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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荀子
的学生，因为口吃，不喜言谈，曾
数次上书进谏韩王， 却不被采
纳。但他的文章传入秦国后大受
欢迎，秦王甚至感叹“嗟乎，寡人
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史记》 中， 韩非与老子合
传， 同传中还有庄子和申不害。

庄子和老子是道家人物，韩非和
申不害为法家人物。 司马迁说：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
本于黄老。”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

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它既
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
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
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
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作为儒家学派的一员，荀子
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思想难
免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他清醒
地认识到，礼的施行无法完全依
靠“克己”来实现。于是，便提出
了礼法并举的思想。理解了这个
学术背景，司马迁说韩非“其归
本于黄老”也就不奇怪了。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顾名思义是
解读《老子》的专著。从这个角度来看，韩非可以
说是早期研究《老子》的专家。老子思想的核心是
道，道是客观自然规律。韩非接受了老子对道的
阐述，承认道决定宇宙万物的演变。

同时，老子认为道具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的永恒意义。对此，韩非则进一步发挥，强
调道是变化的，天地也是变化的，人也在不断变
化中，整个社会都在变化。由此，治理社会的方式
和方法自然也应该变化。

但是，韩非也非常重视道的稳定性。道的稳
定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法。 法是依道建立起来的，

人人必须遵守，不能随意更改。

《老子》曰：“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
事取天下”。这一思想到了申不害和韩非手里，则
发展为以权术驾驭群臣，也就是术。

韩非对以进为退、 暗藏杀机及权谋的运用，

可以说是津津乐道。《韩非子》 就明确提出：“术
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春秋战国时期， 残酷的现实使法家意识到，

人君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民众和敌国，而是来自
臣下。所以，申不害和韩非都主张术应该隐藏在
君主心中，不能为臣下窥破。

术有权术的含义，但法家的术不仅仅局限于
权术的运用。《韩非子》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根据
才能授予官职，明确职责并严加考核。这样，君主
就可以操生杀之柄，督促群臣尽力工作。

人们在谈论法家时常常商、韩并举，认为韩
非的思想是商鞅的继承和发展。确实，韩非认同
商鞅富国强兵的种种举措，也主张建构一元化社
会控制体系。然而，在继承商鞅法治思想的同时，

韩非更加关注稳固社会秩序的永续。

韩非和商鞅都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固在于加
强君主专制集权。但是，商鞅对加强君主专制集
权的具体措施缺少详细论述。韩非批评商鞅知法
而无术，认为商鞅的种种富国强兵之举因“无术
以知奸”，最终只能“资人臣而已”。由此，韩非尽
力鼓吹权术，以弥补商鞅的不足。

不过，既然有驭臣之术，就会有欺君之方。尔
虞我诈，你争我斗，反而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秦始皇后期迷信权术， 为了让人觉得自己威严、

神圣和神秘，长期疏远大臣，这就给了赵高弄权
的机会。二世胡亥即位后，继续沿用秦始皇的做
法，最终连刘邦逼近咸阳的消息都被权臣蒙在鼓
里，可以说是自吞玩弄权术的苦果。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60年前，清军先后开展了三次抵御英
法联军侵略的大沽之战。长期以来，由于
近代中国战争频仍，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大
沽口之战在某种程度上被湮没在历史的
尘埃中。其实，大沽之战可谓晚清国运的
重要转折点， 也是导致清政府权威走向没
落的开始。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满朝上下“后知
后觉”

19世纪中期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时代。

从国内局势来看，咸丰元年就爆发了太
平天国运动。两年多时间里，太平军就占领
了南京、建立起政权。江南繁华之地尽毁，清
廷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
之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弱肉强食俨然成为
世界之趋势。其中，英国、法国在克里米亚战
争中战胜了沙俄， 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
地；美国与英法勾结，极力谋求在华特权和
利益；沙俄也将侵略重点聚焦到远东地区。

对这一时期的晚清政府而言，无论是国
内形势，还是国际局势，都是非常糟糕的。一
方面，与太平军战事正紧；另一方面，西方列
强虎视眈眈。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清廷更
是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仅割地
赔款，而且丧权辱国。随后，法美等列强也趁
机跟进，分别与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

一种观点认为，历经康乾盛世的大清帝
国，从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并不至于
太差；仅以人口指标来衡量，也能够说明彼
时大清国还算强盛。正因为如此，清朝中前
期对各种边患可以说应付自如。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最大
外来威胁， 是来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
列强。割地赔款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平静，更
大的问题与威胁依旧摆在那里。可惜的是，

清政府整体上缺失忧患意识， 满朝上下对
于西方列强的图谋野心更是后知后觉。曾
国藩对洋人的评价仅限于“性同犬羊，贪求
无厌”；当得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他
也是寄希望于英国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
晏然安堵”。

西方列强挟工业文明之优势席卷全球，

恨不得全世界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与资本
市场，怎么会容得下一个地大物博的古老中
国独善其身？这块巨大的蛋糕，谁不想吃上
一大口？历史证明，短暂的平静之后所要面
对的是更大的灾难和屈辱。 从这个角度来
说，可怕的并不是西方列强，而是根本不知
道也不愿意面对威胁，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
种威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
间， 边打边谈边恐吓的
策略非常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多年间，西方列强虽
然以枪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最终结
果远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比如，英国在对华
贸易方面就距离其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再
如，广州虽然已辟为通商口岸，却在英人入
城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列强自然而然地
将修改现行条约作为攫取更大在华利益的
手段。1854年，英国向清廷提出全面修改《南
京条约》的要求，主要涉及全面开放通商、鸦
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以及
公使常驻北京等内容。法国、美国随后也提
出了类似要求。

由于修约要求非常苛刻，不出意外地遭
到清廷拒绝。修约这条路无法走通，列强就
想到了通过战争恐吓乃至直接发动战争的
手段。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表面
上由于修约而起、以订立新约而终，根子上
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更大侵略主张的实现
手段。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英、法、美、俄等列
强采取了边打边谈判边恐吓的策略非常明
显。一些研究者提出，所谓西方人来到中国
的初衷是要做生意，并且嘲讽清政府没有契
约精神、不遵守合约条款，从而导致列强不
得不采取战争手段以达到目的。这样的说法
实不应该，也与史实不符。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
迁》中评论引发鸦片战争的动因时说：“其实
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
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
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
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
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
战争， 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表象背后的东
西，即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贸易
逆差状况。所谓的契约精神、谈判折冲、谈判
技巧等，都不足以否定列强攫取不当利益之
实。对于这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历
史学者，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要假
装客观、理性，而曲解和歪曲历史。

暂时的军事胜利，

竟让人幻想列强知难而
退、罢兵言和

三次大沽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局
部战争，却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势。大沽口
即白河口，位于今天津东南 50 公里的海河
入海口处，距北京约 170 公里，东濒渤海，

西邻海河平原， 隔河与塘沽相望。 大沽口

“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有京津门
户、海陆咽喉之称，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海防
要塞。

1858年 3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同
往上海要求修约遭拒后，即集结军舰北上天
津。4月，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

分别照会清廷，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谈判。列
强要求再次遭拒后， 于 5 月挑起第一次大
沽之战。

当时，英法联军 2000 余人、舰船 20 余
艘， 用两小时就击溃了清军并摧毁大沽炮
台。大沽失陷第二天，咸丰皇帝慌忙派出亲
信大臣、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名将僧格林
沁驻防通州，以防范联军继续北上。

此后，英法联军威胁进攻天津，清廷被
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 《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后清对外签订的
又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

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
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
北京；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
入内地自由传教； 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
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
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
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俄、美公使则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
诈手段分别与清廷签订中俄 《天津条约》十
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
款外与英、 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
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
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以及“务将边界清
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等款，从而为沙俄进
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大沽之战发生在 1859 年 6 月。

当年为《天津条约》批准书互换期，英、法、美
公使却拒绝清廷在上海换约的要求，率 2000

余人、21艘大小舰只于 6月 20日到达大沽
口外。接着，又拒绝清廷北塘登陆换约的通
知，蛮横坚持经白河入天津进京换约，并要
求清政府限期撤除白河防御。

6月 25日，英军司令贺布率舰队向大沽
炮台发动突然袭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英勇
反击，激战一昼夜，毙敌 93人，伤敌 355人，

击沉敌舰 4艘。英法联军的失败原因在于轻
敌。 僧格林沁对此次战役作了较深入的评
论：“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傲欺敌。其意以
为炮台营垒，唾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
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

清军以有备击无备，在火炮射程内突然
攻击，集中打击敌旗舰，使其指挥失灵，陷入
混乱，从而获得大胜。但是，由于清军没有航
速快、火力强的近代化舰艇，未能乘胜追击、

扩大战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战区。

清军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取得暂时的
军事胜利，使咸丰皇帝大受鼓舞，竟然幻想
列强从此知难而退、罢兵言和。同年 8 月，

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
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 《天津条约》

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也在北京成功
换约。

未能从根本上检讨
教训，致使加速滑入历史
低谷

一次局部战争的胜利，其实无法挽回大局
的。很快，战火再起。

1860年 2月，英法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
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 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
人、法军七千人，卷土重来，准备发动更大规模
的侵华战争。

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五六月间，英军
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
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同时，俄国公使伊格
纳季耶夫、 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 7月赶到渤海
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

8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抵大沽口，第三次大
沽之战爆发。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
帝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
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
期”。 前敌统帅僧格林沁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
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

8月 21日，英法联军经北塘登陆，向大沽
口石缝炮台和北炮台发起攻击。虽守军奋力抵
抗，激战一天，却终因武器悬殊，炮台易手。此
后，英法联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廷急
派桂良等人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
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
岸，增加赔款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对此，咸
丰皇帝予以拒绝。

谈判破裂后， 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无奈之下，清廷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
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
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清廷掳去英国派往
负责洽谈停火的谈判代表和士兵等 39人。

9月 18日， 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9月 21

日， 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全歼清军精锐。9月 22

日， 咸丰帝在极度恐慌中逃往热河。10 月 13

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 18日，英法
联军占领北京，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 50天，

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
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抢掠一空、

付之一炬。

10月 24日、25日， 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
城作为威胁，迫使清廷分别与英法交换《天津
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北京条约》、中法
《北京条约》。至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
廷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瑷珲条
约》等不平等条约，列强更加全面的侵略和渗
透即起于此时。

近代以来，作为京津门户的大沽口，成为
西方列强进逼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必经之路。

160年前的这三场大沽之战， 从 1858年始，每
年一仗，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大沽口一失京师
门户即洞开。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并未能从
根本上检讨教训、汲取经验，最终导致了更惨
痛的丧权辱国，致使近代中国加速滑入历史低
谷，中华民族随之陷入更大的历史灾难之中。

总的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当时世界上
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 挟工业革命巨大的科
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 对仍处于
冷兵器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
的、 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们要认清形势、看清本质，踏踏实实干
好自己的事情，让国家变得更强大、人民变得
更富足、经济变得更有活力。这是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的终极武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160年前的三场大沽之战，从 1858 年始，每年一仗，规模一次比一次
大，大沽口一失京师门户即洞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

挟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 对仍处于冷兵器
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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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张志诚
▲男， 生于 1956 年 1 月 7
日，身高 1 米 75，出走时上
身穿白色衬衣，下身蓝色西
裤， 于 2006年 10月出走未
归，望知 情者来电 1335600
1687，孙女士。

8月 6日 星期二

东方卫视

12:38 连续剧:小欢喜(7-10)

15:58 妈妈咪呀第 6季精编

17:15 文娱新天地

17:47 诗书画

19:33 连续剧:小欢喜(11、12)

21:29 纪录片:思想的田野

22:30 今晚 60分

23:35 纪录片:思想的田野

新闻综合频道

11:30 案件聚焦: 抢方向盘的

乘客

13:03 少年爱迪生第 5季(10)

14:00 连续剧:九九(5-8)

19:15 连续剧 : 黄金大劫案

(24、25)

21:00 案件聚焦:天价普洱

22:35 连续剧:林海雪原(38、39)

纪实频道

10:15 近代上海文化系列(2)

10:40 本草中华第 1季(1)

11:05 东方帝王谷(4)

12:00 神秘的西夏(9)

13:00 一条河一座城(4)

13:30 奇形怪物:空中

14:30 源味中国(2)

15:00 决战兰州(1)

16:00 神秘的西夏(5)

17:00 生活科技大解密(6)

18:00 北欧野生风情: 怒放的

生命

19:00 近代上海文化系列(3)

19:30 本草中华第 1季(2)

20:00 东方帝王谷(5)

20:51 上海 100

21:00 神秘的西夏(10)

22:00 荒岛求生营(2)

电视剧频道

13:07 连续剧: 我的压寨男人

(3-9)

18:57 连续剧:夜市人生(39-44)

23:27 连续剧:无名者(10、11)

五星体育

11:00 弈棋耍大牌

12:05 棋牌新教室

12:45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14:05 《缤纷夏日荟》暑期特别

节目

15:00 2019ONE 冠军赛马尼

拉站

16:20 2010南非世界杯 1/4决

赛(荷兰-巴西)

16:55 五星精彩

17:35 2019中超赛事集锦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匈牙利站大奖

赛

20:55 G品篮球

21:30 体育夜线

22: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23:00 IMBA五星电竞杂志

23:30 “迎第 15届世界武术锦

标赛经典影视剧展映”

-杜心五传奇(9、10)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 : 遥远的距离

(31-34)

16:50 电视剧:西游记续(10、11)

18:25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特赦 1959(13、14)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3:28 非常 6+1

16:19 综艺喜乐汇

18:37 群英汇

19:35 向幸福出发

21:02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央视五套

10:41 2019 中国男篮系列赛

中喀国际男篮对抗赛

(第 1 场)(中国队-喀麦

隆队)

12:35 2020 东京奥运会女排

资格赛 (中国队-捷克

队)

14:20 健身动起来

14:25 直播 :2019 世界斯诺克

国际锦标赛第 2轮(1)

17:30 2019体坛风云-孙杨

18:00 体育新闻

18:35 NBA 最前线暑期特别

节目:麦科勒姆

22:30 体育世界

23:00 2019 国际乒联世界巡

回赛日本公开赛精选

央视六套

10:49 故事片:大进军-南线大

追歼

13:55 译制片 : 战争与和平 I

(英国)

15:47 故事片:龙之战

18:17 故事片:谁动了我的幸福

20:15 故事片:神勇投弹手

22:13 故事片:射雕英雄传(中

国香港)

央视十一套

11:25 影视剧场: 鸡毛飞上天

(56-58)

14:03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07 黄梅戏:牛郎织女(选场)

17:52 过把瘾:最佳拍档(3)

19:30 青春戏苑:京韵芬芳(4)

20:34 角儿来了:花好月圆

21:47 影视剧场:初婚(26-28)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遗 失 声 明
上海瑞索资礼品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