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 文明的起源

步，
引起了经济活动方式的巨大变革，

四川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到

以致在四川境内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

公元前 ３１６ 年秦灭 巴蜀为止，为 四川

形式。如在 四川 西部 高原，是原始 的

历史上的先秦时期。

狩猎采集 经济；盆地平 原 是原 始 的农

四川在遥 远的远古时代，就已经

业经济；其间还有更古老的渔猎经济。

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息和繁衍。四川

早期的农耕聚落开始 建立，陶轮和 纺

境内现已发现三处原始人类 的化石，

轮的普遍使用，适应 河岸 和低湿 地 区

它们是分布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人

的干拦式建筑及一般地面木材建筑的

化石；沱江中游的资阳人化石；
以及川

出现，使 人 们 的 生 存 能 力 大 大 增 强。

南的筠连人化石。这些化石人类，处

这个时代已 开始产生 私有 经济，出 现

于距今百万年以上的更新世的不同发

贫富不均，但没有形成凌驾 社会 之上

展阶段上。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

的国家。在由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

组织，在原始群里，
人们以打制石器为

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四川 境 内存在

主要劳动工具，
过着采集狩猎生活，
婚

着多种类型 的文化遗 址，目前 已知 的

姻关系上处于群婚状态。

大概要以成都平原广汉中兴场的月 亮

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人

湾—三星堆遗址为代表了。这一类型

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四川境内旧

的新石器文化 的时代 较 晚，延 续 时间

石器遗址遗物很多，最 主要 的遗址有

较长，其下限可延至铜石并用时期，约

三处：
铜梁文化遗址、资阳鲤鱼桥文化

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

遗址、
汉源富林文化遗址。从这些遗

当四川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跨入青

址遗物看，
在距今两万年左右，四川当

铜时代，
迈进人类文明的时候，整个社

地居民使用的生产工具，
已较前进步；

会还处于部落林立、多 国并存 的分 散

经济生活仍 以狩猎采集为 主；社会组

状态之中。这个状态持续的时期相当

织已形成氏族，其规模大约在 ５０ 人左

长，只是到 距 今 ３０００ 年 前，四川 才 开

右。

始进入阶级社会。

在公元六千年代前，四川 开始进
入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

（二）灿烂的巴蜀文明
传为西汉末 年蜀 人扬 雄 所 著《蜀

王本纪》，
是流传至今系统记载这一时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的大量考古发

代四川古史传说的作品。《蜀王本纪》

现，
为我们认识三代蜀王，特别是鱼凫

说：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

王时期所创造的早蜀文明提供了有力

凫、开明。
”但由于时间久远，
许多史事

的实物见证。在三星堆文化遗址第 ２

渺茫，以致引起唐代诗人李白发出“蚕
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叹。不

至 ４ 期出土了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
钩，
极似鱼鹰，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与鱼

过，今天我们仍可借助大量考古发现，

凫氏有关。在三星堆 １ 号祭祀坑出土

再结合文献记载资料，还能大致恢复

的青铜像中，
有一跪坐人像，据认为这

这一时代的历史概貌。

当是蚕丛氏后裔形象的塑造。它反映

蜀之第一代先王名蚕丛。蚕丛活

蚕丛氏遗民已成为鱼凫王的治民。鱼

动的区域，主要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山

凫王作为早蜀王国的创建者，作为国

区，即岷江上游一带。据目前学术界

家政权的一代君主，
由此得到了证明。

的意见，蚕丛是氐族的一支。从岷江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

上游出土的古代民族墓葬—石棺葬文

器，
初步预测总重量近 １ 吨，这反映当

物考察，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半

时蜀国的冶金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

农半牧，
居民过着定居生活，手工业已

阶段。至于大型青铜立人、各种青铜

达到相当水平，其社会发展阶段可能

人头、面具、神树等器物的造型，其工

正处于铜器时代的初期。

艺之复杂，
技术难度之大，
远远超出其

柏灌是继蚕丛而起的一代先王
名，存在了“数百岁”，其居地可能在灌
县境内。

他任何质料器物的铸造。三星堆遗址

代柏灌而起的是鱼凫，鱼凫也存

称珍贵。其中的金杖，具有王权和神

在了“数百岁”。从《华阳国志》称鱼凫

权的最高象征意义，其性质和作用与

王“田于湔山”记载看，它可能兴起于

中原夏商周三代的九鼎相同。三星堆

此，即当于灌县和彭县的茶坪山。另

遗址还发现了三段大型城墙建筑，从

从温江县北保存的鱼凫城遗址推断，

而被确认为是蜀国早期都城的废墟。

当时鱼凫王的主要活动范围已经扩大

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大约在

到了成都平原。当蜀族由岷江上游进

商末周初废弃。此外，还有成都十二

入成都平原以后，生产方式由渔猎经

桥遗址，
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羊子山

济转向农耕，生活方式也由经常迁移

土台遗址，成都方池街、青羊 宫等遗

转向定居，这标志着当时的生产力水

址，
它们与三星堆遗址属 于同一类型

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的古代文化遗址，是古蜀文化的继续

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了数十件黄金制
作的器物，
如金杖、
金面罩、
金璋等，
堪

和发展。

朝承袭杜宇王朝 的君 主政体，实行王

取代鱼凫王蜀的是杜宇。杜宇出

位世袭制度，分封王室亲 族镇守边 防

自朱提（今云南昭通），为濮人，
《华 阳

重地。建立完备的礼乐祭祀制度，在

国志》记载说：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

新迁的都城—成都城内重新设立先王

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

宗庙。继续推行奴隶制度，把负 担劳

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称治郫邑，或

役的劳动人民按“五丁”的劳役组织编

治瞿上”。表明杜宇到达成都平原后，

制固定，称之为“五丁力 士”。在经济

与江源（今崇庆县一带）的部落完成政

上，鳖灵针对成都平原洪灾，充分利用

治联姻，共同建立一个国家，
并进而夺

自己从江汉平原长江沿岸地区积累的

取蜀国政权。他最初建都于郫（今郫

防洪排涝的经验，开展了一系列 以宣

县）、
别治瞿上（今双流牧马山一带）。

泄洪水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

杜宇（即望帝）善于农业生产，
“教民务

设。扬雄《蜀王本纪》记载：
“时玉山出

农”，使成 都 平原 的农业 得到 大力 发
展。随着生产的发展，杜宇王朝 的实
力不断增强，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
取代杜宇王蜀的是开明王朝。第
一代为鳖灵，原本荆 人，溯 江至郫，被
杜宇委以相位。他因成功治服洪水，
获得蜀民拥戴，取而代之，鳖灵建立开
明王朝约在公元前 ７ 世纪初，即春秋
早期。相传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历
３５０ 年，最后 于 公 元前 ３１６ 年 为 秦 所
并。史称开明一 世为丛帝、二世为芦

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
决玉山，民得陆处。”
《华 阳国志》也称
“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据学者研
究，
此玉山，或玉垒山，即鳖灵治水之
处，在历史上泛洪集中的岷江上游，
今
都江堰宝瓶口。鳖灵决玉山，其 目的
正在于分引岷江之洪水入沱江。相传
沱江的金堂峡也为鳖灵开凿。近年来
成都市发现了一些属于东周时期的水
利设施和治水工具，这可能也与迁都

帝，三世为保子帝。开明王蜀后，定都

成都后，开明氏对流江进行整治 的水

广都樊乡 （今双流境），至春秋战国之

利工程有 关。大 规 模 水 利 工 程 的 兴

际，开明五世迁都成都 。从此，成都

修，
进一步推动了蜀国农业经济的发

作为全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格

展。秦灭巴蜀后 ８ 年，
司马错率师“浮

局确立。

江伐楚”，
迅速征集到“大舶船万艘，米

①

②

开明王朝 的 ３５０ 年，是四川 社会

六百 万 斛”， 由 此 证 明 开 明 王朝 晚

发展的重要 时期。在政治上，开明王

期蜀国经济之富饶。在军事上，开明

①

此从扬雄《蜀王本纪》之说。

②

常璩《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

王朝显示了比杜宇王朝更为强大的实

源，古文献歧说纷纭，学术界的见解莫

力。史称开明二世时，
“卢帝攻秦，至

衷一是。就古代传说而言，有主巴源

①

雍” ，即兵 锋 已跨 过 秦 岭，直 达处 于

于黄帝、太 皞 者，还有认为巴源于丹

强盛 时 期 的 秦 国 首 都 雍 （今 陕 西 凤

山、
廪君，以及源于周之宗姬者。关于

翔）。史又载：
“卢 帝生保 子帝。帝攻

巴国的疆域，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②

青衣。
” 其兵力 已攻 取 在 今 雅安 地

“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

区中部的青衣，这对防御川 西高原 的

（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川、

山地民族进犯成都起了重要 的作用。

鄂、湘、黔边）。”在如此广阔的地域里，

嗣后，蜀王又南攻在今宜宾地区的僰

各个不同时期留下巴国迁徙的记载。

道、
故焚侯 国，并曾在此驻扎过军 队，
③

故“僰道 有故 蜀 王兵 兰” 的遗 迹 存
在。《史 记·六 国年 表》又有“蜀 取我
（秦）南郑”的记载。此后，南郑一直为
蜀所据，直至蜀亡。所以，
《华阳国志》
也说：
“周 显王 之世 （公 元 前 ３８６～前
④
３２１ 年），蜀王有褒、汉之地。” 同时，
蜀王还挥师东向，
越过涪水，进至阆中
及其附近地区，并一度顺江东下，与楚
国争雄。所以，
《史记·楚世家》载：肃
王四年（公元前 ３７７ 年），
“蜀伐楚，取

其大体情形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
部。西周初年，巴为周之南土，
立国于
汉水、大巴山之间。春秋初叶，巴国在
楚、
邓之西。春秋末叶，巴国南下，辗
转入川，国都不断迁移，先后在枳（今
涪陵）、平都（今丰都）、江州（今重庆）、
垫江（今合川）等地建过都，最后迁治
于阆中。由于巴国入川，与蜀国邻敌，
互争雄长，经常发生争城夺野的战事，
所以史载：
“巴与蜀仇”，
“巴、蜀世战
⑤

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此时正

争”。 到了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势力

值楚国强盛之际，蜀 国能进取在今湖

强大，而巴国势力 日蹙。巴蜀地区的

北松滋、长阳的兹方、捍关，构成对楚

众多小国逐步沦为蜀国的附庸，巴国

国的西部威 胁，证明蜀 国势力强 大到

无力与之抗衡。所以，
《蜀王本纪》说：

了不可等闲视之的程度。

这一时期，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开明

开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实

王朝事实上已成为控制巴蜀的霸主。

力的增强，改变了它与近邻世仇巴国

先秦时期四川的民族，除巴、
蜀两

的势 均力 敌 的关 系。 关 于 巴 国 的起

族外，还有众多的族类。其中，在川东

①

常璩《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

②

常璩《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

③

常璩《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

④

常璩《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

⑤

常璩《华阳国志》卷 ３《巴志》。

的巴地，主要有，
“濮、賨、苴、共、奴、
①

剑、
钺 最 富特 色，有 别 于 商周 同类 兵

獽、
夷、蜑之蛮”。 在川西及川南，则

器，自成体系。巴国青铜兵器则 以巴

是汉代所谓的“西南夷”
。大体说来，

式剑、
钺、
矛、
戈最富特色，巴蜀青铜器

各系的分布范围是：百濮 主要分布在

上多有巴蜀符号。此外，青铜礼器、
乐

四川盆地，
川西南和川东；氐羌主要分

器也在 巴蜀 青铜 文化 中 占有 突 出 地

布在川西高原，
部分进入成都平原；百

位。从出土的巴蜀青铜文物反 映出，

越仅见于川 东一部；华 夏则多不成系

这一时期巴蜀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十分

统，混融于四川 盆地各处。上述民族

高超，
其所掌握的青铜合金技术和 工

支系复杂，发展也不平衡。除开明王

艺，
与同期中原地区相比，不仅毫不逊

朝和廪君 巴国已有奴隶制度外，其他

色，
有的甚至是中原诸夏所不能及的。

各部则比较落后，在不同程度上保留
着原始的氏族制度。
先秦时期 巴蜀境内的各族人 民，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考古
学意义上来划分，战国时期 的四川 文
化一般统称为巴蜀文化。而其中，尤
以巴蜀青铜器文化占有 重要的地位。
开明王朝时期的青铜器文化可以新都
马家乡木椁大墓和成都百花潭中学十
号墓为代表。学术界根据新都墓葬的
地望及葬制规模推论其可能是开明王
九至十一世的墓葬。百花潭十号墓除
出土大量青铜器外，还出土了一件错

从某些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看，巴蜀青
铜文化中明显地融入有中原和楚文化
的成分，这也反映出随着 战国时期 巴
蜀与列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日
益扩大，尤其是全中国逐渐走向统一
的步伐的加快，因此，在文化中必然出
现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格局。
巴蜀 各 族 人 民在 文化 方 面 的 创
造，
还表现在语言文字、音乐 舞蹈、雕
塑艺术和大石文化遗迹上。由于历史
的、
地理的、民族的以及其他诸因素所
决定，巴蜀文化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

银铜壶，上中下三层嵌有采桑、习射、

色。早期的蜀族在语言上与中原很不

宴乐 武 舞、狩 猎、水 陆攻 战 等精 美 图

相同，被 称 为“蜀 左 言”。 古 蜀 的 文

画，十分罕见。在涪陵小田溪清理发

字，从出土的巴蜀铜器上发现，可分为

掘的三座统治者墓葬，可作为战国巴

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两大类。表意文

蜀青铜器文化在川东地区的代表。在

字的特点，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

这些青铜器中，又以巴蜀青铜兵器最

行而非横行。象形 文字，即学术界通

富特 色。如 蜀 国青 铜 兵 器 以 戈、矛、

称的“巴蜀图语”符号，往往铭刻在 巴

①

常璩《华阳 国志》卷 １《巴志》。

②

扬雄《蜀王本纪》。

②

蜀青铜器、
漆器和其他器物上。目前，

有很强的立体感。最富特色的是嵌错

这类“巴蜀图语”符号的单符已发现一

金、
银丝等精美工艺的运用，
更使巴蜀

百余种，成组的复合符号现已发现二

的雕塑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在

百余种。巴国由于其王族出自姬姓，

蜀地流行大石崇拜的文化传统，这是

其语言与中原诸夏相同，文字也使用

蜀人宗教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崇拜形

中原诸夏文字，即汉语古文字。但在

式。由此所存留下来的大石文化遗迹

巴国的青铜器和印章上，往往有许多

遍布蜀地，可分为墓石、独石、列石三

源于川西蜀国的“巴蜀图语”符号，表

类。其中，墓石集中分布在川西南安

明巴人也借用蜀的古文字。古代巴蜀

宁河流域，墓上的大石通常重达数千

人民能歌善舞，其中尤以巴人彪悍劲

斤，甚至逾万斤。独石集中分布在成

勇的巴渝舞最出色。据记载，周武王

都市，主要有：
西城的石笋、
支机石，
东

伐纣时，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

城的天涯石，北城的石镜、五丁担、南

徒倒戈，
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

城的五块石等。列石，或称石行，亦称

①

后舞” 。巴渝舞属于古代武舞，即战

石阵，如新都的旱八阵，双流 的八 阵

舞类型，其舞风勇武刚烈，
音乐铿锵有

图，
新繁的飞来石等，皆属此类。这些

力，
前歌后舞，
气势浩大，
威武雄壮，能

大石遗迹决非天然生成，尽管学术界

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入汉以

对其形成的原因和时间有各种不同解

后，这种乐舞被移入宫廷内，
成为宫廷

释，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它们作为

乐舞的一种。蜀人对音乐也十分爱

古代人力开采、运输的对象所反映出

好，
出土文物中常见各种古代乐器的

来的巨大创造力、表现力，不能不令人
惊叹。

图像。文献还提到开明王亲自作歌，
曲名有《臾邪曲》、
《陇归之曲》、
《幽魂

在开明王朝统治的晚期，史载至
②

之曲》等，但这些词曲均已亡佚。巴、

开明十二世，
“ 蜀有桀、纣之乱” 指

蜀的雕塑艺术富于特色，水平颇高，主

的是蜀王封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侯却

要体现在铜器的纹饰和造型上。巴、

私下与蜀的世仇巴国交好，惹怒蜀王。

蜀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以虎纹和螭纹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３１６ 年），
“蜀王

居多，
纹式精美多变。纹饰手法，有立

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

雕、浮雕、平雕、浅刻、镶嵌等，集多种

巴、苴和蜀同时向秦求救，这就为早有

手法于一器，丰富多彩，形象逼真，具

灭蜀准备的秦国提供了出兵伐蜀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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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华阳国志》卷 １《巴志》。

② 《战国策》卷 ３《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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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华阳国志》卷 １《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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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建议，于当年（公

会。
战国时期，巴蜀北方的秦国，国富

元前 ３１６ 年）秋，遣张仪、司马错、都尉

兵强，四面扩张，
早有灭巴蜀统一天下

墨率大军从石牛道入蜀，南 伐蜀 国。

的野心。相传秦惠王用计欺骗蜀人，

蜀王在秦国大兵压境面前，仓卒应战，

使之修建由汉中入蜀的石牛道（或称

亲自率军在葭萌（今广元昭化）迎击，

金牛道），铺平了秦军伐蜀，蜀国自取

为秦军所败。蜀王败逃至武阳（今彭

灭亡的通道。在秦国大臣们就兴师伐

山县东北），为秦军追杀。蜀太子及丞

蜀而展开的争论中，与大夫张仪主张

相、太傅率残部再逃至逢乡，败死于白

东伐韩，逐鹿中原，以成王业的意见相

鹿山（今彭县北）。冬十月，蜀平。”贬

反，大夫司马错则主张南伐蜀。他认

蜀王更号为侯” 。至此，立国川西的

为：
“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

蜀国宣告灭亡。接着，秦移师东进，取

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

巴之江州、阆中，俘虏巴王，川东的巴

船以东向楚，
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

国由是灭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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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亡则天下并矣。
” 秦惠文王采纳

（一）秦在巴蜀的统治

果不理想，分封的三任蜀侯均发生反

秦统治巴蜀的时间长达 １１０ 年。

叛。在经过 ３０ 余年的过渡后，秦终于

对于巴蜀地区说来，是一个重要的发

取消蜀侯分封制，改而推行郡县制，这

展时期。

样便将巴蜀地区直接置于秦国中央的

秦并巴蜀后，首先在政治制度上

统治之下。秦初立巴、
蜀二郡，后又从

进行改革，逐渐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

巴蜀分置汉中郡，
据《华阳国志》载，秦

郡县制取代巴蜀王国的分裂状态。在

时巴蜀三郡共置 ３１ 县。

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秦国最初曾在

与此同时，秦还把商鞅“坏井田，

蜀地试行分封制，即分封蜀王的后裔

开阡陌”的社会经济制度推广于巴蜀

为侯，
通过他们来进行统治。结果，
效

地区，颁布了《为田律》。在青川县郝

① 《蜀王本纪》、
《华阳国志·蜀志》
。
② 《史记》卷 ７０《张仪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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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坪的秦墓中，
发现了一块秦木牍，
上

尚强，
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从此首

面便记录了巴蜀地区推行田律的政

开了向巴蜀移民的先河。秦向巴蜀地

令。如规定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

区移民、
徙徒与迁虏的时间很长，最初

（每步六尺）为一亩，百亩为顷。一亩

被强迫移来巴蜀的上万家的“秦民”，

地的两端要修畛（田埂），一顷田边要

成为秦统治巴蜀的基本依靠力量，用

修一条宽三步的道路；还规定了芟除

以对付当地实力 尚强的地方势力一

杂草，修整道路、
水沟，兴修水利的时

“戎伯”。其后，秦国还把流放的罪人

间等等。封建私有土地制的确立，以

迁入巴蜀，以适应 开发边地 的需要。

及先进耕作制度的推广，对促进巴蜀

为了削弱六国的统治基础，秦在翦灭

地区的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六国后，又不断将俘虏的六国的统治

秦在巴蜀的统治，早期主要是围
绕军事征服行动而展开的。出于政治
和军事的需要，秦并巴蜀后，
首先将中
原筑城的传统照搬到四川。首批修建
的城邑有：成都（今成都市南）、郫（今
郫县郫筒镇）和临邛（今邛崃临邛镇）
三座城池。其中，成都城颇 具规模，
“与咸阳同制”。周回十二里，
高七丈，
分为“大城”和“少城”，两城东西并列，
内部街道、
闾里等等一切规制，
与秦国

者、富商大贾、
豪强地主及手工业者迁
离故土，大部强徙于巴蜀。随着这次
大移民运动的开展，北方先进的生产
技术，特别是冶铁技术开始传入巴蜀。
如赵人卓氏、山东程氏，以冶铁为业，
徙居临邛，招民开矿，冶炼铁器，在滇
蜀两地贩卖，因此成了巨富；而巴蜀地
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
展。

首都咸阳相同。郫县周回七里，高六

秦统治巴蜀的后期，巴蜀地方长

丈。临邛城周围六里，高五丈。各城

官以李冰政绩最为突出。李冰是继司

墙上设有供瞭望的“观楼”和储放弓箭

马错、张若之后，担任蜀郡第三任太守

的
“射兰”，城下有储藏粮食的粮仓。

的。关于守蜀的时间，古籍记载多有

三城互为犄角，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是

出入，据学者考证，认为《风俗通》和

十分明确的。此外，在川东的江州（今

《水经·江水注》所载秦昭王时以李冰

重庆市），以及 阆中、武阳（今彭山县

为蜀守的说法，较为可靠。如此，
则李

东），也有秦时筑城的记载和遗址。

冰治蜀的时间，从公元前 ２７７ 年起，至

在秦灭巴蜀不久，为了加强和巩

公元前 ２３８ 年“金”任蜀郡守之前，时

固在当地的统治，
秦惠文王鉴于
“戎伯

间较长，这就为他在蜀中大干一番事

①《华阳国志》卷３《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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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堰灌区与成都府南河的水利建设的基

李冰治蜀，政绩卓著，主要表现在

本格局。直至两千多年后 的今天，它

创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
，
完善成

仍对四川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产生

都城，创 凿广 都 盐 井，兴修农 田等方

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此外，经李冰

面。其 中，尤 以 治 水业 绩最 为 突 出。

治理疏导 开凿的水利工程，还有石犀

李冰在古蜀 国长期治水的基础上，利

溪、羊摩 江、文井江、洛水、绵水等处。

用和改造原有的水利设施，领导蜀郡

这些江河的治理，对进一步开发成都

人民在川西平原上修筑了后来举世闻

平原及其附近的山区都起了重要的作

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一无坝取水

用。

自流工程的创建，在世界水利史上也
是罕见的。它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构
造了符合科学原理的渠首枢纽工程。
这一工程以都江堰鱼嘴、飞沙堰、
宝瓶
口三部分为主干。鱼嘴的作用是分流
引水；飞沙堰的作用是泄洪排沙；
宝瓶
口的作用是控制内江的流量。李冰还
“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
②

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作为观察水
量的标尺。长期被奉为都江堰维修原
则的六字要诀：
“深淘滩，低作堰”，据
传也是李冰所总结概括出来的。与都
江堰渠首枢纽工程相配套，李冰还领

秦统治巴蜀 ９５ 年，即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王政翦灭六国，天下统一。过了
１５ 年，即公元前 ２０６ 年，以项羽、刘邦
为代 表 的反 秦 武装 推 翻 了 秦朝。 至
此，秦对巴蜀的统治也宣告结束。
（二）西汉王朝对巴蜀的统治
公元前 ２０６ 年，
刘邦建立汉朝，定
都长安，统治全国，
史称西汉。
１．
早期 西汉早期的巴蜀历史，主
要围绕建立和巩固刘邦政权而展开。
各路反秦武装联合推翻秦王朝后，项
羽因兵众势大，
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

导蜀郡人民完 成了疏淘开凿成都“二

邦为汉王。于是刘邦尽得巴蜀三十一

江”的工 程。二 江 即郫 江和 检 江 （流

县，
定 都南 郑 （今 陕西 汉 中），偏 安 一

江），原有部分自然河床段，李冰对其

隅。后来，
刘邦巩固了后方，以巴蜀为

进行改道、疏淘、加宽，使之与都江堰

基地，兴兵反对项羽，自故道（沿嘉 陵

分流出来的“内江”相连通，由此构成

江河谷越大散关之路）入关中，
平定三

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水利系统，共同发

秦（指项羽为防范刘邦，分封秦故将吏

挥着防洪、
水运、
灌溉以及生活用水的

三人于关中，辖地在咸阳东、西及上郡

综合功能作用。这就奠定了今天都江

一带）。接着，又挥军东进，逐鹿中原，

①

见罗开玉《四川通 史》第 ５ 册，第 ２１ 页考证。 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

② 《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

逐渐转为优势。公元前 ２０２ 年，刘邦

（公元前 １８２ 年）修建了焚道县城等。

进攻项羽，项羽兵败垓下 （今安徽灵

西汉早期，巴蜀地区又是汉王朝

壁），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自刎。在

经常用以赈济饥民的大粮仓，在刘邦

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期间，巴蜀地区

出击三秦时，
关中大饥，人相食。刘邦

一直是供应汉军粮食、兵源的后方基

下令关中百姓“就食蜀、汉” 。在战

地。史载刘邦还定三秦时，留萧何镇

败项羽后，关中、关东饥馑，刘邦再次

①

守汉中，
“收巴蜀 租，给军粮食” ，保
②

⑤

⑥

下令，
允许百姓到巴、蜀、汉中逃荒 。

证汉王东伐，
“足食足兵” 。在刘邦

这表明西汉早期的巴蜀，仍不失为巩

的汉军中，一支由賨民组成的“前锋”，

固汉朝统治的后方基地。

“陷阵，锐气喜舞”，
故刘邦称赞说：
“此
③

武王伐纣之歌也。
” 因此，后来刘邦
下令：
“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
④

西汉早期，巴蜀地方长官中以景
帝末年（公元前 １４１ 年）的蜀郡守文翁
最为杰出。文翁，
庐江郡舒县（今安徽

二岁。
” 这表明，在刘邦建立汉朝，

庐江西 南） 人。自 幼 好 学，精 通《春

统一国家的斗争中，巴蜀人民作出了

秋》。为蜀郡守，带领蜀地人民穿湔江

重要的贡献。

口，
引湔江水灌溉郫县、繁等地农田千

汉朝建立后，刘邦两次大封诸侯

七百顷。好教化，
他见郡号偏僻，犹存

王。由于巴蜀地区是“王业所兴”之

“蛮夷 风”，决定兴教育以改革 民风。

地，
因此由皇帝直接统治，不再封藩

于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取聪明有能力

王。西汉早期在巴蜀的统治区域，大

的张宽等十余人，
送至长安，就学于博

体限于盆地之内，盆地四周多为土著

士。又在成都兴办石室讲堂，招下县

民族所控制。由于汉朝初兴，中央朝

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免除徭役，
成绩优

廷与诸侯王之间矛盾重重，无暇西南

良者为郡县吏。从此，蜀地风气大为

顾，
所以放弃了在滇、黔之地的统治，

转变，
很快达到学比齐鲁的水平。到

下令关闭蜀地故徼，限制土著民族与

汉武帝时，
嘉奖文翁之政，
并令各郡国

内地的交往。汉朝延还承秦制，继续

皆仿蜀郡办学。一时间，全国各地皆

向巴蜀边地大规模移民。徙徒，并在

立学官。文翁后来终于蜀。蜀人为之

民族聚居地区兴建城市，如高后六年

立祠，他因此成为巴蜀人民世代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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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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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杰出的地方长吏和教育家。

通从四川经云南西部到身毒 的道路。

２．
中期 西汉中期的巴蜀历史，主

于是，
汉武帝又命使者十余批前往蜀

要是围绕武帝以巴蜀 为基地，开发西

地，分若干路入云南，寻找通往身毒国

南夷的历史展开的。汉武帝时曾两次

的道 路。正 当武 帝 积 极 部署 准备 之

进兵西南夷地区：第一次进兵是因攻

际，
元鼎 五 年 （公 元 前 １１２ 年 ），南 粤

打南 粤 引 起 的。 建 元 六 年 （公 元 前

反，
汉兵五道讨伐。其中，一路是由巴

１３５ 年），武帝 派 大 将 唐 蒙 出 使南 粤

蜀下牂牁江，
并征调西南夷士兵参战。

（都城在今广州）。唐蒙了解到从巴蜀

且兰部不愿出兵，首先造反，由此波及

南，通过牂牁江，从水道可至南粤的路

南夷和西夷部落参加反抗。武帝调兵

线，便建议武帝借蜀南夜郎兵力，从牂

平叛，
为巩固其在边地的统治，又在西

牁江出奇兵攻打南粤：
“诚以汉之强，

南夷之地设置了牂牁郡（在今贵州、
云

巴、蜀之饶，通夜郎，为置吏，
易甚。
”汉
武帝遂拜唐蒙为郎中将，率兵士千人，
从巴郡县（今合江）筰关出兵，进入夜
郎，
说 服 夜 郎及 其 旁 小 邑 臣服 于汉。
于是，汉武帝以今川南部分地区并新
辟夜郎国之地，设立了犍为郡。汉武
帝还派司马相如持节回蜀，招谕蜀郡
西边、
西南的邛人、
筰人、冉駹、斯榆等
少数民族部落，使得许多部落首领 皆
愿内附，以至一时间，
“愿得受号者以
②

亿计”。 汉 王朝 由 此 又在 这 些地 方
新置了几个都尉和一些县。

南境内），以邛都为越嶲 郡，筰 都为沈
黎郡，冉駹 为汶山郡，白马 氐之地（今
甘肃南部）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公元
前 １０９ 年），又 在 滇 地 置 益 州 郡。至
此，
西南夷的大部分地 区归 入汉朝版
图。汉武帝继秦始皇之后，再次掀起
开发边疆的高潮，并在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设置了郡县。这对于加强这些地
区同内地的联系，促进各 族的经济文
化交流与共同进步，有利于多 民族国
家的发展，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武帝第二 次进兵西南夷，是由寻

３．
后期 西汉后期的巴蜀历史，主

找通身毒、大夏的道路引起的。元狩

要是 围绕 民族矛 盾 和 阶级矛 盾 展 开

元年（公元前 １２２ 年），博望侯张骞对

的。武帝开发西南夷，广设郡县，
多驻

武帝说，他在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时，

军队，
加重了各族人 民的负 担。武帝

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是从身毒（今印

以后，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加上官吏的

度）得来的。由此他推想自西南夷通

贪污，官府实力日见衰弱，
致使这一地

往身毒一定不远，便建议武帝出兵打

区的 民族矛 盾 日 益 尖 锐。自 武帝 之

① 《史记》卷 １１６《西南夷列传》。
② 《汉书》卷 ５７《司马相如传》。

后，历昭帝、成帝之世，西南地区即爆

林、
赤眉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与此同时，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 ２３ 年），王莽政权

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也激发了统治

瓦解，汉朝宗室刘玄在南阳称帝，建元

阶级与农 民阶级的 阶级矛盾。成帝

更始，益州境内，
有农民刘辟起兵于广

时，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鸿嘉三

汉郡内，商人王岑起兵于

年（公元前 １８ 年），
广汉刑徒郑躬发动

县境），南阳人宗成占领汉中，入蜀。

起义，率众攻取官府，夺取兵器，攻打

一时间，王莽政权在蜀中的统治土崩

官府富豪，声势日振。郑躬 自称“山

瓦解。公孙述遣使迎宗成入成都，后

君”，
起义波及附近四县，
兵众万人，给

又乘时将其消灭，为其割据四川奠定

了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起义持续了

了基础。公元 ２４ 年，公孙述又在绵竹

一年才被镇压下去。

打败刘玄派来的军队，从此声势更盛。

当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
摇摇欲坠之时，
公元 ８ 年，
在统治阶级
内部发生了王莽篡汉，自立为帝，改国

（今广汉

次年，自称“成家皇帝”，国号曰“成”，
或自称“大成”。
成家政权在益州的统治共存在了

号为新 的重大事件。王莽建立新朝

１２ 年。其建树主要表现：在政治上，

后，
倒行逆施，实行所谓的“改革”，按

承袭汉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

照《周官》、
《王制》更改职官名和郡县

度。在朝廷置三公九卿，不设丞相，文

地名。据《汉书·地理志》，益州地区至

武百官各有职守。实行分封制，除分

少有 ３９ 个郡、
县名称被改动。如改益

封其子为王外，还对前来归顺的外地

州为庸部、
汉中为新城、
广汉为就都等

首领加封为王。在行政区划上，推行

等。此外，
王莽还四处挑动民族矛盾，

朝廷直辖各郡的制度，广刻“天下牧守

激起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王莽又征

印章”，委以虚职。在经济上，置钱线

发巴、蜀、犍为 的士卒前往镇压。结

官，
废除行用 已久的五铢钱，另 铸铁

果，士卒饥疫，
三年间死了数万人。这

钱，
强制使用，结果使得“百姓货卖不

就为巴蜀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准备了条件。

行。”在军事上，大作营垒，屯聚粮草，
扩充军队达数十万人之多。不断派兵

（三）公孙述割据益州
公孙述割据益州，是发生在西汉

外拓，北守南郑，东至荆门，公孙述甚

末年四川地区历史的重大事件。公孙

想上，公孙述制造《图》、
《谶》，以此作

述，
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
北） 人，王莽 时为导 江卒正 （蜀 郡 太

为立国称帝的理论基础，对敢于反抗
的儒士，大加诛杀。公孙述据蜀，
“淫

守），
治邛崃。王莽末年，爆发了以绿

恣过度”，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引起官

至还准备自率兵马，北取三辅。在思

吏百姓的不满。益州地主官僚中很多

东汉早期，巴蜀豪族大姓势力 已

人对公孙述采取抵制态度，甚至以死

相当发展，
益州地区的各级统治者，
基

相拒，
不为所用。加之公孙述任人唯

本上都是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

亲，排挤人才，
“唯公孙氏得任事，
由此

骨干。官吏富商互相勾结，获取资赀。

①

大臣 皆怨” ，最终导 致众 叛亲离，归

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 富实，椽史

于失败。公元 ３６ 年，当刘秀的东汉王

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

朝得到巩固后，迅即派大将岑彭等大

达。 但由于当时地方政治还 比较清

举伐蜀。汉军溯长江、
岷江而上，
节节

明，
所以巴蜀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敢于

胜利，在 武 阳大败公 孙述 军，进 逼 成

抑制权贵豪强的能臣。如广汉太守蔡

都，
公孙述败死，
“成家”政权灭亡，西

茂，
以儒学闻名，
王莽篡政，避而不仕。

南地区重归于汉。

东汉平蜀后，任广汉太守。有前朝贵

②

成家政权是自秦入巴蜀后的第一

戚阴氏宾客，
多次犯法，
无人敢制。蔡

个割据政权。当这个政权结束其在益

茂派人收捕，
从重处罚，境内遂靖。后

州的 １２ 年（公元 ２５～３６ 年）的割据统

又上书武帝，
劝谏他限制贵戚，官至大

治后，开始了东汉王朝在巴蜀的统治
时期。

司徒。蜀郡太守第 五伦，针对蜀 中行

（四）东汉王朝对巴蜀的统治

之辈，
及家产殷实的官吏，一律罢免，

１．
早期 东汉早期，
刘秀鉴于益州

另选孤贫志行之人接替。同时，第五

贿受贿之风泛滥，上任后将行贿受贿

统一之初，
亟需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

伦带头节俭，常穿普通布衣上街巡视，

会，故在蜀地采取了一些安抚民心，
恢

并亲自饲养牛马，其妻则自己煮饭等，

复生产的措施。其中，曾两次下诏 释

领俸禄时带头 领取 红 米 ，由此 蜀 中

放奴婢，宣布凡在公孙述时被掠为奴

吏风迅速好转。第五伦还以知人善荐

婢者，皆免为庶民，
从而使一部分穷苦

闻名于朝，后官至大司空。这些能臣

人民的社会地位多少得到一些改善。

循吏政绩显著，
受到当时百姓的称颂。

针对大批失去土地的中原、关中流民
大量涌入巴蜀，东汉政权还曾经采取

２．
中期 但到东汉中期以后，巴蜀
豪族势力空前发展，以至成为一股控

吸引流民定居的措施，允许贫穷无田

制地方政治、经济的重要力 量。这些

者流动，并提供粮种农具，免租五年，

豪族势力，
一般占有土地千亩以上，
拥

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有家产 １００ 万钱 ～１０００ 万钱之间，在

① 《后 汉书》卷 １３《公孙述传》。
② 《后汉书》卷 ７１《第五佗传》。
③ 《太平御览》卷 ４３１ 引《东观汉纪》。

③

一县之中属大族之一。更有甚者，有

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有一个共 同特

土地少则数千亩，
多则上万亩，家产在

点，即差不多都与宗教，
尤其是早期的

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

道教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巾起

大族望门。他们掌握大量钱财，兼并

义。中平元年（１８４ 年），震撼全 国的

大量田地山林湖泽；结成一个个自给

黄巾大起义爆发，迅速波及益州。益

自足的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的共同

州的黄巾起义，由早期道教即五斗米

体；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

教组织，首先由巴郡教区的张修领导

农民，
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参与、控

发动。义军一度攻占江州（今重庆）及

制各级政权统治；甚至垄断文化教育；

一些县城，大杀贪官污吏。与此相呼

掌握武装，拥兵自重；彼此联姻，形成

应，
在成都平原，有马相、赵祗在绵竹

宗亲、姻亲纵横交错的政治、
经济关系
网。他们凭借世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
上的垄断特权，在吮吸农民、
奴婢血汗
的基础上，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
３．
晚期 东汉晚期，巴蜀地区的政
治日趋腐败，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恣意
横行，
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安
帝时（１０７～１２５ 年），先后几任巴郡太
守腐败无能，邑人以诗讽之曰：
“明明
上天，下土是 观。帝选远后，求定 民
安。孰可不念，
祸福由人。顾君奉诏，

（今德阳黄许镇）自称“黄巾”的起义。
黄巾军在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
相自称天子，建立政权。又派兵进攻
巴郡，杀太守赵部，锋芒遍及嘉陵江、
渠江诸城。义军所到之处，杀官吏，铲
豪霸，分钱帛，深得人心。马相起义沉
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和东汉王朝在四川
的统治，
后被益州从事、
犍为豪强地主
贾龙的武装所镇压。
东汉末年，巴蜀政治上的重大事

年老昏庸，乱发号令，法纪废弛，吏治

件，
一是刘焉父子据蜀，二是张鲁据汉
中。

不修，上下一片怨声。至桓帝时，巴郡

刘焉，
字君郎，
出生于江夏竟陵大

太守李盛贪财重赋，当地人民以歌谣

族之家，属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的后

讽刺说：
“狗吠何 喧喧，有吏来在门。

裔。刘焉年青时，先后任州郡之吏，
后

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思往从

升中郎。灵帝时，
朝廷采纳刘焉建议，

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

用州牧之制代替刺史之制，使地方州

①

惟德日亲。
” 安帝时蜀郡太守李根，

②

独憔悴？”

东汉中、晚期，巴蜀地区多次爆发
① 《华阳国志》卷 １《巴志》。
② 《华阳国志》卷 １《巴志》。

牧权重一时。中平五年（１８８ 年）夏，
朝廷派刘焉出为益州牧，以镇压巴蜀

的黄巾起义。刘焉为了达到割据巴蜀

十七年（２１２ 年）始降曹操。

自立为王的目的，重用和发展外来势
力，大肆招纳各地叛离者，
抑制土著豪
族势力，借口诛杀巴郡太守王威、李权

（五）秦汉时期巴蜀经济的全面发
展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置于中央王朝

等蜀中豪族，接着又依靠外来的“东州

的直接统治之下，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士”集团，
镇压了以犍为太守任歧和贾

迅速赶上并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由此

龙为代表的蜀中豪族 大姓的反抗，巩

形成了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固了在益州 的统治。此后，刘焉踌躇

在秦王朝 的治理下，巴蜀地 区的

满志，大量建造皇帝用的车舆器服，摸

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都较以前

仿京城之制，明目张胆地准备登基称

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更大的发展。成都

帝。初 平 四年（１９３ 年），刘 焉 逆谋暴

平原被开发成为全国知名 的经济区，

露，留在长安作内应的长子刘范、次子

史载溉灌三郡（蜀、
广汉、
犍为三郡）溉

刘诞被诛。１９４ 年，刘焉因发背疽、死
在成都。他的第三子刘璋继任为监军
使者 领 益州 牧。 至 建 安 十 九 年 （２１４
年）刘备入蜀，刘璋出降，由刘焉刘璋
父子割据益州 ２６ 年的统治始告结束。
张鲁，字公旗，沛国丰（今江苏徐
州）人。祖张道陵，父张衡，世为天师
道教主，鲁自号“师君”
。刘焉为益州
牧时，为了抑制土著豪族，对付忠于朝
廷的汉中太守苏固，拉拢五斗 米道势
力，封张鲁为督义司马，命其与张修袭
取汉中。在诛杀苏固后，张鲁 又杀张

田万顷，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
号
为“陆海”
。古人称赞说：
“ 水旱从人，
不知饥 馑，时无 荒 年，天 下 谓 之 天 府
①

也。
” 巴蜀 的经 济 资源 得 到 不 断开
发，
巴蜀的物质财富源源不 断地送到
关中，巴蜀的商品不仅运到全国各地，
其中的蚕丝、
蜀布、
蜀锦、
邛竹杖等，还
通过
“南方丝绸 之路”远销至东南 亚、
南亚诸国。巴蜀的交通得到发展。秦
置蜀郡后，
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在统
一六国前后，先从关中筑“栈道千里”，

修，併其众。刘璋为益州 牧，张鲁“不

通于巴蜀；接着 又遣 常 頞“略通 五尺

复承顺”，璋杀其母及弟。于是，张鲁

道”，修筑了从成都至僰道（今宜宾地

遂袭取巴郡，雄据汉、巴，建立起 又一

区），
进而南通云、贵的五尺道。巴蜀

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此政权存在

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以至在秦及汉

了近 ３０ 年，汉朝无力 征讨，遂拜张鲁

初时期，六国人士普遍把 巴蜀与秦看

为镇民中郎将，领汉中太守，直至建安

成是同一地域，即视为秦统治下的
“关

① 《华阳 国志》卷 ３《蜀 志》。

中之地”
。正因为如此，巴蜀才能以其

业、商业、交通等各业和人口的发展状

雄厚的“殷富”，在秦灭六国前，为秦统

况决定的。其表现在农业 方面，基本

一天下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兵力；在楚

变化是：铁农具与牛耕的出现与普及，

汉战争期间，又为刘邦打败项羽，建立

耕地面积迅速扩大；随着农 田水利 的

汉朝充当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普遍推广，过去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

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在秦

广种薄收阶段的地区转 入精耕细作，

统治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经

农作物品种不断扩大，在 平原浅丘地

济水平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

区由粗放型农业向精耕型农业发展。

过了内地。《汉书》和《后汉书》描写当

与此相适应，小农经济逐 渐取代了家

时巴蜀的富饶程度是：
“土地肥美，有

族经济，从而使生产得到 了进一步 的

江水沃野、
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

发展。除粮食外，四川还普遍利用稻

①

“民食稻鱼，亡凶年忧” 。“蜀地沃野

田养鱼，这是古代巴蜀人 民的一 大创

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造，也是对我国渔业的一 大贡献。从

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

四川东汉墓出土的陶田模型中，便置

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

有鱼的模型，可见蜀地的稻田养鱼，在

②

浮水转漕之便。” 可见，两汉时期的

汉时已相当普及，并培养了专门 的鱼

四川地区，已跃居为全国经济最发达

种，
在 外地 具有 一定 的 影 响，曹操 在

的地区之一。战国至西汉前期，一般

《四时食制》就说：
“郫县子鱼，黄鳞赤

以关中为最富饶的地区，故称之为“天

尾，
出稻田，可 以为酱。
” 此外，作为

府之国”。但到东汉，关中已称为“近

重要 经 济项 目的 牧业、饲 养 业、园 植

蜀”，表明“天府之国”的美称已逐渐从

业，也由于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和

关中移到了蜀中。所以，当东汉末年，

交通条件的便利，而在 两汉 四川地 区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便正式称“益州

得到较大的发展。

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从此，
“天府之
国”的美称，当之无愧地落在 四川地
区。

③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 长。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２ 年）四川地区户
④

两汉时期四川地区的这一跃居全

数为 ７６５０４８，口数为 ３５１４２１７ ，到了东
汉，四川 人口有很 大增长。永和五年

国上乘 的经济地位，是由农业、手工

（１４０ 年）四川 地区户数为 １１７５４５７，口

① 《汉书》卷 ２８《地理志》。
② 《后汉书》卷 １３《公孙述传》。
③ 《太平御览》卷 ９３６ 引。
④ 《汉书·地理志》。

①

数为 ４６９９２２６ 。表明这 １３８ 年间四川

井口直径约在 ６０～１３０ 公 分 之间，这

人口增加 了将 近 １２０ 万人，即增 长 了

在全 国井 盐 史上 具有 开启 先 河 的 意

三分之一。四川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大

义。巴蜀地区以蜀布、蜀锦 为代表的

为增加，元始二年 四川 户 数仅 占全国

纺织业，在全国仍 占有重要地位。其

的６．
２ ％ ，永和五年则增加至 １２ ％ 。
在手工业方面，两汉较之于秦，在

中，以西蜀的织布业水平最高，领先于

四川 地区的新变化是：许 多新的手工

“蜀郡之布”与“齐阿之缣”相对举，表

业部门，如冶 铁、井 盐，以马车为代 表

明它们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精品。扬

的交通工具系统，迅速兴起和发展；
另

雄《蜀都赋》更赞其为“其布细都弱折，

一方面，一些传统 的手工业生产部 门

緜茧 成衽，阿丽 纤靡，避晏与 阴。蜘

又有了空 前 的发展，如冶铜、陶瓷、木

蛛作丝，不可见风。
”成都一直是秦 以

工、造船、竹工、漆器、纺织等。巴蜀铁
器初兴 于秦，铜铁并用。到了 西汉初
期，
铁 器 进 一 步 普 及，兵 器 领 域 出 现
剑 、戟、矛等纯铁器，
铜器大幅度减少；
而在手工业 领域和生 活用 品方面，则
基本为铁器取代；西汉中期以后，
在兵
器、工具、
农具、日常生活用具诸领域，
铁器得到全面普及。四川 的冶铁业在
西南一直处 于领先地位，巴蜀地 区以
先进的制钢技 术所生 产的百炼钢，闻
名 全国。盐井业较秦有 较大的发展，

全国其他地 区。《盐铁论·本议篇》拿

及两汉时期蜀锦的管理中心、生产中
心和集散中心。流经成都的“二江”两
岸，分布着众多官营、私营、大小不等
的纺织作坊，即所谓“伎巧之家，百室
②

离房，机杼 相和，贝 锦 斐 成” 。 成 都
因此称为“锦城”、
“锦官城”，流经成都
的“二江”之一的南河又名锦江。由成
都生产的蜀锦，称为贡品，进 贡朝廷，
行销 全 国各地。近 年来 在 长 沙 马 王
堆、
湖北云梦等地西汉墓 葬中出土的

盐井 大幅度增加，至西汉晚期，巴蜀已

古锦实物，考古界普遍认为产于西蜀。

有十余个县产盐。仅宣帝时期便在临

在成都发现的东汉石刻上，发现的织

邛、蒲 江新 开盐井 ２０ 所。在西汉成、

布机和织锦机的图像，皆为足踏织机，

哀间，成都人罗 裒往来 成都、京 师，以

系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也是蜀

经营盐业致富。盐井开凿技术不断进

锦闻名 天下，革 新 织 机技 术 的 见 证。

步，由李冰时“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到

当铜容器开始衰落，瓷器还处在早期

东汉时期，据画像砖资料，井口 能容 １

模索阶段时，漆容 器因其美观、轻便、

～２ 个直径约 ４０ 公分的汲卤桶出入，

耐用、
不易破碎，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

① 《续汉书·郡国志》
② 左 思《蜀都赋》。

时髦产品。巴蜀漆器久负盛名，早在
秦统治时期，西蜀漆工已首创在木胎

在商业方面，
与同期关中、中原等
地相比较、巴蜀商业的发展，具有明显

刷灰后再涂漆的工艺，
约从东汉开始，

的区域系统性，与周围民族联系紧密，

又开始流行陶胎漆器。由西蜀漆工首

以及长距离跨国贸易发达等特点。从

创的扣器，堪称巴蜀漆器 的代表作。

西汉初期开始，巴蜀地区从“亭”中分

这些由工官生产的漆扣器，由朝廷拨

化出专门的“市”。随着经济的繁荣，

款，产品以质量、工艺为先，其中还有

在蜀地形成了一些中心城市。成都工

用金、银 镶按 而成 的，称 为 金 银 器。

商业的迅速繁荣，它不但是西南的政

《盐铁论·散不足》称：
“今富者银口黄

治、
文化中心，而且是西南的商业贸易

耳，金错蜀杯。
”这类漆器，价值昂贵，

中心。据《汉书·地理志》载，
西汉末成

主要供朝廷调用，故漆铭中多见“乘

都有 ７６０００ 多户。按人口计算，仅次

舆”“
、大官”“
、尚方”等文字。此外，两

于长安，为西汉第二大城市。王莽时

汉时期巴蜀的陶瓷、玻璃、玉器，在生

在全国六大都市分别设市，成都为西

产制作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铁

市，
在经济地位上也居于全国的前列。

器的普及和砖瓦术的应用，两汉时期
巴蜀的城邑、
道路桥梁和房屋的建筑。

临邛是仅次于成都的又一个经济中心
城市，
西汉时这里的盐、
铁矿藏首先得

有了飞跃的发展。近年来发现的东汉

到大规模开发，卓氏和程郑修居临邛

严道城，为我们了解汉代巴蜀地区县

冶铁，使临邛成为全国闻名的冶铁中

级城邑的布局和建筑方法提了重要资

心。王莽篡政时，临邛成为蜀郡太守

料。从大量画像石、
画像砖、
出土的陶

（卒正）的治地，
公孙述割据称王前，
一

房等资料看，汉代蜀地城邑中的房屋

度把郡治移往临邛，表明其政治地位

建筑，
是以平面铺开、彼此衔接、相互

也大大提高了。此外，成都东北方的

配合的群体为主要特征的。房屋建筑

广汉也是在经济上繁荣、政治地位不

的高度，过去巴蜀盆地主要流行一楼

断上升的中心城市。

一底的
“干栏”
式建筑，
到两汉时期，民

在交通方面，两汉是古代巴蜀地

间已推广 ３～５ 层的楼房建筑，公孙述

区水、陆交通大发展，
并形成基本格局

称帝后，在成都曾建造了一幢十层楼

的重要时期。在秦时巴蜀水陆交通网

房，
楼边配置射兰。在建筑物外修建

罗初步形成基础上，两汉进一步拓宽

阙门，是汉代四川 建筑常见的作法。

道路，使过去只能供人、畜行走 的窄

四川境内迄今仍保存着 ２０ 余处汉阙

道，
变为可通马车的大道，为保证道路

实物。四川的汉阙，大体分为城阙、
里

畅通，
进一步完善管理，使官营为主的

闾阙、
庙阙和墓阙。

干道四通八达。到两汉时期，沟通巴

蜀与国内各地的道路共有以下几条：

这些举措，使得巴蜀境内少数民族置

①嘉陵道，又名周道，故道、陈仓道，
为

于中央王朝之下。汉武帝以巴蜀为基

联系关中、汉中的道路；②褒斜道，又

地，两次进军西南夷地区，再次掀起开

名斜谷道、
石门道，
为沟通关中与巴蜀

发边疆的高潮。秦汉时期四川境内少

的主要交通路线之一；
③子午道，
为沟

数民族的分布概况是：在今川东北地

通汉 中与关中 的山道之一；④ 灙骆

区主要活动着板楯部族；川东地区主

道，为沟通关中、汉，进而入蜀的大道

要活动着巴人廪君部族和五溪部族，

之一；⑤剑阁道，又名金牛道、
石牛道，

以上三部族是巴人的主要构成部分。

为由汉中入蜀的主干道；⑥阴平道，
又

今川南偏东，
主要活动着焚人；
今川南

名左担道，为沟通古代陇、蜀的要道；

偏西，主要活动着邛人。以上主要属

⑦米仓道，为沟通汉中与川东北的山

百濮系统。在今川北偏西一带，主要

道；⑧旄牛道，又名青衣道、南路、
会同

活动着氐人；在今阿坝州则主要活动

路，为成都南出的要道之一，其中成都

着氐、羌、夷人；在今甘孜州及其以南

至越嶲段，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

的广大地区，主要活动着僰人和羌人，

段；
⑨越嶲道，又名中路，为联系四川

他们同属西戎系统。上述两大系统

盆地与川 南、与滇的要道之一；⑩僰

中，百濮系统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

道，又名五尺道、
北路、
牂柯道，为联系

平，比西戎系民族略为先进。在百濮

巴蜀与滇、黔的要道之一。除以上十

系中，以上三支巴人的经济生活当时

条国内通道外，巴蜀还有通过云南，
连

皆是农牧渔猎并重，
农业以旱地作业、

接缅甸、印度等国的国际交通路线。

广种薄收为主；牧业系小规模的定居

这条被称为川滇缅印古道，与汉代北

放牧，以羊马为多；渔业、狩猎在整个

方经西域的丝绸之路相对应，因此又

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大于蜀人。僰人经

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除陆路交通

济以农为主，兼行渔、猎、牧等。僰人

外，
巴蜀地区还有通过长江上游水系

以荔枝为代表园植业相当发达。僰地

联系，沟通巴蜀与楚吴的水上干道。

还酿制一种枸酱，并远销至越南。僰

（六）秦汉时期巴蜀的民族
秦汉时期是中央王朝大力开拓西

人还是巴蜀商人贩运奴僮的原产地，
因此有“僰僮”
被转运关中的记录。僰

南边疆，使西南少数民族同内地联系

中是僰人政治、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区

进一步加强的重要发展阶段。秦国通

域，
在今宜宾、
珙县一带。邛人是川西

过扫荡蜀王开明残余势力，不断向巴

南地区的主体民族，故《史记·西南夷

蜀周边民族地区发展；通过修筑五尺

列传》称：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

道，在今云、
贵、
川接壤地带开设郡县；

最大”。邛人主要是坝居、濒河居、低

谷浅山居住的民族，以稻作农业为主，

著的变化是：先秦时代以容器和兵器

长期定居，
部落制度一直居统治地位，

为主的
“巴蜀式”铜器上的那一整套富

当时尚未产生明显的私有观念和等级
制。在西戎系中，西部高原的夷人各

有地方特征 的形制和符号基本消失

部（冉駹、筰 人、青衣、嘉 良、徙、旄牛

至秦末便基本消失；
“弓形耳”长 骹、

等），一般为定居，
其经济为半农半牧。

短骹 式铜矛、带虎纹的铜戈，至秦末

部落成员中已出现了私有观念，但贫

大部分消失，至汉初便绝迹。战国早

富分化不大，等级差别不大。氐人的

中期具有浓厚巴蜀地方特征的柳叶形

特征是居住地较低，以农业为主。秦

青铜剑，自秦入主巴蜀后，形制渐变，

汉时期，
外来移民渐多，氐人逐渐从川

至秦汉之际完全被中原式剑取代。在

西平原西迁至川西北地区。氐人的经

２００ 多个巴蜀图语符号中，自战国晚

济、
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在长期实践

期秦入巴蜀至秦亡的符号占 ６２ ％ ，西

中，氐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水利建设

汉初期仅存 ６ ％ 。这生动地反映了巴

体系。李冰修都江堰时，氐人巫师杨

蜀土著文化逐渐被中原汉文化所取代

磨等曾率部协助。氐人的阴阳五行学

的过程。与此同时，
在墓葬形制上，秦

说、天文学、针炙及草药等较发达。羌

入巴蜀后，
土坑墓演变的总趋势是：长

人是汉代四川西部地区的重要民族之
一。与其他民族相比，
羌人占据草原，

度缩短，宽度加大，长宽 比例逐步缩

以牧为主，流动性较 大，在其活动区

巴蜀后，船棺也逐渐由独木舟形状，演

域，盛行家族奴隶制。

变为与木槽相似。这一变化也从侧面

了。如富有特征的“烟荷包式”铜钺，

小。独具特色的巴蜀船棺葬，在秦入

（七）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巨变

反映出中原船型在巴蜀地区的推广。

秦汉时期是巴蜀文化经历转折，

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巴蜀丧葬习俗的演
化过程。

发生巨变的时代。传统的巴蜀文化与
外来文化相融合，在宗教、
伦理、
建筑、

表现在建筑、祀祭、
交通、
服饰上，

衣食住行、姓氏、
文学艺术、
神话传说、

巴蜀文化中传统的城市特征是一般设

教育、
史学等领域都较以前有了质的

有土墙，至秦汉时期，大部分大、中城

变化和划时代的飞跃。结果，使得巴

市已转为土墙。“干栏”是巴蜀文化的

蜀这块过去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的地

主要传统建筑，秦汉时期在许多地区

区，
到秦汉时期则被视为先进的文化
之邦。

已转变为砖瓦建筑。巴蜀传统的祭祀

１．
习俗 这一时期在文化上的划
时代转变，
在考古学资料上，表现最显

地位。巴蜀传统的运载工具，陆路是

是野祭，至秦汉时期庙祭已占有相当
马驮，水路是独木舟、竹筏，秦汉时期

马车、牛车、大木 船、舫船 开始 普及。

中原，
遍及全国，
影响深入后代。

巴蜀土著民族的服饰，大部分地区已
由原来的“左衽”、
“推髻”系统转变为

３．
教育与文学 两汉 时期 是 四川
地区的文化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的重

华夏系统。

要时期。这一时期四川各族人民在文

２．
道教 在这一时期文化巨变的
影响下，在四川 地区诞生了中国最重

化领域上的创造和成就，表现在 以下
各个方面：

要的一种宗教—道教。道教是在道家

在教育方面，自文翁倡学以后，四

思想、原始巫术和“巴蜀文化”的长期

川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官

孕育下的产物。道教创始人张陵（又

学和私学极为发达。官办的州 学、郡

名张道陵），
沛国丰（江苏丰县）人。汉

学规模相当大；私人授徒和游学之风

顺帝时来到蜀中，修道于鹤鸣山（今大

盛行，
有的动辄授门徒上千 人。到东

邑县西北），造作道书，
创立宗教组织，

汉时期，西蜀地区成为全国私学教育

自称“正一道”，又称“无上三天无极大

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涌 现出一 大批著

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为
经典，
有正式的道书、教义、教仪和教

名的教育家。如资中人杜抚，新都人
杨厚、
段翳，
绵竹人董扶、
任安，
广汉人

规，通过教授教义、
施法、
教武等途径，

折象等，教授一方，
他们的门生不少是

在川西地区发展骨干。因为张陵自称

“大儒”、
名 士。擅长今文经学教育是

“天师”，所以世人称为“天师道”；因入

巴蜀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汉晚期

道的人 需 交米 五斗，故 俗称“五斗米

以后今文经学与谶讳（宗教预言）结合

道”。为了管理教民，张陵把弟子们按

起来，形成一段学术潮流，
深深地影响

地区划分为“二十四治”，
相当于 ２４ 个

着四川地区的政治、
文化乃至民俗、
传

教区。每个“治”都以一座山名 为称。

说。公孙述更是以此作为割据统治的

二十四治中，在当时蜀郡、
广汉郡和犍

思想武器。

为郡中的共有十八治，反映他传教的

在文学方面，巴蜀过去主要 是土

范围主要在川 西。正一道天师、祭酒

著民族的口头文学，至两汉发展为汉

实 行 世 袭 制。光 和 元 年 （１７８ 年） 前

文化系统的文学，并主要依靠文字记

后，张陵死，其子衡承其业，称“嗣师”
。

录来传播。汉代的辞赋，实 际上是承

次年衡死，其子鲁 承其业，称“系师”。

楚辞、
先秦诗歌及巴蜀 文化发展 而成

张鲁后被刘焉封为督 义司马，占有汉

的。巴蜀集众家之长，在汉代产生出

中。张鲁统治汉中的 ３０ 年，
后投降曹

汉赋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代表。在西汉

操。曹操于是封张鲁为侯，将他和大

四个最著名 的辞赋家中，有 三个出于

量教民一道北迁。从此，正一道北传

蜀中，即司马相如、
王褒和扬雄。司马

相如（公元前 １７９～前 １１７ 年），字长
卿，
蜀郡成都人。景帝时入京为郎，
任

朝廷征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

武骑常侍。后弃官回成都，客游临邛，

川地区的“小学”很有成就，在全国具

与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成婚。再次返

有一定影响。汉初犍为名叫舍人的学

京，官拜中郎将，奉命出使巴蜀。其辞

者最先为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作

赋代表作《子虚赋》、
《上林赋》等，大都

注，
其著作三卷，被称为《〈尔雅〉犍为

描写帝王苑囿之盛，宫室之美，田猎之

舍人注》。扬雄对小学极有造诣，经过

乐，并虚构人物，相互辩论，以阐明观

２７ 年的收集整理，写成《方言》一书。

点，奠定了汉赋的规模，以后发展为汉

此书是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一部名

赋的特征之一，即所谓“设辞托讽，恢

著，
为研究古代文字、音韵、词义提供

廓声势，
则赋也”。王褒，字子渊，蜀郡

了重要的材料。

资中（今资阳县）人。宣帝时征入都，
为谏大夫。代表作为《高箫赋》。王褒

４．
哲学 在哲学思想方面，四川地
区也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哲学家。

著重修辞造句。描写细微扣理，精巧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一是扬雄。其代

如画，多骈偶语言，对魏晋文风影响极

表作主要有仿《易》而作的《太玄》，和

大。扬雄（公元前 ５３～公元 １８ 年），字
子云，成都人。成帝时自蜀游京师，以

仿《论语》而作的《法言》。《太玄》的主
题是讲经世致用，是以积极进取的态

文名被召见，后任待诏、黄门侍郎。代

度观察世相、分析社会；书中大量涉及

表作有《甘泉》、
《河东》、
《羽猎》、
《长

自然科学知识，这种结合社会科学与

杨》、
《蜀都》等赋。形式上多模拟屈

自然科学的探索，开创一代学风，
后世

原、司马相如，对后世影响较大，他与

的《论衡》、
《新论》正是在此学风基础

相如被并称为“扬马”
。东汉时，知名

上的继承和发展。《法言》一书就社会

的辞赋家还有广汉的李尤，平生所著

政治、国家管理、道德伦理，提出自己

诗、赋等凡 ２８ 篇，人称其有相如、扬雄
之才。在散文方面，两汉四川地区也

的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另一是庄遵。庄遵，字君平，

产生了许多名篇，如司马相如的《报卓

班固作《汉书》，避明帝刘庄讳，更庄为

文君文》、
《喻巴蜀檄》、
《难蜀父老》，扬

严，称严君平。西汉晚期隐士，以卜筮

雄的《酒箴》、
《州箴》、
《官箴》等，皆系

为业，常设摊 于成都街市，每日看数

不朽之作。王褒的《僮约》，是我国第

人，
得钱够自养，即闭肆下帘讲授《老

一篇白话文散文，对后世影响极为深

子》。根据《老子》、
《庄子》之旨，著《老

远。巴蜀 民间流行的歌、诗、刺、谚、

子指归》流传于后 世。读书阐发《老

谥，颇具特色，适应了当时地方察举和

子》清静无为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经世

百姓的心声。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四

治国之道、君人南面之术，
对后世道家

拥；
反映官府的森严气派；以及反映伦

和道教很有影响，被《华阳国志》称为

理观念中的养老、
义士、
孝子、
贞妇、
烈

“道书之宗”
。

女等说教性题材。其中还有集中表现

５．
史学 在史学方面，巴蜀僻在西

东汉豪族大姓纵情享乐、
声色犬马、
穷

南，
虽无史官，
而地方史学反较其他地

奢极侈生活的内容，以及宗教中的西

区发达。蜀人好治史，地方史学著述

王母、凤凰、
孔雀、玄武、
青龙、
麒麟、
伏

瞻富，是 两汉 四川 文化 的 一 大 特征。

羲女娲、
仙鹿、
玉兔、
导引升天等图案。

举其著名者，
西汉中期，
有成都人张宽

在艺术手法上，
较注重人体的完整性，

的《春秋章句》、
司马相如的《蜀本纪》；

各部位的比例恰当，注重人物面部表

西汉晚期，
有严君平的《蜀本纪》、
临邛

情和人物性格、
精神风貌的刻划；开始

人林闾、
成都人扬雄、
蜀人阳城子张皆

应用色彩，
线条普遍粗放、
流畅。四川

著《蜀王本纪》，阳成子的《蜀本纪》、
李

出土的汉代陶俑，
有不少塑造精美，
形

尤的《蜀 记》；东 汉早期，有 成都人 的

象生动。如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唱

《太史 公书》等，郫 人何英 的《汉德 春

俑，
手舞足蹈，表情夸张，滑稽可笑，十

秋》、
蜀人郑伯邑的《蜀王本纪》，以及

分生动，堪称雕塑艺术的杰作。蜀中

人 李 尤 和 南 阳 人刘 珍 的《东 观汉

官吏士大夫多习绘画，在两汉时期已

纪》等。上述诸书虽多不存，
但可通过

成一种时尚。晋人张华《博物志》卷

少数集佚本、或它书引述窥其大概。

１０ 说：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画鸟鹊

６．
艺术 在艺术方面，两汉时期巴
蜀地区的艺术作品极为丰富，仅保存

酷似；
其所绘《云汉图》，人见之觉热；

至今的就有数以十万件计，其艺术表

见其绘画水平达到了传情入神的境
界。

现形式，主要有铜、铁、陶、漆、玉、木、

所绘《北风图》，人见之觉凉。由此可

石等质料的器物造型与纹饰、
漆画、瓦

７．
科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巴蜀的

当、画像石、画像砖、花边砖、陶俑、石

天文学和医学极为发达，达到了较高

俑、铜俑、木俑 及模 型，各种 雕刻 等。

的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成

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四川 以出土的汉

就最大的是天文历算学家落下闳。落

代画像石、画像砖最多而著名。从思

下闳，
字长公，巴郡阆中人。武帝时同

想内 容看，这些 画 像石、画 像砖 的 主

县谯隆荐为待诏太史、与司马迁等人

题，不外是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忠孝；

改
《颛顼历》为《太初历》，具体负责“运

表现灵魂不死，成仙升天的境遇；以及

算转历”工作，又曾参与制造浑天仪。

表现祥瑞与避邪。画像石、画像砖的

首次采用连分数推算法，推出一年时

场面和形象，多为宣扬官吏出、
前呼后

间 为 ３６５

天的近似值，较西欧早

出 １６００ 余年，对我国天文历法学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东汉著名 医家涪翁，
长于用 针石 治 病，应 时而 效，著《针
经》、
《诊脉法》传于后 世。广汉

人

郭玉，诊术高明，和帝时任朝廷太医
丞。和帝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
帷中，
命郭玉为其切脉。郭玉凭诊脉，
竟能区辨出帷幕后的男女之异。见著
《经方颂说》一书。

（一）蜀汉的统治

郡，
至少有 ２７ 个，县有 １７０ 个。蜀汉

刘备取代刘璋统治益州，建立蜀

建政 之初，仅有 民户 ２０ 万，人 口 ９０
万。

汉政权。建安十九年（２１４ 年），刘备
军破 ＃ 城（今广汉），合围成都，刘璋

蜀汉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段：

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以军师将军

从刘备称帝至他死于永安宫，为

诸葛亮为股肱，
蜀郡太守法正为谋士，

创业期，时间两年。其间的大事有二：

录用包括刘璋部下在内的各方人才，

一是刘备率军东进，与孙吴大都督陆

终于在益州站住脚。建安二十五年

逊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孙

（２２０ 年） 魏王曹操死，子曹丕继位。

吴军在 猇亭火烧蜀军连营七百里，刘

冬，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是为三国

备败回鱼复（今奉节）。二是刘备托

之始。次年，
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

孤。刘备在鱼复（改名永安）病危，召

汉，
史称蜀汉。黄武元年（２２２ 年），孙

诸葛亮至。章武三年（２２３ 年），临终

权在建业称王，
改元黄武。国号吴。

前把蜀国军政大权委托给诸葛亮。

蜀汉政权承袭汉制，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在中央置

诸葛亮 执 政 的 １１ 年 （２２３ ～ ２３４
年）为早期。其间大事有三：一是东和

丞相，
由诸葛亮担任，
另设“三公”
，大

孙吴。为了与东吴重修友好关系，诸

将军等职。在地方仍按州、
郡、县三级

葛亮与东吴互派使臣往来，使两国外

设官置守。蜀汉的版图不大，较之鼎

交关系逐 步正常化。建 兴七 年 （２２９

立的魏、吴两国，
所辖面积均小。其辖

年）孙权步魏、蜀后尘，自称皇帝。诸

境大体限于广义的“蜀”（即西蜀和汉

葛亮又遣使前往祝贺。蜀、吴互盟誓

中），
或汉代的益州地区。蜀汉统有的

约，
互相承认，并交分天下，把曹魏辖

地分而割之，又任命一些刺史来“遥

九年（２４６ 年）冬，蒋琬去世，费祎以大

领”这些辖州。二是南抚诸夷，平定南

将军秉政。执政时除派姜维经常以小

中。刘备取蜀初期，曾向南中地区拓

股兵力西征西羌外，基本上没有再进

展，并控制了今云、贵的许多地区。刘

行大规模的北伐。

备死后，南中诸郡大部分叛乱。建兴

中期以后至蜀汉灭亡为晚期（２５３

三年（２２５ 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伐，

～２６３ 年）。费祎死后，姜维执政。在

分兵三路，渡过泸水（今金沙江），
进入

这期间，姜维曾五次西出凉州，兴兵西

叛乱的中心地区益州郡地，在弄栋（今

征，
前后 攻魏不下 ２０ 次，均 以失败而

云南姚安）大败叛军，生擒首领孟获，

归。在蜀汉灭亡前五年，朝政被宦 官

并将其释放。孟获向诸葛亮表示“南

黄皓把持。炎 兴元年 （２６３ 年），魏军

人不复反矣”。平定南中之役，巩固了

五路伐蜀。姜维上表后主请求遣将防

蜀汉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促进了西

守，黄皓信巫鬼，要后主不予理会。待

南民族地区的开发与交流。三是北伐

到魏将邓艾从阴平出奇兵，直趋江油

中原，２２７ 年 （建兴五年），诸葛亮 上

时，
后 主 才仓 皇命 诸 葛 瞻 率 军 抵 御。

《出师表》于后主刘禅，从成都出发，率

但为 时已 晚，蜀 军 从绵 竹 大 败 而归。

军到了汉中，先后五次北伐，主动进攻

十一月 ，
后主刘禅接受谯周建议，遣使

魏军，两次从祁山出兵，故被后世称为

向邓艾投降。蜀汉至此灭亡。刘禅投

“六出祁山”。五次北伐，
从结果看，
差

降时，献户 ２８ 万，男 女口 ９４ 万，带甲

不多仅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对全局

将士 １０２０００ 人，吏 ４ 万人，米 ４０ 余万
斛。

关系不大。以匡复汉室为己任的诸葛
亮，在蜀汉国小势弱的情况下，只有通
过不断发动进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并确保自己不被曹魏所侵吞，因此这
一结果仍可视为战略上的持平之举。
蒋琬、费祎执政 的 １９ 年 （２３５ ～

刘氏得蜀共 ５０ 年（２１４～２６３ 年），
正式称帝 ４３ 年。
蜀汉政权在三国鼎立的局 面下，
维持着 四川 地 区 的相 对 的统一 和 安
定，
因而其经济文化仍有一定的发展。

２５２ 年） 为 中 期。 建 兴 十 二 年 （ ２３４

当然，已远远赶不上汉朝 的发展规模

年），
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的前线，突

和水平。

然病死于五丈原。诸葛亮临死前，推

诸葛亮治理益州期 间，重视内部

荐蒋琬主持蜀汉军国大事。次年（２３５

的经济建设。注意“务农殖谷，
闭关息

年）春，蒋琬以大将军兼领益州刺史，

民”。他充分利用都江堰水利设施，
灌

使内政外交迅速稳定。蒋琬执政时，

溉川西平原。为此，专门设置堰官，精

蜀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延熙

心管理，并调发 １２００ 人驻 在堰区，负

责保护、维修工程，使成都平原的农

都。蜀汉时期 的外贸交易较为发达。

村，
“黍稷油油，
粳稻莫莫”
。在北伐过

供向外交换的，主要是官府组织作 坊

程中，他又开发汉中，
作为前哨的粮食

大量生产的漆器、
蜀锦等商品，以及从

基地。故晋人袁准评价说：
“亮之治
蜀，田 畴辟，仓 廪 实，器 械 利，蓄 积

民间大量收购的一些奢侈品。蜀汉与

①

周边民族地区的贸易 中，曾大量从南

饶。
”

中输入耕牛、
战马、
金银、
犀革等产品。

蜀汉时期四川盐、
铁、
锦等手工业
生产也有相当发展，其中尤以蜀锦更
为发达。诸葛亮在颁布的款令中曾

蜀商还通过永昌等地与东南 亚、南 亚

说：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

大量流入西蜀。

②

诸国进行贸易，其中，蜀丝、锦等产品
大量流入大秦，大秦的琥珀、珊瑚等又

耳。” 蜀汉赏赐将军多用锦，动辄千

（二）西晋的统治

匹，
调拨军资也多用锦，动辄数十万

魏灭 蜀 的第 三 年 （２６５ 年），魏相

匹。左思《蜀都赋》说，成都“伎巧之

国、
晋王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

家，百室离房，
机杼相和，
贝锦斐成，
濯

仍建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存在的

色江波”
。织房之多，产量之富，质量
之美，
可以想见。蜀汉灭亡时，
府库中

时间不长，至 ３１６ 年为在北 方建立 的

③

仍有“锦、绮、綵绢各二十万匹” ，足
见其蜀锦之盛。随着对南中的开发，
蜀汉政府还把织锦技术传播到少数民

“十六国”之一的汉所灭。
西晋时期，发生在 四川 地区的大
事有：

族地区。相传诸葛亮曾派人教贵州苗

１．
安抚益州 西晋在 四川 的统治，
从郡县设置上，基本沿袭蜀汉，变动不

民、
侗族织锦，
故后世苗民称自己的织

大。为了稳定 四川 局势，西晋将蜀汉

锦为“武侯锦”，
而侗族则称之为
“诸葛
锦。
”

的官僚、
豪族等，主要是随刘备入蜀的

蜀汉时期的商业购销，
自成体系。

荆州地主集团，共 ３ 万家，内迁至河东
（今山西境内），以便控制。同时，还在

故庞统认为当时巴蜀“所出必具，
宝货

政治上、
经济上优待蜀中豪族大姓、
引

无求于外”。左思《蜀都赋》描写当时
成都“市廛所会，
万商之渊，
列隧百重，

拔部分代表入朝作官。

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当

２．
灭亡东吴 西晋建立十多年，南
方的吴国仍然存在。而要 灭亡东吴，

时成都商业的繁盛，已超过魏都、吴

必须突破长江防线，必须建立一 支强

① 《三国志》卷 ３５《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② 《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
③ 《三国志》卷 ３３《蜀书·后主传》

大的水军。这一任务落在益州刺史王

兵攻下成都。次年，称成都王，改元建

潜身上。公元 ２７７ 年，王濬奉诏在益

兴。３０６ 年，李雄 即 皇 帝位，国 号 大

州造船，准备伐吴。２７９ 年，王濬从成

成。杂采汉、晋职官，立为百官制度。

都出发，
帅水陆大军七万人为主力，
顺

大成政权初期，只能控制三蜀、梓

江东下。其余各路伐吴大军也乘势并

潼、巴西数郡。随后，李雄不断对周围

进。２８０ 年，王濬率水军戎卒八万，方

用兵，使成汉疆域日益扩大。李雄在

舟百里，进入吴都建业，吴主孙皓投
降。至此，从东汉董卓之乱出现的分

位 ３１ 年（３０４～３３４ 年），为政宽和，注
意休养生息，社会较为安定，
“年谷丰

裂割据局面，延续了 ９０ 年之久，又重

登”，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
“间门

归统一。在西晋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

不闭，路不拾遗” ，西蜀地区出 现当

事业中，四川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基地
作用。

时北方和南方所没有过的太平局面。

３．
成汉政权的兴亡 西晋统一全国
不久，
朝廷与藩王之间矛盾尖锐，
爆发

兵戎相见。３３８ 年，其从弟李寿夺取
政权、改国号为汉。李寿“广修宫室”，

①

李雄死后，子、侄争夺帝位，不惜

“八王之乱”，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所。 “务 于奢侈”②，弄 得 百 姓 怨 声 载 道。
２９６ 年，秦、雍二州的氐羌起兵反晋。 李寿死，李势继位，成汉 围势更加微
在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数万家入蜀

弱。３４７ 年，为东晋所灭。成汉政权

就食，分散在广汉、蜀、犍为三郡。来

自李特 ３０１ 年起兵反晋，至 ３４７ 年，前

自略阳郡的李特一家，原系四川宕渠

后共存在了 ４７ 年。

（今达县地区）的賨人，成为首领，掌
握流民武装。益州刺史赵廞的倒行逆

４．
僚人入蜀 僚人原居住在牂牁
地区，即今贵州东部。西晋末年，
南中

施，激起了流民的反抗。３０１ 年，李特

大姓、晋王朝、大成政权，为了争夺包

集合流民起义，进攻成都。新任益州

括牂牁在内的南 中地区，相互混战。

刺史罗尚领兵万人至成都，开始遣返

３３８ 年，
李寿继位，改大成为汉。在李

入蜀流民，准备以武力解决。李特自

寿的招引下，居住在牂牁的僚人大规

称镇北大将军，在人民支持下，打败晋

模向北迁徙，
进入四川盆地。“蜀本无

朝军队，占领川西、川东、川北很多地

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

方。３０３ 年，
李特自称益州牧，建元建
初。不久，
李特战死，李特子李雄继领

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

① 《华阳国志》卷 ９《李特雄期寿势志》。
② 《晋书》卷 １２１《载记第 ２１、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
③ 《蜀鉴》卷 ４ 引李膺《益州记》。

③

家。
” 李寿引僚入蜀，目的是充实户

口。李寿死后，李势即位，中外离心，

（５０２～５５３ 年）。至 ５５３ 年，四川 地 区

因而失去对僚人的控制。“诸僚始出

转入北朝西魏的 版图。至 ５５７ 年，西

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

魏为北周所代替。此后 ２４ 年，四川地

国，
为益州 大患。
”成汉灭国后，
“力 不

区属于北周 疆土，至 ５８１ 年始为隋朝
所统一。

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
①

遂挟山傍谷。
” 僚人大举迁蜀，是这

在这 政 权 更 替 频 繁 的 ２３０ 多 年

一时期西南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它

间，
四川 地区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变

是在战乱争夺和充实蜀地户口的特定

乱，重大事件有：

条件下发生的，使当时巴蜀经济文化
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其结果则是

１．
东晋谯纵之乱 谯纵，东晋 巴西
南充（今南部县）人，任安西将军府参

僚人与汉族关系日益密切，导致最终

军。４０５ 年，益州 刺 史 毛璩 听说 叛 党

与汉族相融合。

桓振攻占江陵，即命其弟 毛谨及谯纵

（三）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变乱

率军东下，准备讨伐桓振。蜀人不愿

公元 ３１６ 年西晋为汉灭亡后，３１８
年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称帝，建都建

远征，共逼谯纵为主。谯 纵遂从五城

康（今南京），史称东晋。３４７ 年，东晋

绵阳市），自立为梁、秦二州刺史。 随

灭亡成汉，四川 地区重新归入东晋版

即引兵入成都，杀毛璩，自称成都王，

图。自 ３４７ 年 至 ５８１ 年 隋朝 建立，这

向后秦称臣，被封为蜀王。４１３ 年，东

２３０ 多年间，四川地区先后为东晋、前

晋派朱石龄为元帅统军灭 之，谯 纵败

秦，南朝的宋、齐、梁，北朝 的西魏、北

死。谯纵据蜀 ８ 年，
事迹不详。

周等政权所统治。在这期间，政权频
繁更替，各政权统治四川 的时间长短

２．
刘宋赵广之乱 赵广，五城（今中
江）人。４３２ 年，与帛氐奴以司马飞龙

不一，其中：

名义，号召蜀人反抗益州刺史刘道济。

水口（今三台）回军，攻杀毛谨于涪（今

东晋 从 收 复 四川 至 东 晋 灭 亡共

拥众至十万，攻围成都不下。由 于不

７４ 年（３４７～４２０ 年），实际统治四川 ５３

见司马飞龙，蜀人颇有散去之意。赵

年。苻 坚 的前 秦政 权 占有 四川 地 区

广遂推阳泉山（今绵竹、德阳县境）道

１３ 年（３７３～３８５ 年）。 四川 在南 北朝

人程道养为蜀王，继续进逼成都。刘

时期，归于刘裕的南宋统治 ５９ 年（４２０

道济病死后，宋将裴方明乘机出城偷

～４７９ 年），萧道成 的南 齐统 治 ２４ 年

袭，
赵广军大败，退保广汉。不久，刘

（４７９～５０２ 年），萧衍的梁朝统治 ５２ 年

宋陆续 派兵 前来 镇压。４３７ 年，程 道

① 《魏书》卷 １０１《氐等传》。

养被官军杀害，赵广亦被押送建康处
死。

这一时期，
伴随着政权的更替，战
争和动乱的破坏，
人口的锐减，经济的

３．
南齐刘季连之乱 刘 季连，公元
４９７ 年被南 齐明帝任 命 为益州 刺史。

衰落，四川地区文化的发展状况，总的

次年，齐明帝死，朝廷 发生反乱，中外

的是史学、
宗教及宗教艺术：

戒严，
刘季连以右将军发兵征讨，其间
发生蜀 人多起反叛事件。５０２ 年，萧

１．
史学 四川地区的史学，在汉晋
间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在中

衍篡齐，改国号为梁，遣使入蜀。取代

国古代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

刘季连的新任益州刺史邓元起，与刘

作。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成就较大的

季连有 隙，刘 季连遂聚兵反叛。邓元

是谯周、陈寿、常璩。

起在 蜀 人 的支 持 下，攻 围成 都。５０３

谯周（２０１～２７０ 年），字允南，巴西
郡西充国县（今阆中西）人，蜀汉时曾
任益州 典学从事、太子家令、中散大

年梁武帝遣赵景悦入蜀，宣诏许刘季
连投降。刘 季连被押送至建康，废为

说来不及两汉时期的水平。值得称述

庶人，５０５ 年被蜀 人蔺道恭杀 于建 阳
门。

夫、光禄大夫等职。入晋，官至散骑常

４．
北周王谦之乱 公元 ５５７ 年，宇
文觉废西魏恭帝，
自立为天王，改国号

在经学、史学、天文学方面均有贡献。

为周，史称北周。５８０ 年，外戚杨坚入

汉记》是较全面记述东汉历史、典章的

主朝政，为控制地方军政大权，以梁睿

一部大型史书，为晋人司马彪撰《续汉

为益州总管，前往成都，取代王谦。由

书》提供了借鉴。《古史考》系我国第

此导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反叛。益州

一部考据性史学著作，对后世影响较

总管王谦也以匡复为辞，起兵巴蜀，拒

大，唐宋时期与《史记》并行，
在宋元之

不受代。于是，关东、巴蜀、淮南 三个

际散失。在地方史方面，谯周有《蜀本

地区，
相继反叛。杨坚采取各个击破

纪》、
《巴蜀异物志》、
《益州志》、
《三巴

的战略，在集中力量对付关东时，
派梁

记》，
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历

睿据 守汉 中，挫败 王 谦 北 进 的企图。

史传说、风土人情、区划物产等，是研

接着，由 梁 睿率 主力 出击，大败 王谦

究西南地方史的重要著作。

军，直逼成都。守将见大势已去，
举城

侍。娴习典礼，谙熟经史，博闻多见，
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其中《后

投降，王谦落荒而逃，行至新都被擒，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 年），字承祚，巴西
郡安汉县（今南充）人。少时受学于同

斩之，其乱告平。

郡谯周，治《尚书》及《春秋》三传，钻研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
文化

《史记》、
《汉书》。蜀汉时累官至黄门
侍郎，入晋后除佐著作郎，后授治书侍

御史。陈寿在蜀汉灭亡时即注意蜀

《后贤志》，
又续陈寿《益部耆旧传》作

事，
西晋灭吴后，开始整理三国史事，
国志》。本书取裁严谨，叙事清晰，文

《梁益篇》
；巴西人黄容著《梁州巴纪》
；
蜀郡杜龚著《蜀后志》，
叙及赵廞、李特
之乱。

字简朴。又以曹魏为正统，把三国史

在南北朝时期，
梁朝李膺字公胤，

撰成魏、吴、
蜀三书，共 ６５ 篇，合称《三

①

实“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 。在纪

梓潼郡涪县（今绵阳）人，
著《益州记》３

传体断代史中创一格，对后世修史体

卷，
主要记叙益州地区的地理、掌故，

例颇有影响。除《三国志》外，陈寿还

资料丰富，是四川古代一部重要的地

撰有《古国志》５０ 篇，
《益部耆旧传》１０

方志。隋唐时期，其书犹存，乐史《太

篇，二书皆已亡佚。

平寰宇记》多引其内容，
宋以后亡佚。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今崇
庆）人，生卒年代不详。成汉李势时，
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撰有《汉之书》１０
卷，记叙成汉历史，其书入晋秘阁后改
称《蜀李书》。东晋灭成汉后，常璩又
写成《华阳国志》这部名 著。全书共
１２ 卷，记述从先秦至晋永和三年上千
年间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开
创了一种编纂地方史的新体例，成为
宋代以后方志的先河。其中第 ５ 至 ９
卷，
分别记载了公孙述、刘焉刘 璋父

２．
宗教 发祥于东汉的四川早期
道教，
在这一时期的蜀中仍有广泛的
影响。值得提及的是，两晋之际，涪陵
人范长生在蜀中传播道教。
范长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字
元，
涪陵丹兴人。蜀汉时迁蜀郡，入青
城山，
岩居穴处，求道养志，为道教领
②

袖，
“民奉之如神” 。公元 ３０４ 年，李
雄自称成都王，
迎范长生至成都，
拜为
丞相，尊为 国师。著有《周 易 注》１０
卷、
《老子注》２ 卷，均已失传。由于李
氏家族的尊崇，
成汉时期，
道教在四川

子、蜀汉、成汉四个在四川割据的政权

地区有很大的发展。

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书中

佛教自汉代传入四川后影响甚
微，
自晋以后，由于一些高僧相继入蜀

关于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地理、
民族、人物方面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
的参考材料。

弘扬佛法，使得佛教在四川地区日渐
兴盛。在东晋时，高僧道安曾分遣弟

在晋代，除陈寿和常璩外，还有广

子多批，
溯江而上，
入蜀弘扬佛法。梁

汉郪 人王崇，著《蜀 书》以叙蜀汉 之

武帝时，
建康僧人慧昭入蜀，止于成都

事；
蜀郡 江原人常宽，著《蜀后志》及

龙渊寺，讲论开导如川流。西魏平蜀

① 《隋书》卷 ３３《经籍志》
。
② 《太平御览》卷 １２３ 引《十六国春秋·蜀录》
。

后，
由北方入蜀的僧人逐渐增多。两

寺。寺院造像，大多为单个圆雕。该

晋南北朝时期，从天竺求法归来的智

寺从清光绪出土了一批南朝佛像石

猛，由凉州入蜀。其后，又有敦煌僧人

刻，
以刘宋文帝元嘉二年（４２５ 年）的
道法至成都。在外来僧人的传布下， 《西方净土变》为最早。其造像的组合
来，已有四川人出家为僧，
其中还出了

内容、
装饰技术和艺术风格略与长江
下游的南京栖霞寺造像相同。另外，

一些高僧。著名 的如梓潼涪人释植

在广元千佛岩发现的北 魏“释迦 文

相、宝汉人释宝彖等。释宝彖 ２４ 岁出

佛”
，为圆雕，高 １ ．
５ 米，砂岩石质，头
饰馒头肉髻，内穿交领襦，外套对襟袈

佛教在四川 影响日渐扩 大。自晋以

家为僧，善讲经，为《大集 经》、
《涅槃
经》、
《法华经》作疏，
省繁易简，学者便
之。
３．
宗教艺术 随着佛教的传入，两
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佛教造像逐渐

裟，
手呈说法式。这尊造像，与云岗、
龙门和敦煌莫高窟等地同期造像基本
相同。
除了佛教造像外，这一时期还有

兴盛起来。在各地的佛教造像中，以

一些道教造像。其中，以成都龙泉驿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石像最为典型。万

区山泉乡大佛岩的
《北周文王造像碑》

佛寺位于今成都市西门外万佛桥附

最为重要。此碑的一个特点是佛道二
教所尊神像并列一起。

近，
是萧梁时著名 的寺院，名 为安蒲

（一）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

的陈朝发动进攻。杨坚特派亲信大臣

公元 ５８１ 年，
杨坚取代北周，建立

杨素为信州总管，驻节永安（今四川奉

隋朝，
益州又归入隋朝的版图。隋朝

节），监造各型战船。５８８ 年，晋王杨

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
确立起以州统

广统率 ５０ 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陈朝

县地方行政体制，改变了东晋以来四

发起总攻。隋朝利用益州 的入力 物

川地区滥设州一级行政建置的局面。

力，
建立起强大的水师。杨素以行军

隋朝统治中国时间短促，发生在

元帅率舟师出三峡，击败陈军在江峡

四川地区的大事有二：

一带的阻拦，使长江中游的陈军闻风

一是杨素自永安攻陈。公元 ５８１

请降。杨素乘势顺流而下，
进至汉口，

年，杨坚建立隋朝后，积极准备对南方

与自襄阳出兵的隋军会师，两湖遂平。

５８９ 年，隋军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南

义上的总管，而实权则由朝廷控制，不

朝最后一个政权一陈朝。至此，历时

让其染指。公元 ６００ 年，太子杨勇被

２００ 余年的南北分裂局 面宣告结束，

废，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杨秀颇表

全国又归统一。

不平。杨广于是“阴令杨素求其罪而

二是杨秀镇蜀。王谦 之乱平 定

谮之”。杨秀因此获罪。６０２ 年，杨坚

后，梁睿继任益州总管。梁睿原本北

征杨秀还京师，
朝廷恐其生变，以独孤

周重臣，并非杨坚心腹。在平定王谦

楷为益州刺史，赶赴成都，勒兵为备。

之乱的过程中，杨坚以“巴蜀阻险，从

杨秀行至离益州 ４０ 余里的兴乐，将反

好为乱” 为理由，下令毁剑阁道，另

袭独孤楷，
发现楷“不可犯”，遂中止谋

开平路，以便控制巴蜀而去其险。王
谦之乱平定之后，杨坚担心梁睿在四

反。这样，四川地区的一场动乱，
无形
中消失。杨秀返回京师后，被废为庶

川声望日增，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

人。因清查杨秀的同党，四川多数州

①

是，先在利州、
潼州、
汶州、
信州等地设
置总管府，以掣其肘。继于 ５８１ 年将
其调离益州，征还京师，另 派亲信取
代。杨坚采纳曾经来巴蜀了解情况的
重臣于宣敏的建议，认为要防止四川
地区发生变乱，
应当树建藩屏，封植子
孙。于是杨坚便封第四子杨秀为益州
刺史、总管，后又改封蜀王，掌管西南
二十四州诸军事。
蜀王杨秀前后镇蜀 ２０ 余年，在其
前期，在杨坚派遣的长史元岩的辅佐
约束下，行 事谨 慎，不 负 朝 廷 重 托。

县的长官均遭清洗。杨广继位后，废
诸州总管，
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因此，
在杨广统治时期，四川各地的郡县长
官，
位卑权小，不掌兵权，难以有所作
为。以至在隋末的大变乱中，四川地
区是全国最安定的地方。
（二）唐王朝在四川的统治
１．
巴蜀归唐 公元 ６０４ 年，隋文帝
杨坚，
为太子广所害。杨广继位，
史称
炀帝。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荒淫生
活，
很快激起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爆发，
地主武装也乘势起而割据。
在隋末的战乱中，四川地区的郡

５９３ 年，元 岩死 后，继任 僚佐 皆不 称

县长官保境自守，坐 观政局 的变化。

职，致使杨秀胡作非为，
肆无忌惮。他

６１７ 年，自太原起 兵 的李 渊，攻 占长

“竟行其志，渐至非法”，甚至“凡所被

安，随即派詹俊、李仲袬前往四川进行

②

服，拟于天子” 。为了防止他谋反，

招抚，同时又任命李孝恭为山南招慰

杨坚逐渐削弱其兵权，使之仅成为名

大使，
进兵巴蜀。四川各地的郡县长

① 《隋书》卷 １《高祖纪》。
② 《隋书》卷 ６２《王韶等传》。

官和豪族、酋帅，纷纷遣子弟前往长

物力征服对手，故重用武将，
置益州总

安，表示归顺。６１８ 年，李渊在长安称

管府，
对四川实行军事管制。６２６ 年，

帝，建立唐朝，巴蜀地区就此纳入唐王

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继立为

朝的版图。

唐太宗。由于此时国内大规模战争基

唐朝在加强对巴蜀控制的同时，

本结束，对四川已无继续实行军事管

利用巴蜀地区丰富的人力、
物力资源，

制的必要。唐太宗相继撤销了设在嘉

支持其统一全国的斗争。具体表现

陵江以东的都督府，仅保留嘉陵江以

在：
一是接济粮食。由于李渊立足的

西的剑南道。剑南道虽然仍置大都督
府，
但都督一直由亲王遥领，改将军政

关中地区在隋末战乱中遭到极大的破

大权归由都督府长史执掌。从首任长

坏，所以李渊即位后，随即遣送关中饥

史高士廉（吏部尚书）开始，其后的继

民前往蜀汉就食，以便度过饥荒。６１９

任者均由文官担任，不再起用武将。

年，
太府少卿李袭誉又奉命从四川运
米到长安，以充实京师。

担任剑南道都督府长史的文官，或为

二是助灭后梁。在隋末地主武装
割据时，有萧梁子孙萧铣在巴陵校尉
董景珍等的拥立下，据巴陵称帝（后都
江陵）。史称后梁。后梁据有两湖、岭
南，西至三峡，
南迄交趾，
北距汉水，
割
据荆湖之地，实为唐朝的心腹 大患。
６２１ 年，李渊以李孝恭为荆湖行军总
管，李靖为行军长史，统十二总管，率
巴蜀士兵，自夔州顺流东下，连克荆
门、宜都二镇，直捣江陵，萧铣投降。
荆湘、岭南相继平定。

六部尚书，或为宗室贵戚，或由州刺史
中遴选。
唐代文官政治是建立在高度集权
的基础之上的官僚统治。在太宗时期
朝政尚属清明阶段，中央朝廷还能对
地方州县官员进行管理约束；但自高
宗、
武周时期开始，随着朝廷的滥用权
力，
政权机构的逐渐衰变，地方州县官
员变得愈来愈贪残妄为，于是，
腐败便
成为四川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如姚
任长史时（６９７ 年），
“蜀中官吏多贪
暴”。姚

虽严加惩罚，然而受到惩

２．
前期政治 从 唐朝 建立 （公元
６１８ 年）至安史之乱爆发（公元 ７５５ 年）
为唐代前期。唐代前期四川政治经历

罚的，多半是低级官吏，
惩罚手段则是

了由武将专制到官僚政治的转变。唐

真正残害百姓的官吏，姚 也束手无

朝建立之初，由于国内战争尚在进行，

策。所以，陈子昂在 ６９８ 年的《上蜀川

高祖李渊为控制巴蜀，借助巴蜀人力、

安危事》中说：
“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

滥施暴力，
受害者多为无辜之人，对于

①

亡者，实缘官吏贪暴”。 官僚政治严

吏军 士，共 计 １３００ 人，另 有 宫 女 ２４

重败坏的结果，致使武周时期四川成

人。玄宗入蜀避难，直至 ７５７ 年冬才
返回长安。

为全国人口脱籍逃亡最严重的地方，
社会动荡，各种 矛盾 十分尖锐。７１２

（２）蜀军兵变。在玄宗入蜀避难

年，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这就

期间，当时驻扎在成都的四川军人，由

是著名 的唐玄宗。玄宗即位后，励精

于深受玄宗 天宝年间对南诏作战之

图治，对于前代弊政大加厘革。针对

害，时又目睹中央政权的动摇，于是发

四川吏治败坏的实际情况，玄宗多以

动兵变，试图夺取政权。肃宗至德二

重臣入蜀主事。继任长史如陆象先、

年（７５７ 年）初，剑南兵贾 秀率五千士

苏頲，为政清廉，以身作则，非常注意

兵发动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同年

减轻人民负担。玄宗还采取措施，严

夏，
蜀兵在郭千仞等人的率领下，再次

惩酷吏，同时选拔政绩突出的都督、刺

发动兵变，玄宗登玄英楼招谕，不从，

史担任京官。由于国家政权加强了总

后即被讨平之。

体上的控制、苛扰之风渐革，四川吏治

（３）四川地方官的不断叛乱。由

又一度变得清明起来。

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控制地方权力

３．
中期政治 从公元 ７５５ 年安史
之乱爆发，至 ８７４ 年王仙芝、黄巢起义

大为削弱，一些在四川掌管兵马大权

爆发为唐代中期。唐代中期四川地区

断利用这一形势兴兵作乱，甚至相互

的重大政治事件有：

攻杀，使四川地区从此进入一个动荡

（１）“玄 宗 幸 蜀”。天 宝 十 四 年
（７５５ 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 （７５６

的地方官，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不

不安的时代。

年），安禄山的军队直逼长安。宰相杨

段 子 璋 叛 乱。 上 元 二 年 （ ７６１
年），东川 节度副使兼梓州刺史段子

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首倡幸蜀之策，

璋，
乘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之机，
进行叛

为玄宗接受，于六月十二日凌晨，仓惶

乱，攻陷遂州，占领绵州，东川节度使

出逃。十三日，从驾军士在马嵬驿发

李奂出奔成都。段子璋自称梁王。剑

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杨贵妃自缢身

南节度使崔光远率四川牙将花惊平定

亡。太子李亨乘乱逃到灵武，自立为

了这次叛乱。但在平叛中，西川军队
大肆剽劫，乱杀数千人。

帝，是为肃宗。玄宗被奉为太上皇，几
经周折，于七月 抵达成都，史称“玄宗
幸蜀”。随同玄宗到达成都的扈从官
① 《陈子昂集》卷 ８。

徐 知 道 叛 乱。 唐 宝 元 年 （ ７６２
年），
剑南西川兵马使综知道，在剑南

西川节度使严武调离成都后，不奉朝

节度使张延赏的叛乱。同年十一月，

命，
发动叛乱，自称成都尹、
御史中丞、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部袭取成都，

剑南节度使。严武旋复任剑南节度

张延赏逃至汉州，
遣鹿头关戍将，乘张

使，试图入蜀。徐知道派兵扼守剑阁，

朏置酒酣歌，无所防备之机，奔袭成

阻止严武入蜀，
造成蜀中数月，道路不

都，斩杀张朏及其同党，才使叛乱未能

通。后被新任剑南节度使高适所击
溃。

进一步扩大。

崔旰袭杀郭英メ。７６５ 年，剑南

刘辟之乱。刘辟，字太初。德宗
贞元年间进士，
西川节度使韦皋，
辟为

节度使严武卒，郭英メ在其弟都知兵

从事，累 迁至御 史 中 丞、度 支 副 使。

马使郭英メ等人的支持下，代为节度

８０５ 年，
韦皋在成都暴卒，刘辟自立为

使。严武心腹西山部知兵马使崔旰不
服，率兵偷袭成都，攻杀郭英メ。郭英

西川节度留后，并要求朝廷任命他为

メ死后，四川诸将起兵讨伐崔旰，
互相

答应他的要求。但刘辟并不以此为满

攻杀，战乱不断扩大。

足，
进而要求兼顾剑南三川，并派兵攻

杨子琳奔袭成都。公元 ７６６ 年，

节度使。８０６ 年宪宗刚刚即位，只好

占梓州，活捉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是，

崔旰大败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诸将，

宪宗决定以武力解决，派高崇文率兵

迎宰相、西川 节度使杜鸿 渐至成都。

进讨，连 占告捷，直下成都。刘辟兵

代宗不仅不追究崔旰之罪，反而任其

败，
西走吐蕃，被擒于羊灌田，槛送京

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赐名崔宁。７６７

师伏法。西川告平。

年，以崔宁为西川节度使。泸州刺史

（４）任用文臣节度三川。自安史

杨子琳利用崔宁入朝的机会，率精骑

之乱爆发后，不仅剑南西川处于军人

数千，
袭取成都。崔宁弟崔宽节度留

控制之下，
山南西道和剑南东川，基本

后屡战不胜。崔宁之妾任氏，出家财

上也是由将帅出任节度使。刘辟之乱

十万，招募勇士攻城，杨子琳弃城而

平定后，
宪宗注重以文臣治理三川，
改

逃。指挥收复成都的任氏，就是著名

由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自武

的浣花夫人。杨子琳顺江东下，后又

元衡之后，直至僖宗即位，
西川节度使

被任命为峡州刺史。

基本上由重臣、亲贵担任，
“ 非上将贤
①

张朏 袭取成都。７８３ 年，北方藩

相、
殊勋重德” 不有担任三川 节度

镇相继叛乱，朱泚谮称秦帝。蜀中诸

使。而当时的宰相也主要从三川节度
使和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所以时人称

将利用这一形势，又发动了驱逐西川
① 《全唐文》卷 ７４４ 卢求《成都记序》。

①

西川是“宰相回翔之地” 。从而扭转

子、
句胡僧、韩求等人，先后率部投附

了军人专权 的局 面。所以自宪宗以

阡能。同年夏，阡能在乾溪大败唐军，

后，四川政局又恢复了相对的稳定。

进入蜀州境内。同年冬，剑南西川节

（５）德宗再度幸蜀。公元 ７８４ 年。
德宗为了躲避北方藩镇朱泚和李怀安

度使陈敬瑄改派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
使，率兵攻打阡能。高仁厚采取诱降

的叛乱，从奉天（今陕西乾县）逃至山
西道首府梁州（今陕西汉中），史称“德

的办法，仅用六天就完全瓦解了阡能
的部队。韩求、罗夫子自杀，阡能、罗

宗幸蜀汉”。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

浑擎、
句胡僧被俘，押至成都被处死。

财富，支持李晟收复长安，返回京师。

至此，
历时 ９ 个月 的阡能起义最后失
败了。

４．
后期政治 从公元 ８７４ 年唐末
农民大起义爆发，至 ９０７ 年唐灭亡，为
唐代后期。唐代后期在四川地区的重
大政治事件有：

（３）韩秀升之乱。在阡能起义迅
速发展的时候，涪州刺史韩秀升乘机
反叛，
截断长江航线，南攻黔州（今彭

（１）“僖宗幸蜀”。８７４ 年，山东爆

水县）。８８３ 年，溯长江而上，进攻渝

发王仙芝、黄巢起义。８８０ 年，黄巢率

州，
被土豪韦君靖击退。剑南西川节

领农民起义军攻克潼关，兵锋直指长

度使陈敬瑄改派高仁厚领兵讨伐。高

安，宦官田令孜阴为幸蜀之计。僖宗

仁厚大败韩秀升，兼以招降。其部下

②

通过击毬赌三川 ，从 四个大臣中遴
选三川节度使，并于该年冬仓惶出逃，

执韩秀升降，
韩秀升被押至成都处死。
（４）王建据蜀。王建，字光图，许

第二年（８８１ 年）初抵达成都，史称“僖

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无赖，横

宗幸蜀”。至 ８８５ 年初，僖宗始从成都
返回长安。

行乡里，人称“贼王八”。后弃“贼”从
军，参加镇压农 民起 义，累获 迁 升。

（２）阡能起义。阡能是邛州安仁
县（今大邑县安仁镇）的土豪，担任邛

８８４ 年，王建率部投奔流亡成都的僖
宗，
被田令孜收为义子，擢为卫将军，

州乐 官。僖宗中和二年（８８２ 年），因

属随驾五部之一。次年，随僖宗返至

公事违期，
“亡命为盗”，横行于邛、雅

长安，
未几，田令孜失势，王建出为利

三州之间。在阡能起义的影响下，四

州刺史。当时，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盘

川各地土豪纷纷拥兵自保，一时间“巴

据巴蜀多年，
为巩固自己的地盘，
正企

③

蜀多故，土豪崛起”。 罗浑擎、罗夫
① 《资治通鉴》卷 ２３７。
② 通过击毬的方式，决定三川节度使的人选。
③ 《北梦琐言》卷 ４。

图阻止入川 赴任的东川节度使顾彦

朗，王建利用这一形势，于 ８８７ 年乘机

各个方面。

出兵攻占阆州，
“以观天下之变”
。８８８
年，僖宗死，昭宗即位。王建利用朝廷

１．
农业 隋唐时期四川农业有了
迅速的发展。在水利灌溉事业上，入

与藩镇的矛盾，上表朝廷，请讨陈敬

唐以后，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岷江、
涪

瑄。昭宗以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陈

江冲积平原，先后兴建了多项水利工

敬瑄以兵守成都，拒不受代。韦昭度

程，
形成了自秦汉之后又一个大规模

奉命统兵 １０ 万讨伐陈敬瑄，王建充行

发展水利事业的高潮。自唐太宗至僖

营诸军都指挥使，
屡战屡胜，
不断扩大

宗，历任地方官注重水利建设，在扩建

自己的实力。陈敬瑄死守成都，三年

都江堰传统水利工程的同时，努力在

不克。８９１ 年，朝廷以“馈运不继”，决
定罢兵。王建上表朝廷，以软硬兼施
手段，逼走讨伐西川的韦昭度，取而代
之。接着，他亲率大军，昼夜围攻成
都，陈敬瑄不能支持，终于在当年 ８ 月
开城投降。王建入据成都，自称西川
留后，继续扩展势力。１０ 月，朝廷正
式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先后吞并
东川 和山南地盘。９０１ 年，唐朝封王

成都平原周围地区兴建水利工程，从
而扩大了灌溉面积。在农业生产技术
上，
水稻育秧移栽法和水旱轮作制在
唐代逐渐得到普及。随着复种面积的
扩大和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成都平
原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从而成为当
时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区。陈子昂说这
里
“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
①
国” 。故每当关中发生饥馑时，不仅
要从成都平原调运大批粮食进行接

建为西平王，９０３ 年改封为蜀王。９０７

济，
而且外地的“衣冠士庶”，
“ 皆求于

年，
“朱全忠篡唐”，在中原建立梁朝，

蜀人” 。此外，剑南、陇右驻军的粮

史称后梁。９ 月，王建在成都称帝，国

饷，
也主要依靠成都平原供给。与成

号蜀，史称前蜀。

都平原相毗邻的丘陵、
山区，
则在多种

②

（三）隋唐时期四川经济的繁荣

经济作物的生产上显示了优势。早在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在较长时期

隋代以前四川就有人工种植的茶树，

处于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下，没有遭

中唐以后，茶叶生产更加发达。据陆

受大规模的战争的破坏，使魏晋南北
朝以来一度衰落的四川经济又迅速地

羽
《茶经》记载，在全国 ３１ 个产茶 区
中，四川有彭、
绵、
眉、邛、
雅、
泸、
蜀、
汉

走上了繁荣的趋势。这集中表现在农

八州，约占全国产区的四分之一。蜀

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人口增长的

茶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非常好，其中

① 《陈子昂集》卷 ９《谏讨雅州生羌书》。
②

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全唐文》卷 ３５９。

尤以雅州 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
是有名 的贡茶。药材生产在唐代已成

３．
手工业 四川的手工业生产，在
这一时期也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其

为山区和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

中某些行业还达到了新的水平。在纺

成部分，使四川 成为全 国药材 的盛产

织业方面，成都平原的纺织业生产在

之地，许多重要 的药材作为上 缴中央

隋代已经恢复，并能与北方媲美。到

朝廷 的贡品。桑、麻种植最为广泛，几

了唐代继续发展，素称发达的西蜀丝

乎遍及各个州 县，蜀麻 的质量 冠于全

织业，以成都为中心，蜀州、绵州等州

国。柑桔、甘庶 等经济作 物遍 及低山

为主要产地。中唐以前，西蜀官营机

和丘陵地区，前代驰名 的巴蜀荔枝，入

织业十分兴盛，仅益州每年贡纳的春

唐以后，沿长江河谷地带发展，扩大到

綵即多达十余万匹，织造 的式样，以

了戎、泸、渝、涪、万、忠等州。

“陵阳公样”（即陵阳公窦师纶在成都

隋唐时期，四川农业的发

创制的花样）为主。安史之乱后四川

展，还表现在 人口的增长 上。较 之于

纺织业全面发展，各种高级丝织品的

两晋南北朝 时期，隋唐 四川 人口开始

需求量急剧增加，除官府管辖的“织锦

呈增长的趋势。隋代四川人口开始增

户”
外，
出现了大批以织作为生的独立

长，据炀帝 大业五年（６０９ 年）的统计，

手工业者；机织技术不断改进，结构简

四川地 区 ２３ 郡，共有 ４９２７８１ 户，比蜀

单，
操作方便，生产效率高的花楼机逐

汉灭亡 时的 ２８ 万户 净 ７６ ％ 。岷蜀 诸

步取代多踪多蹑机；织物的组织结构

郡有 ２６０１８４ 户，比较《宋 书·州 郡志》

日趋复杂，花样翻新，在玄宗以后，又

所载益州 ５３１４１ 户 已超出 ３ ．
８ 倍。 至

出现了各种“新样锦”。当时西川所创

唐代 四川户 口继续增 长，贞 观十三年

造的各种“异色绫锦”，不仅在四川地

（公 元 ６３９ 年），四川 有 ６９ ．
４ 万户，至

区逐渐普及，同时还传到了江淮一带。

盛唐时的天宝年间，已增至 １１７ 万户。

成都作为西蜀丝织业 中心，
“凤杼成

其中剑南道已有 ８５１７０７ 户，比隋代又

功”，普遍受到赞誉。卢求在《成都记

增长了 ２ ．
３７ 倍 以上。从 太 宗 至玄宗

序》中盛赞益州的
“罗锦之丽”和“伎巧

的 １０３ 年（６３９～７４２ 年）间，四川 净增

百工之富”。 此外，四川的布匹生产

４７ ．
６ 万户，增长 ６９ ％ 。表明这一 时期

和麻织业也同样有较大发展。制盐业

四川人口的继续增 长，总户 数已经接

的发展远远超过汉代，盐井分布的地

近东汉四川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顺帝永

区比较广泛，数目和产量都不断增加。

和五年（１４０ 年）的 １１７５４５７ 户。

据《新唐书》卷 ５４《食货志》记载，唐后

２．
人口

① 《全唐文》卷 ７４４。

①

期四川共有盐井 ６３９ 口。在这些盐井

掌握了甘蔗熬糖的技术。代宗大历年

中，以陵井和富义井的产量最多。如

间，
制造糖霜的技术传入遂州，
促进了

武周时期，陵井日产盐 １８２０ 斤，富义

遂州制糖业的发展。随着这一技术的

井月产 ３６６０ 石，由此可见当时盐业繁

推广，使四川成为中国最早制造蔗糖

荣的情况。四川的造纸业在隋唐时期

的产地之一。此外，这一时期四川的

非常兴盛。用楮皮制成的广都纸，亦

酿酒、
制茶、
制瓷、
造船、
冶铁等手工业

名小灰纸，
在隋开始生产，
用途广而价
格低。唐代益州生产的黄、白麻纸，
光
滑细密，经久耐用，
被朝廷定为官方用

行业部门上，也有较大的发展。
４．
商贸 隋唐的统一，农业、手工
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得四川 的

纸。宫 廷 太 府 每月 需 用 蜀 郡 麻 纸

商业再度繁荣起来。入唐以后，全国

５０００ 番，供所属集贤院抄写御本。在

各地的商人，远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

四川加工的各种纸中，以成都的笺纸

西北、西南等地来到四川经商，时称之

最为著名。其中，以唐宪宗时寓居成

为
“估客”。蜀商则入于长安，
“行及太

都的女诗人薛涛创制的新样小笺，十

原，北 上 五台” ，东 至 江 陵，达 于扬

分雅致，深受文人喜爱。唐代四川雕

州，
南下云南，西入吐蕃，活跃于全国

版印刷业相当繁荣。中唐以后，由于

各地。这些往来于四川 的行商，经营

北方战乱迭起，四川相对安定，于是大

范围相当广泛。从四川输出的大宗商

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从而进一步推

品，主要有麻、
茶、
布、
锦、
药材，
输人的

动了四川文化的发展，书籍的需求量

物资则以食盐、香、药、珍玩为主。蜀

急剧增加，多种雕版印刷的书籍大量

锦是四川著名的外销产品，不仅行销

出现。到唐末，成都成为全国最主要

国内，
还流传到国外，日本至今还收藏

的印刷中心，
书铺刻印的书籍较多，
有

有唐代蜀锦的实物。商业的繁荣，促

名的如西川过家、樊家、龙池卞家，其

进了四川各地市场的兴旺。成都是当

中卞家印的《增胜佛母陀罗尼经咒》，

时著名的商业都会，
在隋代，
成都已是

篇幅较大，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雕

“水陆所凑，货殖所萃” 。入唐后，成

版印刷品。西川雕印的书籍，不仅行

都商业的繁荣超过前代，一直是西南

销国内，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
影响甚

地区的商业中心；中唐以后，成都又与

大。制糖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的

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

发展。在唐代，
成都、
梓州和遂州已经

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所谓“扬州

①

李蒲《通泉县灵鹫佛寺记》，
《全唐文》卷 ８１８。

② 《隋书》卷 ２９《地理志》。

①

②

与 成 都，号 为 天 下繁 侈，故 称 扬、
①
益”。 卢求《成都记序》更称：
“ 以扬

以后农村中大量出现一类商业城镇，
称之为“草市”。如蜀州青 城山草市、

为首，益声势也”，
“ 江山之秀，罗锦之

彭州唐昌县建德草市、雅州 严道县遂

丽，管弦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不足

斯安草市、阆州茂贤草市。这些位 于

以侔其半”。据《新唐 书卷 ４２·地 理

州城、县城以外的草市，
设有固定店铺

志》载，天宝年间成都府有 １６０９５０ 户，

的商业点，是适应农村集 市贸易 而兴

９２８１９９ 口，
估计市区约有 １０ 万户。为

起的新型集镇和农村商业中心。它们

适应城市人口的增长和防御南诏的需

的形成标志着这一时期四川农村的商

要，僖宗时西川节度使高骈，
在隋代展

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筑成都城垣的基础上，扩筑罗城。使

５．
交通 隋唐时期，四川的水陆交
通事业，在秦汉 的基础上 又有 了较大

城垣周长扩至 ２５ 里，从工 程规模形
制、
完备程度均超过前代，从而奠定了

的发展。在水上 交通，岷 江—长江航

唐以后历代成都城墙建设的基础。成

线在南北朝时期并不畅通，直到唐代

都市场繁荣，城内除有东、
南、
西、
北四

才重新开通，并使之成为水上交通 的

处经常性市场外，还有各种定期举行

干线。由于长江航线所连接的江淮和

的集市，其中以蚕市、药市、七宝市最

剑南西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

为著名，后来还出现夜市。梓州是这

地区，
商业贸易十分兴盛，
所以这条航

一时期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城市。自

线是最繁忙的运输线。它既是繁荣的

唐肃宗以后，梓州（今三台）成为剑南

商道，公私旅行也多取此线进出四川。

东川的政治中心和最大的消费城市，

诗人杜 甫 的“门泊 东 吴 万里 船” 、杜

是井盐和铜的集散中心，后期又形成

牧的“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惟” 等

为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夔州自晋

名句，
便描写的这条运输线上 的繁盛

以来一直是川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在

景况。由于岷江—长江航线的重新开

唐代城市商业发展，盛产井盐，
造船业

通，
使得涪江航线在这一时期 的重要

发达，是四川与荆吴地区的物资集散

性有所降低。而在唐代，嘉 陵江中下

地。位居川 中盆地交通枢纽的阆州，

游水道则成为了剑南东川和巴南诸州

有“牛马桑蚕”之饶，
在中晚唐，盐业和

的重要交通线。中唐以后，剑南东川

纺织业发展很快，
城市商业更加繁荣。

和巴、阆二州 的盐业和纺织业都有 较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唐

大发展，大批商贸土特产品都是通过

① 《元和郡县志》卷 ２。
② 《杜诗详注》卷 １３《绝句四首》（之三）。
③ 《全唐诗》卷 ５２２ 杜牧《扬州 三首》（之二）。

②

③

嘉陵江来进行运输的。沿嘉 陵江下，

展的重要时期。这时不仅居住在四川

可以“商通荆门路”；溯江而上，又可前

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比较，发

往关中，因此这条航线成为这一时期

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居住 在西南地区

仅次于岷江—长江的重要水上 干线。

的吐蕃、
南诏，
相继控制了四川的西部

陆上交通，四川 与关中的交通路线，大

和西南部，
与四川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致可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四川 盆

并对这一时期 四川 历史 的进程，产生

地北 上，翻越米仓山、大巴山，有四条

了巨大的影响。

重要路线：①金牛路，从成都经剑阁入

隋唐时期 四川 的少数 民族，种 类

汉中的大路；②东川路，从梓州到利州

甚多，分布较广，其中最 主要 的是僚、

的大路；③巴岭路，从今巴中北越巴岭

羌、
蛮三个民族。

至汉中的通道；④馹路，从达州北越大

僚人 是东 晋 时 才 自牂 牁 进 入 四

巴山至汉中的通道。北段主要是从关

川，
而遍于蜀中各地的。至隋唐时，僚

中平原南面翻越秦岭，也有 四条重要

人分布于四川 盆地周 围山区及岷、沱

路线：①褒斜道；②陈仓路；③傥骆道；

二江中下游和渠江上游地区的 ３３ 州，

④子午路。四川西部的交通路线，主

约占蜀 境诸州 的 ６０ ％ 。这些 僚 族 散

要是从四川 盆地至西部高原，这一时

居山谷，悉住 丛 箐，主要 从 事 农 业 生

期形成了三条重要的路线：①阴平道，

产，
基本上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

山广元昭化至文县的道路；②西山路，

耕阶段。手工业以僚布较为著名。社

循岷江上游而行的道路；③灵关路和

会组织尚处于初期奴隶制阶段。僚人

和川路，从雅安西行，越夹金山进入大

入蜀，散居各地，
逐渐发展至僚人与汉

渡河流域的道路。四川西南地区的交

人的融合。僚人与汉人融合的过程进

通路线，即滇蜀通道，大致分为南北两

展不平衡，
最早在川东地区，
到晚唐已

路，
南路由成都经今雅安、西昌南下；

基本 见 不 到 有 关 僚 人 的 活 动 记 载。

北路由今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

岷、
沱二江中下游地区稍晚一些，直到

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南 路通道时开

南宋，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见不到僚

时闭，并不畅通，所以当时多走北路。

人的踪迹。川 南的僚人，从唐代开始

入唐以后，南路才成为四川 到云南 的

直到明中叶才完成融合过程。

交通干线，并 多次进行修筑。当时剑

氐羌民族部落自古以来就活动于

南西川与南诏、吐蕃的往来，多是经由

广袤的川西高原。至 隋唐时期，它们

南路展开的。

频繁在这一地区活动，最著名 的有弥

（四）隋唐时期四川的民族关系

药羌、
白兰羌、那鄂羌，以及居住于今

隋唐时期是四川境内民族关系发

大、
小金川 一带的“西山八国”羌人部

落。党 项 羌 和 白兰 羌 完 全 是 游 牧部

唐朝遣名将李晟统禁军救蜀，在 大渡

落，
逐水草 而居，迁徙不定。“西山八

河大败 吐蕃 军。７８９ 年，西川 节 度 使

国”基 本 上属 于农 业 部 落，以农 业 为

韦皋遣精兵 ５０００ 人与“东 蛮”共 击 吐

主，
畜牧业也 占有一定地位。唐代 四

蕃于台登（今冕宁县南泸沽），收复嶲

川的羌人部落，基本上还处 于原始社

州。７９３ 年，韦皋又遣将 分道出西山，

会以及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不同发展
阶段。

打败吐蕃援军，继又分道进攻松、
维等

诸蛮部落分布在川西南的高山大
谷之间。其中雅州境内就有大小部落

州。此后，吐蕃发生内乱，势力 衰微，
再也无力进攻四川了。
② 南诏兴起与攻蜀

唐初分布在川

４６ 个。在雅州 和 黎州 之间，还有“三

滇边境的一部分乌蛮进入洱海地 区，

王蛮”。
“三王蛮”以南是东蛮，东蛮以

与当地的白蛮组成六个部落，时称六

西是西蛮，
东蛮以东有董蛮，因地处马

诏。唐高宗时，为抵制 吐蕃对洱海 的

湖江，又称为“马湖蛮”。东蛮、
西蛮是

扩展，竭力扶持六诏中的南诏，南诏首

从地理概念来区别 的，而从族属来分

领遂依靠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建立

辨，
则又有乌蛮、白蛮 之别，情况较为

奴隶制政权。安史 之乱后，南诏乘机

复杂。诸蛮部落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

与吐蕃联 兵，向 四川 方 向进 行 扩 张。

末期的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
畜牧业

７７９ 年，南诏与吐蕃合兵 ２０ 万，大举攻

还是主要 的生产部门，种植业在当时

蜀，
企图攻 占成都，结果被唐军 打败，

该地区还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

南诏伤亡惨重。南诏从此与吐蕃关系

这一时期四川民族关系上的重大

恶化，转而归顺唐朝。８２０ 年，南诏 首
领乘蜀中边备废驰，再次兴兵攻蜀，一

事件有二：
隋唐 之际，雅

直打到成都城下。撤退 时，又大肆虏

鲁藏布江一带的吐蕃部落，完成由原

掠，以至从成都以南直至越嶲以北，八

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并形成奴

百里之间，人畜为 之一空。这是自隋

隶制政权。赞普松赞干布兼并诸部，

代以来，四川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

统一 高 原，迁 都 逻 些 （今 拉 萨），创 文

大破 坏。８６９ 年，南 诏 王利 用 西川 将

字，定法律，
与唐朝、
尼伯尔联姻，大量

领对朝廷的不满情绪，在其诱使下，再

吸收汉、
梵文化。至 ８ 世纪逐渐强大，

次举兵攻蜀，长驱直入，进围成都。在

向东 发展。７５７ 年，吐蕃乘 唐朝 忙 于

东、
西两川的合力守御下，南诏无法得

应付安史 之乱，进取嶲州。７６２ 年，又

逞，只得撤兵退去。８７４ 年，南诏 再次

尽据剑南西山之地，７７９ 年，吐蕃与南

入攻西川，
唐朝派高骈率军驰援，
南诏

诏合兵，
拥众 ２０ 万，分三路进攻西川。

闻讯后，立即撤兵请和。高骈被委任

① 吐蕃兴起与攻蜀

为西川 节度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

风骨的主张，其代表作为《感遇》诗 ３８

了对南诏的防御。使南诏再也不敢轻

首、
《蓟丘览古》７ 首和《登幽州 台歌》。

易对西川用兵了。

其诗作几乎 全是五言诗，其 中绝 大部

（ 五）隋唐时期四川的文化

分又是五言古诗。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经济繁荣，政

除陈子昂外，闾丘 均、范崇 凯、范

治较为安定，加以邻近关中，不少的文

文凯、雍陶、唐求 等，也都 是唐代 著名

人学士到此仕宦或寓 居，以及 民族交

的四川籍诗人 。而在客居四川的众多

往频繁，都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而使

文人 中，以李 白、杜 甫 和 薛 涛 最 为 著
名。

得这一时期四川文化呈现出夺目的异
彩。这表现在：

李白（７０１～７６２ 年 ），字 太白。 五

１．
文学 四川 的文学 家在唐诗的
兴起、发展和繁荣 中作出 了杰出 的 贡

岁时随父入蜀，居于绵州昌隆县（今江

献。其中，陈子昂的诗歌主张，对唐诗

川锦锈山河，开阔了胸襟，形成自然豪

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陈

放的诗歌风格。２５ 岁“辞亲 远游”，顺

子昂（６６１～７０２ 年）字伯 玉，梓州 射洪

江而下，离 开四川。他对 四川 一 直怀

（今射洪县）人。出 身于豪强，２１ 岁 出

有很深的感情，他 的许 多脍 炙人口 的

川，游学京 师。 ６８４ 年，进 士及第。以

诗歌，如《蜀道难》、
《峨眉山月 歌》、
《朝

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赏识，释麟台正

发白帝城》等，都是以四川为题材的名

字，转右拾遗。６９８ 年辞官回乡，后为

篇佳作。李白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县令段简 所诬，入狱，忧 愤而亡，年仅

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反 映 现实 生活，创

４２ 岁。 有《陈伯 玉 集》传 世。 陈 子昂

造出一种新 的诗歌风格，扩 大了诗歌

是继初唐四杰（王勃、
杨炯、卢照邻、
骆

的境界，把唐诗推向新的高峰。

油县）。２０ 岁 以后，漫游四川，饱 览四

宾王）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一位诗歌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 年）字子美，河 南

革新 骁 将。 唐 初 诗 歌的 主 要 创 作 倾

巩县人。安史 之乱后，转 徙流离到达

向，仍然是沿袭六朝 的华艳 风气。陈

成都，筑草 堂于院花溪边。 此后 又在

子昂则打着复古的旗 帜，批判六朝绮

四川 各 地 流寓，７６９ 年 离 开 四川。 杜

靡的唯美文 风，主张恢 复汉魏雄健沉

甫客居四川 十年，正值外患 内忧 严重

郁的风骨，从而成为初 唐 诗坛的古雅

的时期，杜甫由 此写下 了 许 多感人肺

派。他的这一 主张，被《唐 诗品汇》称

腑的诗文，从不 同角 度 真实地反 映了

赞为：
“ 继往 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

当时人民的疾苦，记录了当时政治、军

观之微波，下 决开元之正 派。”陈子昂

事活动及社 会经济状况，不 仅 具有很

在自己的诗 歌中，努力实践恢 复汉 魏

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极 为珍 贵的

史料。杜甫在蜀期间，是他诗歌创作

怨；
中唐时歌声始则舒缓，继而高昂，

的成熟时期，也是创作大丰收的时期。

尾声激讦；晚唐以后，逐渐趋于柔糜谐
婉。

其中，在成都浣花草堂就写诗 ２７１ 首，
占他 一 生 诗 作 的 ２０ ％ ，在 夔 州 写 诗

隋唐时期四川音乐舞蹈之风，极

４３０ 多首，占他诗作的 ３０ ％ 。因此，杜

为兴盛。隋文帝时，
蜀王杨秀曾经“造

甫在四川 的十年生活与创作，一直为

千面琴，散在人间”。唐代后期，京师

后人所怀念。

长安动乱，大批乐工及音声人相继入

薛涛（７７０～８３２ 年）字洪度，长安

蜀避乱，
对蜀中音乐的繁荣，
起了很大

人，
幼 时 随父 入蜀，韦 皋 镇 蜀 时入乐

的推动作用。唐德宗时，西川节度使

籍，后脱籍隐居浣花溪，晚年迁至碧鸡

韦皋还把南诏和骠国的音乐、舞蹈和

坊，终老成都。薛涛是一位才华横溢

乐器引进四川，更丰富了蜀中原有的

的女诗人。当时的著名文人，
如王建、

音乐舞蹈内容和形式。以至到唐末，

元稹、白居易、
刘禹锡、杜牧等，都和她

成都的“管弦歌舞之多”，实在扬州之

有诗文往来。其诗作声韵优美，格律

上。而蜀中的“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

谨严，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名重
当时，广为流传。

声，
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简直成为名
副其实的歌舞之乡。

此外，唐代 著名 诗 人 王 勃、卢 照

此外，唐代四川百戏盛行，
“每遇

邻、岑参、韦应 物、白居易、刘禹锡、李

府中饷 军 宴 客，先 呈 百 戏” 。乾 符

商隐也先后来过四川，他们也留下了

中，
绵竹的百戏演员 王俳优善演《河

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为推动四川文

传》，能够“腰背一船”起舞，表明这是

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种将歌、舞与杂技相结合的艺术形

２．
艺术 隋唐时期 四川 的民间歌
舞相当盛行。在 民歌中，以三巴地区

式。在此基础上，唐代四川首次出现
“杂剧”，这也是在整个中国戏曲史上

流行的《竹枝》歌 最 著名。 歌词 有 七

目前所发现的文献中的最早记载。唐

言、二句和七言、四句两种，均有和声。

末南诏寇成都，
在劫掠的九千人中，
有

演唱分野唱和精 唱两种形式，野唱盛

来自成都、
华阳的杂剧女演员锦锦，以

行于 民间，巴 童女 巫，手 持 竹枝 或 花

及被称之为“杂剧丈夫”的两位男 演

枝，踏歌起舞；精 唱流行于城市，由专

员。当时四川不仅有众多 的戏剧 演

门的女伎演唱，有的士大夫也精于此

员，
还有“五人为火”的戏班，
更产生了

歌。《竹枝》声调，初唐 时歌调凄凉幽

讽刺剧《刘辟责买》和《弄假妇人》等剧

① 《北梦琐言·逸文》
。

①

目，因此时有“蜀戏冠天下”的称誉①。
在绘画艺术方面，自安史之乱爆

城岷江、
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的
栖鸾 峰山崖 之间，背 岩 临 江，巍然 端

发后，随着唐朝皇帝的多次入蜀避乱，

坐，高达 ７１ 米，结构匀称，比例适 当。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京师和东南的著名

开凿 于先天 二年（７１３ 年），完 工 于贞

画家，相继流寓四川。他们代表了当

元十九年（８０３ 年），前后历经 ９０ 年建

时各种绘画流派的最高水平。在他们

成。堪称我国最大的佛像，也是世界

的直接影响下，四川 的绘画艺术有了

最大的佛像之一。广元千佛岩自南北

突破性的发展，大批蜀籍画家相继出

朝起，历经隋、
唐、
宋、明、清，陆续营造

现。据统计，唐末著名 画家 ２７ 人，其
中蜀籍画家 ７ 人，流寓四川的画家 １２

摩崖 造 像 １７００ 有 奇，现存 造 像 ７０００
余尊，其中以唐代最多。大云洞、
牟尼

人，总计 １９ 人，超 过 总数 的 ７０ ％ ，因

洞、睡佛洞，镂窪雕刻，独树一帜，
不但

此，
可以说唐末全国绘画最兴盛的地

佛教造像优美，而且还有穿唐服长衫

区是四川，而中心则在成都。在蜀籍

的妇女形象，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

画家中，以中唐以后 的王宰、李洪度、
左全、
张素卿等人最为著名。众多画

３．
科学技术 隋唐 时期 四川 经 济
繁荣，文化兴盛，科技人才不乏其人。

家的作画题材，大致可分为山水画、
人

其中著名 的有 隋代 四川 大制 造 家何

物画和花鸟画。总之，无论在内容、
形

稠，祖籍西域，祖父人蜀经商，定居郫

式和技巧上，这一时期的四川绘画都

县。何稠精心研究已在中国失传的玻

在向新的境界发展。

璃制 造 技 术，大 胆 改 革，
“以 绿 瓷 为

随着佛教的传播和绘画艺术的提

之”。后又为隋炀帝设计制作“舆服羽

高，中国式佛画这一时期在 四川地区

仪”和百官仪服；参与 营建东 都洛阳；

逐渐兴起。在其影响下，佛教石刻造

主持修造行殿和六合板城，
智思绝巧，

像不再有统一的规范性，定型化的模

用意精微，
为我国建筑制造业的发展，

式逐渐为多样式所取代，从此开始突

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唐代四川杰出的

破佛 教仪 轨 的制 约，逐 渐 趋 于写实。

制造家梁令瓒所创制 的黄道游仪，能

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四川佛教石刻进

正确地推算出日月 的运动；他还与僧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四川兴建的

一行合作，研制出“水运浑天仪”。这

石刻大佛和石窟造像中，以乐山大佛
和广元千佛崖最为著名。乐山大佛，

台仪器能准确地测定朔望，报告时辰，

又称凌云大佛、
嘉州大佛，
开凿在乐山

雷氏是唐代有名的乐器制造家。雷氏

①

是一台独具中国特色的天文钟。西蜀

见邓 运 佳《中 国 川 剧 通 史》第 六 章《唐 代“蜀 戏 冠 天下 ”》，四川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３ 年 版。

以制琴为业，
工艺超群，其所制之雷公

元皇帝庙。在李唐王朝 的尊崇下，老

琴，音色柔美，
音质优雅，音量浑厚，
被

子的宗教化达到鼎盛 时期，使得 四川

誉为神品，享誉中外。唐代段成式，字

地区的道教更加兴盛。隋唐时期四川

柯古，
侍父入蜀，著《酉阳杂俎》２０ 卷、

道教仍以符篆派为主，即相信科仪斋

《续集》２０ 卷，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
天文、
物理、
机械、
工程、
建筑、
矿物学、

蘸、
符 箓禁咒 可 以禳 灾 求 福，役 使 鬼
神。到唐末以后，经寓居 四川 的道教

医学、
动植物学、
农学等方面的科学知

大师杜光庭的整理加工，使四川 道教

识，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前同类专著，
是

的斋仪更加完备。四川地区擅长符篆

一部初具规模的百科全书性质的科技

的道士很多，最著名的有翟法言，夔州

著作。直到今天，仍被中外学者视为

云安县人，
代宗赐号通虚天师，又加通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常备资料。

天大 师之号，长 于 秘 箓和 醮 炼 科 仪。

在医学方面，由于四川是我国的药材

杜光庭（８５０～９３３ 年），字宾至。僖宗

重要产地，
《唐·新修本草》中所载的全

时为 内供 奉，后 随僖 宗 入 蜀，羁 留 不

国的药材至少有六分之一产于四川，

去。９０６ 年，杜光庭请经于平都山，得

加之云南、西藏及波斯、
缅甸的药材也

翟法言所传素灵符，遂编入三洞藏，称

通过南诏、吐蕃运入四川；所有这些都

为《太上洞元灵空素灵符》。晚年隐居

为这一时期四川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

青城山，号东瀛子，著《道门科范大全

定了坚实的基础。昝殷是唐代后期的

集》等书，奠定了道教科仪的基础，自

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他所写的《产宝》

此以后，道教各科始有蘸仪。

一书，
详细分析了妊娠、临产、产后的

隋唐时期 四川 佛教更加 兴盛，高

各种常见疾病，
被认为是
“医效神验”，

僧辈出。据载，隋唐时期 益州有 高僧

所载处方不少沿用至今，是我国保留

２８ 人，仅 次于 长安 和 洛阳，是 全 国高

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此书

僧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智炫、
道

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药界的重
视。

一、
宗密、知玄，占有重要地位。智炫，

４．
宗教 隋唐时期四川的宗教又
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自汉代张陵在四

洛，入隋后赴西蜀宣扬佛法，
后隐居三
学山。道一（７０９～７８８ 年），俗姓马，汉

川创立道教以后，道教一直是四川最

州什邡人，后人尊称为马祖。玄宗 时

有影响的宗教。到了隋代，这里的风

到衡山修习，得法于慧能弟子怀让，后

气仍然是“崇重道教”。入唐以后，皇

到江西开堂说法，得法弟子 １３９ 人，后

室自称为老子的后裔，追封老子为太

人辑有《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和《马祖

上玄元皇帝，玄宗又在全国多地造玄

道一禅师广 录》各一卷。宗密（７８０～

俗姓 徐，益州 成 都 人，北周 时擅名 京

８４１ 年），俗姓何，果州西充人，被后人

净土宗和密宗。密宗在四川地区的传

尊为华严五祖，
著述甚多，留传至今有

播，主要在唐代后期。其中，以柳本尊

《华 严 经行愿 品 的疏抄》，
《圆觉 经大

在蜀中传播密教尤为著名。柳本尊

疏》等 １８ 种。知玄（８０９～８８１ 年），俗

（８４４～９０７ 年）名 居 直，嘉州 人。８８６

姓陈，
眉州 洪雅人。杜元颖为西川 节

年，以嘉州人多疫疾，遂盟于佛，持咒

度使时，知玄于成都大圣慈寺讲经知

灭灾，由此名 声大振。后 四处传教。

名，
蜀人号称陈菩 萨。宣宗 时召 入京

９０１ 年至成 都，有 门 徒数 十人，在川

师、署为三教首领。僖宗幸蜀，赐号悟

西、
川南建有多处道场。今大足大佛

达国师。隋唐时期，由于佛教逐渐中

湾和安岳县的毗卢洞仍有石刻柳本尊
炼图。

国化，相继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其中
对四川 佛教影响较大的宗派有禅宗、

（一）前蜀的兴亡

避难入蜀的士 家大族和文学艺术人

唐末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我 国

才，
使三教九流人物，皆能用其所长。

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史称王建治蜀，
“使修举政事，故典章

９０７ 年，朱 全 忠 篡 唐，肇 中 原 梁、唐、

文物有唐之遗风。” 二是整饬吏治，

晋、汉、
周五代之始；
王建在成都称帝，

抑制强暴。对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和

成为南方十国之一。

入蜀功臣武将的不法行为，严加管束

五代十国 时期，四川 先后建立了

①

和制裁。三是减轻赋税，抬辑流亡，
采

两个割据政权—前蜀和后蜀。前蜀统

取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

治四川的历史不长，
可分为前后两段：

四是整治甲兵，加强军事，扩充兵力，

前期为王建图蜀。王建割据蜀中

巩固边防，打败了来自北面、
东面和西

称帝，已经 ６０ 岁，深知创业艰难。故

南面的军事进犯。五是审时度势，注

即位 之后，孜孜 以求，采 取 一系列 措

意与割据中原的朱梁政权和割 据关

施，巩固在蜀中的统治。其措施 主要

陇、
荆南的势力，以及西南邻境的地方

有：一是注意选用才能，
广泛接纳唐末

政权，都能保持友好关系，即使用兵，

① 《十国存秋》卷 ３５。

也适可而止，不穷兵黩武。这些措施，

机之下，断国 章 为 戏 判，用 三 军 为 儿

对于稳定其在四川的统治是有利的。

戏 。统治 集 团 享乐 腐 化 之 风 盛 行。

史称王建在位，
“擢用才智，抚养士兵，

王衍承继王建积累的财富，过着骄奢

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使得

淫逸的生活。他终日寻欢作乐，对人

前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其政绩“前

民的疾苦和 国 家存亡漠 不关心。９２２

①

②

视刘备，可以无愧” 。

年夏，蜀 地 天 旱，赤 地 千 里，
“所 在 盗

王建在位 １２ 年（９０７～９１８ 年），在
其晚年为防范篡夺帝位，杀害功臣有

起”。前蜀 王朝危机四伏，摇摇 欲坠。
９２５ 年，后唐庄宗 派大将郭崇 韬领 兵

才之士，陶醉于太平享乐生活，
加速了

伐蜀。前蜀兵败，王衍正 准备到秦州

统治集团的腐朽进程。尤其是唯宦
官、佞臣是信，
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
盾和斗争。王建晚年得疾，在元膺太
子被卫士杀害后，另 立王衍为太子。
９１８ 年，王建发现王衍不能守业，打算
另立续嗣，但受命辅政皆奸邪之辈，未
能如愿。六月，王建中毒而逝，仍由王
衍继位，史称后主。
后期 为王衍 亡国。王 衍是王 建
１１ 个儿子中的幼子，是历史上著名的
荒淫君主。王衍继位时，控制前蜀政
权的以骄兵悍将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日

掠美女，行至利州，听说后唐军大至，
仓惶逃至成都。当年冬，后唐兵入成
都，王衍投降，前蜀灭亡。前蜀政权历
王建、王 衍 两 代，统 治 四川 共 １８ 年。
作为一个割据地方的偏安朝廷，前蜀
的典章制度多仿效唐代 中央王朝，但
很不健全。 前蜀的疆域，辖有今四川
大部，陕西南部、
甘肃东部及湖北西部
一隅，其界西接吐蕃，南 邻南诏，东接
荆南，北邻后梁。这一疆域，在前蜀灭
亡后，又归于孟和祥的后蜀政权统治。

趋腐朽。王衍不理朝政，把国事交给

（二）后蜀的兴亡

宦官佞臣办理，致使朝中皆奸邪之人。

９２５ 年 后 唐 灭 前蜀，任 命 孟 知 祥

前蜀政治极度腐败，贿赂公行。太后、

为西川节度副大使，董璋为东川 节度

太妃各出敕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

副大使，四川归于后唐统治。八年后，

官阙，数人并争，出钱多的人便得到。

即 ９３４ 年，孟知祥据有两川，在成都称

以致当时的人称王衍当权时，作大官

帝，国号蜀，
史称后蜀。

的都是“盗跖之辈”，在郡县当官都是
“虎狼之人”，
“奸谀满朝，贪淫如市”。
官僚断性命于儿戏之间，戮仇雠于枢
① 《蜀祷杌》上卷。
② 《蜀祷杌》上卷。

后蜀政权经历了孟知祥建立后蜀
和孟昶进行统治两个阶段。
孟知祥建立后蜀。孟知祥（８７４～

９３４ 年），字保胤，邢州龙岗（今河北邢

殆尽”；整饬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多有

台）人。先 事晋王 李克用，克用 爱 其

成效；劝农恤刑，肇兴文 教，使得 蜀 中

才，以弟克让女妻之，累迁亲卫军使。

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在 五代 十国中

９２３ 年，李 存勖灭后 梁，建立后 唐，是

居于领先地位。但后期君臣务为奢侈

为庄宗，以太原为北京，用孟知祥为太

以自娱，特别是孟昶长于深宫之中，在

原尹、
北京留守。后唐灭前蜀，以孟知

奢靡之风的习染下，中年以后，以侈靡

祥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成都尹，充剑南

为乐；达官贵人，竟相效法，贪污腐化，

西川 节度副 大使。９２６ 年，后 唐 皇室

穷奢极欲，致使内政外交失策，国势衰

易主，庄宗 为 乱兵 所 杀，明宗拥 立为

微。加之孟昶两次出 兵关 中，大败 而

帝。孟知祥阴有割据四川之志。他表

归，
加重 了北边 人 民的负担。９５１ 年，

面上与后唐保持君臣关系，暗地里加

郭威 建立 后周。９５５ 年，后 周 派 兵 伐

紧王蜀的准备。他首先扩充军队 ７ 万

蜀，后蜀政权岌岌可危。９６０ 年，后周

余人，分戍成都内外；控制 财赋，拒不

禁军 最 高 将 领 赵 匡 胤 发 动“ 陈 桥 兵

发送库金给京师；控制西川官吏的任

变”，夺取政权，在开封建立宋朝，史称

免，迳由“本道自署”；支持东川节度使

北宋。９６４ 年，赵 匡 胤 根 据“先 南 后

董璋 反 唐，进一 步 扩 大 自己 的势力。

北”、
“先易后难”战略，遣军分北、东两

９３２ 年，孟知祥诱使董璋率兵进 攻成

路伐蜀。次年正月 ，北 路军统帅 王全

都，至成都被孟知祥打败，
退回梓州被

斌抵达魏城（今绵 阳境），孟昶奉 表投

部将所杀。孟知祥终于后发制人，尽

降，
至此立国 ３０ 年 的后 蜀 政 权 灭亡，

有东川 之地。９３３ 年，明宗加 封孟知

四川又归于北宋王朝的版图。

祥为蜀 王。９３４ 年 正月，孟知 祥在 成
都称帝，是为后蜀高祖。七月 病死，其

（三）北宋时期四川 的政局

子孟昶继位。
孟昶在四川的统治。孟昶（９１８～

１．
初期 北宋初期 ３０ 多年（９６５～
１０００ 年） 的 四川 历 史，主要 是 围 绕 宋
王朝对蜀中的掠夺、阶级矛 盾急剧发

９６５ 年），字保元，初名 仁赞，孟知祥第

展，
及其所引 起的反宋兵 变和人 民起

三子。孟知祥称帝，进检校太保，东川

义展开的。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祥病

北宋王朝在统一南北的军事行动

革，立为 皇 太子，权 监 军 国事。知 祥

中，以“先取西川”为目标，把四川作为

死，袭位，史称后蜀后主。即位时年仅

统一南方的财力、物力补给地，因此平

１６ 岁。即位之初，孜 孜求 治，以 免重

蜀后，大肆劫掠搜括，不惜手段地从蜀

蹈前蜀王衍覆辙。他采取措施惩治专

中征敛财物。它不仅将孟蜀府库悉数

横旧臣，
经过 １５ 年的斗争，
“故将大臣

转运出川，归于京师；而且还对一些重

要商品实行专卖，
在蜀中各州置“情买

嘉等 １７ 州皆起兵响应，围攻成都不

务”、
“市买院”、
“织造院”等机构，
垄断

克。不久，宋将败全师雄 军于灌 口。

纺织品的产销，并榷盐 酤酒，禁 民私

９６６ 年，全师雄兵败，退至金堂病死。

酿，
严重损害了各阶层群众的经济利

余部推谢行本、
罗七君为首领，占领铜

益。更为严重的是，宋朝将蜀中铜钱、

山，坚持斗争，被宋军擒获。为时一年

金银发送京师，致使四川铜钱竭乏，物

有余的全师雄领导的这次蜀兵起义终

价飞涨。作为亡国臣民的四川官僚地

告失败。

主阶级既失去孟蜀政权的依靠，在新

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 ～

政权下其政治经济利益不仅得不到保

９９４ 年），宋永康青城县（今灌县东南）

护，反而受到打击，因此他们对北宋王

人，
因“贩茶失职”，淳化四年（９９３ 年）

朝也大为不满，大多采取离异态度。

聚集这一带农民起义，提出“吾疾贫富

至于广大的蜀中农民，则更承受沉重

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受到群众

的赋租徭役负担。他们在严酷的压迫

拥护，
“贺者多来附”。率领起义军攻

之下，每遇水旱灾荒，便只得离乡 背

打青城、
彭山诸县，
杀贪官，分金帛，归

井，
逃荒觅生，以致“饿殍相望”，转死
沟壑。

之者众，其势愈炽。当年冬在江原县
（今崇庆县东南）与西川 主力 宋军作

在宋初阶级矛盾急剧发展的背景

战，不幸捐躯。起义军推其妻弟李顺

下，
直接导致了反宋兵变和人民起义

（？ ～ ９９４ 年） 领 导。淳 化 五 年 （９９４
年）初，李顺率军攻克川西诸州，接着

的爆发。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有：
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全师雄

攻克成都，拥众至数十万。成都知府

（？ ～ ９６６ 年），后 蜀文州 刺史，为蜀

吴元载，转运使樊知古逃奔梓州。李

将，有威惠。北宋平蜀后，遵命带领家

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建立

属赴京师拜谒新朝皇上，由文州行至

“大蜀政权”，设置机构，任命中书令、

绵州。时值乾德三年（９６５ 年）春，宋

枢密使、军帅、知州、刺史等官员。还

朝发蜀兵赴京师，途经绵州，
因所发路

铸铜钱“应运元宝”和钱“应运通宝”，

费被宋朝克扣，举行起义。全师雄弃

起义军战士面刺“应运雄军”四个 大

家属匿民舍，被蜀兵搜出，推为统帅，

字。大蜀政权遣义军四出攻打州县，

拥众 １０ 余万，号“兴国军”。全师雄领
导的蜀兵，攻绵州不克，转攻彭州，成

控制了北抵剑门，
东至夔峡，
南达嘉州

都所属十县皆起兵响应。全师雄遂自

极为忧惧。宋太宗急令地方官加紧镇

号“兴蜀大王”，设官职，分兵据灌口、

压，
并派宦官王继恩率禁军由陕西入

青城、郫县、新繁等地，邛、雅、果、渝、

蜀。６月，官军陷成都，李顺及部率 ３

的大部分州县，使关右震动，
北宋朝廷

万余人被杀，余部在张余领导下继续
战斗。至道元年 （９９５ 年），张余 在嘉
州被俘就义，整个起义宣告失败。

为北宋中后期四川社会的稳定奠定了
基础。

王均兵变。王均（？ ～１０００ 年），

２．
中后期 北宋 中期 和后期 四川
政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整个社会趋

宋真宗 时任 神 卫 都虞 侯，戍 守益州。

向稳定，蜀籍宦僚士大夫逐渐在政治

咸平三年（１０００ 年）正月 ，部卒赵延顺

上发挥作用。

不堪铃辖符昭寿的压迫剥削，发动兵

经历宋初 ３０ 多年的起义和兵变

建“大蜀”政权，年号“化顺”，设 官置

之后，太宗、真宗、仁宗三朝 都十分重
视对四川 的统治，并采取 了一系列措

署，攻占汉州等地。有众数万人，
进攻

施，
以保证四川 社会的稳定：（１）注意

绵州、
剑门关不克，复归益州，闭城自

选贤任能，肃清吏治。对不能治蜀 的

固。宋 真宗派户 部 使 雷有 终 率兵镇

官员坚决调离；而对于治蜀有方的官

压，至十月 始破成都。王均率众逃至

员加以奖励；对于枉法失 职的官员则

富顺，兵败自缢。余众 ６０００ 人投 降。

严加惩处。结果，终使“川峡令录多得

至此，北宋初期 四川 人民反宋武装斗

良吏”，
吏治有所改善，官民矛盾有 所

争才告结束。

缓和。（２）安抚百姓，对参加起义和兵

变，杀符昭寿，
拥王均为帅，占据成都，

发生在宋初的上述三次起义和兵

变的军民
“许其自新”，除官吏外，皆释

变，
对宋代 四川 和全国历史进程产生

不问。多次颁治减免川峡地区受灾害

了深远的影响。经历全师雄起 义后，

州县的田赋和逋欠，遣官入蜀赈济灾

给宋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在其

民，
尽量缓和阶级矛盾。（３）选用蜀中

后讨南汉、平江南、征北汉、灭吴越 的

士大夫出仕为官，改善中央与四川 地

过程中，再也不敢象平蜀后那样以征

方势力 的关系。从王小波、李顺起义

服者自居，而不得不约束军将，严禁杀
降掳掠。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一次明

爆发 ．
张 泳入蜀 主政 开始，北 宋 王朝
采纳张 泳的举荐，首次录用蜀籍士人

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具有承先启

张及、李畋、张逵三人登科，此后又采

后的作用，把中国农民革命推进到一

取一些优待政策，鼓励蜀 中士大夫出

个新的历史阶段。北宋统治者还从这

仕为官，以至到仁宗以后，蜀中士大夫

些起义和兵变中认识到，要巩固在四

入仕者与日俱增，蜀士从此成为宋朝

川的统治，还得以四川 的地方势力 为

统治全国的重要力量。（４）改善并加

依靠，从而改变了宋初排斥、
歧视四川

强对四川的控制，鉴于蜀中地域辽阔，

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

远离 朝 廷，为 便 于 应 援，咸 平 四 年

启用他们共同对四川 进行统治，这就

（１００１ 年），宋 朝 在蜀 地 设 益、梓、利、

夔四 路，简 称川 峡 四 路，四川 从 此 得

丰时期，蜀中士大夫几乎无一人在朝

名。宋朝同时还加强对戍守四川东兵

廷担任要职。及至哲宗元祐年间司马

的控制和管理，防止东 兵将校在蜀日

光废除新法后，原来不赞成新法而被

久，与地方势力勾结，滋生变故。

贬作地方的蜀中旧臣又才纷纷召回朝

上述措施的实行，
很快收到效应。

廷，如苏辙、苏轼、范祖禹、范百禄、吕

１０５４ 年，甲午岁，正值王小波、李顺起

陶等，均被委以要职。司马光死后，元

义一个甲子 （６０ 年） 的纪 念。虽然 当

祐诸臣中因人事倾轧和学术政见主张

时四川 民间盛传该年“岁 凶”，蜀必 再

分歧而形成几个小团体的党争，其中，

乱。但由于当时四川社会内部基本稳

以苏轼、吕陶、苏辙为首 的蜀 党，与 以

定，正如张俞所分析的，
“赋无横敛，
刑

程颐及其门人为首的洛党和以刘挚、

无滥罚，
政无暴，民无党，
力于农则丰，

梁寿等为首的朔党，
互相攻击，彼此混

工于业则 财羡。惟安和是恃，惟嬉游

战。绍圣元年（１０９４ 年）哲宗亲政，打
击元祐党人，洛党、蜀党、朔 党无一得

是图。 甚 者 以 至 无 饥 寒 而 竟 逸 乐
①

……” ，从而消除了再次发生 ６０ 年前

免。崇宁元年（１１０２ 年）徽宗亲政，蔡

起义和兵变的基础，终于使得当年平

京、童贯窃国柄，
利用惩治党人打击政

安无事。

敌，重定元祐和元符末党人为一籍，共

随着仁宗以后蜀中士大夫入仕者

３０９ 人，入籍官员 均遭贬谪流放，他们

的人数不断增多，以及相应政治地位

的子弟也受到种种 限制。 从此，蜀 洛

的提高，他们不但参与 四川 地区的施

朔三党，个个俱伤；而蔡京、童贯 之流

政意见，而且还在中央朝廷发挥一定

则得以在徽宗统治 ２０ 多年中的大部

影响。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统治阶级

分时间里，掌握军政大权，最终导致了

内部的洛蜀朔党争，便是这一发展趋

北宋王朝的灭亡。

势的表现和结果。１０６８ 年，王安石入
京主持变法，以蜀人苏轼、
苏辙等为代

（四）南宋时期四川的政局
１．
前期

公元 １１１５ 年，我 国东 北

表的在朝蜀中士大夫，提出了涉及政

部的女 真族建立 金王朝 （１１１５ ～１２３４

治、
经济、军事等各 方面的改革 主张。

年）。１１２５ 年，金朝灭辽后，随即向北

他们对新法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主张

宋发动大规模进攻，１１２７ 年占领宋朝

开源 节 流，不 赞 成 王安 石“取 天下 之

京师汴 梁，徽、钦 二宗 被 俘，北 宋 亡。

财，
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因此

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市），
史称南宋。

多被贬斥 出朝，任 职地方。以至到元

南宋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前期以抗金

① 张俞
《送张安道赴成都序》
，
《宋代蜀文辑存》
卷 ２４。

为主，后期 以抗元为主。四川 处在抗
金、抗元战争的前线，政局便围绕这两
大中心任务展开。
在前期，四川 地 区发生 的重要 事
件有：

构，组成四川 防区的战时领导体系。
吴玠、吴磷抗金保蜀。吴玠（１０９３
～１１３９ 年），字 晋 卿，德 顺 军 陇 干 （今
甘肃静宁）人。未 冠，以 良家 子从军，
抗夏御边，屡 立战功。１１３０ 年 富平 之

张浚与 富平 之战。 张浚 （１０９７ ～

败后，宋军一溃千里，逃奔四川。吴玠

１１６４ 的） 字 德 远，汉州 绵 竹人。 政 和

招集 流 亡 数 千 人 与 弟 吴 磷 （ １１０２ ～

进士，北宋累官至太常寺 主簿。南宋

１１６７ 年）字唐卿，坚守和 尚原（今陕西

高宗即位，除枢密院编修官，升殿中侍

宝鸡西南），扼据险要，使 金 军不敢袭

御史。建 炎 三 年 （１１２９ 年） 金 军 尚 未

后入蜀。在公 元 １１３１～１１３４ 年间，曾

渡江进攻杭州前，张浚因平定苗傅、刘

三次重挫自秦陇大规模进攻四川 的金

正彦有功，被任 命为知 枢密 院事。五

军，大败金将 兀术，保 卫 了川 蜀安 全。

月 ，张浚自请经 营川 陕，以图中原，被

吴玠 与 金 对 垒 １０ 年，官 至 四川 宣 抚

任命为宣抚处 置使，委 以便 宜处置军

使。吴玠守蜀 时，吴磷任 秦 凤路经 略

民财政。次年 １０ 月 ，张浚调集宋军 ４０

安抚使、知秦州 （今甘肃天水）。吴 玠

万人向金发动进攻，在富平县（今陕西

卒后 ，
吴磷 与郭 浩、杨 政 三帅 分 守 陕

富平县）与金军激战，因指挥失当遭到

南。绍兴十年（１１４０ 年），节制 陕西 诸

惨败。张浚退 奔四川 阆中，陕西 五路

军，败金兵于扶风，使之不敢度陇。绍

尽失，
“巴蜀大震”。从此，陕西形势之

兴末，历官至四川宣抚使，在川陕前线

地和北 宋集 中在此的军事实力 断送，

坚守 ２０ 余年。吴玠、
吴磷兄弟抗金斗

南宋偏安之局形成，四川 被推至抗金

争成绩卓著，特别是和尚原、仙人关两

前线。绍兴二 年（１１３２ 年），张浚 因富

次大捷，是金军灭辽破宋 以来 的头 两

平之 败 罢 职。 １１４１ 年“ 宋 金 和 议 ”，

次惨败。他们 领导 的抗金斗 争，粉碎

１１４２ 年，宋 金 正 式划 定，东 路 以 淮 水

了金转攻蜀灭宋的战略，遏 止了金 军

中流为界，西部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

攻蜀的企图，保卫了四川 的安全，为四

西南）为界。南宋王朝 只 能在 西起天

川地区较长时期的社会定安作出了重

水，东迄汉中、安康一带布置防线。由

要的贡献。

此形成以陕西汉中一带为前线，以四
川为后方依托的抗金格局。整个南宋

吴 曦 叛 宋。 吴 曦 （ １１６２ ～ １２０７
年），顺德军陇干（今甘 肃静 宁）人，吴

前期的抗金 战争，便由指挥战争的川

磷孙，吴 挺 子，以 祖 荫 补 右 承 奉 郎。

陕宣抚司 、
负 责军 民之政的四川 制 置

１１９３ 年，吴挺 死，宋 廷 以吴 氏 三 世 袭

司和筹集经费的四川总领所这三大机

兵柄，削去兵权。吴曦从川 陕调临 安

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乃 贿赂权 臣韩佗

州守将刘世雄等谋据仙 人关作乱，伏

胄，图 谋帅 蜀。１２０６ 年，韩佗 胄发 动

诛。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 年）春，兴元军

对金北伐战争，委吴曦为四川宣抚副

士权 兴等 作 乱，犯 巴州，守 臣 弃 城 逃

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使之成为宋军

去。同年 ５ 月 ，兴元军张福、莫简因官

西线主帅。吴曦早就对宋朝削夺吴氏

吏克扣 军饷，领导“红 巾 队”起 义。６

兵权不满，既掌兵权，阴蓄异志，暗中

月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聂子述遁，杀总

勾结金人，
拟献仙人关外四州之地，以

领财赋杨九鼎。继掠阆州、果州，攻占

换取金人承认其为“蜀王”称号。１２０７

遂宁府。７ 月 ，张福屯兵普州 之茗山，

年，
吴曦公开自称“蜀王”，建行宫，置

转战川中五个月来，
如入无人之境，四

百官，向金朝献出 阶、成、和、风四州。

川为之大震。宋廷派沔州都统张威入

同时派军扼守夔门，阻击宋军，声言约

川镇压，经过数月 的战斗，张福请降被

结金人攻襄阳。吴曦叛宋，使宋军北

杀。由他领导的红巾起义至此失败。

伐部署遭到很大破坏，直接导致“开禧
北伐”的失败。吴曦倒行逆施，遭到他

２．
后期 南宋后期 四川 地 区屡 遭
蒙古 侵犯，１２６０ 年 忽 必 烈 建 元 中统，

的部属和蜀人的强烈反对。兴州典仓

１２７１ 年改国号为大元，史称元朝。宋

官杨巨源策划讨伐吴 曦，联络兴州 中

元双方围绕四川 地区的争夺，展 开了

军正将李好义，率义士 ７４ 人，闯入吴

长达 ５０ 多年的激烈斗争，其时重大事

曦伪宫，一举将其诛杀。吴曦叛宋称

件有：

王仅 ４１ 天便宣告失败。

巴蜀战场的溃败。巴蜀战场是蒙

兵变不断发生。南宋四川军政腐

古军在 １２３４ 年灭金以后，最先开辟的

败由来已久，武备松懈，军纪涣散最为

对宋战争的战场，也是宋元战争中，与

突出。由各种军内矛盾所激发的军士

荆襄、江淮齐名 的三大战场之一。早

兵变（包括叛乱和起义）连绵不断，层

在灭金以前，蒙古军即在 １２２７ 年灭夏

出不穷。早在孝宗时期，就先后发生

攻金的过程中，进犯过利州 西路的部

了 １１８０ 年 的“庚 子沈黎西兵之变”和

分州县。１２３４ 年灭金后，蒙古军在凤

１１８１～ １１８２ 年 的“辛 丑 沈 黎 土 丁 之
变”
。光宗绍 熙 三 年 （１１９２ 年），泸州

翔开垦屯田，并不时越过秦岭，攻拔宋

骑射卒张信等作乱，杀其帅臣张孝芳。

设在大散关外的五州、三关均遭破陷，

及至宁宗时期，兵变规模和次数都超

四川 荆 置使 赵 彦 呐 退 保 剑 门。１２３６

过以往。吴曦叛宋和“开禧北伐”
失败

年秋，阔端率蒙古军自汉中攻蜀，诸王

后，兵 变层 出不 穷。１２０９ 年，沔州 统

穆哥取阴平道借袭。１１ 月 ，各路蒙古

制张 林 作 乱，事 觉 贷死。１２１１ 年，沔

军云集于成都附近。四川 制 置副使、

军设在蜀边 的据点。１２３５ 年秋，宋军

兼知成都府丁黼率军抵抗，众寡不敌，

蕲春）人。 家贫，初 投 淮 东制 置 使 赵

被蒙古军射杀，成都失陷。蒙古军继

葵，
抗击蒙古军，屡立战功，官至制 置

又分兵四出，深入各地抄掠，使得整个

司参 议 官，进 工 部 郎 官。 淳 祐 元 年

四川都受到摧残和破坏。据统计，这

（１２４１ 年）率兵援安丰、升淮东制 置副

一年，蒙古军“凡破四川 府州 数十，残

使。次年，应诏朝对，见理宗，表示 愿

①

其七八” ；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
②

以收复全蜀为己任，授工部侍郎、四川

夔州 一 路，及 泸、果、合 数州 仅 存” 。

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 总领兼

这次蒙古军攻入四川 内郡，使得四川

夔州路转运使。１２４３ 年春，余玠在重

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田畴普遍荒芜，

庆设立帅府，建馆招贤，遴选守宰，整

财用空前匮乏。此后一段时间，四川

顿军纪，屯田耕稼，遍令四川诸郡据险

不得不仰仗朝廷拨给荆湖米数十万石
饷师，以支撑蜀中政局。阔端退军后，
留下都元帅塔海继续在蜀境骚扰，轮
番对四川 后方进行抄掠和破坏，使宋
朝难以在遭受破坏的西川地区重建抵
抗据点。１２４１ 年，蒙古军听说四川制
置使陈隆之在成都、汉州 等旧城基础
上“复立其城”
，立即派兵进攻。由于
守将田世显投降，陈隆之被俘，成都城
又遭破陷。蒙古军押陈 隆之越汉州，
命他招 谕宋 将 出 降。 陈 隆 之不屈 被

建筑 山 城。 在 １２４３ ～ １２５１ 年 间，修
建、
扩建各类山城 ２０ 座，著名 的如钓
鱼、青 居、云顶、大获、凌云、运 山、天
生、平梁、得汉、
神臂、
大良等，
“皆因山
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
④

粮为必守计”。 余 玠 以其 所创 筑的
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发挥了蜀 险
优势，找到了以步制骑的防御形式，为
卓有成效地开展对蒙古军的攻防战创
造了条件。１２４３ 年，余玠领导宋军在

害，汉州守将突围出逃。这次蒙古军

四川 战场上“大小 三 十六 战，多有 劳

共破成 都、汉州、嘉 定、泸州、叙州 等

效” 。１２４６ 年，又 取得 粉 碎“北 兵 分

２０ 城，宋军“阵亡者众”
。蒙古军所到

四道 入蜀”的胜利。１２５１ 年，余 玠 率

之处，
“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

四川宋军，号称 １０ 万，分道北伐，攻围

⑤

③

汉中，不 克而返。１２５２ 年秋，又 调 集

余玠治蜀与四川山城设防。余玠

全蜀精锐部队在嘉定（今乐山市）开展

（？ ～１２５３ 年），字义夫，蕲州（今湖北

会战，粉 碎 了 蒙 古 军 的 围 攻。 １２５３

心”。

① 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
《元文类》卷 ６２。
②
③
④
⑤

《宋季三朝政要》卷 １。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
《永乐大典》卷 １０８８９。
《宋史》卷 ４１６《余玠传》。
《宋史》卷 ４３《理宗纪》。

年，余玠在蜀十年，被朝廷猜疑，召赴

鱼城战役宣告结束。钓鱼城战役因直

临安，闻命暴卒。余玠死后，继任制置

接导致蒙古军 主帅的身亡，影响了蒙

使和四川宋军仍继续坚持余玠生前所

古顺流东下，乘势以定江南 的作 战计

部署的山城防御体系，以抗击不时来

划，
对延 长南宋王朝 的统治 时间起着

犯的蒙古军。

重要的影响作用。

蒙哥征蜀 与钓 鱼城之战。蒙哥

元朝 统一 四川。１２７１ 年，元世祖

（１２０９～１２５９ 年），即元宪宗。元太祖

忽必烈改 国号为 大元，是为 元朝。此

幼子拖雷长子，自幼由太宗窝阔台抚

前，
忽必烈已接受南宋 四川 降将刘整

养。１２３５ 年，与拔都、贵由等率师西

的建议，将主力 方向由 四川 移至长 江

征。１２５１ 年即大汗位，急于建立超过
父祖的功业，决心亲 自率军，图蜀灭

中游的襄 阳、樊城，并 已完成对襄、樊

宋。１２５８ 年，分兵三路向南宋发起全

阳、樊城后，迅即对南 宋发动总攻，并

面进攻。蒙哥自率主力自陕入蜀，取

令元军攻取东、西两川。１２７５ 年相继

金牛道，攻拔利州、苦竹隘、长宁山城、

占领 四川 嘉 定、泸州、叙州 等 沿 江城

降大获、运山、青居、大良诸城，直抵合

寨，分五路包围重庆。合州 守将张珏

州钓 鱼城下。兴元都统兼知合州 王

拒绝 元军招 降，继续 坚 持抵 抗。１２７６

坚，展布筹策，简辑兵 民，加强 防御。

年，元军进入临安，
南宋灭亡。张珏再

在 １２５９ 年 ２ 至 ４ 月，蒙哥督军攻打钓
鱼城，为王坚守军所挫。５ 月，蒙古军

次拒绝招降，并遣军收复泸州，解围进
入重庆，就任 四川 制置使。元军更换

屡攻不克，士气大为低落。王坚不时

将帅，
增派兵力，于 １２７７ 年攻陷泸州，

派兵乘晚“斫营”，袭扰蒙军。５ 月 下

１２７８ 年 再 次集 结 兵力 围攻 重 庆。宋

旬，宋理宗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

军势穷、部 将 开 门纳 降，元 军 占领 重

命他率军入蜀，以解合州之围。吕文

庆。张珏巷战失利，
乘船东下，被获后

德溯江而上，在合州南面的三槽山与

不屈而死。元军相继攻拔川东一带的

蒙古军大战，败归重庆城。至 ６ 月，钓

山城。１２７９ 年一月 ，合州 守将王立 降

鱼城坚守如故，并击毙蒙军前锋将汪

元。二月 ，陆秀夫负幼帝赵昺 在崖山

德臣。７ 月，大 旱酷暑，蒙古 军 中 大

投海而死。 元朝彻底平定 四川 诸城，

疫，
军心涣散。蒙哥汗“不豫”。７ 月
上旬，御 营转移，次过金剑 山温汤峡

统一了四川。历时 ４５ 年（１２３４～１２７９
年）的宋元战争宣告结束，四川从此又

（今重庆北温泉）而死。蒙哥死后，跟

纳入元朝的统一疆域。

的战 略 包 围。 １２７４ 年，元 军 攻 占 襄

随他征蜀的蒙古军，除留驻部分守军

（五）五代时期四川 的经济

外，其余多军皆撤至六盘山，至此，钓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已，北

方经济遭到较大的破坏。四川地区由

的发展，为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

于外部吐蕃、南诏势力的衰落，无力再

了基础。五代时，四川的桑麻种植十

度进行侵扰，出现了安宁的周边环境；

分发达，其中种桑养蚕事业，已突破传

而内部则由于易守难攻 的地理环境，

统的一家一户自种自养的小规模种养

使两个割据的封建政权不得不实行守

的局限，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商品化的

境安民政策。加之中原人民的不断入

种养活动。故王建说：
“条桑甚多，倘

蜀避难，
增加了劳动力；前、后蜀统治

税之，必获厚利”。 四川茶叶生产的

者为了巩固政权，比较注意发展生产。

发展超过了唐代。曾任前、后蜀中枢

所有这些，都为这一时期位居十国前

大员的毛文锡所著《茶谱》载，蜀中产

列的前、后蜀的地域经济的发展提供

茶地区很广。前、后蜀统治者都把垄

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五代时期，四

断茶利作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并

川社会经济并不如中原地区破坏衰退
严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这具
体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
１．
农业 由于前后蜀政权都采取
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优越的
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动，这一时
期，尽管 ９３４～９４１ 年蜀 中天灾不 断。
但由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所增强，
不仅没有出现唐末战争年代那种“饿
殍狼籍，死者相继”的现象；
与此相反，
①

在前 蜀，出 现的是“仓库 充溢” 、
“五
②

谷丰 稔” 、
“民 黎乐 康，蜀 人 富 而 喜

⑤

将四川茶叶运往陕西，换取四川所需
的食盐，可见茶叶对安定当时人民生
活、
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五
代时期四川的花卉种植相当兴盛。前
后蜀皇宫广建园苑，遍植各种奇花异
木。在君臣们的热心倡导下，当时成
都浣花溪旁，
种植多种名花异木，馥郁
十里，一眼望去，
若临神仙之境。适应
社会喜爱花卉的需要，买卖花卉已成
为每年春节蚕市交易的重要内容。各
种花卉中，尤以栀子、牡丹、海棠、芙

邀” 的局 面。后 蜀 时，从 ９４２～ ９４５

蓉，
最为时人所重。孟昶令成都城上

年连年风调雨顺，
农业大丰收，粮食储

遍种木芙蓉，
夏秋间盛开，四十里城垣

备更为丰裕。北宋伐蜀时，
从兴州、兴

尽铺锦锈，高下相照，十分漂亮。从

③

④

元、
利州缴获后蜀军粮共 １５０ 万石 ，

此，
成都又有芙蓉城之称，亦简称蓉城

足见蜀中粮食的富裕。四川粮食生产

或蓉。芙蓉花今已成为成都市花。

① 《五国故事》上。
② 《十国春秋》卷 ３６。
③ 《十国春秋》卷 ３７。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４８《后蜀—·本纪》。
⑤ 《五国故事》上。

２．
手工业 五代时期 四川 丝织业
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前蜀

仍大体维持着唐代的繁荣局面。城市

灭亡时，仅府库库存就有“纹锦、
绫、
罗

商业相当繁荣。成都是四川商业最发
达的城市，其他为梓州、阆州、
夔州、
绵

五十万匹”。后蜀的丝织业更发达，特

州、
遂州、
彭州的商业也较为发达。不

别是蜀锦 的织工多，技术好，产量 大，

少王公贵族和官僚参加商业贸易，在

是全国重要的丝织中心。孟昶曾令一

通都大邑开设存放货物的邸店，
“与民

棱织成锦被，名 曰鸳衾，幅宽五尺，中

争利”。在农村商品发达的地区，仍主

间无 缝，比织 窄 锦 的技 术 难度 更 大。

要是通过定期集市进行商品交换。前

后蜀灭亡时，府库积存的丝织物 比前

后蜀时期，四川同中原和周边地区的

蜀更多。北宋运送府库 积存，发卒担

商业贸易也未间断。当时蜀中有专门

运，每 ４０ 卒为一纲，经过几年时间，才

出售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的“江

把孟氏所积存的多种物资运归内府。

货场”。蜀中市场上出售的由海外舶

宋朝还选拔蜀中技术优良的蜀锦织工

来的香药，十分有名。前蜀王衍的昭

数百人到开封，充实京师绫锦 院。总

仪李舜弦，祖籍波斯，世代经营香药，

之，五代时期四川纺织业的发展，为宋

她的兄弟李四郎便以出售香药为业。

代纺织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五代时
期四川造纸仍然发达，成都仍然是 四

四川与周边民族地区的商业贸易亦十
分密切。王建曾在汶、黎、 、茂等州

川的造纸中心，继续生产唐代在四川

设市，与番马交易，十年之间，
“得官马

生产的多种纸张，而且还新创造出“霞

八千，私马四千”。此外，前后蜀政权

光笺”。当时四川 的造 纸工艺还传入

还在邛州生产一种“番饼茶”，长期供

江南，南唐皇帝喜爱蜀纸，派人“求纸

西番和党项羌使用。

工于蜀”，并在其境内设置“纸务”，专
门仿造蜀纸。五代四川 的印刷业进入

（六）宋代四川经济的高度繁荣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在相对安定

广泛雕印图籍的新 阶段，前蜀 时开雕

的局面下，在唐、五代经济发展的基础

印行杜光庭的《道德经广义》３０ 卷，后

上，经过四川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
社

蜀宰相毋昭裔更是大规模刊印书籍，

会经济又有了全面的长足的发展。宋

版印《九经》，这些都为宋代四川 印刷

代是四川 历史上经济高度繁荣的时

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期，
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超

３．
商业 由于对外 贸易受到割据
地域的限制，稍逊于唐；而对内贸易则

过了历代，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

由于农业、
手工业的发展，
加之无一丝
一粒入于中原王朝，
故内部物资充裕，

一。
１．
农业 高度繁荣的宋代四川经
济，
首先表现在农业的大发展上。在

宋代，四川 地 区的水利灌 溉事业有 了

牛发展和饲养技术在全国居于先进行

新的 发 展。 原 有 的 水 利 工 程 得 到 整

列。四川农 民重视农时和田间 管理，

修，新建、扩建工程项目不断完成。川

川西平原和川中丘陵地区的农作物施

西平原大型水利工程 都 江堰，在 宋代

肥和精耕细作已达到相 当水平，也居

已形成为有 三大流、十四支流和 九个

于全国先进行列。由于耕作水平的提

堰的灌溉水系，受灌 面 积及 于川 西平

高，
宋代 四川 农民不但在种植粮食作

原的广阔地区。自宋代起，都 江堰开

物上，而且对种植经济作物方面也 积

始有对渠首工程进行冬季岁修制度的

累了 丰 富 的经 验。其 中如 遂 宁 的甘

记载，凡渠 网各堰 高下、阔狭、深浅 都

蔗、彰明的附子种植，都有符合科学的

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由于宋代对岁修

耕作方法，因而知名 于全国。在土地

工程要求严格，又有州 县长 官亲 自督

开发上，宋代四川 地区十分注意提高

促领导，所以做到了“置 堰灌溉，旱则
①

引灌，涝 则 疏 导，故 无 水 旱” 。 随着
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和完善，灌溉面
积日益 扩 大。一些 大型的渠、堰、堤、
塘工程，动辄灌田数千顷、数万亩。而
遍布全川 的一些小型水库、水塘，也在
数十百 顷之间。据资料 记载，神宗熙
宁三年 至 九年（１０７０～１０７６ 年），成 都
府路有水利田 ２９ 处，２８８３ 顷 ８７ 亩，梓
州路有 水利 田 １１ 处，９０１ 顷 ７７ 亩，利
州路 １ 处，３１ 顷 ３０ 亩，夔州路 ２７４ 处，
８５４ 顷 ６６ 亩。由此可见宋代四川水利

土地的利用率，通过增加 复种来 提高
产量。故史载：四川“地狭而腴，民勤
②

耕作，无寸土之旷，岁 三、四收” 。在
充分利用丘陵地区土地 的同时，宋代
四川 还 积极 开 垦山 区和 边 远 地 区土
地，
在南平军（今南川 县境）和泸南 等
少数民族住地，随着大批汉人移入开
荒耕种，使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得到
发展。中国的梯田是从宋代开始普遍
发展起来的。四川农民把荒坡地改造
成梯田，即使在没有堤堰陂塘 之利 的

灌溉事业较前有所发展。在宋代，四

“雷鸣田”，
也由于有田梗就能蓄水，因

川农 民非 常重 视 农 业 耕 作 技 术 的 改

而同样能种植水稻，
这对于丘陵、
山区

进。在宋朝其他农耕地区经常缺牛的

土地的进一步开发是十分有利的。宋

情况下，四川地区注意发展耕牛，在公

代四川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较高，仅低

元 ９６５～１０２１ 年的 ５６ 年 中，全国牛生

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 区，是宋代重

二 犊 共 １１６ 起，而 其 中 四川 就 有 ８６

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自给有余，

起，占总数的 ７４ ％ 。这反映四川 的耕

还外销荆湖 等地。南 宋时期，四川 负

① 《宋史》卷 ９５《 河渠志》。
② 《宋史》卷 ８９，
《地理志》。

担川 陕驻 军军粮 达 １５０ 余 万 斛，占全

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 年）的 ２５９ 万户，人

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作物生

口数便超过了 １０００ 万。这个人口数

产也有较大发展，同唐代相比较，宋代

字，远远超过汉唐四川人口数，是 １９

四川 地区种 植茶 叶更 为普遍，茶 叶产

世纪以前四川历史上人口的最高纪
录。

量显 著增 加。 公 元 １０８４ ～ １０８５ 年川
前其成都、利州二路岁户 茶 １０５１ 万公

２．
手工业 高度繁荣的宋代四川
经济，更表现在手工业的发展和进步

斤，
均超过此前整个东南 地 区产量的

上。在宋代，四川 的纺织业，无 论布

总和。水果、中药材和 花卉 的生产也

匹、
丝绸和蜀锦的生产都超过了前代

十分发达，并作为商品行销各地，知名

的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中心之一。

全国。四川 柑桔 除销售 外，还作为 贡

其中，布匹生产具有产量多、品种多的

品送至京师供皇室享用。四川以中药

特点，而且四川的贡布和产布的地区

材品种多、产量高，也成为全国著名的

远比唐代为多。纺织生产较之唐和五

药材基地。 彰明 附子 年产 １６ 万斤 以

代，又有大的发展和进步。种桑养蚕，

上，行 销 全 国，各 地 商 人 纷 纷 入 蜀 争

缫丝织缣，遍布全川。除历代四川 的

购。花卉的种植已由供富豪园苑而逐

丝织中心成都及川西地区外，在宋代

渐向县镇 民间普及，花 卉作 物的 商品

又兴起了以梓州、果州、
遂州、蓬州、巴

化，使之成为农业 中的一项重要 的经
济作物。北 宋崇 宁中，彭州 的花户 从

州、阆州等州为代表的川中、
川北地区
的丝织中心。成都蜀锦名扬天下，梓

数千 里 外 的 洛 阳引 种 牡 丹 花获 得 成

州的熟绫、白花绫，遂州的樗蒲绫，以

功，从而使得彭州花户益盛，皆以接花

及蓬州的棕丝绫，达州的兰绸，阆中的

为业。“大 家 好 事 者，皆竭 其力 以养

莲绫也相当有名。这些丝织物，织造

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

精美，质地优良，价廉物美，备受时人

峡地区茶叶产量约 １５００ 万公斤，南宋

宋代农业的大发展还反映在人口

称赞。１０８３ 年（元丰六年）成都府 官

的迅 速 增 长 上。 ９６５ 年 北 宋 灭 后 蜀

吕大防，创办官营上供机院—成都府

时，户 ５３４０２９，到 １２２３ 年，增 加 到

锦院，集中工匠，统一严督管理，虽然

２５９００９２ 户，２００ 多年间 四川 人 口增加

以保证朝廷对蜀锦的需求为目的，但

了近 ５ 倍，占南 宋 辖 区户 数 的 ２０ ％ 。

却把蜀锦生产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如 按 照 官 方 的 户 率：
“大 率 户 为 五

锦院所生产的蜀锦，品种繁多，图案装

①

口” 统计，即以一户 五口计算，南 宋

① 《宋会要·食货》２４ 之 １０。

饰和色彩纹样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

宋代蜀锦提花精确，
锦面平整细密，色

在钻井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贡献。与凿

调淡雅柔和，工艺水平很高，
已能把绘

井技术提高的同进，宋代四川 还掌握

画艺术及画中水墨晕色巧妙生动地织

了提高井盐卤水浓度，
加快入锅成盐，

出来，形成了独特的蜀锦风格。所以，

以提高食盐纯度的技术。随着生产技

宋代所织的蜀锦，又称为宋锦，
其工艺

术的提高，宋代四川井盐产区扩大，产

为后代织锦所继承和发扬。在这些蜀

量增 多。北 宋 前期 共 有 ６００ 多 个 盐

锦样品中，现存的
“八答晕锦”
，是纬三

井，
产盐 ８１５ 万公斤。到南 宋高宗 时

重纹织，
缎地、
纬浮花，
地呈红色，
纹色

期，
有 ４９００ 个盐井，产盐 ３０００ 余万公

由红、
绿、
兰、
浅黄等色组成，以几何形

斤。由于井盐产量 的不 断增加，尽管

构图为主，锦面由大小两种八瓣形图

宋代四川人口迅速增长，但仍能做到

案和垂直交叉的直线构成。图形花样

自给自足，从而改变了唐代 四川 井盐

丰富多彩，
美不胜收。创于北宋的
“落

不能 自 给的状况。宋 代 四川 的 造 纸

水流锦”，是成都织锦艺人根据唐、宋

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

诗句加以艺术概括而创造的图案。它

发展，不失 为 全 国 的重 要 造 纸 基 地。

在组织、配色、
图案上不拘泥一定的形

其中，成都的百花潭、浣花溪一带从事

式，但始终保持落花与流水这一主题，

麻纸生产的人户 多达数十百 家，所产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和风格。这一

纸张质地洁白，远近闻名。在纸的加

艺术创造，为后代锦缎作坊所因袭，同

工上，除继续生产唐代名噪一时的“薛

时为其他工艺美术品种广泛采用。宋

涛笺”外，宋 代 四川 还有 与 之 齐名 的

代四川 的井盐生产 比唐代更为发达，

“谢 公 笺 ”。 这 是 由 谢 景 初 （１０１９ ～

不仅产区扩大、
产量增多，而且在开采

１０８４ 年）在浣花溪上主持制造 的十色

技术 上 又有 一个 大的革 新。北 宋庆

书画笺，比薛涛笺色彩更为丰富，为时

历、
皇祐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５４ 年），四川劳
动人民在前代凿井工艺的基础上，创

所重。宋代四川蜀纸体重，坚韧洁白，

造了新的卓筒井工艺。这种先进的凿

最佳材料。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

井工艺，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功效。

四川交子，就是“制楮为券”，用蜀纸印

“凡筒井 皆用机械，利 之所在，人无不
①

而又耐折叠，
不易磨损，是印制纸币的

制的。以后各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

知。” ，
故私家小户 均能鸠工开凿，又

纸币，亦是用蜀纸印成的。宋代四川

易于 掩藏，逃避 课税，它 的 兴创 和 推

的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和浙江、福建

广，对四川井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同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宋代四

①

苏轼：
《蜀盐说》，载《苏文忠公全集》卷 ７３。

川雕版印刷业规模之大，
数量之多，
远

区的制瓷业，则有 了长足的进步。考

远超过了唐和五代，对当时和后代的

古发现的材料表明，宋代 四川 窑地星

科学文化的传播都起了很大作用。雕

罗棋布，分布于川 西、川 南、川 东的广

刻印刷广布全川各地，以成都、
眉山最

阔地区和川北部分地区。既有较大规

为发达。９７１ 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到

模的手工作坊，又有独家经营的个体

成都监刻《大藏经》，刻板 １３ 万块，历

小窑。瓷器品种门类多式多样，陶瓷

时 １３ 年完成，世称《宋开宝刊蜀本大

色彩可分为黑瓷、青瓷、白瓷三大系。

藏经》，
或简称《蜀藏》。这是佛教史上

工艺特色既继承了唐代，又有创新发

第一次开刻《大藏经》，也是我国历史

展。宋代四川制 糖业相 当发达，是全

上第一次印行的一部佛经总集。四川

国重要的产糖基地。糖的种类很多，

官刻的其他图书，至今仍有若干存留

有蜂糖、蔗 糖、沙 糖、乳 糖 和 冰 糖 （糖

国内外，成为珍品。宋代四川私刻图

霜），其中以冰糖产量质量居于全国之

书风气盛行。私刻图书又分书坊、书

首。据《糖霜谱》记载，宋代出产 冰糖

肆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私

的福州、宁波、广州和 四川 广汉，遂宁

刻和坊刻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商业

五郡，
“独遂宁为冠”。北 宋末遂 宁除

利益，
都注重质量；同时为防止侵权行

常贡外，岁进糖霜数千斤。至南宋初

为，
他们还在世界上首创了二项保护

年，遂宁一带的冰糖作坊近 ３００ 家，大

印刷出版单位权益的规定：一是注明

的作坊雇佣工人一二十人。宋遂宁人

印行图书的单位，防止他人假冒；
二是

王灼在《糖霜谱》中还详载了制糖工具

开创了“版权所有，
不许翻印”的禁约。

设备和工艺流程及取霜方法，表明当

四川雕印的书版，
称为蜀本、
川本。以

时糖业生产已具有较高水平。宋代四

其字大如钱，比一般字体稍大，故又称

川酿酒业也较为发达，反 映在酒课收

为蜀大字本。蜀本还有板好、
字好、墨

入上，熙 宁十年 （１０７７ 年） 以 前，四川

好、纸好的优点，所印书籍，
字体朴厚，

年收入酒课 ２２０ 万贯，占全国的 １４ ％ 。

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工艺精美，为时

南宋绍兴末年（１１６２ 年），四川 酒课岁

①

所重。故有“宋时蜀刻甲天下” 的

入 ４１０ 万缗至 ６９０ 万缗，占全 国酒课

美誉。宋代是我国陶瓷业上的繁荣时

收入的 ２９ ％ ～４９ ％ ，表明四川 酿酒业

期。宋代四川瓷业虽不如北方的定、

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汝、
钧、官等窑和南方的龙泉、景德镇

３．
商贸 高度 繁荣 的宋代 四川 经
济，还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城

等窑的产品著名，但较之唐代四川地
① 《太平御览》蜀刻本《蒲叔献跋》
。

市和集市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上。宋代

都外，梓州已成为四川的大都会，原有

是我国商业发展的重要 阶段，商税额

的药市时间增长，１０７７ 年州城商税为

的多寡，反映了商业的发达情况。熙

５５０００ 贯，在四川州 城仅次于成都市。

宁十年 （１０７７ 年） 全 国 商税 共 ８０４ 万

政和元年（１１１１ 年）升梓州为潼川 府。

贯，其中川峡四路 １６６ 万贯，占全国商

遂州在两宋为梓州 路转运司治地，主

税的 ２０ ％ 。征收商税的商税务，１０７７

办一路财政事宜事。政和 五年 （１１１５

年前后，四川共有 ３２１ 处，其中成都府

年）亦由州 升为 府。 果州“繁 盛 冠 东

路 １１６ 处，梓 州 路 ８０ 处，利 州 路 ６７

川”，
“蜀 人 唤作小 成都” ，在宋 代 已

处，
夔州 路 ５８ 处，这也从不同程度上

发展为川中北的商业中心。利州仅次

反映了四川各地经济繁荣和商业贸易

于成都、
梓州、遂宁、果州，
居四川商税

的发展情况。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

收入的第五位，宋人称利州“为小益，

业的发展，宋代四川 地区的城市更加

对成都为 之大益 也”。 此 外，夔州、

繁荣，农村的集镇也蓬勃兴起。“素号

渝州、合州、泸州、
嘉州、戎州、黎州、
雅

繁丽”的成都，这时已成为“西南大都

州，
这些城市的商业在宋代也都相当

会”。在这里，
万井云错、
层楼复阁，
高

发达，
不失为新兴的商业性城市。宋

车大马，络驿不绝。奇物异产，百货汇

代四川地区集市场镇的兴起，使农村

集，珍奇间错，
布列街市；弦索夜声，
入

商品生产和交易更趋繁荣。据统计熙

耳笙 歌，是 全国 最 重要 的 商业 都 会。

宁十年（公元 １０７７ 年）四川 增加 的 ７９

至南 宋，成 都“ 繁 盛 与 京 师 （临 安 ）

个征收商税的场务，大多设在新兴的

①

②

③

④

同”； “侈 繁 钜 丽，遂 甲 于 天 下”。

市镇上。元丰元年（１０７８ 年），川 峡四

唐末五代在这里兴起的季节性贸易，

路共有 ６８８ 个镇，其中有 ４３ 个县（监）

至宋代已发展为按月令季节售物的贸

拥有 ６ 个以上的市镇，约 占总县数的

易集市，无论在规模、内容、时间上都
大大超过了唐代的范围和水平。宋代

２５ ．
９ ％ 。随着 商业 的发 展，宋代 四川
境内外的交通运输较前代更 为繁荣。

成都还把唐末五代兴起 的游乐之风，

在这 些众 多 的连 接外 部 的交通 道 路

发展 成 为 游乐 兼 商业 贸 易 的定期 集

中，
尤以川 陕干道和长江水道交通运

会。据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一年

输更为发达。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

之中宴游聚会多达 ２５ 次以上。除成

达，
信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的职能日

①

周 密《癸辛 杂 识》续集上。

②

文天祥《衡州 上元记》，
《 文山全集》卷 ９。

③ 《舆地纪胜》卷 １５６。
④ 《舆地纪胜》卷 １８４。

渐扩大。四川 专用铁钱带来不便，进

期已大致完成融合过程。在宋代僚人

一步激发了货币流通 中的矛盾，促进

集中居住的南平僚区，约当今綦江、
南

了金融存款业的发展。加之成都生产

川和贵州桐梓等县，部落杂处，互相争

质地精 良的麻纸和先进的雕版印刷技

掠。１０７０ 年，宋朝派兵征伐，直接管

术，
为用相同纸张印制 难以仿造的纸

辖。１１２１ 年，又以其地属南平军。南

币提供 了物质技 术条件。所以，在成

平军的建立，结束了各部落首领独霸

都印刷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已是水

一方的割据局面，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到渠 成 了。大约 在 宋 真 宗 景 德 年间

以致后来南平军“衣冠宫室，一皆中

（１００４～１００７ 年），益州 已出现了经官

国。四民迭居，冠婚相袭，耕桑被野，

府允许的，
由富民经营的交子铺，开始

化为中华” ，成为宋代四川少数民族

发行交子。这种 最初 的交子，实际上

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是活期存单和现金支票。直到天圣元

这一时期，居住在黔、涪、夔沿边

年、
二年（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年），宋廷 决定正

一带的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部”。宋

式设置益州交子务，发行交子以后，
交

初以来，以“西南七蕃”最盛。七部自

子才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逐步完善为真

为其国，国王所居，无壁垒，有城郭、官

正的纸币。官营交子，自一贯至 十贯

府惟短垣。经济较为落后，以农业生

文，每三年发行一次，谓之一界。仁宗

产为主，狩猎业占有重要地位。终宋

以后，交 子 的使用 也 推 广 到 陕西、河

之世，
“西南夷部”一直与宋朝保持友

东、
京西等地 区。交子的出现是商品

好的臣属关系。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进
一步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七）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少数民
族

①

居住在泸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宋
代称之为“泸夷”、
“泸州蛮”。他们除
原有的僚人诸部外，还包括势力逐渐
增强的“乌蛮”部落。在泸南诸部中，

五代两宋时期，原住四川 的少数

“宴夷”居住在今兴文、长宁、珙县一

民族迁徙变动不大，仍然主要 分布于

带，从事农耕，经济较为进步。由于宋

四川盆地沿边地 区，绵亘数千里。少

代著名的盐井监—淯井监就位于这一

数民族部落，殆千万计。其分布情况

带少数民族的腹心地区，因为为了淯

大致是：

井的盐业之利，经常发生汉夷争斗事

散居内郡各地的僚人，进一步与

件。宋朝为了平息“宴夷”的武装攻

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到南宋时

劫，
曾多次出兵讨伐。直至政和五年

① 《舆地纪胜》卷 １８０。

（１１１５ 年）赵遹讨平宴夷 卜漏，拓地千

蛮攻掠峨眉中镇寨，酿成“癸酉虚恨之

里，连筑五城之后，宋朝与“宴夷”的武

变”。宋朝为了自身安全，严禁虚恨蛮

装冲突方告平息。泸南地区的少数民

通过要道进入嘉州互市，故虚恨蛮只

族农业相当发达，宋朝的直接统治，使

得常附邛部川部到黎州汉地进行贸易

封建制取代了原有的落后制度。手工

活动。

业也较为发达，
“泸茶”是当时四川名

居住在黎州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茶之一。当地少数民族普遍掌握井盐

称为“西山野川 路蛮”，黎州西南 的少

生产技术，
制铜、
制铁和武器制造都有

数民族称为“黎州诸蛮”。西山野川路

较高水平。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诸部以畜牧业为主，狩猎是重要的副

在唐代以前“未免荒陋”的长宁地区，

业。毗邻汉 区的部族，以定居农业 为

自宋代始有登科者，
“政和以来，儒风

主。宋朝沿袭唐制，在雅州设 置羁縻

①

渐盛，家诗户书，号为礼义之邦”。

居住在叙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
要是“马湖蛮”、
“南广蛮”和石门蕃部，
合称“叙州三路蛮”。居住在嘉州地区
的主要是“虚恨蛮”。“叙州三路蛮”
中，马湖蛮的农业发展水平与汉族没
有多大区别；南广蛮自宋朝始“纳土归
化”，实行兵农合一制度，进步较大；石
门蕃部较为落后。宋朝与“叙州三路
蛮”有 密切 的关系。太宗 太平 兴国
（９７６～９８４ 年）间，正式在戎州置市马
场，与石门、马湖开展互市，并在叙州

州 ４４ 个，
仅仅维持羁縻统治。另在雅
州和碉门设置市马场，供汉夷互市 交
易。碉门（今天全县西）是宋代蕃汉贸
易的重要集市，以至“蜀之富商之大贾
②

皆辐辏焉”。 黎州 诸 部 蛮 因 毗邻 汉
区，
汉人或被掠或流亡入其境，带去了
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加 之传入汉
地的租佃制，使农业更为发达。经济
作物中以红椒（花椒）最为著名。畜牧
业是黎州诸部的主要生产部门，也是
宋代四川地区畜牧业的主要产地。宋

设立“抽税场”，任命通晓互晓夷语的

朝每年买马量占四川境内买马总数的

郡吏为“蛮判官”，加强了三路蛮与汉

一半以上。宋朝在黎州（今汉源境）设

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虚恨蛮”是

立互市，开展蕃汉贸易。在黎州 诸蛮

宋代活动于大渡河南峨边一带的民族

中，
以活动 于 大渡 河 北，汉 源 县 境 的

部落，经济较为落后，经常与宋朝发生

“部落蛮”
，又 称“三 五蛮”反 复 无 常。

冲突。宋朝边将岁以茶盐犒赠其酋，

前蜀永平四年（９１４ 年），王建斩“三王

求得安宁。嘉定六年（１２１３ 年），虚恨

蛮”首领，震慑诸部，使之断绝与云南

①

嘉庆《长宁县志》。

②

李心传《宋代朝野杂 记》乙集卷 ２０。

长和国的关系，
终五代迄宋，不敢进犯
西川。南宋淳熙七年（１１８０ 年），三王

１．
文教事业 自唐末以来，四川所
在学校废绝，
至后蜀起，
文教事业渐次

蛮举兵反宋，逼进黎州，史称“庚子五

复苏。后蜀孟氏比较重视文化教育，

部落之变”
。宋朝调军讨伐，
始被迫请

在成都兴办官学两所，
草创制度，沿习

降。宋朝许通互市，建立正常贸易关
系。

唐制，恢复庙学。广政七年 （９４４ 年）
宰相毋昭裔令人勒石书《九经》，贮于

居住在岷江上 游威、茂二州 的羌

成都学宫，便于儒专学习。后蜀广政

人部 落，在 吐蕃 瓦解 后，有 的纳 土 内
前后蜀和两宋时期，岷江上游今 阿坝

十六年（９５３ 年），他又捐资百万营建
学校，
使后蜀在五代十国中，
“ 以文为
事”，
名列前茅。

州一带仍由吐蕃统治。宋朝在威、茂

宋朝的文教事业在后蜀基础上又

一带设羁縻州进行统治。宋时，威、
茂

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呈现出前所未有

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在从茂州

的繁荣。宋朝教育机构 大体分为三

至石泉（今北川）一线，羌民以耕稼孳

类：
官学、私学和书院。宋代官学、即

畜为主，五谷六畜禽兽草木村无不备

庙学，凡修学处皆置孔庙。据统计，宋

有，
与内郡所产无异，农业相当发达。

代四川建立庙学的地方共有 ９５ 处，在

其余地区则以畜牧为主，
狩猎、采集占
有一定比重。土产中以麝香、当归、羌

南宋四川 ２４４ 个州县中，４２ ％ 的州县
已设置学校。宋代 四川 私学 十分发

活最为知名，是传统的贡品。羌族人

达，
形式多样，既有乡学、
村学，也有私

民长于商业 贸易，宋朝去茂州 和永康

塾学馆。私学是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

军设置市马场，与羌民进行茶马贸易。

阵地，普及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宋

羌族人民把他们 的牲畜、土特产品运

代，
文化教育程度颇高的
“神童”甚多，

至汉地出售，加强了羌、
汉之间的经济

妇女知书识理，文化知识较高的人也

文化交流。

不少，这都与私学的发达普及分不开

附，
也有 不 少部 落 仍 接 受 吐 蕃 统治。

（八）五代两宋时期四川 文化的兴
盛

的。两宋时期四川书院有了很大的发
展，特别是在南宋，
伴随着理学在蜀的

五代两宋时期，随着 四川 社会经

广泛传播，书院更是盛极一时。作为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四川 文化也

私家讲学和教育机构的书院，其主要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兴盛的局 面。

活动是：传播儒家文化和私家学术观

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 面，都取得了辉

点；
祭祀儒家先圣先贤；收藏书籍。在

煌的成 就，跻 身 于 全 国 的 先 进行 列。

四川教育史上，宋代书院推动了四川

这表现在：

教育的发展，传播了儒家文化；开阔了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学术眼界，为四

总数 的 ４４ ．
３６ ％ ；潼川 府 路 及 第 １９１６

川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南宋四

人，占 总 数 的 ４７ ．
９ ％ ；利 州 路 录 １９４

川知名的书院有修文书院（洪雅）、果
山书院（蓬州）、
柳沟书院（富顺）、
少陵

人，占总数的 ５ ．
７ ％ ；夔州 路录 １２０ 人，
占总 数 的 ３ ％ 。 在成 都 府 路 中，以 成

书院（夔州）、静晖书院、竹林书院（夔

都府和眉州 录取 比例 最高，分别 占该

州）、同人书院（夹江）、巽岩书院（丹
棱）、金渊书院（黎州）、五峰书院（泸

路的 ３８ ．
９ ％ 和 ３３ ．
８ ％ ，足见其文化教
育事业的繁荣。而四川 的一些边远州

州）、
鹤山书院（邛州、蒲江、泸州）、龙

县，到了南 宋也有 了人才及第。各 地

门书院（江安）、
北岩书院（涪州）、濂溪
书院（合州）、
沧江书院（成都）、
云山书

科举及第人数和 比例 的差别，大体反

院（三台）、东馆书院（眉州）等等。

衡状况。

科举制的繁荣发展。前蜀除在末
年举行制科取士外，科举制度几乎废

映了各地经济发展和学校发展的不平
２．
科技 自古 以来 四川 地 区的科
技事业 比较发达，有长期的积累、良好
的基础 和 优 秀 的 传 统。 五 代 十 国 以

绝。后蜀广政十二年（９４９ 年），置礼
部贡举，恢复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

来，四川地区社会相对安定，不少外地

制度基本沿袭唐制，并有所改进。北

学者流寓四川，对促进全 国科技 交 流

宋初年，蜀中士大夫读书好学，淡泊名

与进步起了很 大的促进作用，以致在

利，不事举业。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科技事业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

（９７７ 年）以来，四川登士者接踵而至，

成就。

到了仁宗朝，才出现了四川士大夫热

在天文学方面，前蜀置司天机构，

心科举的局面。宋代，科举大体实行

于 ９０９ 年颁布了《永昌历》。《永昌历》

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南

由前蜀司天监胡秀林制定。史称胡秀

宋时由于四川处于抗金前线和远离中

林“妙精历法”，时人称其推步之妙，天

朝，
只实行解试和类省试两级考试。

下一人。他曾在 唐廷任 司天监，参与

类省试是由四川地区代替中央省试的

制定《景福崇元历》。入前蜀，又著《正

考试。两宋四川的科举业，在深厚的

象历 经》一 卷。后 蜀 时，胡 韫 任 司 天

文化教育基础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

监，
史称其“精 天官之学”。 宋代 四川

局面。据嘉庆《四川通志》统计，两宋

天文学人才辈出，以北宋张思训、南宋

四川 参加 科举 考试被 录取 者，高达

黄裳成就最为突出。张思训，巴中人，

３９９２ 人。宋代四川 及第人数空前绝

原为北 宋司 天监 学 生，９７９ 年 设 计 浑

后，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从地域分

天仪 成功，擢 为 司 天 监 司 天 浑 仪 丞。

布看，其中成都府路及第 １７７１ 人，占

他对天文学的主要贡献是革新了浑天

仪。以水银代替水作动力，保证浑天

非常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不下六

仪一年四季都能运行；装置擒纵器，对

七十部。这些地理书，有记四川地理

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作 了较大改革。

及驿站路程的；也有记四川以外乃至

与唐代旧仪比较，张思训仪最为巧挠，

全国地理，而为蜀人所撰的，著名的如

尤为精巧。这就为我国古代最先进的

北宋李攸的《九域志》、苏东坡的《历代

浑仪—苏颂浑仪 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地理指掌图》、华阳范子的《皇州郡县
志》等。

黄裳（１１４６～１１９４ 年）字文叔，号兼山，
隆庆普城（今剑阁）人，乾道五年（１１６９

在医药学方面，在前后蜀时期，孟

年）进士。黄裳任嘉王府翊善时，为了

知祥镇西川时，以医闻名的虞洮，被蜀

帮助嘉王学习，于绍熙元年（１１９０ 年）

人称之为“蜀之上医”，医术十分高明。

绘制了《天文图》等八幅图，后被摹刻

王建主川时，僧人智广善于治病救人，

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这便是闻名 世

以至“病者竟来，日有数千百人”，被时

界的苏州石刻《天文图》。该图所绘的

人称之为“圣僧”。前蜀李珣，字德润，

便是北宋五次大规模观测恒星位置所

祖先为波斯人，隋朝时来华定居，入蜀

作的第 四次 观测 结 果。这 一 观测 结

为梓州人。长期经营香药，具有丰富

果，标志了宋代天文学发达的程度，受

的海药知识，撰有名著《海药本草》（又

到当今世界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李

名《南海药谱》），丰富了我国药物学内

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对黄裳《天文

容，
有利 于我国传统药物学 的发展。

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从中世纪到

后蜀韩保升，潞州长子人。后蜀广政

１４ 世纪末，除 中 国的星 图外，再 也举

时，官至翰林学士。长于“名物之学”，

不出别的星图了。

后主命其主持编修新的药典，定名 为

在地理学 方面，有宋一代 四川 研

《重广英公本草》，后世称为《蜀本草》。

究者众多，著作丰富。最著名 的有黄

明代李时珍高度评价《蜀本草》，称其

裳的《地 理 图》，现 存 苏州 市 博 物 馆。

“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前代著名药

图上山脉呈层峦叠嶂之形，具有立体

物学家陶（陶弘景）、苏（苏敬）。宋代，

感，地名用阳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

四川的医药学发达，医林高手众多，医

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整个画面具有图

药著述丰富。著名 的如唐慎微，字审

画特色。宣 和 三 年 （１１２１ 年） 四川 荣

元，
蜀州晋原（今崇庆）人，寄籍成都，

县《九域守令图》，绘宋全境疆域及州

世业医，终身不仕，医术高明，治病号

府。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

称百无一失。医德高尚，不分贵贱，
有

比南宋上石的图更为准确。宋代四川

请必应，不避寒暑雨雪。精通医理，于

以修“图经”和“志”书形式编写地理书

神宗元丰年间编成药物学巨著《经史

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２２

对古代 炼 丹术 的 贡 献最 为 突出。彭

卷。火观二年（１１０８ 年）经专家修订，

晓，
字秀川，永康军人，曾任后蜀朝 散

定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

郎、
祠部员外郎等职。撰《周易参同契

称《大观本草》）３２ 卷，由官方刊印颁

通真义》３ 卷，对被古代作为易 数阴阳

行全国。《证类本草》载药 １５５８ 种，新

之说 的 东 汉 魏伯 阳 编 的《周 易 考 同

增药 ６２８ 种，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药

契》，正 式 确 认 其 是 古 代 炼 丹 之“丹

典，
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李时珍撰《本

经”。在此基础上，他把炼丹过程总结

草纲目》，就是以《证类本草》为蓝本。

为九个阶段，即“火候九转”，还对一些

《证类本草》并传入日本、
朝鲜等国，为

物质的化学变化及性质做了比较正确

世界药学界所称道。李约瑟《中国科

的解释。宋代秦九韶对数学的贡献最

学技术史》说“十二、三世纪的《大观经
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
要比十五和
十六世纪早期欧洲植物学著作高明得
多”。史堪，字载之，四川眉州人。北
宋时进士，
任过官吏。精通医理，
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为人治病，审证精切，
不过三四剂药便治好病。著《史载之
方》上下卷，
立方论 ３２ 门，各门均有医
论，
共载药方 １０７ 个。该方临床效果
明显，被时人称为医学指南，因此又名
《指南方》。清代医学家周海学评论该
书说：
“独辟新思，
启发后学，功在脉经

为杰出。秦九韶（１２０２～１２６１ 年），字
道古，普州安岳（今安岳）人。 随父从
宦，历官至司农丞。秦九韶精研律算、
天文、营造、音 律 之 学。１２４７ 年 完 成
《数学九章》１８ 卷，书中最突出成就是
对“大衍求一术”（一次联立 同余式解
法）和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受到国际
学术界的赞扬。这两项成果，在西方
分别晚至 １８ 世纪中期和 １９ 世纪初才
得到类似的解决，因此他不愧是这个
时期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 此外，两

脉诀之上”。 苏轼博学多才，对医学

宋时期的科技著作较多，重要的还有：

也颇有研究，曾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

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较完整地汇集

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存中良方》合

整理了北宋以前有关笔、墨、纸、砚 的

并，称之为《苏沈良方》。现存《苏沈良

生产历史和制作技术。田锡 的《曲本

方》八卷。清人评价说：
“此书以经效

草》，
是中国现存唯一一部介绍曲酒的

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

专著。杨天惠的《彰明附子记》，专门

①

②

他方所能及矣”。

在其他科学技术方面，后蜀彭晓
① 《评 注史载之方序》。
② 《四库全书总 目》卷 １０３。

记载了附子栽种、管理、收集、加工及
鉴别的知识。王灼《糖霜谱》介绍了从

甘蔗栽培到制 糖取霜的流程，以及冷
却结晶原理和工艺。李石的《续博物

成部分。龙昌期（９７１～１０６０ 年），字起
之，号竹轩，北宋陵州（今仁寿）人。进

志》，
介绍了从上古到北宋年间的科学

士及第，充益州讲说，一生都在教读和

技术 ４３０ 项，是我 国古代一部不可多

著述中度过。论著丰富，达 ２０ 余种，

得的综合性科技著作。

百余万言。尤擅《易》学，撰有《周易祥

３．
经学（理学） 宋代 四川 经 学甚
为发达和繁荣，以传授和研究经学为

符注》，
《周易绝笔书》等著，因大胆排

主的官学、私学和书院如雨后春 笋般

斥先儒，甚至诋毁周公，招致封建统治

兴起，
涌现了不少著名的经学大师，形

者的严酷打击，遭到禁锢，学术著作失
传。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

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撰写了为数众

学，后从南平郭曩氏学《易》，再入洛从

多的经学著作。四川的经学研究门类

程颐学《易》，深得精义，造诣愈深。其

齐备，在《易学》、
《春秋》学的研究上成

《易》学成就甚高，深受程颐赞颂，赢得

就斐然，其中尤以前者成就最为突出。

“《易》学在蜀”的美誉。南宋著名学者

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供录》一书

冯时行、张浚等人都从谯定学《易》，得

统计，宋代四川经学著作共 ２８０ 余部，

其旨意。理学起于北宋，兴盛于南宋，

其中《易》学 专 著 ６６ 部，约 占总 数 的

到理宗之后，成为官方哲学。北宋时，

２３ ．
５７ ％ 。宋代四川 的《易》学研究，数

理学在四川传播，遭到以苏轼为代表

量多，水平高，名 列全 国前茅，程颐盛

的蜀学派的抵制，直至南宋时，四川理

①

赞曰：
“《易》学 在 蜀 耳”
。 在众 多 的

学才出现繁盛局面，涌现出在全国知

《易》学研究者中，著名的有：陈抟（８７９

名的理学家。最著名的有：张拭（１１３３

～９８９ 年），字图南，安岳人。后唐时，

～１１８０ 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

举进 士 不 第，隐居 武 当山，后 移居华

竹人（今绵竹）人。张浚子，以荫补官。

山。宋太宗 时，赐号希夷 先生。他善

少从南宋著名理学家、二程再传弟子

于融合儒、释、道三教，创造新说，著有

胡宏，学习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的理

《太极图》、
《先天图》、
《易龙图》等流传

学思想，成为南宋理学的一代宗师，与

世间。提出 了诸如无极、太极、阴阳、

朱熹、吕祖谦三人，自成一家，在理学

动静、性命、理欲、虚空 等一系列哲学

界互相鼎立，时称“东南三贤”。主持

范畴，认为万物一体，
惟有超绝万有之

岳麓书院，入学者众，奠定了湖湘学派

“一大理法”存在。其说后经周 敦颐、

的规模。张栻一生著述甚多。有《南

邵雍推演，成为理学的基本范畴和组

轩集》存世。其在理学的建树，主要在

① 《宋史》卷 ４５９《谯定传》。

于“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论“持养”

在史学方面，前后蜀和两宋王朝

重在“力 行”；强调 学 重明 义利、去人

十分重视修史工作。前后蜀均没有史

欲，
存天理等等。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

馆，前蜀于 ９１２ 年诏令平章事张格等

年）字华 父，号鹤山，邛州 蒲 江（今蒲

编修开国以来《实录》；后蜀李昊以宰

江）人。 庆元五 年 （１１９９ 年）进 士，历

相监修国史，撰写了《前蜀史》、
《后蜀

官至 佥书 枢密 院事、资 政 殿 大学 士。

高宗实录》３０ 卷、
《后蜀主实录》８０ 卷，

治学严谨，穷经博古，自成一家，著有

但这些史书均失传。宋代官修史书成

《鹤山集》、
《九经要义》。他在南宋理

为朝廷的一大要务。两宋时期，进京

学发展上的贡献是：大力提倡理学，
上

为官参预史书修撰的四川学者在朝廷

疏乞为周敦颐及二程定谥，表彰他们

史官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官修史书

的功绩，系统阐述了理学思想及社会

中，
几乎每一朝都有川籍官员主持或

作用，为理学争取到官方统治思想的

参与编纂。其中如：

社会地位；创办鹤山书院，所到之地，
传播理学思想，
“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
①

学”： 在理学的学术研究上，兼收并
容，
集各家之长。魏了翁是南宋后期

阆中人陈尧佐，参预修撰《真宗实
录》及《真宗国史》；
华阳有范镇，主持编撰《仁宗 实
录》；

确立统治地位的重要人物，与同时代

双流人王珪，主持、监修《仁宗实

的真德秀（号西山）齐名。理学从开创

录》，仁、英《两朝国史》，
《庆历国朝会

到这 时 确 立 其 统 治 地 位，历 经 了 约

要》；

１８０ 年，在思想界统治了 ５００ 年后，遂
为清代乾嘉学派所取代。
４．
史志学 四川 史家承继汉晋以
来长于修史编志的优 良传统，在五代
两宋时期，又在史学和方志学方面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全国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其主要 特点是：参预官修
《实录》、
《国史》等当代史者较多，
且在
官修史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私家修
史成风，
所撰史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
量高，
传诸后世的史学名著较多。

① 《宋 史》卷 ４３７《魏了翁传》。

华阳人范祖禹，参与修撰《神宗日
历》、
《神宗实录墨本》；
双流人邓洵武、新津人张商英，参
与编撰《哲宗实录》，邓洵武参与修撰
《神宗正史》；
范祖禹子范冲，主持重修《神宗实
录》、
《哲宗实录》；
新繁人勾涛，主持修撰《重修哲宗
实录》、
《徽宗实录》；
眉州 丹棱人李焘，主持编修神、
哲、
徽、钦《四朝国史》，增修《徽宗实

录》、
《四朝 会要》和《乾道 续 四朝 会
要》；
遂宁人杨济，主持编修《嘉泰考宗
会要》；
井研人李心传，主持编修《中兴四
朝国史》、
《十三朝会要》；
汶川人谢方叔，
编纂《七朝武经要
略》、
《理宗日历会要》、
《理宗玉牒》等
书。
此外，宋代四川学者还参与了前

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范”，即范镇、范祖禹、范冲，均
为华阳（今成都市）人。范镇（１００８～
１０８９ 年），字 景 仁，曾 参 与 官 修 正 史
《新唐书》的编撰，并起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范祖禹（１０４１～１０９８ 年），字淳
甫，一字梦得，范镇从孙。协助司马光
编撰《资治通鉴》，负责唐代部分，撰成
《唐鉴》１２ 卷，坚持以古鉴今史观，具

代史和其他史书的编撰。如范镇参与

有一定地位。范冲（１０６７～１１４１ 年）。
字元长、祖禹长子，主持重修神宗、哲

编撰《新唐书》、范祖禹协助司马光撰

宗两朝实录，撰成《神宗实录考异》和

成《资治通鉴》，苏易简主持编撰《续通
典》等。

《哲宗实录辩诬》二书，修史态度慎重。

这一时期，四川私家修史之风盛
行，
尤其是有宋一代四川私修史著繁

（１１１５～１１８４ 年），字仁甫，一字子贞，
号巽岩，眉州丹棱（今丹棱）人。一生

多，大家辈出。史著风格各异，体裁多

著述宏富，除担任国史编修官，主持撰

样，门类齐备，体现出宋代四川史学的

修《四朝国史》、
《四朝会要》外，私修史

雄厚实力，以及百花盛开的局面。

籍 ２０ 余种，现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代四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史学

“二李”，即李焘、李 心 传。 李焘

共 １０６０ 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

家和著作，他们为巴蜀史苑增辉添彩，

较为重要的地位。时人称李焘是“蜀

在史学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著

中史 学 之 首 号，议 论 有 根 据，亦 清

名的如：

放”。 李心传（１１６６～１２４３ 年），字微

“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均为

①

之，隆州井研（今井研）人。参加过《中

眉山人。苏洵（１００９～１０６６ 年）撰写的
《史论》，是关于史学评论的重要文章。

一生著述宏富，以两部史学著作最为

苏轼撰有《唐书辩疑》和《地理指掌图》

知名，一为《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２００

等书。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 年），字子由，

卷，
一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４０ 卷。

他撰著的《古史》６０ 卷，流传至今，补

二书取材甚丰，互为经纬，是研究南宋

《史记》之缺，辨《史记》之误，对先秦史

历史的重要资料。李焘、李心传是南

① 韩淲《涧泉日记》中卷。

兴四朝帝纪》，十三朝《会要》的修撰。

宋史学家的杰出代表，故有人评价其

里远近，成为北宋指挥灭蜀战争的军

地位和影响说：
“有宋一代史学之精，

事地图。蒙文通先生估计，
“总宋蜀中

①

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
”

②

四路图经，无虑千卷”。 两宋纂修方

此外，还有：王称，
南宋眉州人，著

志著作也十分盛行。这些方志同样早

《东都事略》１３０ 卷，是经传体的北宋

已佚亡，其中庆元四川制置使袁说文

史。该书史实详瞻，信而有征，元代官

纂修的《成都志》，凡山川地域、
生齿贡

修《宋史》时亦多资用 此书。张唐英

赋、
古今人物，上下千万载间因革 兴

（１０２９～１０７１ 年），蜀州新津（今新津）
人，著《蜀祷杌》二卷，以编年叙事，记

废，
皆汇聚书中。除图经、方志外，宋
代四川史家所撰的方志性质的著作还

王建、孟知祥据蜀之事迹颇详细，是研

有：
勾延庆的《锦里耆旧传》４ 卷、宋祁

究前后蜀史的重要书籍。郭允蹈，南

的
《益部方物略记》１ 卷等。佚亡的著

宋资州（今资中）人，著《蜀鉴》１０ 卷，
前八卷记秦取南郑至宋平孟昶 １２００
年间蜀中治乱兴衰之史，附以西南夷
始末二卷，可补正史之不足，是研究四
川古代史的重要史籍。
在地方志方面，在宋代四川史学
繁荣的同时，方志学也得到空前的发
展。举 凡舆图、疆域、山川、名 胜、建
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人物、方
技、金石、艺文、灾异，都有专门的记
载。地方志的各种门类的志书，这一

作则有五代杜光庭的《续成都记》、仁
显的
《华阳记》，宋代张绪的
《锦里耆旧
续传》、
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王刚
中的《续成都古今集记》、范成大的《成
都古今丙记》、胡元质的《成都古今丁
记》、
孙汝聪的《成都古今前后记》、叔
曹远的《江阳谱》等等。宋代四川方志
著作的成就，是构成宋代四川史学繁
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两宋
之世，
蜀中史著之争，方志之富，实在
是超越汉唐之上。

时期如雨后春笋出现。据估计，宋代

５．
文学艺术 五代两宋时期是四
川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时

四川方志可考见，近二百种。其中，
有

期四川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异彩纷

最为流行的《图经》。可惜宋代四川各

呈，
是同时代全国文艺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这一时期四川文艺名 家辈出，

路的图经均已佚亡，从其他文献著录
引用的可见，孟蜀孙遇、
杨蠲在乾德初
年为赵 匡 胤绘制 的《蜀 中山川 形 势

他们的艺术成就在全国都占有一定地
位。

图》，尽陈蜀中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

在文学方面，前后蜀时期，四川文

① 《四库提要辩证》卷 ５。
② 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
。

学堪称发达，其代表成就是词。词是

其中，如王建妻妾二徐，能诗，至今保

唐代兴起的一种新文件，唐末呈现出

留有诗十余首。后蜀花蕊夫人徐氏，

文人填词的发展趋势。到了五代，填

幼能文，尤长 于宫词，著有《宫 词 百

词风气更盛，并由中原推广到了四川。

首》，述后蜀宫廷生活，洋洋洒洒凡二

前后蜀最高统治者喜好填词，更使四

千八百言。徐氏《宫词》在后世有一定

川成为五代词坛的代表区域，
人称“蜀

影响，至北宋中叶“盛行于时”。

为词乡”，并形成了词学发展史上的

两宋四川文学繁荣发达，
“文学之

“花间派”。花间派是由后蜀赵崇祚所

士，彬 彬 辈 出”
。 据《四库 全 书》统

编《花间集》而得名。其词作大都是用

计，所 存 两 宋 蜀 人 文集 有 ３０ 余 家。

①

艳丽的词句，去描写男女艳情、
女人的

《宋代蜀文辑存》辑录散见于群书之中

生活，具有婉约绮丽的风格。韦庄是

的 ４５２ 家蜀人遗文达 ２０００ 余篇，文坛
之盛可见一般。宋代四川 文学的成

前蜀词坛和诗坛最负盛名的作家。韦
庄（８３６～９１０ 年），
字端已，
唐京兆杜陵
（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早年作长诗

就，分别体现在散文、诗、
词三个方面。

《秦妇 吟》，人称“秦妇 吟秀才”。８９４

北宋初期反对唐末五代浮靡文化的古

年，进士及第。９０１ 年入蜀为王建掌

文运动，为实现宋代文坛健康文风做

书记。王建称帝，累官至门下侍郎、
吏

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涌现出的代

部尚书、同平章政事。著作颇多，
今存
《浣花集》１０ 卷。韦庄词作风格，善于

表人物有：苏舜钦（１００８～１０４９ 年），字
子美，梓州铜山（今中江）人，其祖父苏

把文人词带到民间抒情道路上来，又

易简、父亲苏耆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对民间抒情词以艺术的加工提高。是
与花间派创始人温庭筠齐名的著名词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 年）进士，为光禄寺主
簿，大理评事。他在政治上积极参加

人。他在诗坛上也颇有名 气，
《浣花

范仲淹领导的革新运动；在文学上倡

集》中至今流传还有 ３００ 余首。韦诗

导健康文风，好为古文。其为文笔力

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下层劳

雄健，感情奔放，说理性强，叙事清晰，

动人民的佳作，在五代诗坛上占有一

具有雄健朴素的风格，在宋代诗文改

定的地位。在前后蜀时期，四川女子

革中起了承先启 后 的推动作用。有

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全五代诗》记

《苏 子 美 集 》问 世。 苏 轼 （ １０３７ ～

载，
四川留有名姓的女词人便有十来
位，她们多是帝王和达官贵人的妻妾。

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是在

① 《宋史》卷 ８９《地理志》。

在散文方面，四川文人积极投身

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涌现的

一员干将。他大力提倡古文，猛力抨

后世评论认为，
他是继李白、
杜甫之后

击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以“怪诞诋讪为

的又一大家，其诗篇、七 言长诗《游金

高”的“太学体”文风，倡导文章要“正
言之”，使“人人知之”。更重要的是，

山寺》，波澜壮阔，变化多端，如行云流
水，
这是在李白之后很少见到的又一

他写了大量堪称典范的文章，使中唐

佳作。在宋代四川诗坛上活跃着不少

以来的古文运动，至此确立了坚实的
地位。他的杂记、序跋、随笔、小赋等

流寓或宦游四川的杰出诗人。如南宋
“中兴四诗人”的陆游、范成大，
均曾入

散文，大多夹叙夹议，抒情描写错杂并

蜀作官游历，
他们饱览蜀地风光，巴蜀

用，
艺术成就远在政治论文之上。苏

大地的壮丽山河、
名胜古迹、
历史文化

轼的《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都是

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由此写下了

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

许多诗篇，陆游还把自己的诗集命名

在诗歌方面，宋代四川诗坛群众

为《剑南诗稿》。他们 的诗歌创作，为

基础广泛，据《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

四川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繁荣了四

补遗》统计，蜀籍诗人有 ３９５ 人，散见

川的诗歌文化。

于其他书籍的另有 ８６ 人。在众多诗

在词学方面，最负盛名 的词人 是

人中，产生了一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

苏轼。他在词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作家。如北宋前期的魏野、
苏舜钦，中

不仅表现了四川词坛的雄厚实力，而

后期的苏轼，南宋时寓居四川的范成

且也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苏轼把

大、
陆游等，
都为四川诗歌的繁荣作出

古文运动 的革 新 精神 带 入 词 的创 作

了重要的贡献。魏野字仲先，号草堂

中，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词风，

居士，
“以诗著当世”，是真宗朝四川的
著名 诗人。北宋古文运动先驱苏舜

创立了豪迈飘逸的风格，成为词家豪

钦，
在诗坛上也颇有名气，
与著名诗人

道路。他 的词作《水调 歌头·丙 辰 中

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其为诗“奔

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千古绝

放纵横”，
“雄豪放肆”，又具有强烈的

唱的名篇，
最能体现苏词的风格，对后

议论化、
散文化趋向，对宋诗特点的形

世的影响极大。

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是

放派的开创者，为宋词的发展 开辟了

６．
艺术

在 绘 画、书 法、音 乐、舞

宋代诗坛的杰出领袖。他继承并发展

蹈、杂剧，以及石刻等艺术领域的多个

了唐诗的优 良传统，将现实主义与浪

方面，五代两宋时期 的四川 都取得了

漫主义风格相结合，具有超迈豪纵，
锐

杰出的成就。

意创新的特点。苏诗影响最大的是抒
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

在绘画上，前后蜀 时期 四川 画坛
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据宋人

统计，五代名画家 ９２ 人，其中 ３０ 人在

分为释道人物画和花鸟山水画两大

蜀，占了三分之一。四川地区画家云

类。石恪、高文进、孙知微是杰出的释

集，
成为当时全国两大绘画艺术中心

道人物画家。石恪，字子专，五代宋初

之一。赵德齐是擅长释道人物画的高

成都人。他作画的特点是笔墨纵逸，

手，
他曾与画家高道兴同画王建生祠

不专规矩，意务新奇。他的画后人评

和陵庙人物画各百堵。简州道士张素

价甚高，说他是“画鬼奇怪，笔画劲利，

卿，专画道门尊神，绘画技巧熟练，作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文进，成都

画敏捷，下笔为神。王建命其在青城

人，工画佛道。后蜀亡后，入开封翰林

山真君殿上作画，其画活灵活现，观者

画院。他先后为京师相国寺、玉清昭

无不惊叹。后蜀成都人张玫，擅长人

应宫作壁画，名 噪一进，深受太宗赞

物肖像画，
“尤精 于写貌及画妇人”。
著有《自汉至唐君臣像》三卷。前后蜀

赏。他 的笔 法为 当 时“翰 林 画工 之
宗”。孙知微，字太右，眉州 彭山 人。

时期四川花鸟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

善画释道，山水。画法放逸，不蹈前人

创新，涌现出了滕昌祐、刁光胤、黄荃

笔墨畦畛，深得时人称誉。在花鸟画

父子、孔嵩等著名花鸟画家。其中，尤

方面，黄荃子居案，字伯鸾，是北宋宫

以黄荃的成就最大。黄荃，（约 ９０３～

廷画坛的盟主。他在宫中为皇室画了

９６５ 年）字要叔，成都人。１７ 岁 时，与

大量珍禽瑞鸟，奇花怪石，深受太祖、

其师同事前蜀王衍，后又事孟知祥父

太宗赞赏，委之搜访名画，诠定品目。

子。黄荃画艺全面，选题广泛，善画山

从北宋初年以来，画院以黄氏父子的

水。孟昶时曾奉命与其子会画《青城

画法作为准绳，其画艺垄断宫廷画坛

山图》、
《峨眉山图》等作为赠送给南唐

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剑南人赵昌，

的礼物。他尤以画花鸟知名。他首创

师事滕昌祐，以画花鸟名重一时。他

五代画派中的“钩勒法”，旨趣浓艳。

的画长于传色，被人誉为“旷代无双”。

他在孟昶壁上画的六只鹤，神态多异，

一生创作丰富，至北宋宣和末，御府尚

曲尽其妙，往往引得真鹤站立画旁，达

藏其作品 １５４ 幅。在文人画方面，文

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黄荃对中国花

同、
苏轼既是文人画家，同时又是文人

鸟画派的形成，以及后代的中国画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画的倡导者。文同（１０１８～１０７９ 年），
字与可，梓州永泰（今盐亭）人，进士及

两宋四川画坛人才济济，有著名

第，
历任知陵州、知湖州。多才多艺，

画家 ７０ 人，其中 北 宋 ６５ 人，南 宋 ５

苏轼称其有诗、辞、书、画四绝。文同

人。这些画家，大体可分为专业画家

以画竹而名天下，其所画墨竹超越前

和文人画家。从绘画题材看，可大体

代诸家，并提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

中”的见解，对后世影响极大，
“胸有成

习书法。苏轼是北宋中期四大书法家

竹”的成语便出自于此。苏轼善画“枯

之首（苏轼、
蔡襄、
黄庭坚、
米芾），他在

木奇石，时出新意”。他对宋代绘画艺

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代表了宋代书法

术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文人画

艺术的最高水平。他能广取博收，集

的理论。提倡绘画要“神似”，反对片

众家之长，自成一体。后人盛赞他的

面追求“形似”；提倡“诗画本一律”的

书法“书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

见解，要求绘画要画出诗的境界和意

于拙，特为纯古”。他还在书法理论

境，充满诗情画意。这一理论，不仅对
当时，而且对后世的文人画都有深远

上，主张书法应重视自然情趣，
注重创
新。

的影响。在绘画著作上，江夏黄休复

在音乐舞蹈戏剧上，前后蜀编安

的
《益州名画录》，是一部关于四川绘

朝廷，建立了一套雅乐制度，循例制礼

画的专史。它记载了从唐乾元至宋初

作乐，歌功颂德。由于统治者大都喜

２００ 年间四川地区著名画家及其作品
的情况。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以逸、

好声色，
讲究享受，
朝廷还设置了专管
音乐舞蹈的教坊使，蓄养了众多的乐

神、妙、能四格作为对画家进行品评的

工舞妓，经常在宫中举行宴乐。王建

标准，为研究唐宋绘画艺术的品评理

墓中的 ２４ 幅乐妓图，
生动地反映了当

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时宫廷宴乐的情况。从乐器的性质

在书法上，五代时期的书法，承晚

看，
这一乐队演奏的是兼有少数民族

唐余风，主要书家都受颜真卿的影响。

和汉族的民间音乐。与雅乐相对的民

前后蜀时，四川擅书者不少，但无名家

间音乐一俗乐，前后蜀 时广为流行。

大笔。宋初书坛不振，自四川书法家

每年春夏，成都居民多游观花院及锦

李建 中，才 开 始 有 了 改 观。李 健 中

浦，
所到之处，
无不歌乐喧天。两宋时

（９４５～１０１３ 年），
字得中，
其先京兆人，

期四川 官府燕乐 和私家妓乐十分兴

五代 时迁居四川。９８３ 年举进士，后

盛。地方官府每年岁时节令，送往迎

官至工部郎中，三掌西京留司，时人称

来、
新官上任、旧官离职，照例要举行

之为李西台。他善书札，行笔尤工，多

宴会。宴会上，都有歌舞音乐表演助

构新体，对于草、隶、篆、籀、八分等各

兴。蜀中官僚士大夫及商贾富豪，为

种书法字体尤精妙。其书法特点是

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爱好，多以蓄养

“典重温润，盛德若愚”，
他的字帖现仍

家妓乐工为时尚。而在民间的祭祀活

有多种存世。李建中的书帖，在当时

动中，人们多以歌舞相随。四川 民间

被奉为“楷法”，人多摹习。大书法家

音乐活动，以成都最为繁富。在成都

苏轼年青时亦曾以李建中为楷模，练

的富春坊、
新南市、大西市、
金马坊、
碧

鸡坊等处，多有秦楼楚馆、茶楼酒肆，

上。宋代四川石窟艺术的杰作，首推

每日轻歌曼舞，吹拉弹唱不绝于耳。

大足北山的佛湾、宝顶山的大佛湾。

连佛家圣地大慈寺，也成为市民娱乐

北山佛湾自造像五、六千躯，其中“水

的公共场所，足见声乐之盛。五代两

月观音像”、
“ 数珠观音像”、
“ 心神东

宋时期，表演和观看戏剧是人们娱乐

窟”均为宋刻瑰宝。宝顶山石刻以大

活动的内容之一。前后蜀时有专门为

佛湾的规模最为宏大，全长 ５００ 米，岩

帝王宴会或出游演戏的优伶。他们上
演各种改编的歌舞
“百戏”。宋代四川

高约 １５ 米～３０ 米，造像万余躯，内容
衔接，图文并茂。雕刻技法纯熟洗练，

流行杂戏，
有类前代的参军戏，内容以

艺术风格优美健康，人物形象真实动

滑稽、
讽刺为主。蜀中俳优在杂戏演

人，
喜怒哀乐情趣万千，造像题材广

出中，
多能涉猎经史，借古讽今，以资

泛，
反映生活内容丰富。大部分石刻

笑谈。南宋时，成都杂戏演员袁三以

造像已经世俗化，突破了宗教教义的

擅长讥讽而著名。嘉定年间，在一次

刻板规范，具有儒释道合流的社会生

宴会上，
蜀伶教人装扮成孔子及弟子，

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很切合人

用《论语》中的言词，对寡廉鲜耻的达

们的观赏习惯和审美要求。这种真实

官进行了热嘲冷讽，具有很强的斗争
性。

记载当时人们生活面貌的思想感情的
雕像，
在以前各代石刻造像群中是很

在石刻艺术上，前后蜀的石刻起

少见到的。大足石刻是在我国北方石

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石刻题材以宗教

窟艺术衰落之后，在我国南方兴起的

为主，
其中又以佛教题材为多数，分布

石窟艺术明珠，堪称中华民族宝贵的

面广，
以安岳圆觉洞南面山腰的 ２０ 余

文化遗产。

龛和大足北山佛湾的石刻，最具代表
性。除宗教内容的石刻外，两蜀时期

７．
宗教 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道
教和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宗教学说

还有不少反映世俗生活的石刻，其中

更加充实，
宗教内容更加完备而丰富。

以王建墓中反映帝王生活的石刻最具

前后蜀皇帝笃信道教，对道教采取扶

代表性。王建墓中石棺床四周 ２４ 躯

持态度，因此这一时期道教在四川又

乐舞妓浮雕，雕刻精美，
在中国古代雕

有了是一步的发展。宋朝是继唐朝之

塑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宋代四川

后，
我国道教又一个大发展时期。真

的雕刻艺术，
仍以宗教题材为主，其中

宗和徽宗是宋朝历史上两个最崇信道

又以佛教为盛。据调查，四川共有大

教的皇帝。由于宋朝皇帝的笃信，这

小石窟造像约 １２０ 余处，其中属于宋

一时期四川许多著名的道士都受到官

代制作或间以宋代制作的约半数以

府的器重。一些道教神仙和宫观亦被

朝廷赐封和赐名。随崇奉道教的士大

对后来的全真派产生过影响。宋朝建

夫的增加，使道教神仙的思想从出世

立后，一反前代后周排佛的政策，对佛

向入世逐渐转化，于是出现了儒释道

教实行适当的保护，四川 佛教也同样

三教合一的新变化。许多出家的著名

受到礼遇和扶持。五代两宋时期四川

道士一般都不追求修炼成仙，而是研

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宋真宗时全国共

究道家治国安民之术；而以苏轼为代

有僧尼 ３９ ．
７ 万人，四川 有 ５ ．
６ 万 人，

表的儒家人物，则更是公开主张融合
佛道，鼓吹三教合一。正是在这种背

占全国僧尼总数的 １２ ．
５ ％ ，僧尼人数
之众可见一般。在佛教各派中，四川

景下，四川各地出现了道、
佛相助的局

主要流行禅宗，禅宗五宗七家多派均

面，
以致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产生了三

有弟子在蜀传法。五代 两宋时期，僧

教合龛，
合释迦、
老君、
孔子于一龛，三

侣们四处游学成为一代风尚，许多外

教平等，同受时人敬奉的现象。这一

籍僧人入蜀讲学或留学，川 籍僧人也

时期四川道派中，以炼养派和道法派

大量外出求学和讲学。僧侣间游学交

最为盛行。四川炼养派比较活跃，出

流，
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五代两

现了一些全国知名的内丹大师，其中

宋时期四川许多寺院，不仅是传播宗

以陈抟最为著名。陈抟淹通三教，多

教的地方，而且往往与世俗文化互相

所师法。史称吕洞宾与陈抟同隐华

渗透影响，成为当时民间文化娱乐 和

山，传授《无极图》给陈抟。陈抟著有

市井商业贸易的场所。

《无极图》等书，
系统阐发了内丹理论，

（一）元代四川的政局

古军以陕西为基地，不 断与南宋 争夺

１．
初期 忽必烈于 １２６０ 年在开平
（今内蒙古正蓝旗）建号立朝后，将秦

对四川 的控制展开的。其间有关元初

蜀并于一道，行使对四川 地区的管理

廉 希 宪、商 挺 镇 秦 蜀。 廉 希 宪

四川 政局的重大事件有：

权。当时四川 除成都由密里火者、青

（１２３１～１２８０ 年），字 善 甫，畏 吾 儿人。

居（今南充市南）由乞台不花率兵驻守

商挺（１２０９～１２８９ 年），字孟卿，曹州济

外，其余 地 区仍 为南 宋 四川 的辖境。

阴（今山东荷泽）人。二人曾事潜邸中

元代初期 四川 的政局，主要是围绕蒙

的忽必烈。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即 汗位后，

成立十路宣抚司，派遣宣抚使到中原

安西王节制四川。安西王忙哥刺

各地接管权力，廉希宪、商挺被派往京

（？ ～１２７８ 年），忽必烈的第三子。至

兆，担 任 秦 蜀 正、副 宣 抚 使。 同 年 ５
月，
廉希宪矫诏掩捕企图在京兆谋变

元九年 （１２７２ 年） 封安 西王，出镇 京
兆，分兵驻六盘山，
兼辖河西吐蕃四川

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其同党；同时遣将

等处军民之政。次年，晋封秦王，
设立

诛密里火者于成都，诛乞台不花于青

相府，
东、西两川行枢密院事由节制。

居。其后，四川泸州发生了震惊蒙、
宋

安西王相府在平定四川 的过程中，直

朝廷的宋守将刘整举 城投降事件，秦

接供给四川元军军需，帮助协调东西

蜀行省也能妥善处置，在夺取泸州后，

两川行枢密院关系，调遣本部兵出征

仍以“戢兵为念”，不愿因泸南 的事变

四川。１２７９ 年初，安西王相李德辉在

引起大规模的边衅，造成蒙、宋的新冲

得知合州守将王立请降之约后，单舸

突，以免影响蒙朝廷集 中力 量对付漠

至钓鱼城下，呼唤王立出降。王立挚

北阿里不哥的争位。

城投降，四川全境归元朝领有。安西

赛典赤 抚川 陕。赛 典赤 （１２１１～
１２７９ 年），回人。成吉思 汗西征时，率
众迎降，充任宿卫。忽必烈即位后，释

王相府在平定巴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中书平 章政 事。至 元 元 年 （１２６４ 年）

２．
中期 元朝代宋后，首先从政治
上中断了汉人官僚地主对四川 的统

置陕西五路西蜀 四川 行省，出为平章

治，
代之而起的，
是一些效忠朝廷征蜀

政事。１２７３ 年 出任 云南 行 省 平 章政

有功的蒙古，色目军事贵族。中期四

事。赛典赤镇秦蜀行省长达 １０ 年，在

川政局基本上围绕着蒙古、色目贵族

经略四川 地 区上多有建树，主要业绩

的专制及其引起的变乱展开的。

有：１ ．大力 发展屯田；２ ．安辑新 附之

在元朝平蜀的过程中，一批效忠

民；
３ ．整治道路，设置驿站；４ ．招谕尚

轻廷的蒙古、
色目军事将领，因为立了

未归附的宋人。１２７１ 年，忽必烈派大

战功，
故在元朝确立起对四川 的统治

军攻围襄阳，
“撤其捍蔽”。赛 典赤奉

后，
首先便被起用担任各级军政要职。

命水陆进攻嘉定（今乐山市），以牵制

作为四川行省一级的军政大权，基本

四川兵力 不得增援襄阳。不久，行省

上掌握在几个与元朝统治者有深厚关

事于 兴元，专 供 粮饷。１２７３ 年，赛 典

系并有显赫战功的蒙古、色目军事贵

赤离蜀 赴云南。１２７５ 年，元军大举进

族世家手中。其中，直至元代中期仍

攻嘉 定，南 宋守 将 昝 万 寿 以 城 降元。

保持着这种特殊权力的世家有：巩昌

嘉定之下，与赛典赤的招 降政策的成

汪氏（汪古部人，
元朝列其为色目人）、

功分不开。

纽磷家族（珊竹带人，
蒙古的一支）、
按

竺迩家族（汪古部人）等等。
掌握四川军政大权的蒙古，色目

珍（１３３１～１３６６ 年），原姓旻，湖北随县
人。家世务农，
性情刚直，至正十一年

军事将领，由于长期镇蜀，居功自恃，

（１３５１ 年），集乡 兵 千人 屯青 山，结 栅

部曲众多，盘根错节，容易形成自己的
势力。加之四川远离朝廷，鞭长莫及，

自固。后参加红巾军，任 徐寿辉部下
元帅。至正 十 五年 （１３５５ 年） 统 兵 万

一遇风吹草动，这些世代拥兵的将领

余，
溯江而上，到巫峡一带筹粮，满载

之后，便有可能乘机而起，
由此造成拥

而归，以战功升奉国上将军统兵都元

兵自雄的局面。囊加台据蜀称王的事

帅。１３５７ 年春，再次率斗船 ５０ 艘掠粮

件，便是这一后果的必然表现。

于川、峡间。时值元四川 行省右丞完

囊加台（又作南加台、囊加歹）（？

者都、右 丞哈林秃 募 兵 重 庆，与 义 兵

～１３２９ 年），坐镇成都的蒙古都元帅

（地主武装）元帅杨汉发生矛盾，欲杀

纽磷 之孙。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 年）

杨汉。杨汉放船下峡，投奔明玉珍，并

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祖孙四代历镇

导引明玉珍举兵进攻重庆。当时，四

四川”。泰定元年（１３２４ 年）以四川行

川已出现“群盗蜂起”的形势，为明玉

省平章政事兼宣政院使，奉命统兵从

珍进兵四川奠定了社会基础。故当明

四川征参 卜郎（今四川理塘北），由是

玉珍兵船逼进四川时，远近骚动响应。

集军、政、教权于一身。１３２８ 年，泰定

哈林秃出战被擒。完者都率部连夜逃

帝出巡上都病死，爆发争夺帝位的“天

往果州（今南充市）。重庆人民迎接明

历之战”。当年十一月，
囊加台正式表

玉珍义军入城，胜利攻占重庆，给元王

态不接受大都的朝命，自称镇西王，
将

朝在 四川 的统 治 以 沉重 的 打击。接

持有异议的行省平章宽彻等官员杀

着，
明玉珍以重庆为据点，同元朝在四

害。为了表示与大都朝廷决裂之意，

川的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展开了一系

囊加台还“烧毁栈道”，分兵进攻播州

列的军事斗争。１３６１ 年，明玉珍在嘉

（今贵州遵义）和兴元（今陕西汉中）。

定取得决定性胜利，生擒元四川 行省

他见其进攻无路，又遂向东，企图沿汉

官员完者都、郎革歹、赵资等人，由是

水东下，直逼襄阳。朝廷调集数省兵

蜀中郡县相继下，明玉珍尽有川蜀 之

力征之，并派员 宣诰，曲赦囊加台等

地。明玉珍入蜀后，于 １３６０ 年自称陇

罪。１３２９ 年，囊加台入京，以“指斥乘

蜀王，１３６３ 年初称帝，定都重庆，建国

舆，坐大不道”的罪名被处死。

号大夏，改元天统。
大夏政权存在时间不长，天统四

３．
晚期 明玉珍入蜀，推翻元朝在
四川的统治，并建立大夏政权，是元代

年（１３６６ 年） 明 玉 珍 病 死，子 明 升 即

晚期四川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明玉

位，
改元开熙。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年）

明升降明，夏亡，前后共存在了 ９ 年。
大夏政权和其他红巾军系统一样，建

区北至广元，与陕西为界；东至巫山，
与湖广为界；南至乌撒、东川，与贵州、

立有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和管军机构。

云南为界；西至威、茂与西番为界。这

大夏政权分界地为八道，疆域四至，最

一辖境对后来四川疆界的形成，产生

盛时东 至彝陵（今湖北宜昌），西 至云

了重大的影响。

南中庆（今昆明），
南至播州（今贵州遵

朱元璋在明初推行“各安其生”的

义），北至举元（今陕西汉中）。大夏政

政策，严惩贪污，澄清吏治，取得了显

权在短暂的统治时间里，推行了定赋

著的效果。所以，洪武、永乐、宣德之

税“十取其一”的经济政策，
铸造“天统

际，是明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四川也

通宝”和“天统元宝”两种法定的铜钱；

不例外。如洪武时，定远（今武胜）知

同时实行去释、老教，专奉弥勒法，以

县高斗南与岳池知县王佐因故被逮，

及兴办 学 校，科举 取 士 等 政 策，使 得

由于其下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

“蜀人悉便安之”，
“一方咸赖山康焉”
。

闻。朱元璋还赏赐宝钞遣还，并赐耆

明玉珍死后，葬于江水之北。１９８２ 年

民道路费。胡寿安知新繁，经常自种

３ 月 ，已在重庆 江北 区上横街工地发

蔬菜一 圃，以供 日用，人 呼为“菜 知

掘清 理出 这 一 湮 没 达 ６００ 多 年 的睿

县”。及满秩去，囊箧罄然，只有书籍

陵，
出土了包括《玄宫之碑》在内一批

布衣而已，他们是当时四川地方官吏

珍贵文物。明升继位后，大夏政权内

清廉的典型。

部矛 盾 尖 锐，部 将 互 相 厮 杀。 １３６８

为了加强和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年，
崛起于东南 的朱元璋一统半壁河

朱元璋先后将其子分封到各地为王。

山，
在应 天（今南京）称帝，建立明朝，
建元洪武。１３７１ 年，朱元璋命大将汤

１３７８ 年，朱元璋第 １１ 子朱椿被封为蜀
王，建王府于成都。朱椿在成都，为一

和、傅友德分水陆两路进兵四川。汤

国之君。王府置相傅官属。亲王岁禄

和率兵攻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见

万石，护 卫 甲 士 少 时 ３０００ 人，多 至

大势已去，于六月 赍表乞降。接着明

１９０００ 人。朱椿能以礼教治蜀，被朱

军又招降成都，分兵定平川 蜀之未 附

元璋誉为“蜀秀才”。据《明史》记载，

者。十月 ，
“悉定川蜀诸郡县”
，四川从

在蜀献王朱椿的统治下，四川较为安

此又归于明朝统治。

定，
“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明初

（二）明代四川的政局

四川政治的清明局面，大约维持了六

１．
初期 明王朝建立后，
各地区暂
时保留元代行省制度的格局，同时根

七十年。随着明中期统治开始走向衰

据实际情况，大幅度调整辖区，四川辖

便日益显现出来。

败的道路，蜀王宗室为害一方的后果

２．
中期 从明英宗到武宗时期，明

起义相呼应，在四川地 区也爆发了声

朝的统治已开始走向衰败的道路。统

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川中农民大

治上层、宦官擅权，党争纷扰，地方吏

起义，由三支 队伍汇合 而成：蓝廷瑞、

治每况愈下。四川不少州县官员大讲

焉本 恕起 于川 东，刘 烈 起 于川 北，曹

排场，奢侈供张，无偿取于民间。土地

甫、方 四起 于川 南。 正 德 四 年 （１５０９

兼并日益剧烈，成都附近州县，
“为王

年），眉 州 人 刘 烈 在 汉 中 聚 集 流 民

府者 十七，军 屯十二，民 田仅 十一 而

２０００ 人发 动起 义，活 动 于汉 中、巩昌

①

已。” 沉 重 的剥 削 和 经 常性 的水 旱

间，
声势日大，后遭失败。刘烈逃逸。

天灾，驱使农 民流亡道路。发生在四

营山县人鄢本恕、蓝廷瑞、
廖惠率领大

川地区的三次规模较大的农 民起义，

宁灶丁、流民，聚集刘烈余部继续坚持

就是这一阶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

斗争，拥 众 １０ 万，活 动 于川 鄂 边 区。

必然结果。赵铎起义。赵铎，德阳人，

蓝廷瑞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

其父 为县阴阳训 术。天顺 八年（１４６４

惠称扫地王，下设 ４８ 总管。１５１０ 年，

年），因被人诬告通盗，
受官府追捕，
遂

蓝、
鄢率义军攻入夔州、重庆、何宁诸

号召起义。自称赵王，以安浩为将军，

府境内，
“两川 大震”
。明朝 统治者调

席评事为谋主，拥众数千人，焚官

集四省 官军 会剿，起 义 军遭 致失 败，

，

烧府库，放狱囚，一时声威大振。赵铎

蓝、鄢被 杀 害。１５１１ 年，川 南 爆 发 曹

实行流动作战，活动于川 中各地。明

甫、
方四领导的农民起义，坚持在川、

王朝 派都督 何 洪 率兵 镇 压。１４６５ 年

黔边区坚持斗争。廖惠在蓝、鄢牺牲

两军在梓潼朱家河激战，何洪被义军

后，
率余部突围，后与方四所部会合，

杀死，明军损失严重。但在罗江附近，

转战 于川 东、川 中 之间。１５１２ 年，廖

农民军却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在返回

惠牺牲，余部继续转战川陕边区，起义

梓潼途中，被明军伏兵所围，
赵铎在战

终告失败。正德川中农民大起义持续

斗中遇难，起义失败。赵铎死后，
农民

６ 年之久，给明王朝统治政权以沉重

军余部继续在川 西、
川 东各地坚持战

打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

斗，历时将近一年。

辉的一页。

正德 川 中 农 民 大 起 义。１４８８ ～

蔡伯贯起义。蔡伯贯，大足人，
与

１５２１ 年是明弘治、正德 时期，当 时朝

富顺黄一元等传习白莲教。嘉靖四十

政混 乱，天 灾 频仍，社 会 矛 盾更加 尖

四年底（１５６６ 年初），借传播白莲教组

锐。与刘六、刘七领导的北方军民大

织群众，发动起义，建号“大唐”，改元

① 《明神宗实 录》卷 ４２１。

“大宝”。一月 内即攻破合州、大足、
铜

起义。广安白莲教首领何朝敬率众于

梁、荣昌、安居、定远、壁山等地，影响

１６２７ 年“ 造 反 攻 城 ”。 １６３４ 年，摇 天

极大。很快遭到四川巡抚刘自强的镇

动、黄龙率领民众在川东、
川 北地区开

压，
蔡伯 贯被俘遇害，起义历时 ３６ 日

展武装斗争。这 支起义军被 称 为“摇

终告失败。蔡伯 贯失败，四川 各地仍

黄军”，有众十万人，攻城劫寨，给四川

有白莲教领导的零星起义发生。

封建统治 阶级 以沉重 打击，有力 地 配

３．
晚期 明朝晚期，四川地区的阶
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危机十分严重。

合了张献忠农民军入川 作战。

四川人民在重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的

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 年），字秉 吾，号敬 轩，

生活。从而导致 民变、兵变和农民起

人称之为“黄虎”。陕西延安府肤施县

义的不断发生。其中，主要的事件有：

柳树涧 人。家庭 贫苦，从 小受 地 主 的

“除五蠹”斗争。“五蠹”是指明朝

张献忠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张献

迫害，后来当过捕快、边兵。因不堪官

晚期危害四川 百姓的五种地方势力；

长压迫，于崇祯 三年（１６３０ 年）率领米

一曰衙蠹（指州县吏胥）；二曰府蠹（指

脂十 八 寨 农 民 发 动 起 义，绰 号“八 大

投献王府，
武断乡曲者）；三曰豪蠹（指

王”。改营曰“西”，号“西 营八 大王”。

土豪劣绅）；四曰宦蠹（指缙绅义男，
借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斗争历史

主子权势作威作福者）；五曰学蠹（指

可分 为 四 个 时 期：（１） 从 １６３０ ～ １６３５

生员 中 好 事 生 非 者 ）。 崇 祯 十 四 年

年的十三家七 十二营的 荥阳 大会，是

（１６４１ 年），彭 县百 姓“集 众入 县”，发

大西农民军兴起时期；（３）从荥阳大会

动民变，反抗官府。接着成都府属和

到 １６３８ 年张献忠谷城假 降，是大西农

上川南各州 闻风而动，仅雅安一地百

民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发展时期；（３）

姓，即聚众进城，拆毁衙役房屋，打死

从 １６３９ 年的谷城起义到 １６４３ 年 武昌

蠹役数十人。于是，民变迅速扩展为

大西政权 的建立，是大西 军 的成 熟 时

以除“五蠹”为 内容 的群众 性 政治斗

期；（４）从武昌政权建立到 入川 作 战，

争。这场斗争 打击对象非常广泛，声

建立大西政权，直至 １６４６ 年张献忠牺

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牲，是张献忠农 民起义 的由 盛而衰 时
期。

士兵哗变。１５７６ 年，泸州 府建武
所发 生 兵 变，
“哗起 汹 汹”
。 １６００ 年，

张献忠曾先后 五 次入川 作 战，在

前往綦 江的官军哗变。１６４２ 年，松潘

四川 有 相 当 的群 众 基 础。 １６３９ 年 张

边兵数万人以索饷哗变。农民起义不

献忠再起谷城后，率部由 鄂西 和陕东

断。天启二年（１６２２ 年），四川 白莲教

南第 四 次 入川，先 后 转 战 于 达州、泸

首领洪众、
刘应选、白仙台等公开发动

州、剑州、广元等地。１６４４ 年初，张献

忠由湖广第五次进入四川，号称 ６０ 万

以它的初期就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政

人，
溯江而上，于六月 攻克重庆，八月

治矛盾。在清代前期，四川 就经历了

攻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

一个很长的混乱时期。发生在这一时

结束了明王朝在 四川 的统治。接着，

期的重大事件有：

张献忠于十一月 在成都建立政权，国

清朝平定四川。清军虽于顺治三

号大西，
建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

年（１６４６ 年）进入四川，打败张献忠大

称西王（亦说称秦王）。大西政权建立

西农民军，但四川仍由坚持抗清的大

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央机构，
设有左、

西军余部和据地自雄的残明武装所控

右丞相、
六部和京畿道御史、
五军都督

制。因此，清朝 的四川 政权机构只能

府、五城兵马司等官职。大西政权严

以保宁（今阆中）为据点，并逐渐向全

厉镇压朱室宗藩及反抗大西政权的僧

川发展。清军平定四川 的过程，首先

道，对降官分授以职，开科取士，鼓铸

是控制川西北，
然后才深入到川东南。

“大顺通宝”
，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
颁

清军在与 大西军 和残 明 武装 的争 夺

布禁约，不准军队扰害地方。但由于

中，于 １６５２ 年派吴三桂 部进驻 成都，

打击面过宽，镇压过头，树敌太多，在

１６５７ 年破嘉定，次年攻 占重庆、开州。

政治上陷入孤立，为其后 的失败留下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清巡抚高明瞻

隐患。１６４６ 年，清军 逼进 四川，张献

率军占领成都。这一年，大西 军孙可

忠集中部队前往川北抗清。四川的一

望部降清，
残明武装相继被歼，全蜀大

些官僚、
地主武装暗地勾结清军，企图

部被 清 军 所 控 制。 １６６４ 年 （康 熙 三

夹击大西军。正值抗清紧要关头，大

年），继续坚持抗清斗争的夔东十三家

西军驻守川北朝天关的将领刘进忠叛

也最后失败。到这个时期，四川 的社

降，
使清军得以直入西充张献忠的驻

会政治局势才全面转入正常状态。康

地。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突遭清军

熙四年（１６６５ 年），设在保宁的四川 军

袭击，中箭逝世，时年仅 ４１ 岁。张献

政机构全部迁入成都，这才开始清王

忠建立的大西农民政权，在四川存在

朝对四川的正常统治。

了两年。

平定吴三桂叛乱。吴三桂 （１６１１

（三）清代四川的政局
１．
前期 清王朝是以满族上层为
主体的，继蒙古族的元王朝之后的第

～１６７８ 年），字长伯，江南高邮人。曾

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

起义军。从 陕西入川 以来，一直受到

建政权。由于清王朝是从农民起义军

清王朝 的 信任，晋 封 为“平西 亲 王”。

手中夺取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所

顺治十六 年（１６５９ 年）吴 三桂 进 入云

任明 锦州 总兵。１６４４ 年在 山 海 关 降
清，
导引清军追歼李自成、张献忠农民

南，受到清王朝的“殊恩礼遇”，羽翼丰

兼并日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乾隆、

满，
势力 及 于川、滇、黔三省。康熙 十

嘉庆之交，四川地方官员贪污勒索成

二年（１６３７ 年）冬公开发动武装叛乱，

风，压迫剥削 十分严重。发生在川、

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分兵

楚、陕三省交界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就

进攻湖南和四川。在 四川 战场上，吴

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

军三万由建昌、越 西北犯，经荥经、雅

白莲教是一种民间秘密宗教，始

州进围成都，一时“全川 悉陷”。清军

于南宋，在元、明时期 即已在 四川 活

被迫退守陕西西安一线，形势十分严

跃。曾多次号召和发动过武装起义，

重。从 １６７６ 年开始，康熙命图海率军

因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多采

在西 线 开展 反 击，大败 吴 军 于平 凉。

取隐秘方式活动。内部支派很多，互

吴三桂被迫转入湖南作战。１６７８ 年，

不统属。四川白莲教活动的特点，主

吴三桂在衡州称帝，
改元昭武，不久即

要是秘密性，反清性，分散性，迷信性

病死于衡州。从 １６７９ 年开始，清军两

和广泛性。主要成分为棚民、贫苦农

路出 师，从 陕南 攻 四川。１６８０ 年，陕

民、
失业流民，以及游民组织嘓噜子等

西提督赵 良栋率军抵达成都，吴军巡

等。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以徐添德为

抚张文德率文武官员 ２００ 余迎降。与

首的白莲教发动武装起义，同时起义

此同时，湖广提督徐治都率水师直取
夔、
巫、万县等地，一时四川 尽 复。不

的还有东乡（今宣汉）白莲教首领王三
槐、冷天禄等。这两支队伍，
“楚、陕籍

久，吴 军 倾 全力 逼 犯 四川。１６８１ 年，

居三之二”，他们素习战斗，令进剿的

吴军攻占叙州，西线清军全面溃败，四

官军穷于应付。１７９６ 年首战东乡 告

川重 落 吴军 之手。康 熙 迅 即 改 变 方

捷，杀清军总兵袁国璜等。１７９７ 年攻

略，
组建川 陕总督统一领导 两省清军

占东乡县城，声势浩大，拥众达数万，

进行反攻，
相继在荥经、
黎州一线大败

实现川 楚白莲教在东乡 大会师。此

吴军主力，并乘胜追击，
进至昆明。吴

后，义军分兵转战于四川东、西、南、北

军势穷，城中食尽援绝，吴军投 降，吴

各地，
令官军围剿三年无功。至嘉庆

三桂孙吴世璠自杀。在四川的吴军残
余很快被消灭。吴三桂叛乱，波及 四

三年（１７９８ 年）夏至 １７９９ 年春，义军接
连遭受重大挫折，王三槐、冷天禄等领

川全省，持续 ８ 年之久。这次叛乱的

袖不幸被捕和战死，斗争暂时转入低

平定，使清王朝在 四川 的统治政权得

潮。义军只得进入老林地区，分散作

到进一步巩固，并为四川 经济的恢复

战，避免同清军主力正面接触。嘉庆

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年（１８００ 年）义军实行战略转移，抢

２．
中期 清代中期，四川地区土地

渡嘉陵江西进，在苍溪和江油马蹄岗

与清军发生激战，双方损失严重。义

在农业方面，元明清 三代王朝 在

军首领冉天元受伤遇害，
失去指挥，
结

统治四川之初，都面临田土严重荒芜，

果转胜为败。此后 清朝采取“坚壁清

亟待开垦的局面。元朝统治者不得不

野”、
步步为营策略，迫使义军陷入孤

把过去仅在战争中实行 的屯 田办法，

立无援的境地。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

普遍加 以推广。元代 四川 屯 田，分 军

达州义军首领徐添德在作战中牺牲，

屯和民屯两种形 式，其户 数在全 国的

损失很大。各支义军余部集中于川楚

地位是：民屯列第 ３ 位；军屯户 占全国

交界的夔巫老林隐蔽休整。嘉庆七年

总屯田户数的 ３８ ．
１５ ％ ，居第 ８ 位。民

（１８０２ 年）整个局势十分不利，义军中

户屯田大多集中在交通要道而又有荒

首领人物相继战死或被俘。到年底，

地沃土可供开垦之处。军屯则集中在

只剩下一些零星余部在坚持抵抗。至

川西平原，沿嘉 陵江中下 游和长 江沿

嘉庆十年（１８０５ 年）夏，义军首领王世

岸及岷江下 游一带。相 比之下，沱 江

贵战死，白莲教在四川 的起义才告结

一线则未设 屯开垦，表 明元代 土地开

束。白莲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

垦仍然是十分有 限的。明初四川 荒地

朝的黑暗统治，充分暴露了它 的腐朽

甚多，多发配犯人 进行 开恳。 在经 过

和虚弱 的本质。从此，清朝的国运开

５０ 年的垦殖活动后，由于大量的外省

始急剧衰落。

移民和土著人户 的辛勤 开垦，四川 的

（四）元明清时期四川的经济
元明清时期，我国的大一统局面

耕地状况才得以迅 速改善。 据《明会

得以形成和巩固。在元明清三代中央

年间的耕地总数大约在 １１ 万顷，至万

王朝统一格局之下，四川 盆地远离政

历又骤增额田数近 ３ 万顷。清初四川

治中心—北京，其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人口锐减，土地荒 芜。清 政府 为了迅

明显地下降了。这一时期，四川 地区

速恢复发展生产，一方 面 大力 鼓励湖

经历了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

广等省人 民入川 开垦，一 方 面又在 四

模的社会动乱，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的

川推行军屯、民屯，以扩耕地面积。康

破坏。由于四川盆地经济系统受群山

熙朝四川耕地面积在 １ 万～２ 万顷之

环锁的制约和“地狭人伙”的限制，经

间。耕地面积大 幅度上 升，发生 在雍

贸交流有 限。所以，在经历这两次大

正朝，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四川 耕地 ２１

规模的社会动乱之后，总的说来，
生产

万顷，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跃增至 ４３ 万

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再也未达到过去时

顷。自 此 以 后，直 至 嘉 庆 末 （ １８２０

代的繁盛局面，与当时稳定状态的东

年），四川 耕 地 即 转 入缓 慢 的增 长 过

南沿海地区比较也相差甚远。

程。

典》、正德《四川 志》统 计，四川 在正德

土地的开垦与人口的增长密不可

川人口的大量锐减，为了恢复经济，增

分。元代是继南北朝之后四川人口又

加赋税收入，清王朝 不 得 不采 取一些

一次呈大幅度下降趋势的时期。至元

旨在增加人口的应急措施。在从顺治

十九年（１２８２ 年），元朝 平定 四川后 公

末年（１６６１ 年）到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

布的在籍人口统计数字是：
“四川 民仅

在清统治 者的特许下，四川 开始了 空

①
十二万户”。
元代中后期，全国出现

前规 模 的 大 移 民活 动。 这 次 移 民 活

短暂的安 定局 面，户 口开始呈增 长趋

动，即四川地区广泛流传的“湖广填四

势。据至元 四 年 （１３３８ 年） 监 察御 史

川”。由于这 次移 民活动 自始 自终 得

报告，襄、汉一带流 民入川“开 垦成业

到政权的支持鼓励 和组 织 提倡，所 以

者，凡二十余万户。”较之于元初，这时

延续时间长、规模 大。在 经 过前后 延

四川 人 口 的增 长 速 度 也 是 十 分 惊 人

续 ６０ 多年的大移民后，四川人 口增长

的。明初四川户口显著下降。洪武五

持续 不 断，至 雍 正 二 年 （１７２４ 年），四

年（１３７２ 年），户 部 奏 四川 民只 有 ８ ．
４

川人口数为 ２，０４６，５５５，占全国人口的

万户。较 之 于 至 元 十 九 年 （１２８２ 年）

８ ％ 。其 后，经 过 乾 隆 年 间 （ １７３６ ～

的 １２ 万户，又下降了 ３０ ％ 。从明初开

１７９５ 年 ） 的 大 增 长，至 嘉 庆 十 七 年

始，由于外省移民，特别是来自湖广的

（１８１２ 年），四川 人 口 达 ２１００ 多 万，道

移民的迁入，四川户 口 数有 了较 大的

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突破 ３８００ 万，约 占

增长。洪武十 四年（１３８１ 年），四川 有

全国 人 口 的 ９ ．
３ ％ 。 这 一 增 长 趋 势，

户 ２１４９００，口 １４６４５１５，较 之洪武 五年

使四川 人 口 总 量 跃 居 前 列。 自 此 之

（１３７２ 年）猛增了 １９ 倍。整个明代，四

后，直到今 天四川 人口仍 占全 国人 口

川地区除正德 时有所 下 降外，其余时

的 １０ ％ 左右 的 比例。 经 过 这 次 大 移

间均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至万历六

民活动，来 自外省 的人数 超过 了 四川

年 （ １５７８ 年 ），四 川 有 户 ２６２６９４，口

本土的居民人数。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３１０２０７３。明末 清 初 是 继 宋 末 元 初 之

越来 越少 了。在康 熙 二 十 四年 （１６８５

后四川遭受 长期 战乱，因而人 口再度

年） 到 乾 隆十 八 年 （１７５３ 年） 间，四川

锐减 的 时期。 顺 治 十 八 年 （１６６１ 年 ）

人均占有耕地 约 １８ 亩。 到嘉 庆 时期

清代四川 第 一 次清理户 籍，全省仅有

（１７９６～１８１０ 年），人 均 耕地 面积 下 降

丁 １６０９６ 人。 如 按 一 丁 五 口 计，总人

到只 有 ２ 亩。 至 道 光 年 间 （ １８２１ ～

口才 ８０４８０ 人。 这 个 数 字，只 相 当 于

１８５０ 年）更下降到人均 １ 亩多。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年）的 ６ ．
１ ％ 。面对四
① 《元史》卷 １２《世祖纪》。

元明清三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

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元顺帝至元元年

元明清时期，四川地区的粮食作

（１３３６ 年），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

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增多，播种面扩大，

领导修筑都江堰工程，使 ６ 州 １２ 县之

产量有所提高。据元人郭翼《雪履斋

民受益，是都江堰水利史上的一次重

笔记》记载，四川峨眉县在元代，
“谷品

大举措。其中，在渠首鱼嘴修筑利民

甚繁，他处罕闻其名”。经他偶录下的

台；
在水流最湍急处铸铁龟 １ 个，重

名称，多达 ２５ 种。明代水稻播种面积

８０００ 公斤，贯以铁柱，以杀减水势，均

进一步扩大，已开始在丘陵和山区播

属首创。元人揭溪斯为之撰写的《大

种水稻。到了清代，水稻已遍及四川

元敕赐修堰碑》，
保存了这一工程修建

平原，丘陵和山区，品种可分为粳稻、

的详尽资料，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籼稻、
糯稻三种。明代四川地区的小

明代对于都江堰的跨县水利工程，设

麦生产有所发展，至清代已普遍种植

立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由添设的四

小春作物，以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

川按察司佥事一员，总理堰务，
制定管

一般作法是在当年水稻收获后，即接

理办法，协调各县用水矛盾。乾隆朝

种豆麦。元明清时期，一些新的粮食

四川总督阿尔泰对都江堰采取了深淘
堰底，
另开支河，
上游蓄水三项治理措

作物传入四川，并成为农家的主要食

施。道光成都水利同知强望泰，根据

二十五年（１６８６ 年）才开始传入四川。

自己的治水经验，
创造性地解释了“深

红薯是在清乾隆初年传入四川 的，当

淘滩，
低作堰”的治理原则。都江堰水

时主要产区在川西 成都、双流等地。

利资源的分配，
岁修工程的进行，
在清

马铃薯在嘉、道时期四川周围的丘陵

代已形成制度，纳入地方官员的日常

和高山已较普遍种植。以上三种作

管理之中。在清代四川水利建设中，

物，
“古书不载”，自清代始渐有此物，

粮。玉米自明代传入我国，至清康熙

出现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水利专家。如

“今 则 栽 种 遍 野，农 民 之 食 全 恃 此

康熙四川巡抚抗爱撰写的《复浚离堆

矣。
” 在经济作物方面，传统的茶叶

碑》，
雍正四川巡抚宪德撰写的《都江

衰落；但自元代起，
棉花已传至四川长

堰酌派夫价疏》，乾隆德阳知县阙昌言

江沿线州县，
到了明代，全川各地已普

所著的《作堰蓄水说》等，都是很有价

遍种植棉花。洪武十六年，明王朝赏

值的治水著作，是当时四川水利建设

赐四川等卫军士的棉花多达 １８ 万斤，

经验的总结，对推动四川水利建设发

棉布多达 ９４ 万匹，
显示了当时四川棉
花生产的水平。到乾隆中期，植棉业

挥了重要作用。
① 光绪
《奉节县志》
卷 １５。

①

已遍及四川各州、
县。据统计，清代四

纺纱织布之风日渐兴盛。四川的棉布

川种棉州县达 １０３ 个，占全省州、县总

织品，不仅自给有余，而且还由商贩远

数的 ８０ ％ 。从清初开始，四川种植烟

销至滇、黔等地。清代四川织棉技术

草，以川西地区为主。至乾隆时，什邡

不断改进提高，各地已普遍使用由湖

的晒烟已成为全国的名烟，并有相当

北传入的 １６ 寸轧机；弹花也由明代的

数量外销。甘蔗的种植在经历元代的

坐姿改为立姿。此外，专门的《种桑

衰落阶段后，明代开始兴盛起来。明

法》、
《种蚕法》等技术资料的推广，也

末清初四川蔗糖生产破坏殆尽。至康

促进了四川纺织业的进步。盐业在元

熙十年（１６７１ 年），由于福建汀州商人

代普遍衰落，全省仅有盐场 １２ 处，盐

的引种，甘蔗生产推广至沱江流域各

井 ９５ 眼。加之统治者实行官府直接

县，
进而代替了明以前的涪江流域产
区。到了道光时期，四川的种蔗范围

经营，
不许民间插手，以致经营不善，
灶户逃亡，盐井废坏，弄得“四川军民

已及 ２１ 个州县。其中尤以内 江、资
中、资阳等地发展最快，产量最多；其

多食解盐”（山西解州盐）。明代盐业

次为犍为、
南溪等县。

川共有盐井 １４５６ 眼。随着户 口的增

在手工业方面，元明清时期四川

产销，
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明初四
加，
盐井数目也不断扩大，
但必须经中

的纺织业，由于受战争和动乱的破坏，

央主管部门审批。明嘉靖间（１５３９～

以及官营工匠制度的束缚，已不可能

１５５４ 年）已出现自流井 的名 称，到了

恢复到宋代的繁荣地位。传统的蜀锦

清代，这一地区便逐渐发展成为四川

生产，
工艺性很强，不可能大量生产，

盐业的中心。在明代盐业中，已开始

主要供皇室和贵族享受。在元朝皇宫

出现众人集资，以营利为目的而开凿

和赠送高丽国王的礼品中，蜀锦仍是

的私井。私人井灶的数量在当时虽不

上品。在元朝染工所制作的丝织品

会很大，但它却标志着四川井盐业在

中，最有名的就是“蜀缬”，即四川的扎

突破封建国家和封建自然经济的双重

染。重庆明玉珍墓中，出土了一大批

桎梏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明代后期

纺织品，反映了当时丝织技术仍保持

至清代前期，四川钻井技术和井盐生

着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四川纺织业

产技术又有了显著提高。使四川的井

的发展趋势是，棉、麻制品 大幅度发

盐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清代四川盐

展，并迅速进入商品市场。在明代，四
川民间已产生专门从事棉织的机匠，

业在恢复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蓬
溪、射洪；南部、阆中；嘉定、犍为；富

开始摆脱“男 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

顺、
荣县和云阳等 ５ 个大盐产区。由

式。到了清代乾隆中、
后期，四川农村

于盐井开凿的难易程度不同、燃料的

供给情况的差异，射蓬、犍嘉、富荣盐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都

场先后成为川盐生产的三个主产区。

帮、
岳池帮、
重庆帮、
绵竹帮四大帮口；

盐的运销制度集历代运销制度大成，

按刻书性质，又产生了官刻、学刻、寺

实行严格的“专商引岸制度”
。从这时
开始，
计岸、
边岸、
楚岸和水引、陆引的

刻、
私刻和商刻等分工；在实践中还形
成了包括备料、写版、画版、校对、清

运销区域和运销形式逐渐推行开来。

版、贴样、刻版、打样、校对、付印十项

这一时期又是四川名酒形成和发展的

复杂的工艺流程。除雕版印刷外，清

重要阶段。据专家考察认定，泸州老

代四川也广泛使用活字印刷。在清代

窖建成的时间在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

四川印刷的书籍中，李调元乾隆四十

～１６１９ 年），由此奠定了 １９１５ 年荣获
巴拿马金奖这一
“三百年老窖”
名酒的
基础。在宜宾，明代出现了酿酒的专

七年（１７８２ 年）刻印的《函海》，全书共

业作坊—“糟坊”，当时比较有名气的

５８２ 卷，收采遗书 ３００ 余种，是难得的
大部头丛书。另外，从清初到道光二

糟坊是“温德丰”、
“德盛福”。至清代，

十年 （１８４０ 年） 全省 共刻 地方 志 ３０６
种，
这些都是四川雕刻印刷和刻字技

四川名酒及酿造工艺进一步走向成熟

术进步的见证。在清代前期四川手工

阶段。有历史传统的名酒在清代得以

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

继承下来，
扩大了生产，
一些新酒亦相

新的生产方式—资本 主义因素 的萌

继产生。清代四川的名酒，
主要有：
绵

芽。清代四川手工业大体上可以分为

竹大曲、泸州大曲、全兴大曲。此外，

家庭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

如杂粮酒、渝酒、咂酒等，在清代均较

业三种类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

有名。四川造纸业在清代较为发达。

工场手工业中表现较为明显。资本主

夹江、
绵竹和巴山老林是主要的造纸
产区。其中，
绵竹纸，
由于绵竹年画印

义因素在棉纺织业、制糖业、制烟业、
矿业和井盐业中都有所萌芽，而其中

刷的需求量较大，故生产规模和数量

尤以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现

都较有名。除满足本省所需外，绵竹

得非常鲜明。

纸还销往云南、
贵州、陕西、
甘肃、
湖广

在商业方面，元代四川商业总体

等省。雕刻印刷业在清代较为繁荣。

说水平很低，四川全省商税不仅与江

乾嘉时期，刻印书籍的书坊如雨后春

浙相去甚远，
即与江西、
湖广相较亦不

笋般出现，
外省的刻书技术和经验，随

能及，甚至还不如晋宁一路的税额。

着湖广、
陕西、江西、广东等省人的大

明初四川商业很不景气，宣德年间开

量徙入，
也传到了四川，
更促进了刻书

始有了显著变化。当时明朝 对全国

业的兴旺发达。在四川刻书业发展的

３３ 个府州县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

按旧额提高五倍，其中四川便包括成
都、
重庆、
泸州三处。此后，
从总体看，

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如綦江的扶欢

四川商业的发展状况一直比较平稳。

为大宗，中坝由此成为四川著名的场

四川物产丰富，
投入市场交换的商品，

镇之一，
客商云集，远近闻名，人皆呼

除蚕丝、木材外，还有药材、蔗糖、粮
食、
盐、
茶等等。这些都是对外地客商

为“小成都”。而原来经济比较发达的
州县，
这时则自然成为地方市场的活

很有吸引力的有名的商品。在清代，

动中心。如云阳、巫山形成为省内与

随着四川人口的剧增，耕地面积的扩
大，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在乾隆年间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前
哨，
而江津、綦江又因地处重庆外围，

连年丰收。除自给有余外，也大量调

所以它们皆以集散商品的功能而显得

运出川，成为商品交易的品种。据统

非常繁荣。重庆是清代四川最大的商

计，
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至嘉庆十一

业城市。乾隆时巴县有场镇 １２０ 个，

年（１８０６ 年），川 粮外运包括今湖北、
湖南、江西、江苏、
安徽、
浙江、
福建、
直

城关大小街巷 ２４０ 余道，市廛店铺，鳞

隶、河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西

水陆通衢，商贾云屯，百物萃聚”。可

藏、云南、贵州在内的 １６ 个省区，年输

供交易的商品，
“昭文则有丹漆旄羽，

米高达 ３０ 万石。此外，
成为商品交易

制器则有皮革骨角，取材则有楠梓竹

的经济作物还有：蚕丝、棉花、麻、烟、
茶、甘蔗、染料、桐油、水果、花卉、木

箭，
利用则有鱼盐旃裘、漆丝絺 纻，若

材、
药材等。随着以经济作物为主体

佳果香茗。或贩自剑南、
西川、
番藏之

的商品性农业在四川很多地方的迅速

地，
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

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四川农村商品

间”， 是一个名 符其实的区域市场

经济的繁荣，这就为区域市场的形成
创造了条件。在清代前期，四川农村

的活动中心。此外，重庆又是川盐济
楚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南最大的粮食

场镇数量之多，
分布之广，
商品交换之

集散市场。尽管四川地区市场的发展

活跃，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部分场镇

程度比不上江浙一带，但是城乡市场

皆形成市期，
定期交易，
三日一场。还

的结合，同样为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有被称为“川流不息”的“香会”，这种
香会活动领域往往还要跨越更多的县

创造了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
件。

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场镇逐渐形

在交通方面，元明清时期四川基

①

乾隆《巴县志》卷 １０。

坝以蚕丝贸易为主，江油中坝以药材

次栉比，地方文献称其为“三江总汇，

铜、若锡、若铁、若怪石、若金玉器玩，

①

本沿袭前代交通的布局，但因时代的
不同，
在线 路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元
代四川 全省 共有 陆站 ４８ 处，水站 ８４

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等方面起了重要
作用。

处，
水上交通范围更加广泛。水上交

（五）元明清时期四川的少数民族
元明清时期，四川少数民族的分

通线路大致分为川 江、岷江、汉江、清

布地区变动不大，
一直沿袭至近代，
在

江、
乌江、
横江六条水上路线。随着元

此期间，
只有几个少数民族迁入川境，

代云南政治、经济中心由大理东移中

人数较少。这一时期，元明清王朝改

庆（今昆明市），这一时期 四川通往云

变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土司制作为

南的线路不是象以往那样走清溪道，

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

而是 向南 经 黎溪，姜 驿，从 今 江边 渡

一种政策形式，
发端于元代，而首先在

口，
经元谋县入云南。在陆上交通上，

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民族地区推行。

元朝向少数民族地区延伸，相继整修

明朝“踵元故事”，
继续推行土司制度，

了成都经乌蒙至云南和湖广的驿路，

并使之“大为恢拓”。清朝从雍正初开

以及发兵“开土蕃道”等等。明代四川

始，
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大规模

全省有水马驿 １４１ 处，递运所 １４ 处，

的改土归流，从此大部分少数民族地

各重要府州县以及边地马湖、
龙安、
永
宁、
松潘、建昌、播州 等地皆有驿路可

区归由中央王朝任命的州县流官进行
统治。随着统治政策的改变，由此激

通。永宁宣慰司辖地，水道有百九十

发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引

滩，
其中江门大滩等 ８２ 处，皆石塞其

起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斗争。

流，故 航 行 多 险 阻。洪 武 二 十 四 年

岷江上游的羌族，在元朝土司制

（１３９２ 年），明朝廷派遣曹震专程入川
进行治理。这是明代四川规模最大的

下，
归宣政院所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
元帅府，设松潘、宕、叠、威、茂等处军

交通建设工程。清代四川 驿站，沿袭

民安抚司以治之。明朝 承袭这一制

明制，
雍正、
乾隆朝四川驿站进一步得

度，
设军民指挥使司、安抚司，下辖千

到加强。随着 四川 经济的发展，驿递

户所、
长官司以治之。清朝在这一地

的频繁，道路的整修亦受到地方官员

区继续设安抚司、
长官司、
巡检司加以

的重视。在川 陕驿道上，清廷曾于乾

统治。在元明清羌人土司区内，聚居

隆年间两次拨款进行维修栈道。另外

着以羌人为主的各种民族。岷江上游

还组织川滇两省力量，对金沙江通川

羌人的社会风俗习惯，与前代相差不

河道进行大规模整修。从此，四川 商

大，经济生活与前代无异。适宜农耕

船可直达金沙江上游的滥田坝等处，

的地方，以耕稼为主，
兼营牧业，
“春耕

在沟通四川益地与川西同少数民族地

秋获，一如内地”。而在有些“不产五

谷，
不养蚕桑”的地方，则以耕种卫所

都司、朵甘都司，以及长河西鱼通宁远

屯田为主。这一时期羌族地区的经济

宣慰司、董 卜韩胡宣慰司进 行统治。

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羌区

清朝前期沿用明制，先后在这两区内

交通道路通畅，与内地的盐茶贸易得

加封了许多藏族土司，其主要的有：明

以正常进行。汶川、茂州、保县（今理

正宣抚司、瞻对安抚司、绰司甲安抚

县）等，
已由纯粹的军事政治要镇，进

司、
巴里两塘正副宣抚司、德格宣抚

而成为各族物资交流集散的经济中

司、
梭磨宣抚司、
金川安抚司等。四川

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羌区的文

西北部的藏族部落，聚居在水草丰茂

化教育得以开展，汉羌融合的趋势进

的
“草地”的，以畜牧为主。聚居在山

一步加强。明初以来，茂州等地开始

坡河谷地带的，
则主要从事农耕，
兼营

设立州学，
羌区各地相继建文庙，
设学

少数牧畜。作物以青稞为主，小麦次

校，
改变了过去“不习《诗》
《书》”的风

之。位于大渡河畔的番民，
则“专务贸

尚，
出现了“渐染声教，
习尚衣冠”的局

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

面，
以至“彬彬有齐鲁之风”。大量佛

赡其地” 。四川 西北部藏区是一个

教、道教寺院的兴建，对羌人原有的宗

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元明清王朝充

教信仰、
甚至传统节日活动，
产生了很

分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
尊崇喇嘛教，

大的影响。羌汉 民间进一步友好相

用喇嘛教笼络民心。在清朝统治者加

处，
为共同开发羌区作出了贡献。这

封的藏族喇嘛教中黄教的最高首领—

一时期羌区基本上是封建领主制。羌

达赖喇嘛中，
有四个出生在甘孜藏区。

族内部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羌民的反

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的管辖下，元明清

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土司制，
到雍正

时期四川藏区同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

年间（１７２３～１７３５ 年），废除世袭的土
司制，代之以封建王朝的州县流官直

了，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

①

统的茶马互市，
在这一时期更为发展。

接统治的“改土归流”，已成必然的历
史趋势。

与藏族人民的贸易自相往来，不受限

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在元代主要

制。碉门、黎州等传统番汉互市交易

聚居在两个区域：一是松潘地区，约当

兴旺发达。除民间贸易和官方组织的

今阿坝藏区，
另一是朵甘地区，约当今

茶马交易外，藏区土司头人和上层喇

甘孜藏区。这两个区域的藏族，在元

嘛还以朝贡的方式至内地贸易。元明

朝归吐蕃宣慰司管辖。明朝分设松潘

清时期朝贡人员络绎不绝，沿途出售

① 《明史》卷 ３３１《西域传》。

特别是川、
藏交界的朵甘思一带，
汉族

藏区土特产品，换取汉地的各种农副

息。不久，
接替莎罗奔为土司的郎卡，

产品、手工艺品。在汉藏交流日益密

又自恃金川地广人众，不断扩大势力

切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的汉民进入

范围，
发动武装叛乱。清军出兵征讨，

康区，
他们带来了汉区的生产技术，
与

累遭挫败。在 １７７２ 年进攻小金川 的

藏族人民一道，为共同开发四川藏区

战斗中，清军 ３０００ 人入墨龚沟，全军

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四川藏区在文

陷殁。清军改变方略再次集中兵力进

化上有很大进步，汉族的学术思想进

剿，
最后于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年）攻下

一步传入藏区并产生很大影响。在明

大金川土司的中心之一—勒乌围。大

朝，
松州开始设立儒学，龙安府（今平

金川土司索诺木出寨投降，
历时五年，

武）出现“送子读收，习学汉语”的现
象，
天全六番招讨司派子弟入国学读

费帑银 ７０００ 万两的平定大小金川 叛
乱的战争，至此终告平息。接着清朝

书。随着木刻印刷术和纸张的传入藏

在该地设美诺厅（后改懋功县）、阿尔

区，
大大便利了多种藏文佛经及其文

古厅，直接由四川省统辖。从而进一

学艺术作品的流传。雍正年间德格印

步巩固了自雍正以来四川地区改土归

经院刻成
《甘珠尔》、
《丹珠尔》等佛学
丛书，奠定了作为近代康区文化重心

流的成果，推动了改土归流的继续进
行。

之一的印经院的基础。在清王朝推行

凉山地区的彝族，在元朝统称之

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发生在大小金川

为罗罗斯。元朝在这一地区推行土官

的叛乱事件，不仅是四川藏区的重大

制度，建置罗罗斯宣慰司进行统治。

事件，而且也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上的

明朝在这里设有 ５ 卫、
８ 所、
５ 长官司。

重大事件。大、
小金川，
位于四川西北

清朝继续任用土酋，设置土司。彝族

部，
是藏族定居地区。明隶杂谷安抚

的族源十分复杂，分布的范 围很广。

司，
康熙时土司嘉勒巴内附，
雍正元年

元明清时期彝族遍布云、贵、
川三省，

（１７２３ 年）其孙莎罗奔授为金川安抚
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

在四川则集中在大凉山一带。元代彝

旺为小金川。从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年）

在安宁河一线的城镇和坝区。明初大

开始，莎罗奔自恃势力强大，
一再侵掠

量汉、回卫军进入凉山后，平坝沃土被

邻近土司，
扩大地盘，先后夺取小金川

卫军占领，彝族迫于政治、军事压力，

印信，
并攻占明正土司，
“意欲并吞诸

不得不搬上山坡，分散耕种贫瘠的土

番”。莎罗奔甚至公开进行武装挑衅，

地，以致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元明

杀伤清朝官兵。乾隆不得不调兵征

清时期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

讨，
方于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初告平

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元朝除了在罗

族是凉山地区的多数居民，他们居住

罗斯地区驻军、修筑道路外，还 于会

遍及全国各地，四川也不例外。元朝

通、建昌、
会川、德昌建立军民屯田，
使

在进兵四川，
及其在四川统治崩溃后，

封建生产关系随着屯田租种而得以推

相传有部分蒙古人留居四川。明代，

行。明代在建昌地区普遍建立卫所，

也留下一些境外蒙古人入居四川的踪

开设军 民屯，安 置卫 军 ５９０００ 多户。

迹。明末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南

随着大量卫军迁入凉山，不断扩大土

下青海，率兵攻入康区，
由于这一次历

地耕种面积，
输入内地的生产技术，
这

史进军，
在今阿坝、甘孜州境内，留下

一地区的农业、制盐、冶矿、伐木等业

了不少称为“霍尔”的部落后裔。现今

有了很大的发展。建昌地区的社会经

在四川内地居住的蒙古人，则主要是

济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变，在城镇和设

清代八旗军中的蒙古后裔。清兵入关

屯地区已出现封建租佃关系。尽管如

后，
于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 年）设满州驻

此，但是凉山彝族的腹心地区，直至近

防成都八旗，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蒙

代都还保存着奴隶制的社会形态。随

古官兵，随满族官兵集中驻在一起。

着经济的发展，民族融合的趋势日渐

满人移居四川，始于清初。在康熙六

加快。汉族儒学文化在凉山地区的影
响日渐增加，至明初已有彝族子弟在

二一年（１７２２ 年）所设 １６００ 名驻防成
都八旗中，
约有三分之二的满族官兵，

南京的国子监读书，彝族地区也创设

与蒙古人集中成都的少城 之内。此

学校供贵族子弟受业。在元朝统治时

后，陆续送入旗兵眷属，共有 ３０００ 余

期罗罗斯地区曾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

满族人在成都居住。回族的先民大批

件。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 年）定昌路总
管纳谷起兵反抗元朝政府“毁桥梁，取

进入四川始于元明两代，兴盛于清代。

仓粟，
夺驿马及屯田牛”，声势十分浩

的。随着蒙古的大举进兵四川，以及

大，
一度与千户 阿夷谋率众渡不思鲁

到各地去征战，屯田和守戍，军中信仰

河（金沙江），影响反抗的各土酋也多

伊斯兰教的官兵相继来到四川，并在

凭险拒守，立寨自保。由于建都地多

各地居住下来。明朝灭元时，又有一

产金，元朝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

批来自甘陕和江南的回人随明军来

官。不堪忍受元朝剥削压迫的产金

川，
定居于用兵较多的川 北和凉山等

户，也多举兵响应。元朝调集各路军

地。其后，又陆续有外省回民进入成

兵加 以镇压，至 １２７９ 年才把纳谷擒
杀。

都、
重庆等地居住。明末张献忠带领

蒙古人、回人和满人，随着蒙古、
女真的崛起并统治全国，也随其兵力

在元代，回人是通过西北路进入四川

农民起义军入川作战，其中有不少回
族士兵。后来大西军抗清失败，也有
一部分回民留在四川 长期 定居。清

初，特别是康、乾之际，更有较多的回

东等地逃荒来到四川垦荒定居。四川

民进入四川，除随军士兵外，
还有入川

傣族主要分布于会理、盐边和渡口市
郊区。

开垦或经商的，他们大多分布在成都、
重庆、宜宾 等通 都 大邑 及 多州、县城
乡。

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是万历年

此外，这一时期 四川 境内还分布

间的都掌蛮反抗和万历天启年间的杨

着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土家族居住于

这一时期四川少数民族史上发生

应龙与奢安之乱。

四川东南，与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交

都掌蛮是古代活动于今川中南部

界。苗族大约在唐末宋初已开始由黔

兴文、
珙县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
本僚

西北进入川 南地 区，宋、元以来，先后

人后裔。明代居住于高、
珙、筠、
戎、马

散居于僚、彝、汉等民族之间，直到明

湖等地。明王朝较早对这一地区改土

代万历年间都掌蛮反抗和天启初年奢

归流，并 加 强 军 事 控 制。 成 化 元 年

崇明叛乱被平定后，由于僚族和彝族

（１４６５ 年），都御史汪浩等人以授官为

的影响削弱，它才在明末逐渐成为川

名，
诱杀都掌各寨首领 ２７０ 余人，激起

南地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明清以

都掌蛮的大规模反抗。明王朝调集四

来，苗族地区多在土司统治之下，直到

川、
贵州军队进行镇压，遭到都掌蛮的

改土归流后，这一地区才逐渐由封建

顽强抵 抗。成 化 三 年 （１４６７ 年） 明 军

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变。金沙

从三路进攻，纵火烧毁村寨和粮仓数

江上游的四川纳西族，原为明代云南

千处，
屠杀数千人，暂时将都掌蛮反抗

丽江府通安州 的百姓，属木氏土司管

镇压下去。隆庆末，都掌蛮首领阿大、

理，
后因随木土司用兵，
离开丽江而迁

阿二、
方三等在建武所以东的九丝山

居四川，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后期至清

再次发动起义。明朝调集 １４ 万大军

康熙之际。傈僳族，即唐代的两姓蛮，

镇压，
众寡不敌，阿大、阿二、方三等首

属乌蛮、白蛮之种。明清之际分散从

领被俘遇害，先后被明军屠杀的都掌

云南迁居四川渡口、
米易、
德昌一带居

蛮达 ７０００ 人。万历以后，都掌蛮便不

住。布依族分布在四川宁南、
会东、
木

复见于记载了。

里、
普格等县，
他们多是在清嘉庆初年

杨应龙叛乱是明代四川土司反明

由贵州迁来凉山的。四川壮族历史较

叛乱之一。万历十九年（１５１９ 年），四

短，
他们是在嘉庆初年由贵州经云南

川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因

迁来凉山，与布依族一起聚居。傣族

改土归流威胁他的统治，趁明王朝与

原居于云南，其中一部分是明代被征

后金（清）战争之机，举兵叛乱。历时

入川作战，另 一部分是清代从云南景

１０ 年，流劫川、黔、湖广等地。明王朝

初期以抚为主，多次妥协。万历二十

方面有所作为，但却缺乏在全国有影

四年（１５９６ 年），杨又趁明王朝因抗倭

响的人物和成就。另一方面，随着元

而放松对其控制之机，先后洗劫四川

明清统一王朝下全国经济文化交往的

江津、南川、綦江和湖广 四十八屯等

频繁，一批蜀籍士人在外地取得的文

地。明王朝调集三省官军和部分土司

化成就比过去时代大为增多。相应地

的土兵共 ２５ 万人，由总督 李化龙率

四川也大量吸收融汇外地文化，进而

领，分 ８ 路围剿，杨势穷自焚，叛乱告
平。

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文化

奢安之乱是明代四川、贵州土司
反明叛乱之一。天启 元年（１６２１ 年），

品种和门类，最突出的如川戏、川酒、
川菜文化等等。
在哲学方面，元代堪称哲学大家

明王朝命永宁（今叙永县）彝族宣抚使

并以著作传世的蜀籍学者，几乎都流

奢崇明出兵辽东抵抗后金（清）。奢以

寓在长江中下游地带。其中著名 的

未增给粮饷为借口，
举兵反明，占领重
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江安、

如：黄泽，字楚望，资州内江人，因蜀乱

遵义等地，直逼成都。贵州水西（今毕

和洪州东湖书院山长，闭门授徒，著述

节地区）宣慰司土司安邦彦举兵响应，

甚丰。哲学代表作有《易学滥觞》、
《春

围攻贵阳、赤水等地。四川总督朱燮

秋三传义例考》。元代南方理学大师

元督川、黔、滇和湖广四省军队反复围

吴澄“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

剿。崇祯二年（１６２９ 年），明军将领刘

之者”。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人，寓居

可训、
侯良柱率部在永宁五峰山与叛

慈利州天门山，垂 ３０ 年，为南阳书院

军激战，歼敌 １５ 万，大获全胜，奢、安

山长，著《大易缉说》１０ 卷。任士林，

被诛，叛乱始平。

字叔实，
绵竹人，寓居奉化，任安定书

（六）元明清时期四川的文化
这一时期四川由于经历宋末元初

寓居于九江。大德中任江州景星书院

院山长，作《中易》等等。明代四川哲

和元末明初两次社会大变动的影响，

学家著名的有：
邹智（１４６６～１４９１ 年），
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６

在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

年）乡试第一，深恨当时小人在位，朝

要表现在：一方面，自两汉以至唐宋堪

政腐败。次年登进士，改庶吉士。孝

称繁盛的四川文化明显地衰微了。过

宗时因上疏，被谪戍广东。从思想渊

去时代尚属先进的一些传统学科，如

源上讲，
邹智属白沙学派（因广东新会

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这时

白沙人陈献章而得名），主张“静”，强

的总体水平下降了，虽不排除在某些

调“以涵养本源为先”。时人称其“才

①

识亚于贾谊，志气类乎陈亮。
” 来知

间停废科举，故学校与科举并非基本

德（１５２５～１６０４ 年），字矣鲜，梁平人。

合一。明朝并不专门提供学校的建设

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 年）举于乡，因双

资金和教育经费，办学多是依靠本地

亲相继殁，在万县山中隐居 ３０ 年。万

土绅赞助支撑。清代四川教育层次较

历中，明朝特授翰林待诏，力 辞不就。

多，分府学、州学、厅学、县学、卫学和

著有《周易集注》１６ 卷，以探求象数的

满营官学，以及义学、义塾、社学、
乡学

错综变化为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和私塾等。最突出的是书院的举办。

称其“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

明代书院崇尚自由讨论，清初不许别

绝学”。在明末清初反宋明理学的思

创书 院。直 到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１７０４

潮中，四川思想界出现了被称为“急先

年），四川 才创办成都锦江书院。此

锋”的费密和杰出思想家唐甄。费密

后，随着书院体制、办学目的、方法、经

（１６２３～１６９９ 年），字此度，号燕峰，新

费的逐渐完善，书院这一文化教育机

繁人。他亲自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动

构便在四川各地普及开来。仅在成都

乱，
并从思想上探讨这一大动乱的前

府及府属州县，便有潜溪书院、芙蓉书

因后果。著有《毛诗广义》、
《宏道书》、

院、元音书院、墨池书院、八旗少城书

《圣门旧章》、
《荒书》等书，不下 ３０ 余

院、
尊经书院，以及万春书院、繁江书

种。唐甄（１６３０～１７０４ 年），原名大陶，

院、繡川书院、龙门书院、
岷阳书院、唐

字铸万，别号圃亭，达州人，顺治十四

昌书院、
岷江书院、九峰书院、凤山书

年（１６５７ 年） 举 人，任 山 西 子 长 县 知

院、
崇阳书院、
通津书院、
南轩书院、
方

县，未几被革职，晚年流寓江南。积坎

亭书院等一大批书院相继问世。

坷经历，历 ３０ 年作《潜书》９７ 篇，猛烈

在文学方面，在元代文坛上以诗

抨击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提出平等和

文最负盛名，多是流寓东南的蜀籍士

富民思想。他不仅是明末清初四川进

人。著名的有：虞集（１２７２～１３４８ 年），
字伯生，号邵庵，祖籍四川 隆州（今仁

步的思想家，也是我国早期的启 蒙学
者。

寿）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幼年

在教育方面，由于经历这一时期

随父避兵岭外。少承家学，内则“受业

的两次社会 大变动，在元明清三朝 四

家庭”，外则就学于元代南方理学大师

川的教育事业都经历了恢复重建的阶

吴澄。１２９８ 年前后，入京为大都路儒

段，然后才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其水平

学教授、国学助教。文宗时任奎章阁

远不及两宋时代。在元代由于较长时

侍书学士，受命与中书平章赵世延等

①

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 ３。

候《经世大典》，
任总裁。“平生为文万

嘉靖三年（１５２４ 年），因议大礼，受廷

篇”
。除编修《经世大典》８８０ 卷外，另

杖，
谪戍云南永昌卫，投荒三十余年，

有《道国学古录》、
《道源类稿》等传世。

卒于戍所。一生著述甚丰，现存 １５０

虞集最擅长典册之作，
“一时大典咸出

多种。作为杰出的思想家，他反对宋

其手。
”其为文“著作法度谨严，辞指精
核”
，
“粹然自成一家言”。当时人得其

明理学，
不侈谈性理而注重实证，具有

赠言，
“如获拱璧”
。《元史》盛誉其文

经验，主张用发展变化观点看待事物。

笔有两宋之遗风。此外，虞集在诗词

作为文学家，他在自己的散文、诗、词

界也颇有地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作品中，深刻揭露明王朝的腐朽与黑

载其诗作见称一时，并被列为元代五

暗，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时代性。在

大诗人的首位。他的词作 ３０ 多阙，辑

诗歌创作上，以宏富的才情和多方面

为《道源乐府》。风格“豪婉兼苏秦，高

的特长为后世所推重，诗风“有少陵、

旷若陶谢”
。是“诗人之词”
，
“一洗铅

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杨

华”
。他的《风入松》词，
“天然风韵，传

慎在词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其艺术

遍当时”
。特别是其中的末句：
“杏花

风貌被王骥德的《曲律》概括为“杨俊

春雨江南”
，更是脍炙人口，争相传诵，

而葩”。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词的典

由是“此 曲 遂 遍 海 内 矣”
。蒲 道 源

雅形式和通俗文艺结合起来，写成长

（１２６０～１３６６ 年），字得之，号顺斋，眉
州青神人，后寓居兴元、著有《顺斋闲

篇《廿一史弹词》，文字浅近，易 于传

务实的精神和开拓的勇气，重视实践

播。在明代文坛上，初期有“吴中四

居丛稿》２６ 卷，留有词 ３４ 阙，辑为《顺
斋词》一卷，也是元代有名的词作家之

杰”比较活跃，其中的杨基、徐贲二人，

一。元时蜀中以诗闻名的，还有邓文

于世。中期有嘉靖“八才子”，其中的

原（１２５９～１３２８ 年），字善之，一字匪
石，
绵州人。寓居钱塘。入元为杭州

熊过、
任翰俱蜀人。明清易代之际，
不

其先原籍四川，后寓居吴中，均以诗名

少四川作家又纷纷流寓江南，其中最

路学正，历任江浙儒学提举，
拜集贤直
学士，
兼国子祭酒。有《巴西文集》一

有名 者，如余

卷。他的诗“全篇整丽，着尾匀和”
，

为生。吕潜，字孔昭，遂宁人，吕大器

“句格庄严，词藻瑰丽”。在明代文坛
上最负 盛名 的作家有：杨慎（１４８８～
１５５９ 年），字用 修，号 升庵，新都 人。

，字生生，青神人，于

鄞县七子结社，入清后隐居不出，卖文
之子，寓居吴兴，诗调新颖，又善画花
草，他们均为后世所称道。清代四川

著名 政治家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

散文 家 首 推 彭 端 淑 （约 １６９９ ～ １７７９
年），字仪一，号乐斋，丹棱人。雍正十

（１５１１ 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一年（１７３３ 年）进士，授吏部 主事，历

任员外郎、郎中。晚年归蜀，主讲于成

《竹枝词》，
正式成为科场的考试题目，

都锦江书院。学识广博，尤精于诗文，

表明其在文人学士中的影响之大。钱

诗学汉魏，文承左、
史，著有《白鹤堂今

学宪的
《锦城竹枝词》，长达百首，
对清

古文集》等。他的《为学一首示子侄》，
成为士子们必读的名篇。清代诗歌创

代成都市坊民情风俗时尚作了细致入
微、
生动形象的描绘，
是一幅绚丽多彩

作成 就 最 著名 的有：张问 陶 （１７６４ ～

的清代前期成都的市井风俗图。

１８１４ 年），字船山，遂宁人。乾隆五十
五年 （１７９０ 年） 进士，曾 先后 任 检讨、
御史、
知府等官。一生诗作内容丰富，

在绘画书法方面，
从元代开始，江
南绘画在全国跃居首位，四川绘画地
位一落千丈。元明两代能自成一派，

船山诗草》中，被称为“清代蜀中诗人

且在全国有影响的四川画家，数量不
多。在清代，随着外省人的大量入川，

之冠”。是当时全国各大诗派中，继袁

年画制作工匠带来绘画艺术，在绵竹

枚而起的性灵派的代表，与李调元、彭

纸业生产基地，形成为全国四大年画
生产中心之一。乾隆后，绵竹年画生
产达到高潮。年画种类多，
内容广，
生

数量众多，有 ４０００ 多首传世，载入《张

端叔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李调
元（１７３４～约 １８０２ 年），字羹堂，赞庵、
鹤洲，号雨 村，又号 童山、蠢 翁，罗 江

活气息浓，色彩艳丽，深受民间喜欢，

人。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 年）进士，授

题材多为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元代

翰林院编修，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考

书法家中，能与当时号称盖世书家的

工司主事、
员外郎等职。后被捕下狱，

赵孟頫地位相当的，只有寓居东南的

流放新疆。乾 隆五 十年 （１７８５ 年） 回

邓文原和虞集。邓文原不仅善诗文，

乡，不再出任。积平生心力，编刻《函

且“工于笔札”
。其诗文淳雅，莹洁如

海》丛书，收录有关巴蜀著作 １５０ 种以

玉；
字法遒媚，与赵孟頫相伯仲。《书

上。一生著述 ５０ 余种，诗作有《童山

史会要》称其书风“和雅”
。虞集亦善

诗集》等。袁枚称其诗作“才豪力猛”。

书，
《书史会要》评论其书法“真行草
篆，皆有法度，
古隶为当代第一。
”
明代

此外，还有费密，也以诗闻名，有《燕峰
最大者首推孙桐生编的《国朝全蜀诗

四川书法家，初期以杨茎、王璲最著
名，
中期以苏致中、
张嘉谟、
杨慎、
黄辉

钞》，该书选刊从清初至道光二十年的

成就最大。黄辉擅长楷书，尤精行、

诗篇很多，堪称 四川 诗歌总汇。清代

草，
其书法作品传世很少，
今四川省博

蜀中词人在百人以上，著名的有费密、

物馆收藏三件，弥足珍贵。清代四川

先著、李调元等人。竹枝词在清代四

书法人才众多，其中最著名 的有：吕

川广泛流行，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年）院试

潜，
其行草书纵逸挥洒，气魄雄伟；费

诗钞》行世。清代四川诗著不少，规模

密，书法古劲，人得片纸皆珍之；费锡

领的两个川戏戏班，不仅在四川各地

璜，书法狂纵飘逸，不可一世；破山海

上演，而且还到江苏南京一带进行演

明，
书法放纵不拘，上下连绵，自成一
格等等。

出。著名文学家和戏曲家杨慎也深受
影响，
由他撰著的《洞天元记》、
《太和

在建筑方面，元明清时期是中国

记》等杂剧，盛行一时，曾被时人攻击

古代建筑走向成熟的阶段，官式建筑

为词曲多“川调”。他对明代川戏的传

趋于标准化和定型化。封建等级差别

播是有贡献的。到了清初，随着“湖广

不仅表现在官式中，而且也严重地影

填四川”掀起的移民运动，各地的戏剧

响到民居上。体现这一建筑风格和特
点的建筑，在四川境内比比皆是。例

进入四川，使川戏呈现诸腔杂陈的局
面。康、乾年间，来自外省的苏昆、秦

如，
梓潼县七曲山大庙盘陀殿、阆中县

腔、
徽调、弋阳腔等相继进入四川，经

永安寺土殿、
峨眉山东岳庙飞来殿、
平

过长期用四川方言与四川的“土戏”—

武县报恩寺大殿等，
柱子排列灵活，
与

灯戏同台演出，相互影响而形成了较

屋架不作对称联系，
造型比例匀称，
梁

多的共同风格，统称为川剧。但要构

架结构简炼，显得古朴、明朗、实用。

成“昆、高、胡、弹、灯”五种不同声腔的

这一时期寺庙建筑中轴线和对称布

联合体制的川剧，则是在晚清时才完

局，贯穿森严的封建等级制，
在宗教建

成的。 四川 的皮 影 戏 俗称 为“灯 影
戏”、
“灯影儿”、
“皮灯影儿”，是一种借

筑中的北碚温泉寺、
七曲山大庙群、
丰
都名山古庙群、
屏山禹王宫，
以及各地
的文庙建筑，
均可发现大同小异之处。

灯取影在影幕上表演戏剧故事的民间
戏曲艺术。这种艺术形式，至迟是在

明清建筑在各个建筑部位的装饰上采

明末清初至乾隆、
嘉庆时期，由四川原

用彩画、雕塑工艺，显得更加华丽多

有的皮影同外来的皮影经过长期交流

彩，如平武报恩寺、宜宾旋螺殿、成都

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在川剧和皮影戏

文殊院、
自贡西秦会馆等建筑，堪称这

形成的过程中，四川涌现的著名艺人

一时代四川建筑艺术珍品。

有：
魏长生，字婉卿，金堂人。少因家

在戏剧艺术方面，作为我国四大

贫，随舅去陕西学戏，成为秦腔名伶。

剧种之一的川剧，
正是在明、
清时期诞

１７７４ 年，随双庆班入京，演《滚楼》一

生，
形成和兴盛起来的。从明代散曲

剧，
名声轰动京城。后多次进京演出，

家陈铎的
《朝天子·川戏》
和《北耍孩儿

皆引起轰动。他的表演“声容真切，令

·嘲川戏》可以透露出，明代川戏上演

人欲泪”，
“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顿为

的是丑角戏、
玩笑戏一类的喜剧，民间

之减色”。灯影艺人赵镜海（？ ～１８２６

生活气息很浓。由韩五儿和靳广儿率

年），１７１４ 年 迁居 绵 州，建立 苏 灯 影

班，
后又名天顺班。所演灯影古戏曲
本至今还有不少保存下来。在戏剧理
论和编剧方面，李调元的《雨村剧话》
和
《雨村曲话》，是两部很有价值的著

和兵器制造、雕版刻印技术方面也有
一些改进和提高。
在史志方面，借助这一时期统一

作。他卓有创见地提出了“古今一戏

中央王朝的强盛国力，四川掀起了大
量纂修地方志的高潮。相比之下，这

场”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戏剧艺术功能

一时期四川的史学著作则显得逊色

“可兴、
可观、
可群、
可怨”的作用，
以及

了。在元代，在外地做官或寓居的蜀

“吾以曲之以弋阳，梆子，即曲中之变
曲、霸曲”等理论，为后世戏曲史家们

籍士人，
在纂修志书方面有所作为的，
有虞应龙，
字柏心，仁寿人，
入元，寓居

所重视，
并不断加以发挥。

湖广行省。以杰出的地方志之才，被

在科技方面，清代四川境内共产
生了四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著
作。一是雍正新都知县张文梵的《农
书》，分 九个方面对农业生产加以论
述，对选种、
育种、
播种、
疏耙、
锄耘、
粪
琅、兴修水利，乃至喂养耕牛，都作了
精辟的总结。二是乾隆德阳知县阙昌
言的《农事说》，对在农业生产中如何
注意因天时、尽地利和发挥人力的作

征入朝，授秘书少监，参与纂修了《大
一统志》。郭应木，
字居仁，
资州人，
摄
官宝安（今广东东莞），主持纂修了《宝
安志》。冯福京，潼川人，迁官昌国州
（今浙江安海）判官，编成《昌国州图
志》。元代四川方志史上，费著有时
名，贡献较大。费著，
广都人，
进士，授
国子助教，
历汉中廉访使，调重庆府总
管。明玉珍攻城，遁居犍为而卒。曾

张宗法的《三农纪》，详述天时地利、
备

参与编修《成都府志》，
对“郡邑沿革与
夫人物、风俗”搜访颇备。撰写的《岁

荒救荒、
农作物栽培、畜牧兽医、农村

华纪丽谱》等九篇文献，
虽为整理宋人

习俗杂事、
农产品加工，共 ３０ 余万字，

的作品，
但对保存唐宋四川地区政治、

内容丰富，
体系完整，具有较强的科学

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料，
价值是十分宝

价值。四是乾隆罗江知县沈潜的《蚕

贵的。明代四川史学著作，以杨学可

桑说》，对种桑养蚕中的技术问题作了

的
《明氏实录》最有特色。杨学可，名

详细论述。清代四川钻井技术得到很

敏，
以字行，新都人。元末，去云南昆

大提高，钻井深度大为提高。１８３５ 年

明讲经。返川后，明玉珍授以国子助

钻出了井深 １００１ ．
４２ 米的燊海井，是
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标

教，
“辞不就职”
。其所撰《实录》，
记明

志清代四川钻井技术所达到的水平。

态度比较客观，均可存史，以供参证。

此外，清代四川在蜀锦织机、
运输工具

有明一代，
凡四修四川“总志”
，
其书皆

用作了很好的说明。三是乾隆什邡人

玉珍及大夏政权兴亡始末，
记述完整，

存，计有正德《四川 志》３７ 卷、嘉靖《四
川总志》１６ 卷、万历《四川总志》３４ 卷、

①

志，
可胜慨哉。”

这一时期 四川 的宗教，仍然 普遍

万历《四川 总志》２７ 卷。明 代 四川 府

流行佛教和道教。佛教分为藏传佛教

州县志，目前可考者，仅存 ２２ 种。这

和汉地佛教。在元代四川藏区喇嘛教

些地方志，无论通观全局，撮其大要的

各教派势力此消彼长，主要 的教派有

总志，
还是具体入微的府州县志，对保

萨迦（俗称花教）、噶举（俗称白教）、宁

存有明一代四川地方的政治经济情况

玛（俗称红教）、觉囊等派。明代以后，

和社会风土人情资料，都是十分宝贵

格鲁派（俗称黄教）日渐 流行，成为 四

的。清初出现了一些当时人记当时当

川藏区中势力 最大的教派，汉地佛 教

地史事的史书，如费密的《著书》、欧阳

仍以禅宗为主。四川是正一天师张道

直的《蜀乱》、沈荀蔚的《蜀难叙略》等，

陵传道的地方，元代四川 仍 以正一 天

具体详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但

师道为主，出了不少正一法师。明清

自乾嘉文字狱盛行 以来，有卓识的史

两代，道教两大宗派即正一道和全真

学著作已少见了。而在地方志的纂修

道都已逐渐走 向衰落，在四川 佛道 之

上，清代 四川则 掀起了高潮。在中央

争中，道教日居下风。到了清嘉庆时，

方志体例统一从同的原则下，清代四

被称为十大洞天之五的青城山道观上

川曾三修省 志，即康熙《四川 总志》３６

清宫，仅存小室三楹。而峨眉山 更形

卷，雍 正《四川 通 志》４７ 卷，（ 乾 隆利

成了佛教一统天下的局 面，道士趋 于

行）嘉庆《四川通志》２２６ 卷。其中，嘉

绝迹。除佛道二教外，这一 时期在明

庆《四川通志》的篇幅最大，内容丰富，

玉珍大夏政权控制的地 区，还奉行白

体例 也 较 完 善，实 为后 出 转 精 之作。

莲教，宣 传“弥勒佛 下 生”和“明 王 出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代，

世”以争取群众，故设弥勒堂，奉弥勒

四川 方志共有 ４１６ 部。这 些志书，虽

法。这一时期四川也开始传入境外流

然保存了一些历史文献参考资料，但

行的伊斯兰教、
天主教，
不过这些宗教

笔削窃取过甚；持义寄兴，却远逊于宋

的影响都不及佛道二教。

人，故后世有人评论曰：
“虽有志，若无

①

蒙文通《华西大学所藏地方志目录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