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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ence from the prev iousM auso leum area in Zh iyang. In the end, the spec ific location w as probably an integ ra ted resu lt of a

bovem en tioned facto rs.

商周时期,人死后, !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

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 [ 1] ∃礼

记 % 檀弓 &记载: !古也, 墓而不坟。# ∃易 % 系

辞 &: !古之葬者∀∀不封不树。# [ 2]
春秋战国时

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

发生了变化,葬俗葬仪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

一些君王、达官显贵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与地

位,为了让后人永远地缅怀自己, 开始在自己的

墓上修筑坟丘, 种植树木。 ∃周礼 % 冢人 &贾公

彦疏: !案春秋纬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

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药草;士四尺,树以

槐;庶人无坟,树下杨柳。#公元前 335年, !肃侯

元年, 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二年,与魏惠王遇

於阴晋。∀ ∀十五年, 起寿陵。# [ 3]
这是历史上

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 也是活着的君王起建

!寿陵#的最早记载 [ 4]
。秦国从秦惠文王开始国

君的称谓由 !公 #改称为 !王 #。同时他的坟墓

也开始称 !陵 #。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

陵。# [ 5]
后来随着厚葬风习的盛行, 国君坟墓的

封土越建越大,植树的数量愈来愈多。

秦王嬴政承袭先王遗风,即位初便开始修建

陵墓。营建陵园是一个庄严、神圣的事情, 陵园

选址是陵园营建的前提和基础,是营建陵园需要

解决的首要问题 有关秦始皇陵园的选址 有人

认为是受礼制和依山建陵的习俗的影响
[ 6]
; 有人

认为是为了满足其祖母夏太后 !东望吾子,西望

其夫# [ 7]
的意愿所定

[ 8]
;有人认为秦始皇只是随

先祖葬在了骊山山麓
[ 9]
;有人认为秦王嬴政看到

骊山好像一朵莲花, 于是把陵址选在莲花花蕊中

心
[ 10]

;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址与古龙文化有密切

关系
[ 11]

; 也有民间流传秦始皇陵园是根据古代

风水学而选的陵址, 是一块风水宝地∀ ∀。上述

观点有些仅在文中提出,有些仅是从某一个方面

进行论述, 有些仅是一种臆断猜想。为了全面了

解秦始皇陵园的选址问题,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

面作一探讨。不足之处, 请不吝赐教。

(一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礼制文化的影响

我国最早关于 !礼制 #的记载便是成书于战

国时期的 ∃周礼 &, 它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制约

性规定和仪式, 还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在内。秦人

勃兴于西周王畿故地,受周文化影响较大,就礼

制而言, 秦承周制。但秦人并不是全盘吸收周

礼,而是有针对性地继承并加以发展。特别是商

鞅变法以后, 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

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这种不循礼制的思想在

变法中也体现得较为突出。如 !礼者,所以便事

也。# [ 12 ] !因事而制礼 # [ 13] !三代不同礼而亡#,

!贤者更礼 而不肖者拘焉 # !不易礼而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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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秦芷阳陵区平面示意图

[ 14]
等等, 都表达了这层意思。秦人在承袭周礼

的基础上,通过大胆变革,形成了一套适合秦人

自身发展的礼制文化。即使秦统一后,秦人的礼

制文化还在不断地改革。 ∃史记 %礼书 &载: !至

秦有天下, 悉内 (纳 )六国礼仪, 采择其善, 虽不

合圣意,其尊君抑臣, 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因此,秦始皇陵园的位置应该受秦人礼制文

化的约束, 并遵从一定的礼制制度来进行选择

的。有学者认为: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当时礼

制文化的影响, 它选址于芷阳陵区的东边, 符合

了长辈居西、晚辈居东的礼制制度。# [ 15]
关于这

种观点文献中有类似记载。 ∃礼记 %曲礼上 &:

!南向北向、西方为上#、!为人子者,居不主奥 #。
郑玄注: !谓与父同宫者也。不敢当其尊处,室中

西南隅谓之奥#。 ∃尔雅 &: !西南隅谓之奥,尊之

长处也。不西益者难 (一作恐 )动摇之耳。#可见

以西方为上,以西南隅作尊长之处, 是当时流行

的习俗。汉承秦制,成书于东汉时期的 ∃风俗通
义 &: !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 上益宅者, 妨

家长也。原其所以西者上。#
可见,战国至秦汉时期, 人们日常生活中是

以西方为上的 而秦始皇陵园的营造是按照 !事

死如是生#的理念建造的, 那么,陵园的选址也是

应该遵循现实生活中的相关礼制仪俗。从嬴政

以前的先公先王的陵址来看, 基本都是遵从了

!长辈居西、晚辈居东 #的礼制习俗。

(二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秦人东扩趋势的

影响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与秦人自身的发展脉络

有关系。纵观秦王嬴政以前诸位君王的陵园布

局也不难看出这种陵园选址的方式。据史籍记

载,秦自襄公立国, 至二世亡秦, 传三十二代,历

563年。在此期间, 秦人至少营筑了西垂 、雍城、

毕陌、芷阳与骊山五大茔域。除西垂而外, 后四

处茔地均可确指
[ 16]
。西垂在今甘肃西和、礼县

一带, 葬襄公、文公父子。雍城在今陕西凤翔县,

葬德公至出公等二十位国君。毕陌位于今陕西

咸阳东北, 葬秦惠文王与秦武王。芷阳位于今陕

西临潼西的骊山山麓, 葬昭襄王、庄襄王、孝文

王、宣太后等。而骊山陵园也就是秦始皇陵园位

于今陕西临潼东的骊山山麓。

古代都城附近都有聚族而葬的墓地。商周

时期墓地一般建造在城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诸

侯国 则多半把墓地迁入城内 无论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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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秦始皇帝陵园平面示意图

都表明墓地作为城市的主要部分, 是被纳入城建

的总体规划之中的。秦人也不例外,但他把陵墓

安排在近郊,同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

居民区严格分离,却是都城布局上一个显著的特

点
[ 17]
。

从西垂 、雍城、毕陌、芷阳陵园的地理位置

来看,秦陵选址是由西向东逐步发展。这个发展

趋势实际上也是秦人从地处西垂一隅之地的诸

侯小国越过陇山沿渭河两岸逐步向东扩展的趋

势。在东扩的过程中,秦人的国都也由西垂迁至

雍城, 由雍城迁至栎阳, 再由栎阳迁至咸阳。秦

国国君陵园也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扩张, 都城的

迁徙, 始终作为都城建设的一部分建于都城附

近。从上述四个陵区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是由西

向东, 时代越晚的国君陵园的位置越向东, 发展

轨迹非常清晰。秦王嬴政即位之时,秦国已是诸

侯强国,秦人的发展目标已经非常明确, 那就是

继续向东扩展,消灭六国, 统一天下。因此,秦人

的发展趋势和先公先王四大陵区的地理位置就

决定了秦始皇陵园位置的选择只有两种可能,一

种可能是选在芷阳陵区 与先祖葬在一起 另一

种可能就是重新选址, 营建新的陵区。因此, 按

照先公先王的遗风, 按照西垂 、雍城、毕陌、芷阳

四大陵区的地域趋势及秦人不断东扩趋势, 秦始

皇陵园的选址在大的地理位置上只能向东, 但

是,不能远离国都, 因为从东周诸国及秦以后的

两汉时期的帝王陵园的地理位置来看,陵园基本

都在都城附近, 这样便于后人管理、保护与祭祀。

从现在的秦始皇陵的地理位置来看, 陵园距当时

的国都咸阳也不过 50公里。距芷阳陵区也仅 10

公里左右。

(三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秦国国力的影

响。

战国末年, 秦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成为诸

侯强国。∃史记 %秦本纪 &: !惠王卒, 子武王立。

韩、魏、齐、楚、越皆宾从。#、!武王谓甘茂曰: !寡

人欲容车通三川, 窥周室, 死不恨矣。# ! 昭襄王

十七年,城阳君入朝, 及东周君来朝。# ∃史记 %

高祖本纪 &: !秦富天下十倍 #, ∃战国策 % 秦策
一&云:秦 !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治。# ∃史

记%商君列传&云秦 !道不拾遗, 山无盗贼,家给

人足 乡邑大治 #秦王嬴政即位时期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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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

以东, 有河东、太原、上党郡; 东至荥阳, 灭二周,

置三川郡。# [ 18]
秦国已成为拥有 !带甲百余万,

车千乘,骑万匹 #的军事大国。 !秦马之良,戍兵

之众, 探前蹶后蹄间三寻腾者, 不可胜数 # [ 19]
。

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促使秦人的心态

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战国晚期的秦国不再是

!诸侯鄙秦、丑莫大焉。# [ 20]
而是踌躇满志、意气

风发,非常自信。这种变化从芷阳陵区的墓葬形

制就可以看出, 芷阳陵区既有中字形, 又有亚字

形,其中的亚字形是在中字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亚字形墓即四出墓道, 是天子一级的墓葬,

说明战国后期的秦昭王时代开始使用天子的陵

制了,到惠文王时期居然周天子也向秦国国君致

文武之胙。可见秦国在当时人的心中具有何等

的重要地位。秦人使用亚字形墓是当时政治、军

事形势在陵墓制度中的反映
[ 21]
。

国家的富强是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可

以促使上层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也可以支撑决策

者做出超乎寻常的决断。秦国国力的日渐强盛,

不仅使国君的思想发生着变化,而且也深深地影

响着他的王公贵族和子民们。因此,国君才敢冲

破常规对沿用多年的礼制做出重大的变革,才敢

使用象征着天子一级的亚字形陵墓∀ ∀。这些

僭越礼制的举措,也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的,而是必须有强大的基础作为后盾。

由此来看, 战国末年, 秦王嬴政的陵园不可

能完全遵照先公先王陵园的礼制习俗来营建,因

为在芷阳陵区已经出现僭越礼制文化的现象,按

照嬴政即位之初, 秦国当年的政治、军事、文化、

经济的发展水平及秦国在其它诸侯国中的声望

来看, 秦王嬴政陵园在最初的设计规划时, 有可

能就是按照天子的陵园来规划的, 那么, 其陵园

在选址时,脱离芷阳陵区就不难理解了。这种现

象类似秦人国都的迁徙, 最初的国都在西垂, 随

着经济的发展、国土的扩张、国力的强大, 原来的

国都已经不适应或者已经不能承载国家的政治、

文化中心,于是国都便由西垂相继迁至雍城、栎

阳、咸阳。国君陵园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

分,它的选址布局、营建规模均与国家的兴衰有

息息相关的关系。

(四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厚葬之风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葬俗

葬仪也在发生着变化。开始在墓上修筑坟丘,种

植树木。战国末年, 厚葬风习更加盛行。

∃墨子 %节葬下 &: !棺撑必重, 葬埋必厚,衣

裳必多,丘垅必巨#。

∃礼记 %月令&: !营丘垅之大小、高平,厚薄

之度,贵贱之等级。#
∃汉书 %楚元王传 &引刘向曰: !及秦惠文、

武、昭、孝文、严 (庄 )襄五王, 皆大作丘陇, 多所

痊藏。#

秦简 ∃法律答问 &: !可 (何 )谓甸人? 守孝

公、 (献 )公冢者殹 (也 )。#由此来看,此时秦国

国君的墓已是有封土堆的冢墓, 并设有专人守

护。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的位于今陕西咸阳

东北毕陌陵区呈覆斗形的墓冢便是秦惠文王的

公陵,高 11. 8、底边长 78、顶边长 48米。呈圆形

的墓冢便是秦武王的永陵, 高 12. 3、底边长 78

米
[ 22]
。考古资料证明, 在芷阳陵区中,一号陵园

的两座亚字形大墓的墓顶上有封土堆, 残高 4、

东西长 250、南北宽 150米, 表面呈鱼脊形。二号

陵园发现大墓 4座, 其上残留有 2~ 10米不等的

封土。三号陵园有中字形大墓 1座, 封土残高 5

米。四号陵园共发现大墓三座, 亚字形大墓 M8

的地面封土已破坏,两座甲字形墓上的封土,一

座残高 3米,另一座残高约 6米
[ 23]
。

战国时期君王的陵墓不仅仅出现愈来愈高

大的封土, 而且随葬之物也越来越丰厚,这样有

限的主墓室就难以容纳这些随葬品, 主墓旁各类

陪葬坑的数量也逐渐递增,陵园的墓上建筑也在

不断丰富, 因此, 陵园的面积也在相应的不断扩

大。

秦王嬴政即位之初, 秦国国力日渐强盛、厚

葬之风也愈演愈烈, 这些因素导致了秦王嬴政的

陵墓在最初的设计规划时,其范围应该超过前代

国君。那么,芷阳陵区处于一个有限的高台地之

上,从目前考古勘探资料来看, 芷阳陵区为 150

万平方米, 而秦始皇陵区为 56. 25平方公里

( 5625万平方米 ) ,相当于整个芷阳陵区的 37. 5

倍。当然 56. 25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区并不是

最初的设计规模,而是在后来的修建过程中不断

扩大的,但是,最初的设计规模应该是不会小的,

因此 当时的芷阳陵区是否有足够的区域容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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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陵园,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吕氏春秋 % 节丧 &: !故凡葬必于高陵之

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从历代出现封土

的国君陵墓选址来看,一般均选在地势较高的地

方,原因有二: 一是为了显示其威严, 高高在上、

便于后人祭拜; 二是为了防止洪水冲刷。因此,

秦王嬴政的陵园在选址过程中,为了通过高大的

墓冢、宏大的陵园向后人显示君王至高无上、唯

我独尊的权威,显示国家的威严、国力的强盛,不

可能将陵园选在一个低洼地带,而应该是在芷阳

陵区没有合适地方容纳的情况下, 遵从先公先王

有关陵园建设的礼制文化, 顺着骊山山脉, 将陵

园选在芷阳陵区以东的高台地上, 即现在的位

置。

(五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丞相吕不韦的影

响

∃汉旧仪 &: !始皇 !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

隶苯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 三十七岁, 锢水

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 深极不可入。奏之

曰: 丞相斯昧死言: 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 治

骊山者已深已极, 凿之不入, 烧之不然, 叩之空

空,如下天状。 制曰: 凿之不入, 烧之不然, 其

旁行三百丈乃止  #。由此来看,此时陵园的修建

工程由丞相李斯负责。其实关于丞相 (或称相

邦 )负责修建国君陵墓亦有先例。如 1978年河

北中山国王陵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上的铭文说,国

君命相邦赒 !为兆乏 (法 ) # [ 24 ]
。

依此来推断,秦王嬴政的陵园选址与早期修

建应由相邦吕不韦负责。 ∃史记 % 秦始皇本
纪 &: !王年少, 初即位, 委国事大臣。#从秦王嬴

政即位至亲政的十年间, 吕不韦权倾朝野, 不可

一世, 是秦国真正的主事者。那么, 象国君陵园

选址、规划、修建这种国之大事,相邦吕不韦应该

有很大的决断权。值得说明的是, 由丞相吕不韦

主持编写的 ∃吕氏春秋 &也多次提到有关厚葬之
风,如: ∃吕氏春秋 %安死 &: !世之为丘垄也, 其

高大若山, 其树之若林。# ∃吕氏春秋 % 节丧 &:

!国弥大, 家弥富, 葬弥厚。#也正是这种厚葬之
风的影响,加之芷阳陵区可延展性很小, 才促使

相邦吕不韦在为秦王嬴政选择陵址时, 独辟蹊

径、沿着骊山山麓向东扩展。这种现象也正如王

学理认为 !秦王嬴政即位后 面对秦国统 天下

的形势,商人出身的相邦吕不韦, 在对君主选择

茔域上,同样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遵照古人生

前建陵墓的习惯和秦人先公先王的传统, 嬴政在

即秦王位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陵墓工程。主事的

吕不韦大概认为芷阳的先王陵区不足以显示将来

统驭天下君主的威仪,这就产生了脱离先王东陵莹

域的构想,最终选择了骊山北麓。#
[ 25]

可见, 秦始皇陵园最初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

受吕不韦的影响,当然, 现在我们看到的秦始皇

陵应是秦王嬴政亲政后,随着统一大业的逐渐实

现帝王私欲的日渐膨胀最终修订的结果, 但陵园

最初的位置还是体现吕不韦的思想较多。

(六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受早期风水学的影

响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当我们俯视秦始皇陵,

可见陵南正对骊山主峰, 山势崇峻连亘,宛若屏

障,陵北为渭河平原, 极目苍茫, 旷达豁然,由此

会感叹秦始皇真伟大,就连他葬身之地也会选这

样一个风水宝地。其实, 那时候并没有 !风水 #

一说,真正的 !风水学 #出现于魏晋时期。 !风

水#二字源于晋代郭璞著 ∃葬经 &中: !气乘风则
散,界水则至; 故人居之使不散, 行之使有之,故

谓之风水。#

风水学的名词,自古众多。有堪舆、青囊、青

鸟、宅、相宅、图宅、形阀、阴阳术、地学、甲相学之

称。演变大致经历了先秦孕育时期、秦汉萌芽时

期、魏晋发扬时期、唐宋成熟盛行时期、元代低落

时期、明清流传繁荣时期
[ 26 ]
。早在先秦就有相

宅活动。∃尚书 &中有: !成王在丰, 欲宅邑,使召

公先相宅。#。∃淮南子 &中有: !堪, 天道也; 舆,

地道也。#堪即天, 舆即地, 堪舆学是以河图洛书

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

把天道运行、地气流转以及人完整地结合在一

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论体系, 从而推断或改变

人的吉凶祸福, 寿夭穷通。 ∃黄帝内经 &曰: !气
者,人之根本;宅者, 阴阳之枢纽, 人伦之轨模,顺

之则亨,逆之则否。# ∃易经 &曰: !星宿带动天气,

山川带动地气, 天气为阳, 地气为阴,阴阳交泰,

天地氤氲, 万物滋生。#

关于风水学的含义,罗哲文曾指出: !风水学
实质上是基于农耕文明的文化,缘起于 大地为

母  以 天人合  的思想为最基本的哲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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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提倡人的一切活动要顺应自然的发展。其宗

旨是审慎周密的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

有节制的利用和调谐自然, 应在良好的人类生存

和发展环境,获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

天人合一  的至善境界。# [ 27]

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 ∃水经注&中说: !秦始

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

阴多金,其阳多美玉, 始皇贪其美名, 因而葬焉。#
按他的说法,秦始皇是因贪图这里的黄金与美玉

而将自己的陵园选择在此。郦道元这样解释秦

始皇陵园,可能与当时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关系。

秦王嬴政即位之初,系统的风水学虽然还没

有产生,仅是孕育时期,但是,此时的秦人在为国

君选择陵址时, 也会为国君选择一个环境优雅、

舒适安逸的安息之处,因为国君的陵园不仅仅是

为了安葬国君而修建,它已经被赋予浓厚的政治

色彩, 国家每年一些重大祭祀、礼仪活动都要在

君王的陵园进行。这种情况在嬴政称帝后表现

得更为突出,他将在宗庙里进行祭祀祖先活动的

一部分内容转移到陵墓旁, 在陵墓之侧修建宫

殿,专设祭祀, 使后人常记不忘。 ∃独断 &上记

载: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 起之于墓侧。汉

因而弗改。陵上称寝殿, 有起居、衣冠, 象生之

备,皆古寝之意也。#因此,秦人在为嬴政选择陵

址时, 也许借助了堪舆学理论,也许他们这种选

择陵园的基本思想正好迎合了后来风水学中关

于选择居址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罗哲文所说,

!风水学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生存环境进

行选址和处理的一种学问, 选择能在人们生理上

和心理上产生良好信息的地理环境条件。#[ 28]
于

是,秦始皇陵园选择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区

也是不难理解的。袁仲一认为: !古人把陵墓一

般选在地势较高、环境优美之处。始皇陵南依骊

山,山林葱郁, 谷峰相间, 在陵南略作弧形展布,

似盛开的莲花, 始皇陵像似莲蕊。陵北面临渭

河,渭河横贯关中平原,至此处逶迤曲转, 似银蛇

横卧。形势之美,环境之秀,为关中之冠, 确是比

较理想的陵园所在地。# [ 29 ]

∃永乐大典 &卷 8199引 ∃大汉原陵秘藏经 &

中的 ∃选坟地法篇 &: !立塚安坟, 须藉来山去

水。#∃辨风水法篇&: !凡好山不如好水, 一丈之

岗,不如一尺之水#。秦始皇陵园在选址时, 应该

是很好地利用了骊山与渭水的地理位置及堪舆

学的理念。其实,这种依山傍水选择陵址的现象

在秦先公先王的陵园中已有先例, 譬如,西垂陵

区已探明的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就是依大堡子山、

临西汉水, 位于高台地之上。芷阳陵区背依骊

山、面临灞水,也是位于高台地之上。想必这种

现象可能也与早期风水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综上所述, 秦人的礼仪制度与秦人东扩确定

了秦始皇陵园的选址在大的方位上只能是趋于

东方, 秦国国力的发展壮大与厚葬之风的盛行则

决定了秦始皇陵园可能要脱离芷阳陵区, 出现

!一冢独尊 #的现象, 而相邦吕不韦的思想与堪

舆学即还处于孕育期的早期风水学的思想理念

可能决定了秦始皇陵园陵址的具体位置。由此

可见,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是上述因素综合影响的

产物,但在诸因素中,笔者认为,相邦吕不韦的思

想是影响陵园选址最重要的因素。因为, 秦人的

礼仪制度、秦人东扩、国力壮大及堪舆学等因素

在秦先公先王陵园的选址中或多或少的有所体

现,这些因素更多地体现了陵园选址的客观性,

基本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相邦吕不

韦在秦始皇陵园选址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主观

性,这种主观因素在秦始皇陵园的选址问题中更

加彰显了它的独特性。从 !王年少, 初即位, 委国

事大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 初即位的秦王嬴政

还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 对于涉及到陵园选

址这样的国之大事不可能有更大的决断权, 此类

重任只能落到当时主持国事的相邦吕不韦的肩

上。因此, 秦始皇陵园的选址是相邦吕不韦在遵

从影响陵园选址的诸多客观因素的前提下完成

的,选址过程中体现相邦吕不韦的思想居多。

总之,秦始皇陵园的选址、营建是秦人社会上

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国家权力象征与延续的一种表

现形式。通过对秦始皇陵园选址相关问题的分析,

不仅可以反映秦人陵墓制度的变化,而且也可以反

映秦人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等层面的一些内容,对

进一步研究秦人的历史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记: 本文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

究员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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