

等一系列集权专制政策提供了思想依据。

其三, 论证了君权的至上性与神圣性。赢政发

明的 皇帝!称号, 既象征着人间的最高权力,又具有

神性的特点, 还包含了道德因素。因此皇帝的权力

超越了以往任何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受任何

约束的。这样的思想理论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君主

集权、天下一统的要求,被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和延

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因为 皇帝称谓集合了各种君权

观念,成为各种权威的集合体,充分体现了君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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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垄断性。∋∋皇帝集天地君亲师的权威于一身,

其至上性、独占性、神圣性、绝对性,即使是神明也会

自愧不如。! [ 8] 239- 240

二、水德之始,真龙天子

五德终始学说来源于阴阳与五行学说。阴阳五

行思想是我国先民很早就有的对世界变化与构成的

朴素认识。 阴阳!的本义是阳光照射到与否。阳光

照射到的地方就明亮、温暖,阳就有了温暖、明亮的

含义;天阴或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黑暗、寒冷, 阴就

有了黑暗、寒冷的含义。随着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

阴阳范围逐渐超出了原有的外延范围, 扩展了包容

性。人们把世界上一切相互对立、对应、相互影响而

又相互转化的事物都用阴阳的概念加以解释, 如天

地、日月、昼夜、水火、男女、君臣、动静等。主要反映

了人们对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变化的认识, 具有朴

素的辩证法思想。 五行!说是指古人在对世界的认

识中,把金、木、水、火、土当作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

后来逐渐推而广之, 把物质、政治、道德、法律、社会

生活的准则等与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 力图用条理

化和变化的思想对世界进行概括,具有一定的朴素

唯物主义思想。

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 形成完整的五德终始

学说,并用以说明朝代之更替,权力之构成以及王权

之基础,是战国时期的齐人邹衍完成的。他认为 五

德转移, 治各有宜, 而符应若兹!, [ 5]卷74, 孟子荀卿列传

金、木、水、火、土五德各有特性,相互克制,从而相互

代替。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做

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德中是一德, 才能够取得天下。

这一德到一定时期就衰落了, 于是五德中能够克制

它的那一德就应运而起, 新的王朝就要代替原来的

旧王朝。 五德终始说!为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寻找

到了理论依据, 只要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宣布自己属

于应代替前一个统治者的那一 德!,统治便合理了。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  五德终始说没有别的作用,

只在说明如何才有真命天子出来,真命天子的根据

是些什么。! [ 9]

经过长期的兼并与战乱, 到战国时期,人们渴望

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 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 就是适应时代的需

要,从理论上提出了天下一统的问题。邹衍学说的

基本内容被保存在了∀吕氏春秋∃中:  凡帝王者之将

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 大

蝼。黄帝曰: %土气胜。土气胜, 故其色尚黄,其事则

土。及禹之时, 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 %木气

胜。木气胜, 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 天

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 %金气胜。金气胜, 故其色

尚白, 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 赤乌衔丹

书集于周社。文王曰: %火气胜。火气胜, 故其色尚

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

气胜, 故其色尚黑, 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

将徙于土。![ 10]卷13, 应同

邹衍认为:朝代的更迭是按照五德相克的原理

进行运转的, 要想建立统一的王朝必须遵循这样的

规律,周朝是火德,将来结束割据局面、完成统一大

业的王朝必须体现水德的特点。邹衍的学说提出

后,在战国时期风行一时,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从

邹衍在当时受到的推崇就可以看出。据∀史记#孟子

荀卿列传∃记载, 邹衍所到之国, 国君与执政大臣无

不对他推崇有加:  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

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 昭王拥慧先驱, 请列弟

子之座而受业, 筑碣石宫, 身亲往师之。! [ 5]
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当时各国君主都希望由自己完成统一,

但却没有一个君主利用终始五德学说, 提出自己的

国家体现的是水德,将来要完成统一大业。在当时,

主动提出由自己的国家来完成统一, 既需要强大的

国家实力,也需要君主具有统一天下的决心和胆识。

这是因为,所有的国家既希望吞并别国,又害怕被别

国吞并。谁提出统一的目标,谁就必然会受到列国

的联合攻击,如果实力不济或才略不足,反而会招致

迅速亡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公元前 288年,齐

王与秦昭王相约分别称东帝和西帝, 但由于当时

谁也没有统一的实力, 不久两国就主动取消了各自

的帝号。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 国力迅速发展,不断蚕食

各国。但在秦始皇之前, 秦并没有把统一天下当作

战略目标,战争的目的主要是攻城略地,扩大霸业。

所以,秦国并没有宣布自己已得水德,将来要混一宇

内、吞并八荒。长期以来, 秦国认为自己得的是金

德,秦襄公始立国,  祠上帝西 ! [ 5]卷5, 秦本纪
, 秦文公

时,  于是作 ,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 5]卷28,封禅
书

西方与白色, 所对应的都是金德。以后秦国先后共

作六 分别祭祀白、青、黄、炎四帝, 而没有为象征水

德的黑帝立 ,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括地志∃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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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用四 祠上帝,青、黄、赤、白最尊贵之也。!而∀汉

书#郊祀志∃记载:秦献公时,  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

得金瑞,故作畦 栎阳,而祀白帝。!说明了在秦始皇

之前,秦国是以金德为瑞,并没有得水德之说。

赢政执政后, 李斯向他提出建议:  自秦孝公以

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 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

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 譬若郡县。夫以秦之

强、大王之贤, 由灶上骚除, 足以灭诸侯, 成帝业, 为

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 诸侯复

强, 相 聚 约 纵, 虽 有 黄 帝 之 贤, 不 能 并

也。![ 5]卷87,李斯列传赢政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作出了统

一全国的战略决策,在他的先辈为他取得战略优势

的基础上,及时改变战争的性质,将以前的兼并战争

转变为统一战争,使秦国在短短十年内就完成了统

一大业。秦始皇统一天下, 正式宣布秦得水德,  始

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 从所

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 5]卷6,秦始皇本纪在实践上已经

吞并了六国,取代了周王朝的秦始皇,还必须在理论

上能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而当时普遍流行的终始

五德学说, 就成为秦取代周的最有说服力的根据。

秦始皇打出秦得水德,代周而起的旗号,说明了他能

够利用盛行的理论来为我所用, 也说明他对理论的

重视与政治手段的高明。

在封建时代,人们常常把真龙天子相提并论, 认

为皇帝是龙的化身,这给封建帝王罩上了一层神秘

的面纱。实际上,所谓真龙天子的神话,也是源自于

秦始皇对水德的标榜与认同。在远古时期, 龙被作

为图腾崇拜的对象、人神通天的助手、影响云雨河泽

的神兽和显示吉祥变化的灵物, 是人们把多种动物

的特点综合为一体而想象创造出来的世间所没有的

神性动物。∀管子#水地∃言龙,  龙生于水,被五色而

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 , 欲大则藏于天下, 欲尚

则凌于云气, 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 上下无

时。![ 11]卷14, 水地秦始皇宣布秦得水德,而龙在水生动

物中最具神奇色彩, 人们自然把皇帝与龙挂起钩来。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秦始皇三十六年,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曰: %为吾遗 池君 因言曰: %今年祖龙死 !。 祖

龙!, 即指秦始皇。∀史记集解∃载苏林注:  祖,始也,

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正是从秦始皇以后, 龙就成

了皇帝的象征, 龙纹的使用也逐渐被皇帝所垄断。

在秦始皇之前, 历代君主以 天子!自居,但是 上天

的儿子!有什么神性? 是什么样子? 在人们心中是

笼统的、抽象的。而龙千百年来都是人们的崇拜物,

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图腾和智慧结晶。人们用鱼的

鳞代表水里游的, 用鹿的角代表地上跑的,用鹰的爪

代表天上飞的,赋予它飞天入地下海的本领,成为全

能的、具有神性的灵物。真龙与天子结合,使封建帝

王既充满神秘性、威慑力, 又有想象、夸张的艺术形

象,成为 天威!与 帝德!的标志,这对维护封建统治

无疑是有利的。

三、五行改造,为我所用

在历来的研究中, 多认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

说全面接受, 并把它运用到了政治实践之中。但如

果仔细考察和分析,可能情况并非如此。秦始皇是

在对先秦时期五德终始学说加以改造的基础上, 抽

去了其合理内核, 为我所用,从而把它变成了加强君

主专制集权的有力工具。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

改造是其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 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 先秦时期五德终始学说的重要内涵是意

在对最高统治者加以道德约束, 秦始皇的五德终始

学说则意在说明秦朝统一的合理性。∀史记#孟子荀

卿列传∃记载: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 若

∀大雅∃整之于身, 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

怪迂之变, ∀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

不经, 必先验小物, 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

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 ∋称引天地剖

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 而符应若兹。∋∋然

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

(滥觞)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 惧然顾化,其后不能

行之!。[ 5]

邹衍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王公大人们骄奢淫逸,

没人崇尚德行,自然也无法把仁德加到百姓身上,所

以撰写了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 创造了五德终始学

说。这种学说怪迂不经, 目的是使统治者听了惧而

修德,不应其德则不能妄求天位。以此推动国君讲

求仁义道德,提倡节俭之风。在邹衍的观念里, 朝代

可以沿着五德终始的规律变换更替, 但条件是承位

者必须体现其德, 而体现其德的的核心是 止乎仁义

节俭!。

秦始皇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但他运用五德终

始学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秦代周的合理性。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 以为周得火德, 秦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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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 5]卷6,秦始皇本纪

在秦始皇看来, 秦朝以水德代替周朝的火德, 是

符合五德运行规律的,因而是合理的, 由此推断, 秦

朝对六国的统一也是符合天意的。秦始皇用五德终

始说论证了秦朝政权存在的必然性,给秦朝的建立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无疑有利于人们对秦朝

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有利于秦始皇皇帝地位的巩固

和君主权力的加强。至于五德运行对君主道德上的

要求,特别是在 仁义节俭!上的要求,秦始皇则避而

不谈,因为他追求的是尽可能大的权力,希望专断独

裁,满足个人的野心和欲望,并不希望给自己的行为

加上道德的枷锁。

其二,先秦时期五德终始学说是在用五德相克

相代的理论告戒君主一定要守住其德, 否则国运就

会转移,秦始皇则用五德终始学说制造秦朝一家万

世,江山永固的神话。

秦始皇需要用五德终始学说来证明自己政权存

在的合理性和神圣性,但是五德循环往复,相克相代

的内容,与秦始皇希望一家永远拥有天下甚至一人

永远拥有天下的欲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 在秦始

皇的五德终始思想里,抽去了历史循环的内容,只承

认秦朝的水德可以克制周朝的火德,但是绝对不提

秦朝如果失德, 又会被后来的土德所代替。他的愿

望是: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

世,传之无穷。! [ 5]卷6, 秦始皇本纪
到了晚年,随着秦始皇

私欲的膨胀,他又竭力寻求仙药, 希望长生不死, 把

政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连儿子也不想给传位了。

其三,先秦时期五德终始学说认为水德的主要

特征是养育万物, 滋润万物,谦和卑下, 秦始皇则主

张水德的要求是阴暗冷酷,严刑竣法。为统一后继

续推行专制、暴力的政策寻求理论上的依据和合理

性的证明。

水是生命构成的基础,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须

臾不可离的物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水

的特性有许多论述,但核心内容是赞美水在养育生

命、滋润万物中的作用。老子∀道德经∃指出:  上善

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

道。![ 12]第八章水向下流, 浸润滋养万物,甘居卑下之

地,不争强好胜, 所体现的是最高的善, 它的特性已

经接近于 道!了。君主如果能够学习效仿水的品德

实行 无为而治!,就能够无所不胜,  天下莫柔弱于

水, 而 攻 坚 强 者 莫 之 能 胜, 以 其 无 以 易

之。! [ 12]第七十八章∀管子∃则强调水是万物的本原, 生

命的本源。 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

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 11]卷14,水地天地万

物,水无不满,水无不居, 滋润着、充盈着万物,构成

了世界。孟子认为, 人的善良本性就如同水之流向

卑下之地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性之善也,犹

水 之 就 下 也。 人 无 有 不 善, 水 无 有 不

下。! [ 3]卷11, 告子上刘泽华先生认为:  战国后期的诸子

百家程度不同地都参与了%五德终始 的再创造; 阴

阳家也吸收了诸子之说。! [ 8] 135应当说, 先秦诸子关

于水的特性的论述, 被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吸收进

去了。

秦始皇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承认秦朝的符应

就是水德。 秦始皇并天下而帝, 或曰: %黄帝得土

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 草木畅茂。

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

变周, 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 此其水德

之瑞。![ 5]卷28,封禅书被秦始皇采纳,并把黄河改名为

 德水!。但是秦始皇认为水德的要求是 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义,然后和五德之数。!主

张适应这种特性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应该厉行法治,

冷酷无情。 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 5]卷6,秦始皇本纪水

有养育生命、滋润万物的一面, 也有阴森寒冷、冲击

破坏、危害生命的一面。在先秦的五德终始学说中,

显然前者是大局、是主流, 后者是支流, 是特殊情况

下的偶然表现,这与现实生活中水的作用是相一致

的,也与邹衍等人鼓吹五德终始学说,意在引导统治

者惧德修德的目的是相一致的。但为了秦朝政治统

治的需要,也为了加强君主权力的需要,秦始皇则强

化水的阴冷、破坏的特性,把水德的次要方面上升夸

大,甚至完全否定了水德所包含的希望统治者注重

道德泽惠的一面, 从而与秦国严刑峻法的法治传统

相一致, 并为秦统一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

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从形式上看,秦始皇完全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五

德终始学说,但是在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利用了这一

学说的外壳, 却暗中改换了其内核。只讲五德却不

言天命, 从而把五行由限制君主的道德权威一变而

为集权政治的合法依据; 宣扬五德运行下秦代周德

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却不讲秦朝如不修德,将来也有

被替代的可能;漠视水德之中希望君主施德万物,普

惠众生的要求,把邹衍所推崇的君主应修德惧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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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节俭!的道德原则排斥在五德终始系统之外,

突出君主可以利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的绝对权威。

刘泽华先生认为:秦始皇 信奉%五德终始学说 , 既

解决了继承问题,又解决了革命问题,也为他的帝位

找到了又一理论依据。![ 8] 135需要补充的是, 秦始皇

以 拿来主义!的态度, 把 五德终始学说!这一限制

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维护君权和加强君主集权的理

论,从这一点上来看,秦始皇不仅是一位能以武力统

一天下的英雄, 也是一位熟知文化传统并善于利用

和改造文化传统的智者。

综上所述, 秦始皇决不是一个毫无头脑、毫无

个性,只懂得暴力与强权的武夫,而是一个有深刻见

解与创新理论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自己的论著,

但他的理论继承和借鉴, 渗透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制

度创造实践中, 集中凝聚在他的业绩和事功上。他

的创新理论呈现出继承、综合、改造、不拘成说,为我

所用的特点。这样的特点既表现了秦始皇本人的雄

才大略,也与秦国功利主义的文化传统密切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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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is not only polit ician but also a thoerist w ith the innovat ion theory, w hich

laid the idiological basis for the imperal power and the imperiality, also included the defination, usage and re

mould the combine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 theory . His theory shows the w isedom of the First Em peror

of Qin and is the utilitarianism of the Qi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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