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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成吉思汗由草原牧人而一跃成为  世界皇帝 !。这是一个人间的奇迹。成吉思汗

的蒙古帝国,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其武功之盛, 占地之广,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皇汉武难与

比肩。亚历山大、拿破仑亦不足匹配。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 如何能有此丰功伟业? 而

文武兼备者,如汉武帝、亚历山大者又何以无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 这中间必有认识的误区, 也

就是对成吉思汗  文治!的认识有不足。事实上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文字的创立者, 还是蒙古成

文法的创立者,还是重视科技的炮兵部队的建立者。只有认清这三点 ,我们才能走近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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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蒙古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不仅与宋朝相比文化、经济显得相当落后,即便与西夏、金游牧

民族相比,亦显得落后。但就是这么一个相对落后的蒙古民族,在十三世纪开始崛起, 并最终成为横跨欧亚

之最为强盛的元蒙帝国。

十三世纪初期的蒙古, 是一个部落纷争弱肉强食的蒙古,没有统一的文字, 没有统一的法律, 没有先进

的文化科技。但随着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的崛起, 情况就逐步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成吉思汗是一个草原牧民,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善于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智慧, 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

争。他高瞻远瞩且目光远大。悟性特强的成吉思汗深知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他最需要追求的目标是

什么。这里略举三例,通过这三例让我们逐渐走近成吉思汗。

一 创立蒙文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然而没有自己的文字,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可思

议的。过去,蒙古每逢作战发布命令时,只能派遣使节, 靠语言、卡手指、刻木、结草来传递信息或加强记忆。

严重阻碍了政令、军令的准确传递,效力不高, 难如人意。成吉思汗在长期的南征北战的流动生涯中, 对此

深有体会。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目标是统一蒙古,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

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蒙古帝国,他起兵征服位于西部的乃蛮太阳汗。太阳汗不久便丧命灭国, 但是他维

吾尔族的掌印官塔塔统却带着石刻的印章逃跑了,后来塔塔统终于被蒙古兵抓获了, 成吉思汗亲自加以审

问。成吉思汗问道:  人民和土地都归我所有, 你带着这印逃往何方? !塔塔统答道:  这是做臣子的职责, 即

便丢了脑袋,也不能丢大印。我只想寻找故主把印交给他, 那里有别的打算! !成吉思汗不理解, 一块顽石为

何如此重要,便详细追问印章的用途。塔塔统答道:

 出纳钱谷, 委任人才, 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由此认识了印章的重要性,并欣赏塔塔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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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主尽忠守职的可贵精神。便让降臣塔塔统留在自己的身边刻制蒙古可汗的大印, 并命令他继续担任掌

印官。蒙古可汗大印的刻制,意味着蒙文的创立与传播已经不可逆转了。

塔塔统是一个精通维吾尔文的学者, 他生性聪慧, 善于思考,在乃蛮部下作为太阳汗的掌印官时, 便被

尊称为师傅。当成吉思汗知道了塔塔统有精通文字的才能后, 便器重他的才能, 委任他创立蒙文。维吾尔

文字的记音方式原本来自叙利亚。所以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说道:  当时已被称为
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命令他的维吾尔掌印官采用叙利亚的写法转记蒙古语!1

。蒙文创立以后,成吉思汗又命

令这位维吾尔掌印官担任教师,以此教育他自己的子弟。此外又命令他召来一批深知维吾尔文的人担任传

播蒙文的教师,以便贵族子弟能迅速地掌握蒙文。一个下令创制蒙文的人,定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

物,不宜说他  只识弯弓射大雕 !。统一的蒙古帝国, 是在 1206年成吉思汗打败乃蛮的太阳汗之后创立的,

因此蒙文的创立基本与蒙古国的建立是同时代的, 蒙文因蒙古国家形式的需要而诞生了。

二 成吉思汗创立了蒙古第一部成文法

 礼萨!,蒙古语, 意谓法度、法令,主要是指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从一个草原牧民经过长期的奋

斗,终于成为蒙古帝国的最高领袖,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他深刻的体会到当时的蒙古社会秩序的混乱, 诸部

落各自为政,有利则合,无利则散,人们普遍缺乏道德观念,以血气的勇率性行事, 无自律可言,为了维护国

家的统治,为了增强民族的团结,建立秩序与纪律,必须制定法律。成吉思汗曾说,他在统一之后  首先着手
之事, 即在于有秩序及正义,并维持严格的纪律与服从, 所以我之权威日增。

 礼萨!的本义是指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在十三世纪初期曾发表过不少重

要的命令,如  出军不得妄杀,刑狱唯重罪处死 !等条文, 这些条文就被相关官员用蒙文记录下来。

直到 1219年,即成吉思汗五十七岁时,善于总结经验的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前, 为了稳定后方的社会秩序

与纪律,才召开大会, 重新公布了  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的习惯法 !,取名为 #大礼萨∃,用蒙文写定,各部宗

王都领到一部, 藏在金匮中, 视为神圣之宝典,严密保藏, 凡遇新大汗即位,调动大军,集议大事, 都要捧出

#大礼萨 ∃宣读,作为议事的准则。成吉思汗非常重视#大礼萨 ∃的贯彻执行,并指定为人正直的察哈台为执

行 #大礼萨∃的监督人。
#大礼萨 ∃久已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仍保存有不少的#大礼萨 ∃的箴言和条款,汇集起来仅有三十余条。

#大礼萨 ∃涉及面甚广,但其宗旨是保证以成吉思汗为核心的黄金家族的利益, 它明确规定新的大汗必

须从黄金家庭中选举产生。要求所有的成员为大汗尽忠效劳,平时  应像牛犊般地驯服 !,战时  则应像扑向
野禽的饿鹰 !。规定人民有服役纳税的义务,但僧侣、医生、学生可以豁免。规定男子二十岁以上, 皆有服兵

役的义务。又根据古老的习惯法,要求人们周济穷人,尊敬贤哲,尊重长者。

另又对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进行规定,对保护草原、保护牲畜及生活禁忌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做出了

种种具体的规定。

由上可见, #大礼萨∃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成吉思汗及其领导者们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

#大礼萨 ∃中的某些条款实际上是领导者政治经验的总结。如:  出一令,发一令,必须三人说对,然后可

行,否则全句出, 言勿发!。某些条款颇似格言,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如:  治身必须治心, 责人必先责己 !。
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大礼萨 ∃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成吉思汗逐渐积累,经过深思和选择而形成的。

#大礼萨 ∃的颁布,对建国不久的蒙古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巩固成吉思汗的政权,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调整各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与法制意识都具有良好的作用。

成吉思汗的 #大礼萨∃强调法制观念, 重视道德意识与精神文明,所以成吉思汗对如何加强国家的治理,

具有相当深刻的思考,他擅长  文治!,而非一个草莽英雄。
三崇尚科技,建立了当时先进的炮兵部队火药的发明与应用,是宋朝的辉煌。对当时的世界各国颇有

影响。如与宋交战的金人政权,便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 草原的作战方式并

没有城墙的阻隔。骑兵的骁勇善战是关键。蒙古统一后, 成吉思汗在与金人的较量中, 金人的坚固城墙和

炮石使蒙古兵死伤惨重。战争的实践使成吉思汗逐渐懂得了组建强大的炮兵部队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成吉思汗与智勇双全的木华黎商量组建炮兵之事, 木华黎主动请求完成这个任务。成吉思汗命将令俺

木海组建炮兵。俺木海挑选了五百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建炮兵,并学习炮兵技术。成吉思汗与木华黎又

将从金国、西夏缴获的大石炮运来,加以修复, 于是蒙古第一支炮兵部队诞生了。

当时 金国 西夏的炮兵技术比较先进 成吉思汗就把金国 西夏俘获中的能工巧匠挑选出来 作为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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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的技术骨干与教练。成吉思汗对炮兵给予高度关注与支持,在多次战争中, 对被俘人员中的相关能工

巧匠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引起了邻国的重视。于是也有不少能工巧匠, 主动来投靠成吉思汗。如金国就

有三百人的炮兵,来主动投靠。另有不少的专门人才亦主动投靠。如贾塔刺浑,因精通炮兵技术, 降蒙之

后,极受重用,山于他在组建炮兵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先被封为龙虎上将,后又升为总领元帅。

薛塔刺海,他曾率领金人炮手三百余人归附成吉思汗, 因善于造炮修炮而多次立下军功亦被封为元帅。

他与他的子孙成为蒙古有名的炮兵世家。

张拔都率众来归,在西征等战役中勇敢善战,军功显赫, 亦被封元帅。

张荣降蒙后,因熟悉炮兵技术, 屡立军功, 被封为镇国大将军, 他和他的子孙亦成为蒙古著名的炮兵

世家。

由于成吉思汗的卓识远见,善于发现并重用各民族的炮兵人才, 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炮

兵部队,使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如猛虎添翅, 从而席卷了辽阔的欧亚大陆。当时蒙古的炮兵拥有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炮兵武器,如:巨型投石器、 回回炮!、铁火炮、 震天雷! (装满火药的铁罐 )等, 这些威力巨大的各

类炮兵武器,使对手的士兵闻风丧胆,在前后几次西征中,为夺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成吉思汗是蒙古首领中崇尚科技,组建强大炮兵的关键人物。

结 言

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之际,国外某报刊进行了一次调查, 要部分民众推荐出谁是两千年来最著名的领

袖人物? 调查的结果是:成吉思汗名居前列。成吉思汗名居前列的调查结果, 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并没有

说明人们已走近成吉思汗,因 为部分人们仍称他为射雕的英雄。而成吉思汗是蒙文的创立者, 是蒙古帝国

成文法的创立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炮兵部队的创建者, 知道这三点者则人数不多,或者说, 仅

是少数。不知道成吉思汗是蒙文、成文法的创立者, 就不知道成吉思汗的  文治 !之功。成吉思汗的武功之
盛,  文治!之功是其内因。

不知道成吉思汗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炮兵部队的创建者,便贬低了对成吉思汗军事智慧的

认识。因此只有认识了这三点,我们才能真正走近成吉思汗。

知道成吉思汗曾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人物并不难,但要走近成吉思汗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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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Cheng JiSiHan

Abstract: It is am iracle that Cheng Ji S iH an became anWorld Empero r from a Prairie herdsman.

The areaO f the empire O fM eng Gu occupied The Land O f European and A sia. The empire O fM eng

Gu& abundanceW ugong and the broad occupy ing land area w as an unique O f the w orld. Q in Shi-

huang, HanWu d,i Ya L iShan Da, Na PO lun can no t surmount h im. The hero that on ly can Shoot the

b ig vu lture! can no t have this meritorious ach ievemen ts. SO, it is not enough tO know Cheng Ji SiH an&
W en Zh.i In fac,t Cheng JiS iHan w as the founderO f the literalness and the law sO fChengWen and the

art illery troops O f the M eng Gu. Only tO know th is three po ints, w e can rea lly approache Cheng Ji

S iH an.

Keywords: Cheng Ji SiH an; the founderO f the literalness and the law sO f ChengW en and theA r

t illery troops O f theM eng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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