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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羽封王到汉家记忆:
秦汉王号字数分等现象初探

　 　 　 冯　 璇　 游自勇

摘　 要:　 先秦以一字国名型王号为主流,这类王号多带有大国、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
秦汉之际,项羽戏下封王,首创带有郡称色彩的二字王号,限制诸王身份,意图推动王号

属性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化,为以后称帝服务。 楚汉之际的王号字数区分,在汉代

得到了延续与再建,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后世爵制走向的汉家记忆。 一方面,随着政

策变化,王号字数区分强弱有变,逐渐形成了“王号郡县化”的态势,构成魏晋时郡王、
县王等级出现的制度背景。 另一方面,塑建了王朝利用一字王优越性稳定帝国政治、增
强皇权尊严的传统故事,成为后世形成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重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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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及以前,关于明令以外王号等级的研究,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王层级”设置问题。 这一时段存在土

地、人口不凡的大国,封君地位高于郡王,不少学者将其作为国王爵级设立的依据,代表性研究有:杨光辉:《汉唐封爵制

度》,学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 页;仇鹿鸣:《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史学月刊》2011 年第 9 期;鲁
力:《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王安泰:《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

爵制与政治秩序》,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3 年版,第 77-78 页;谭晓钟、袁迪嘉:《西魏爵制问题探讨》,《中华文化论坛》
2016 年第 12 期;张鹤泉:《论西魏北周封爵等级的演变》,《人文杂志》 2017 年第 9 期;顾江龙:《太康十年分封与杨骏的

兴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封王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行为。 借助于封王,君主分配着王朝权力,在其构建的等级秩序蓝图

中,王号等级是至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封王制度研究必不可少的话题。 学界对汉唐时期王号等级的

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出色成果,尤其是关于明令以外王号等级的探讨,丰富了我们对相关爵制架构的认

识。①整体上,学界多以“爵称”作为分等方式,围绕“国王-郡王”、“亲王-郡王”等序列展开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存在王号字数分等的现象,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当时存在“一字王” “二字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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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①但王爵制度运行过程中,亲王、郡王封号分别对应一字、二字形式,在唐末以前几成定式,显露出

亲王-郡王、一字王-二字王等级序列。 宋辽金时期,“一字王”之说见载史籍②。 因此,字数层面的王号

等级是一个逐步强化、明晰的过程,这提示我们需要关注早期封王历史上的字数分等现象。③ 而王号字

数分等制度的渊源,是首先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不仅关系到后代王号等级的流变线索,同时也有助于

抉发中国古代王爵制度设计中的隐藏细节及其历史意义。
秦末汉代的王号分封,构建了中国古代王爵制度的起源。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先秦两汉王号为中

心,讨论王号字数分等的缘起,以及在汉代的沿革、变化。

一、从封建到郡县:王号字数分等的缘起

(一)一、二字王的出现

王号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 这一时期的君主,不仅拥有来源于日名系统的名号,如祖

乙、武丁等,④对于“王”这一尊称还具有主享权。⑤ 史书中“商王” “周王”等名号的记录,显示出“国名

+王”的王号格式,这是关于早期一字王的重要讯息。 另外,当时还存在诸如周武王、周成王等王号,
“武” “成”为周王生称,⑥不便随意略去,但这类王号并不多见,且早期文献中,多直接记为“武王”
“成王”等。 因此,从王号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这时主要为“国名+王” “生时尊号+王”的一字格式。

春秋战国,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涌现了大量“国名+王”型王号,其中不少被后代沿用,如“楚王”
“齐王”“吴王”等,与商周相比,这一时期一字王数量增多,且多被后世当作仿效的对象。 总体上,先秦

诸王,以“国名+王”型一字王为主流,二字王号几乎未见使用。
秦嬴政称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行郡县制与二十等级军功爵,未封王爵。 直至秦末陈胜称王,

才又见王号的使用。 时陈胜自立为楚王,其后武臣称赵王、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魏咎称魏王、韩成

被立为韩王,⑦陈胜亡后,景驹被秦嘉立为楚王,⑧皆为一字王。 王号字数的真正突破,见于项羽的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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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一字王、二字王,分别特指:“ □+王” “ □□+王” 形式,另外,王朝异族政权封王情况不在文章讨论
范畴。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67“绍兴二十四年八月丙午”条,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727 页;脱脱等撰:
《辽史》卷 96《萧韩家奴列传》,中华书局 2016 年修订本,第 1540 页;脱脱等撰:《金史》卷 58《百官志四》,中华书局 2020
年修订本,第 1428 页。

唐末以降,不同字数王号的等级差异,更明显可见,不少研究对此给予了关注。 山崎覺士考察五代时期平王号
时,认为五代王号等级有国王、一字王、平王、二字王、二字郡王之分。 曾成首次系统探讨了唐末五代王号等级,进一步调
整、细化了山崎覺士总结的王爵等级体系,认为唐末五代存在两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等爵位的高低之别,刘喆考察
五代“十国”概念时延续了这一观点。 参见山崎覺士:《五代の“中国”と平王》,《中国五代国家論》,思文閣 2010 年版,第
35-66 页;曾成:《唐末五代王爵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八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2012 年
版,第 224-242 页;参见刘喆:《政治选择与历史记忆:十国形成史考》,《唐史论丛》第 29 辑,三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8-115 页。 唐以后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俞鹿年:《历代官制概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1 页;李治安:《元
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29-230 页;宋中楠:《金代前期汉官封爵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9-24 页;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 8 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20-821 页;唐抒阳:《辽代王号等级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9-40 页;孙红梅:《金代
封国之号与国号王爵类型》,《史学月刊》 2015 年第 5 期;李忠芝:《辽代封爵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76-79 页。

 

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刘芮方指出,商代君主以外的方国称王情况,相对多见,但无确切证据证明商代宗室贵族或功臣被封为“王”的
尊号。 周王朝之外的蛮夷小国之君,亦见称王行为。 因此,这一时期,“王”作为方国首领的尊称是正确的,作为爵称则
十分不妥。 刘芮方:《周代爵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8-79 页。

 

从孝王开始,不见生称周王尊号,而是死称美名,谥法正式成为周朝制度。 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汉书》卷 1 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9、11 页。 《史记》卷 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 2013 年修订
本,第 2461 页。

 

《汉书》卷 1 上《高帝纪上》,第 13 页。
 



封王:

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

一县,都南郑。 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

奴。 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 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 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
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 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 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 徙魏王豹

为西魏王,都平阳。 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 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 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 齐将田

都为齐王,都临菑。 徙赵王歇为代王。 赵相张耳为常山王。①

河南王、九江王、临江王等名号的封赐,意味着二字王的正式出现,在之后的汉唐时期二字王分封也一直

存在。 因此,秦汉之际项羽戏下封王,是王号使用的转折点,先前以一字王为主流,此后进入了一字王、
二字王并行的分封时代。

(二)二字王出现的动因与意义

戏下封王时,项羽的势力最强,②是封王的主导者。 他自封“西楚霸王”,“霸王”有诸侯之长的含

义,③相较其他诸王,项羽为自己拟定的王号格外特殊。 可见,为彰显自身的实力、地位,项羽精心谋划

着这次分封。 那么,分封二字王是否也是项羽的步步经营之举? 有何意义?
周振鹤对项羽所封王国封域作了系统研究,他将秦郡建置作为标准,清晰复原了项羽与十八诸侯的

封域面貌,是对以往研究的重大突破。④ 不过,周振鹤的研究侧重于对诸王封域的历史地理考察,关于

项羽划配版图的独创性未加措意。 相较项羽划定封地对秦旧制的沿袭,诸王王号(王国号)的来源,要
更为复杂:

表 1　 项羽分封诸王封域与王号来源表⑤

诸侯王号 诸侯王姓名 封域 王号来源

九江王 英布 九江郡、庐江郡 秦九江郡

衡山王 吴芮 衡山郡 秦衡山郡

济北王 田安 济北郡 秦济北郡

辽东王 韩广 右北平、辽东、辽西郡 秦辽东郡

代王 赵歇 代、雁门、云中、太原郡 秦代郡

常山(恒山)
王

张耳 钜鹿、邯郸、常山(恒山)郡
应为恒山王,避文帝

讳改,秦末存恒山郡

直接取自秦郡名

汉王 刘邦 巴、蜀、汉中四十一县 盖源自秦汉中郡

雍王 章邯 陇西、北地两郡及秦内史西部 盖源自秦雍县,属内史
源于秦区划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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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1 上《高帝纪上》,第 28 页。
 

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1 页。
 

田志勇、叶少飞:《西楚霸王名号考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周振鹤:《楚汉诸侯疆域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 4 辑,第 47-58 页。
 

王国封域中诸郡依秦建制,主要参考了周振鹤:《楚汉诸侯疆域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 4 辑,第 47-58
页;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47 页。

 



续表

诸侯王号 诸侯王姓名 封域 王号来源

塞王 司马欣 咸阳以东至黄河的关中之地
桃林东有桃林塞 /
河华之固为扼塞

翟王 董翳 上郡
春秋白翟居住地 /

有翟道山

河南王 申阳 三川郡 河内(河北)以南

临江王 共敖 南郡、长沙、黔中郡 临长江

胶东王 田巿 即墨
在胶水之东,胶东秦时

作即墨郡

山川形胜 / 仿秦

区划拟名

燕王 臧荼 广阳、上谷、渔阳郡 燕故地、燕将

齐王 田都 临淄、琅琊郡 齐故地、齐将

韩王
韩成

郑昌
颍川郡 韩王安故地、成为旧王族

殷王 司马卬 河内郡 殷商故地

西魏王 魏豹 上党、河东郡 魏故地

西楚霸王 项羽 梁、楚地九郡 楚故地

先秦

古国名

改自

古国名

先秦故地

项羽除西楚外,共封 18 王国,其中直接取自秦郡名的王号有:九江王、衡山王、济北王、辽东王、代
王。 另有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①周振鹤认为常山国有邯郸、钜鹿、常山三郡之地,②常山即

秦恒山,汉避文帝讳更名,恒山郡存于秦末。③ 这提示我们史载“常山王”原应作“恒山王”,加之秦有恒

山郡,故张耳王号也直接取自秦郡名。 当然,刘邦、章邯的王号也与秦区划有关。 汉王刘邦“王巴、蜀、
汉中”,④“汉”应源自秦汉中郡名。 雍王章邯,封地为秦内史西及陇西、北地两郡,⑤临近都城废丘,相当

于现在的陕西凤翔南地带,恰好曾是秦雍县范围,故“雍”很可能取自秦雍县名。 但总体上,直接沿袭自

秦郡名的王号仅占总数三分之一。
剩余王号中,除“燕”“齐”“韩”“殷”直接取自先秦古国名以外,其他或据山川形胜拟定,或源于先

秦古国名的改动,都不同程度地经过了编辑、加工,这些具有创新成分的王号共 7 例,比沿袭秦郡名的王

号还要多。
其中,“河南王”“临江王”“胶东王”等王号的拟定,尤其显示出项羽封王时对秦区划名称的刻意改

写。 “河南”称谓,先秦已有,但秦代并未以“河南”设郡。⑥ 申阳河南国乃以秦三川郡置,⑦将河南作为

区划名称是项羽的首创,其后申阳降汉,刘邦方“置河南郡”。⑧ 秦三川郡位于河东郡、河内郡之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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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 7《项羽本纪》,第 399 页。
 

周振鹤:《楚汉诸侯疆域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 4 辑,第 53 页。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文史》2006 年第 1 期,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0-21 页;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25 页。

 

《史记》卷 7《项羽本纪》,第 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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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项羽本纪》载:“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①可见秦末动乱

背景下,惯以黄河为地域范围的界标。 然而,项羽所封“河南国”一词的来源,虽然可从地理坐标、时人

习惯中找寻线索,项羽另择新名这一行为的动机,仍待解释。 与之相类,临江国实以秦南郡、长沙、黔中

三郡置,②项羽未据此封共敖为长沙王或黔中王等,而是首创“临江”为王国名。 胶东王田巿封域为秦即

墨郡,未封即墨王。 那么,项羽为何舍现有秦郡名不用,重拟新名? 这种行为背后有无深意? 这就要结

合项羽的封王意图进行分析了。
不少学者认为项羽希望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分立的局面,抱有封建迷梦、无心为帝。③ 田余庆先生认

为项羽不会安于与诸王并立,为之后实现帝业项羽也有所动作,④承袭此观点的一些学者,从封地划配

方面,探讨了项羽封王时的隐伏心机,没有详细展开论述。⑤ 整体上,项羽借王号拟定所表达的封王意

图,尚待深入考察。
王安泰在探讨北周国王爵级成立的制度背景时,有关战国国名王号的讨论,很具启发性,他的基本

观点是:刘渊、刘聪授予诸子的封国,名称多为战国国名,其余宗室则为汉晋郡名。 如此一来,诸子王号

隐然在宗室“郡王”之上,形成类同国王的层级,以与其他宗室作明确的区分。 另一方面,此一方式也是

利用众人对战国时期的“历史记忆”,⑥象征诸子统领各国,自己则是在“国王”之上的天子,以强化自身

统治的正当性。⑦

王安泰提示了两个重要信息:战国国名王号带有先秦时期的历史记忆;当权者利用这种历史记忆强

化统治。 可谓一针见血,很有见地。 本文对这一观点有两处延伸:
第一,王安泰所认为的历史记忆,侧重于地域层面,如他所论,十六国时期刘聪诸子称号凑在一起,

“天下几乎都被这些诸侯王所瓜分”。⑧ 但不同时段,众人关于古国名王号的历史记忆应该会有所不同,
比如对王号性质的认识。 楚汉之际,项羽之前的为王者多是自立,战国诸王实质自比君主,时人对战国

国名王号,某种程度上应带有“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 这一点正是我们观察项羽分封战国国名王号的

首要前提。
项羽所封诸王中,原有王号为战国国名者,共四位,都未延续旧有王号,不再享有战国国名。 燕王韩

广封为辽东王,赵王赵歇徙封代王,齐王田巿改封胶东王,魏王魏豹改为西魏王。 新得封战国国名一字

王者,多立有战功。 燕将臧荼,从楚救赵,被项羽立为燕王。⑨ 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得封齐王。�I0 韩成情

况比较特殊,其为韩国宗室,身份敏感,早先被项梁等立为韩王,是为了抚定韩故地,增加反秦同盟。�I1

项羽封王时,韩成虽仍被封作韩王,但因无军功,不得之国,至彭城被废为侯,后被诛杀。�I2 继任韩王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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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则与项羽关系密切,且有军功,被封作韩王对抗刘邦。①

总体上,戏下封王中,所封战国国名一字王号数量很少,仅占总数六分之一,且封君多来自项羽的跟

从者。 可见,项羽对战国国名一字王号的封授,十分谨慎,确有顾虑。 史书明确记载了时人对这类王号

的态度。
《史记》卷 7《项羽本纪》: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巿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

田都。②

田巿被褫夺齐王号,改封胶东王,田荣因此大怒,不肯让田巿之国,可以看到“胶东王”并非佳号。
又,同卷载:

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 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③

田荣并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而非济北王或胶东王,这些王号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战国国名一字

王号显然更为尊贵。
第二,王安泰尚未论及的非战国国名王号,也是具有地域象征意义的,同样可视为一种“历史记

忆”。
项羽封王中的一些王号,其象征的地域面积,要小于实际封地。 例如,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其辽东

国封域,相当于秦右北平、辽东、辽西郡,“辽东”作为王国名,显然不能清楚指代完整封域。 我们已知,
项羽分配诸王封地时应别有用意,④辽东国在项羽诸侯疆域中最靠东北,属偏远地带,项羽遏制韩广之

心昭然若揭,在这个前提下,项羽拟“辽东”为王号的深意就容易理解了,很可能是在名义上缩减封国范

围,以加强对韩广的打压。 另外,秦辽东郡所在区域,在辽东国范围内最为偏僻,项羽舍另外两个郡名不

用,却选择辽东,未尝不是驱逐韩广之心作用的结果。 再如赵歇封于代国,尽管封地大致有四个郡,王号

来源却为临近边疆的“代郡”,应与其令人忌惮的旧赵王身份相关。 而雍王号,源自秦雍县名,暗含的地

域范围更为狭小。 至于塞王、翟王等号,王号指代地点不明确,有模糊封域范围之嫌。
因此,非战国国名王号,同样会被当权者作为操控天下的凭据。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号其实都带

有历史记忆。 项羽试图利用王号的地域象征意义来加强对政局的掌控。
以上分析表明,项羽对于诸王王号,是精心拟定、别有深意的,其刻意把控战国国名一字王的封授,

首创二字王号,并且改写秦区划名称等,显然无法用“恢复战国诸侯并立局面”进行解释。 项羽这一封

王方案,最根本的设计动机,理应来自其称帝意图。
中国古代新生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大多都会对以往政权遗留的历史痕迹进行改造,比如嬴政始建皇

帝制度;唐代爵制与隋基本一致,仍力图在爵称上有所突破,将“国王”改称“亲王”等。 这些行为实则宣

示着对以往政权的革新,对于构建王朝政权的正统性意义重大。 从项羽对诸王号的设计看,他应该也带

有这个目的。 周振鹤认为,刘邦以外的其他诸侯没有统一天下的打算,不可能重新整理旧秦版图,⑤这

种看法并不适用于项羽。 出于对时局的无奈妥协,项羽分配封地时基本从秦旧制,也正因如此,他只能

另寻他径昭示自己对天下的拥有权了,设计王国名表达了他重划疆域的心愿,刻意不沿用秦固有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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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拟“河南”“临江”等名,是在强调自己对秦政权的颠覆,谨慎分配王号是为日后统一作准备。 刘邦置

郡,有些郡名沿自项羽所封王国名,正是项羽戏下封王的延续!
实际上,项羽封王,意图实现王号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化。 先秦时期,王是国之统治者,中间虽

然经历了秦的短暂一统,“皇帝”成为人间至高无上者,但王者身份、王号格式、具体王号,仍带给时人关

于权力的遐想。 相较“郡称”色彩浓厚的王号,战国国名王号则意味着特殊的历史记忆,更为尊贵,同时

也带有“封建属性”。 因此,项羽欲得天下,先自封为王,为拉拢诸方势力,亦封他王,通过战国名一字王

的分封彰显诚意。 但如上文所论,项羽称帝之心显然不允许真的出现战国诸侯王并立局面,诸王身份实

质上应该从独立的封建国君,转化为服从管辖的诸郡县首领。 于是他借拟定王号,重划疆域版图,表达

对天下的支配权;又自称西楚霸王,抬升自己身份;同时首创具有“郡称”色彩的二字王,意图强调戏下

所封王者身份与先秦时期的区别,初步建立等级秩序。 齐王、燕王等战国国名一字王的存在,遮掩了项

羽封王从“封建”到“郡县”的实质,“郡称”色彩的二字王号与战国国名一字王号表面的地位平等,则发

挥着弱化战国国名王号等级的作用,可以说,二字王的出现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王号由于自身的历史记忆与地域象征意义,最初伴随着字数分化,就存在区分的现象,但

需要注意的是,楚汉之际这种区分比较局限,以战国国名王号与其他王号的区分为主,并非所有一字王

都带有特殊性。

二、历史记忆与身份标识:汉代王号字数区分的再建①

汉代延续了项羽所创的一、二字王并封模式,爵分王、侯二等,②从爵称看,诸王都位属王阶,名义上

地位无差。 但本文全面梳理两汉王号分封情况,发现汉代还是存在一、二字王区分的迹象。 那么,楚汉

之际形成的王号字数区分,在汉代经历了怎样的再建?
(一)两汉一、二字王区分的强弱变化与政策理念

西汉尤其是七国之乱以前,一、二字王区分更有迹可循。
刘邦立国至汉五年,迫于形势,为网罗人才,③共封韩、赵、燕、楚、梁、淮南、长沙七个异姓王国,④封

域占汉疆域一半。⑤ 其中,韩、梁占一郡地,其余五国皆辖多郡,由楚入汉的臧荼、英布、吴芮,封地较之

前都有增加。 刘邦收揽人心意图明显,除王国封域外,从王号拟定同样可见端倪。 七国中,韩、赵、燕、楚
皆为战国国名,梁同样是春秋大国,先秦古国名一字王占总数 5 / 7,远高于项羽所封古国名一字王比例。
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原分别为项羽麾下常山(恒山)王、九江王。 张耳的新王号“赵王”,较之前无疑

更荣耀。 英布虽仍为二字王,但其王国辖九江、衡山、庐江、豫章,“淮南”并未直接对应郡名,象征的地

域面积并不狭小,也比之前的王号体面。
长沙王吴芮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高祖“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长沙国,⑥但据学者考

证,吴芮封地实为武陵、长沙二郡,即秦郡洞庭、苍梧后身,较秦时二郡范围很可能缩减。⑦ 且“长沙王”
对应长沙郡,未能完整象征封域。 因此,无论是吴芮的实际封地,还是王号所指代范围,都暗含刘邦的压

制意图。 然而,《汉书》载:“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⑧刘邦并不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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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芮,甚至公然对其褒奖。 君主态度与吴芮封王待遇间的矛盾,结合诸王后续遭遇可明了。
燕王臧荼以反诛,由卢绾取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亦因谋反罪诛;韩王韩信流亡匈

奴,赵王张耳传位至子张敖,汉八年废为侯。 仅吴芮的长沙王位得以封延,至文帝时才因为无嗣国绝。
史书载彭越、英布等人“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唯吴芮之起,不失正

道,故能传号五世”,①可谓春秋笔法。 从王号角度分析,吴芮诸王的命途,刘邦应早有规划。 分封异姓

王,只是刘邦应对时局的权宜之策,诸王所谓的“谋反”,不过是汉廷强加的罪名,②目的是将封地和权力

收归汉室。 之后,刘邦大封同姓王,楚、赵、燕、梁等皆封予同姓宗室,吴芮的长沙国得以保留,与国小地

偏,王号普通应大有关系。
可以看到,改封王号是刘邦建国之初,收揽人心的手段。 这些王号,既有先秦古国名一字王号,也有

象征广袤地域的二字王号。 但具有先秦历史记忆的一字王号,明显更受青睐。 为更直观地展现古国名

一字王分封,与时局政策的紧密关联,笔者分时段统计了汉初至武帝时,③一、二字王分封情况:

图 1　 汉初至武帝时分封一字王、二字王比重折线图④

如折线图所示,不仅刘邦分封异姓诸王时,一字王比重呈上升趋势,之后为增强汉廷势力,实现“天

下同姓一家”,⑤刘邦大举分封同姓王,一字王比重进一步提升。 至惠帝时,王国发展相对平稳,封王方

面,延续了前代的特点:一字王多于二字王。
吕后称制,为培植吕氏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刘氏诸王,前代所封的一字王国,如赵、梁、燕等,逐

渐由吕氏族人接替,增封二字王国赐予汉室族人,一字王数量整体上降低。 增封的一字王国仅鲁、吕两

个。 张偃作为吕后外孙,成为西汉第一代鲁王;“吕王”是吕后时首创王号,⑥封予吕后侄吕台,之后传至

吕产,“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 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 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⑦。
吕产不就梁,王号仍更为吕王,可见吕后对此王号的重视。 刘太徙原吕国,即改称济川王,进一步验证了

吕后时以二字王匹配汉室宗族的封王倾向。
文帝即位初,为重固汉室江山,废黜了吕氏所立诸王,增封同姓宗室古国名一字王,一字王数量再次

开始增多,所占百分比高达 75%。 文帝十六年,政策发生转变,汉廷开始广建诸侯,抑制王国势力。 景

帝时进一步以亲制疏,削弱诸侯王,武帝颁布推恩令,继续强干弱枝。 随着“削弱诸侯王”用政理念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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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汉书》卷 34《吴芮传》,第 1895 页。
 

董平均:《西汉分封制度研究———西汉诸侯王的隆替兴衰考略》,第 26 页。
 

汉武帝时,仍能找到一、二字王区分的迹象,后文再议。
 

折线图中字母对应情况为:汉元年项羽戏下分封诸侯王(a)、汉二年至汉五年刘邦分封诸侯王(b)、刘邦分封同
姓王及汉十二年诸侯王(c)、惠帝时诸侯王(d)、吕后时期诸侯王(e)、文帝元年诸侯王( f)、文帝十六年诸侯王( g)、七国
之乱之前诸侯王(h)、七国之乱后至景帝中五年诸侯王(i)、景帝中六年诸侯王(j)、武帝新封诸侯王(k)。

 

《汉书》卷 1《高帝纪》,第 76 页。
 

先秦吕国虽为小国,但“吕”对应吕后姓氏,吕王王号对吕后而言,应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史记》卷 9《吕太后本纪》,第 507 页。
 



进,二字王逐渐增多,一字王趋于减少。 至西汉末,二字王数量远超一字王。
以上统计分析证明,汉帝国建立后,一字王的存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其数量多寡,影响着政权稳定

与否。 正因如此,文景之时,为加强皇权,明显减少了一字王分封。 值得注意的是,以七国之乱为节点,
一字王封邑发生明显变化,优势不复存在。 景帝二年,十五个二字王国中,除庐江辖两郡,其他都为一郡

地,至于七个一字王国,齐、梁由于之前被分割的缘故,只一郡地,其余五个王国封地皆三郡及以上,多数

一、二字王国封域存在明显差异;至景帝四年,一字王国封域都变为一郡,之后也鲜有以数郡立国的情

况。① 因此,西汉一、二字王区分,整体上存在由强到弱的变化。
王号字数区分的弱化,同样延续到了东汉。 东汉一、二字王国封域仍然没有明显优劣差异。 纵观东

汉一代,一字王国多沿袭自前代,新封的王号逐渐模式化,有的取自郡名、县名,有的与地名无关,属于新

拟,但基本都是二字形式。 君主自己的皇子,也受封二字王号。
对于东汉王爵,学界多定性为郡王。②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虽然东汉王国,封邑不复汉初广袤,诸

侯王特权也大为缩减,仅能食其租税,不得臣吏民,③较西汉确实发生不小变化。 但这种王国势力的削

减,自西汉中后期就逐渐显现。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尚未有“郡王”爵称,至魏晋时才正式出现郡

王。④ 从汉代的诸侯王,到魏晋郡王,势必存在一个演变过程。 据此,东汉王爵恐怕不能直接定名为郡

王。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种变化? 这反映了汉王朝怎样的政策理念?
周振鹤等学者指出,东汉皇子封王往往不之国,诸侯王与封国联系减弱。⑤ 这提示我们,王号成为

东汉君主表达封王用意的主要工具,东汉的王号分封模式,理应是刻意设计的。 如前文所论,以二字王

为主流,一、二字王几无区分,是东汉君主心中理想的封王模式。 这与项羽的封王方案,十分类似。 项羽

并封一、二字王,意图减弱王号的“封建”属性,是为其称帝意图服务。 汉帝国正式建立了统一政权,皇
权至上,借鉴项羽的封王理念,继续推动王号从封建到郡县的转换,也在情理之中。 七国之乱,加剧了王

朝整改王国性质的决心。 汉代二字王号,多与郡县名称有关,其数量的增多,增强了王号的“郡县”属

性。 另外,诸如燕、赵、齐等,无王时是称郡的,具有不少汉郡记忆。 发展至东汉,王号的政治内涵,整体

上更接近郡县首领称号,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大为削减。 汉代王号的这种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称为“王

号郡县化”。
因此,根源自帝国君主对于王的天然芥蒂,促使汉王朝努力修饰、调整诸侯王身份,刻意推动着王号

字数区分的弱化。 王号的郡县化最终在魏晋时催生出“县王” “郡王”爵称,构成了郡王、县王出现的制

度背景。
(二)不可回避的汉家历史记忆

必须强调的是,汉代王号字数区分虽然趋于弱化,但相比楚汉之际,仍有推进。
楚汉之际,主要是战国国名一字王号特殊,汉代具有特殊意味的一字王,范围有所扩充。 如前文所

列鲁、梁王号,属春秋大国名,吕王号取自姓氏,不过格式上带有先秦一字王号的历史记忆。 我们可以将

这类王号概括为古国名一字王号。
实际上,即使王号字数区分趋于弱化,古国名一字王号的影响力,在汉代未曾断绝。
武帝新封诸侯王仅两位一字王,即燕王、齐王,皆为亲子。 武帝共六子,除长子戾太子刘据、汉昭帝

刘弗陵,其余四位皇子都被封王。 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五子刘髆、六子刘弗陵尚未出生,刘闳、刘
旦、刘胥分别被封为齐王、燕王、广陵王。⑥ 刘闳、刘旦为武帝次子、三子,相比刘胥及其后皇子,年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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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 155-156 页。
 

杨光辉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认为推恩析国政策推行之后,诸王以郡立国逐渐成为定制,他据此将东汉王爵定
性为郡王。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 7-8 页。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 606 页。
 

曹魏太和六年以郡为国,西晋正式出现郡王爵称。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 606 页。
 

《史记》卷 60《三王世家》,第 2553 页。
 



长,且刘旦、刘胥为同母所生,更应长幼有序,这也许是刘胥未封一字王的原因。 董平均指出,汉武帝分

封诸侯王,目的已不重在加强皇权,而是为了凸显皇帝的至尊地位,带有“亲亲之义”的原则。① 不难推

断,武帝利用燕王、齐王号的优越性,来提升皇权尊严。 宣帝新封的都是二字王国,其子刘嚣初为定陶

王,甘露三年徙楚,成帝评价刘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孅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②。
看来刘嚣以孝顺正直著称,可能正因如此,得宣帝赏识,得封楚王。

东汉封王,也存有线索。 《后汉书》卷 50《梁节王畅列传》:

梁节王畅,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 母阴贵人有宠,畅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 肃宗立,
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
成武,凡六县,益梁国。③

刘畅所封梁国,辖六县,与东汉一些二字王比,不算突出。 这也符合东汉极力抹杀一、二字王区分的政策

倾向。 不过,史料显示,刘畅受明帝喜爱,章帝即位后,更是恩宠有加。 前文论及王号是东汉封王时传递

政治用意的主要工具,那么封赐刘畅梁王号,很可能也是为了彰显圣恩。
另外,后世形成的一字王-二字王等级序列,更是证明虽然表面上,两汉一、二字王区分强弱有变,

一、二字王区分的历史记忆却未必减弱,反而深入人心,影响着爵制发展的走向。
为何王号字数区分的历史记忆,没有在汉代中断,还延续及后世? 王号字数区分的本质始终是源自

先秦历史记忆吗? 这需要还原至汉代封王的具体场景,思考一、二字王具体是如何区分的,关系到哪些

权力分配的细节。
汉代古国名一字王分封与受封者身份有关,可彰显君主恩宠。 刘揖,“文帝少子也。 好诗书,帝爱

之,异于他子”④,得封梁王,他的兄弟刘参则封作了太原王。 刘揖早薨后,深得窦皇后宠爱的刘武徙王

梁,“赏赐不可胜道”,⑤梁国封地进一步扩张,“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

县”。⑥ 邹阳、枚乘等贤士纷纷入刘武门下,这虽有刘武礼遇宾客的缘故,但他的“贵盛”地位显然也是吸

引贤士的因素。
得封古国名一字王,有时还与功绩有关。 刘泽,“高祖从祖昆弟也”,⑦是刘氏远宗,吕后时封为琅琊

王。 琅琊国,只辖二郡地,⑧可谓小国。 其后刘泽拥立文帝有功,迁为燕王,燕国辖故秦上谷、渔阳、右北

平、辽西、辽东、广阳之地,⑨封域广阔。 王号、封邑的变化,意味着刘泽身份地位的抬升。
长、次子之别,也影响着一、二字王分封。
《汉书》卷 38《赵幽王刘友传》:

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二年,有司请立皇子为王。 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

怜之。 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 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皆可王。”于是

取赵之河间立辟彊,是为河间文王。�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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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80《楚孝王刘嚣传》,第 3319 页。
《后汉书》卷 50《梁节王畅列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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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47《梁孝王刘武传》,第 2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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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35《燕王刘泽传》,第 1900 页。
 

杜佑:《通典》卷 180《州郡十》,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4784 页。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4 页。
 

《汉书》卷 38《赵幽王刘友传》,第 1989-1990 页。
 



汉武帝“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①以前,诸侯王之子除王世子,非有功绩不能轻易为王。
刘遂作为长子袭封赵王,封域广阔,大致有《汉志》常山、中山、真定、魏郡、清河、钜鹿、广平七郡地。② 刘

遂弟刘辟彊因功得王,但王号为二字,且封地狭小,与赵王国地域范围差距显著。

图 2　 汉文帝二年赵王国、河间王国封域图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齐、楚两国。
刘襄之后,其子刘则承袭齐王位。 文帝十五年,齐王则亡后无子,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五,刘襄仅存的

五子中,最年长的刘将闾得封齐王,其他则封二字王。③

梁分五国后,由长子承袭一字王位,其余诸子同样封作二字王。④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一字王,一般由长子袭封王号,其余诸子即使因功封王,也多为二字

王。⑤ 诸侯王次子的封地,多由王国划出,常以郡立国,以郡名为王号较为便捷。 另一方面,古国名一字

王自带特殊性,君主在加强皇权的追求下,估计无心多赐一字美名。 因此,二字诸侯王,其子嗣无论长

次,亦多为二字王。 无论君主具体有无深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汉代二字王中,有部分群体,他们的身

份是诸侯王次子,封地狭小,王号平凡,在长幼有序的宗族观念里,地位逊于兄长。
上述场景说明,汉诸侯王在受封之前,有些人身份、地位就存在差异;君主出于彰显恩宠、建立等级

秩序等目的,将古国名一字王号、二字王号匹配不同人群,封域等也会有所区分;不同类型王号历史记

忆、封域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受封者原本地位的区别,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识别。
在这个过程中,王号字数区分的历史记忆也逐步更新、深化。 相比先秦,汉代古国名一字王号的政

治内涵进一步丰富,大致分两层,一是部分曾作为先秦国君名号,这一噱头使得这些王号具有佳名性质;
一是多带有君主器重、恩赏的政治内涵,存在现实意义。 二字王号则相对逊色,不少时候意味着国小地

狭。 尽管至东汉,不同字数王号的实际利益差别不大,但在诸王身份、圣意与王号字数的频繁关联下,时
人关于一、二字王区分的印象未必衰退,形成了影响后世爵制的关键的汉家记忆。

总体而言,通过汉代对楚汉之际王号字数区分的再建,后世尤其是魏晋,关于王号的历史记忆大致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汉代王国郡县化,魏晋之人“以郡县立国”的印象深刻,成为魏晋时出现郡

王、县王的制度源头。 另一方面,一字王优越性的历史记忆始终存在,既包括先秦时的记忆,也包括统一

王朝利用其进行身份标识的记忆。 这一点,正是中古时期王号字数分等制度形成的重要渊源,无论对中

国古代爵制史的演进,还是对王号等级研究,都不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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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64 上《主父偃传》,第 2802 页。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 97 页。
 

《汉书》卷 38《燕灵王刘建》,第 1991 页。
 

《史记》卷 58《梁孝王世家》,第 2523 页。
 

刘泽因功得封燕王,但其无兄弟可考,盖不是次子身份。



结　 语

本文针对唐朝王爵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一字王、二字王分等现象,考察了这一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形

成渊源。 先秦以一字国名型王号为主流,这类王号多带有大国、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 秦汉之际,项羽

戏下封王,通过王号拟定为以后称帝服务,意图推动王号属性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化,既分封一字王

号拉拢人心,又新创带有郡称色彩的二字王号,意图限制诸王身份地位,以加强统治,开创了一、二字王

并封局面。
楚汉之际的王号字数区分,在汉代得到了延续与再建,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后世爵制走向的汉家

记忆。 一方面,随着政策变化,王号字数区分强弱有变,逐渐形成了“王号郡县化”的态势,构成了魏晋

时郡王、县王等级出现的制度背景。 另一方面,汉代君主频繁利用古国名一字王号,定位诸王身份地位,
表达政治用意。 在先秦国君名号记忆以外,再造了一字王与君主恩宠等挂钩的更具现实意义的历史记

忆。 塑建出一套,王朝利用一字王优越性稳定帝国政治、增强皇权尊严的传统故事。 这正是后世形成王

号字数分等制度的重要渊源。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讨论了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渊源,未能详细考论这一制度在中古时期的形

成轨迹。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古王号间的字数区分始终存在,唐代已经制度化。 那么,为什么一、二字

王区分在王朝统治中长期存在? 其历史稳定性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怎样的? 整体看来,这反映的是线性

继承与政治改造的制度演进特点。 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新王朝的典章制度势必一定程度地因袭旧制,从
这个意义看,楚汉之际一、二字王设立之初即具有的区分,注定被后世政权延续、利用。 帝国统治的实际

需求,又迫使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势必要经历现实政治的改造。 因此,在政治形势、君主意志、文化积蕴等

因素的作用下,王号字数区分的历史记忆,经历着历代政权的更迭再建,逐步强化,最终形成了一字王-
二字王等级序列。

长期以来,关于中古王爵制度,学界习惯从爵称分等的视角进行考察。 然而中古王爵爵称基数有

限,相比于爵称分等,王号间的字数区分历时更长,发展过程更具动态性、绵延性,就爵称与字数的二元

视角来说,中古爵制研究还有很大探讨空间。

(附记: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多位老师的指导。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江龙先生、南
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先生,给予本文很有启示的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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