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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在

短短十年间相继扫灭东方六国 ,时间之短 ,
进度之快 ,可谓前所未有。但由于秦帝国年

祚短促 ,人们听到的多是持有偏见的汉儒

以及怀有亡国之恨的六国后裔对秦的批评

之论。比如有学者说 :“秦国虽地处西陲 ,文
化积淀不厚 ,但民风劲拔 ,勇予进取”[1];有
学者甚至还引用汉儒之论 ,说秦人“不屑于

仁义礼乐的讲究 ,更无意予驰骋古今的玄

思 ,故人称‘秦国之俗 ,贪狼强力 ,寡义而趋

利’”。但是我个人认为 :秦从“诸侯卑秦 ,丑
莫大焉”成长为一个“振长策而御宇内”的

大帝国 ,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他的发展

和衰亡绝非“强”、“暴”二字所能全部解释。

1973年 ,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诗《读封

建论》中写到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

要商量”[2],表明了对秦始皇的不同评价。虽

然这有当时特定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 ,但
是却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重新探讨秦始皇文

化政策的崭新思路。我个人认为秦国的统

一 ,依靠的是制度的文明所取得的胜利。

1 秦始皇时期的文化开明政策
(1)从“焚书坑儒”事件中谈开明政策

从《过秦论》的原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秦始

皇将淳于越与周青臣所争论的问题“下其

议”交给大臣们讨论。当时问题争论的焦点

是实行西周的分封制还是代表新的封建制

的郡县制 ,秦始皇下令展开讨论。最后导致

了一场“焚书运动”,这次焚书在特定阶段

打击了旧贵族在思想领域里的复辟梦想 ,
坚持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当时具有一定

的历史意义。

秦始皇的焚书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

针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并不在所焚之列 ,
而且焚书主要针对民间 ,并不包括官府藏

书。后世理解的“焚书”,“以吏为师”,就是

钳制言论自由 ,实行愚民文化 ,其实这个判

断主要是汉代儒生编织出来的 ,和历史真

相相去甚远。我们对历史的评价 ,必须站在

当时的客观实际情景之中 ,始皇帝先开“收

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的先例 ,这是急促

维护新型一统政治的文化措施 ,理想还是

稳定封建等级制度。章太炎先生就说 :“不

燔六艺 ,不是以尊新王”[3],试想 ,在秦始皇

刚刚建立的封建化新国度 ,如何在理论上

为这种制度建立永恒的根基还是很重要

的。他的做法是从新型政治的长治久安出

发的。秦始皇的办法 ,即从官学层面保存文

化 ,同时又封锁民间的弊端文化 ,这恰恰表

现了秦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

(2)从秦始皇的儒学情结中谈开明政策

从史书来看 ,秦始皇不仅不敌视儒生 ,反而

有些儒学情结。秦帝国刚刚诞生之时 ,他就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欲以兴太平”;明显

是把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做美

好的政治事业看待的。始皇帝曾经和儒生

一起谈论刻石歌颂秦的德政 ,并且遵从儒

生的意见到泰山进行祠祀。泰山石刻的字

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儒学色彩 ,很明确地

表达了始皇帝对儒学儒生的包容。

始皇帝时期 ,齐鲁一带儒学相当昌盛 ,
到秦帝国灭亡之时 ,刘邦进军齐鲁 ,这里的

儒生还仍在“诵习礼乐 ,弦歌之音不绝”[4]。
这无不说明有秦无排儒灭儒之举 ,相反 ,一
些儒生还被召入魏廷 ,宫封博士 ,如淳于越

等人。但是这些腐儒不识时变 ,企图恢复

“先王之道”,妄图倒推历史的车轮。

不仅秦始皇本人如此 ,秦帝国的宫殿

之中也是充满儒学气质的。蒙恬是秦帝国

最伟大的军事统帅 ,他不仅是功勋章著的

名将 ,而且是怀有谋略的政治家。当始皇帝

去世 ,赵高发动沙丘政变 ,蒙恬因为和扶苏

远在塞外 ,失去先机 ,蒙恬被囚阳周 ,生命

危在旦夕 ,秦公子婴为他在秦二世面前说

情 ,就是把蒙恬视为国家干将的[5]。这是秦

始皇开明文化政策结出的硕果 ,蒙氏家族

的升迁 ,正表现了秦帝国唯才是用的有效

治国机制。

可以看到 :秦帝国的确是一个文化开

明的国度 ,秦始皇当政时期一直执行的是

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

2 秦始皇的用人之道
第一 ,对人才 ,在政治上给予充分信

任。这是“礼贤下士”的最重要内容。当时 ,
人们在政治实践中 ,早已领悟到“去邪无

疑 ,任贤勿贰”的道理。在战国这个生死搏

斗的艰危年代里 ,确有不少英明的君王敢

于大胆地提拔人才 ,重用人才。在天下统一

的前夜 ,赢政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 ,这从

他对李斯等人的政治安排上 ,以及对他们

行动的大力支持上看得非常清楚。如《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在始皇亲政的第二

年 (公元前237年 ),即发生了一起“逐客”风

波。秦宗室大臣向秦王说 :“诸侯人来事秦

者 ,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 ,请一切逐客”

始皇从其议。楚国上蔡人李斯也在被逐之

列。于是 ,他给始皇上《谏逐客书》,书中历

数秦各代君主重用客卿以及客卿对于秦国

的贡献 ,指出“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 ,却宾

客以业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

足不入秦 ,此所以藉寇兵而赀盗粮者也 ,”
势必影响统一战争的胜利。当秦始皇看到

《谏逐客书》后 ,立即派人追回李斯 ,废除逐

客令 ,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信任如故。另外 ,
如尉缭、姚贾、荆苏、陈驰、苏涓、任固、茅焦

也都被安排在相应的政治岗位上 ,使其各

尽所能。

第二 ,对人才 ,在生活上无比关怀。这

点实际是与前者相关联的一个问题的另一

方面。在战国时代 ,那些风尘仆仆奔竞于名

利场上的士人的直接目的无非是靠自己的

才智去脱贫致富 ,从而改变自己低贱的社

会地位 ,对此 ,赢政是了如指掌的 ,所以他

对他所用的人才总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吝

钱财 ,给予极大的满足。如对大军事家尉

缭,“见尉缭亢礼 ,衣服饮食与缭同”(《史记·

秦始皇本纪》);对大纵横家姚贾 ,“封贾千

户 ,以为上卿”(《战国策·秦策五》);对李斯 ,
让他“富贵极矣”(《史记·李斯列传》);对大

将军王翦 ,给予“美田宅园池甚众”(《史记·

白起王翦列传》),等等 ,真是谦恭之极 ,慷
慨之极 !

3 结语
秦始皇以雄才大略结束了春秋战国时

期长达数百年诸候割据的局面 ,缔造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 ,开创

了中国国家统一的新纪元。这一切皆源于

得天下贤能而用之和开明的文化政策。然

而 ,秦始皇在位期间穷凶极奢 ,赋敛无度 ;
严刑酷发 ,滥杀无辜 ;焚书坑儒 ,摧残文化 ,
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也是导致秦朝统

一后仅仅十几年就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 ,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既要看到他的

“功”,同时 ,又要看到他的“过”,不应偏于

一面 ,才能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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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秦始皇文化开明政策与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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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始皇长期以来被视为专制文化的代表,虽然,秦始皇的暴政、专制、残酷又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但我们必须看到秦朝的成功
在于秦帝国奉行得是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和招揽人才、重用人才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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