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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秩序，甚至塞絕了讀書人治國理政的進仕通道。

士大夫集團裂變為在朝的投降派、保守派，或在

野的隱逸派、抗爭派。統治集團的政治鬥爭，從宮

廷擴展到朝堂，從朝堂波延到江湖，成為社會整體

動盪的惡兆。若問上層為何要殘酷鬥爭，甚至不惜

武裝決裂？精英集團為何

會從均衡聯盟轉向敵對鬥

爭？或曰，此乃經義應然

與權勢實然的矛盾不可調

和之故。用時下流行的學

術話語，即是根深蒂固的

皇權專制使然。這種解釋

如果可以適用於亂世的成

因，那麼，它就很難洞穿

盛世的神話——同樣是
皇權專制，為何結果表現

殊異？究竟是皇帝制度本

身的問題，還是支撐皇帝

制度的「正統」在結構上

出了問題？從東漢亂世的

發生來看，應是後者。在

天命觀的論證下，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外戚專政必

須制衡，於是桓帝選擇了寵信宦官，強化爪牙。恰

逢士大夫自詡清流，熱衷妄議，對君權既無支援，

反添其亂，折損其威，成為律法打擊的首選對象。

結果是：正統漂移，無法強化法律的正當性；法律

孱弱，無力匡扶正統的偏移。由此，宦官與外戚的

內廷之亂，延及朝臣（外廷）之亂，最終導致政治

系統頂層的整體混亂。

三國亂世的正統意涵
■ 廖  奕

武漢大學法學院

政治文化

一

《三國演義》的開場白頗為重要：「話說天下

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一「金句」，實為毛氏父子補增，它似乎成了

中國歷史軌跡的形象描

繪。人們堅信，合則興，分

則亂——「由合而分」乃
紛亂禍事之由，不可不深

究，不可不謹防。但亂世

的發生學原理極為繁雜，

揣摩三國故事中的細節，

有助於我們明瞭大歷史

的規律。

比如，東漢末年的紛

亂大勢，肇端於引發正統

危機的高層政治鬥爭，其

之所以難以調和，法制不

彰算一重大因由。黃仁宇

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

史》一書中談及，東漢與

西漢本是一脈相承，400年的法制未有大的創作，
故而承平日久亂局難收。[1]從《三國演義》開篇描

寫的桓帝崇信宦官這一「致亂之由」，我們也可看

到，法律治理與正統教義逆向而行，由此引發統治

集團的深重內亂。

引出黨錮之禍的本是執法不公之事，但這竟

成了皇帝利用宦官整治士族的藉口。[2]黨錮之禍，

動搖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根基，敗壞了朝政風氣

摘 要：亂世的發生學原理極為繁雜，揣摩《三
國演義》中的故事細節，有助於我們明瞭大歷史

的規律。透過分合治亂的歷史畫卷，各方在亂局

中的正統爭端和典範遷移凸顯無遺。在三國故事

中，亂世似乎是一種常態，而正統總在非均衡的

狀況下成為博弈對象。亂世的發生，與正統的運

動，構成一體二面。在《三國演義》中，激動人心

的戰役描述不一而足，但書中最精彩者，莫過於

後半部充滿法理意味的正統對決。正統之爭不斷

延續，這或許正是亂世不休的深層因由。

關鍵詞：亂世；正統；法理；《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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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是高層內部的權力之爭，通過強勢集團

的雷霆手段，假以時日，平定紛亂也並非難事。但

至為糟糕事，往往會在頂層動亂後接連發生，正所

謂「政治危機的連鎖反應」。比如，自然災害、外族

入侵、民間的抗稅和暴動，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此時，如果統治集團仍不能基於正

統律法，明確底線、調整規則、重新團結、有效凝

聚，機遇一旦喪失，累積的危機勢必演變為長久的

亂局。

在《三國演義》中，黃巾之亂表徵著東漢政權

正統性危機的再度加劇。「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的說法，已危及到「德運」「天命」的統治根本。但

起義還是失敗了。因為，漢室的正統資源並未枯

竭，反而在討賊的新形勢下迴光返照。一時、局部

的人心確實重要，但它並非正統的唯一決定因素。

黃巾舉事時，「青、幽、徐、冀、荊、揚、兗、豫八州

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3]由此，張角

判斷道：「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

勢取天下，誠為可惜。」（第3頁）但人心終歸是易
變的，人心背後，還有道義、實力、謀略、機遇等多

種正統資源。作為政治根基的正統性，並不僅僅取

決於一時一地的人心，暫時的分合衰興也只是表

像。借用韋伯的理論術語，它是廣攝包容傳統型權

威、卡里斯瑪權威和法理型權威的綜合範疇。嚴格

意義上的正統顛覆或斷絕，不會輕易到來；在危機

中，正統具有自我修復的機能。在《三國演義》開

篇，張角的失敗或可表明這一點。

從平定黃巾之亂的過程看，東漢帝國的政令

法度並未完全紊亂。高層之亂和底層之亂，雖已出

現接續燎原之勢，但仍是可控的「亂」。並且，亂中

之機很明顯，如果頂層調控得當，可以成為治亂理

紛的大好時機。但對平亂本身，法度缺少應有的

控制，其結果是，軍功集團（軍事派系）的無序崛

起。軍功集團本身並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軍權失

控，霸業取代王道，霸統壓過正統。在歷史上，漢

靈帝並非十足的昏君，至少，在軍事布局和調配上

展現了一定的政治謀略。他一方面下旨發動地方武

裝徵兵剿亂，另一方面強化禁軍力量，建立西園八

校尉之類的新軍制，避免地方諸侯坐大。在重要的

戰略要地，如幽州、荊州、益州等，他還安排了漢

室宗親直接掌控。但董卓率領的西涼軍外入，打破

了這種戰略布局，撕裂了平亂後暫定的力量均衡。

東漢征羌，羌人不服，董氏趁機擴充實力，最終問

鼎東都，掌握核心權力。有論者認為，埋葬東漢帝

國的乃是羌漢戰爭，因為東漢政府的收縮政策和

對涼州利益的漠視，引致東西部矛盾不可解決，達

到全面對立的程度。[4]此種論說，點出了後漢軍功

集團，特別是董卓集團勃興的隱秘內情。如果董卓

是一個尊奉正統的良臣善人，他或可倚仗軍威權

謀，暫時安定天下。但此論也忽略了董氏廢帝之

舉，實在過於武斷草率，此等顛覆禮法、僭越正統

之舉，為諸侯舉兵提供了再好不過的口實，也為日

後更大規模的慘烈內戰拉開了序幕。因而，漢室

正統性的真正危機，始於董卓作亂，而董卓作亂又

始於廢帝。正是董氏僭越正統的罪行，讓各方諸侯

找到了矯詔征伐的理由。而軍事派系的混戰，讓搖

搖欲墜的帝國進入最後的黃昏。

先是為爭國璽，袁術唆使劉表截擊孫堅，兩

家結仇。[5]後是為爭錢糧地盤，袁紹唆使公孫瓚出

兵冀州，兩處火拼，董卓講和。為復舊仇，孫堅起

兵討伐劉表，身亡敗北。[6]董卓自此愈加驕橫，肆

行無忌。王允用計清除董卓後，罔顧仁慈，當赦不

赦，善後不當，引發動盪。王允雖世家出身，然其行

其識皆無遠慮，對修復正統毫無規劃。在他下令處

死蔡邕後，某大臣私歎：「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

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

（第48頁）西涼軍為求自保，加以為董卓復仇為
由，進擊長安，誅殺王允，生出大亂。

二

透過三國畫卷的分合治亂，各方在亂局中的

正統爭端和典範遷移凸顯無遺。作者似乎想要告

訴世人：亂世是一種常態，而正統永遠會在非均衡

的狀況下成為博弈對象。換言之，亂世的發生，與

正統的運動，實為一體二面。猶如一條湍急的河

流，看起來危險重重，但經過探察，人們還是可以

找到類似於「流體力學」這樣的政治規律的。

比如，當亂世格局演化到正統危機的深重程

度，各方競鬥必定不斷加劇，演化為正式的爭端。

起初，軍閥只是對正統的局部資源進行爭奪，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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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拓展到整體改換的圖謀及實踐，亦即史家所說

的「篡奪」。當然，正統之所以存在，就在於其端緒

難絕，要想用新的東西整體更替，絕非易事。三國

演義中的正統爭端，均以改造式延續收場。值得

注意的是，這種正統的爭端過程，並不能作為混亂

加劇的原因來理解。它只是一種後果的表徵，並暗

含了均衡和治理的契機。社會衝突具有正向功能，

正統爭端也有被忽略和掩蓋的積極意義。

先說曹魏。借助西涼軍內亂和平定黃巾餘亂

的機會，曹操奉旨剿賊，招安受降，整編精銳，餘

者歸農，同時攬賢納士，自此威鎮山東。此時的曹

操，仍有無法無天的軍閥做派，為報父仇，不惜

「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7]但當獻帝宣召曹

操興師護駕後，他的「正統建設」便很快提上日

程。當時，漢室氣象已窮途末路，滿目淨是衰亡命

數。與全然不顧正統的董卓不同，曹操掌權後，努

力將自己打造為匡扶漢室的頭號忠臣。[8]雖然史

書記載的曹操不信天命，不信鬼神，[9]但與董卓相

比，他是有底線的權臣，曾經深受獻帝的信賴。[10]

對內，他任用得力部屬，分司負責，健全班底；對

外，破除劉呂之盟，收攬劉備，並借袁術稱帝之

機，平袁滅呂。在此間的幾次戰役中，曹操憑藉正

統，將武功與權謀緊密結合，充分展現了卓越的法

家才幹。剿除呂布後，他威名鼎盛，權傾朝野，難

免野心膨脹，謀求僭越。敏感脆弱的天子眼裡依

然不容沙粒，於是故伎重演，用「衣帶詔」發動外

戚，啟用劉皇叔這樣的新晉宗親扳倒權臣。基於正

統性的考量，事發後，曹操克制怒氣，不廢獻帝，

殺了董承與貴妃泄憤。如其謀士程昱所言：「明公

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之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

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

（第134頁）之後，劉備借助天子的衣帶詔，與袁紹
共討曹操。主簿陳琳主筆的檄文，激出了曹操一身

冷汗。令曹操緊張者，無非是「名義」之不存，「正

統」之非難。[11]

對精明的曹操而言，劉備是個顯在的威脅。

但他並沒有急於清除，反而試圖大義感化，收為己

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乘人之危殺害劉備會喪

失人心，於大義不合。[12]對後來的關羽，曹操也是

如此這般。這不僅僅是曹操「王霸之度」的表現，

更是基於維繫忠義正統的戰略考量。[13]

官渡之戰成就了曹操集團的絕對優勢，這一

軍事勝利，與其對正統性的長期苦心經營密不可

分。在官渡戰前，操聞孫策死訊，便欲起兵江南。

謀士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

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第166頁）操遂
罷戰，並奏封孫權為將軍。可見，曹操集團並非窮

兵黷武的勢利軍閥，「師出有名」既是戰爭獲勝的

要求，更是政治合法性的鐵律。也是因為這次罷

戰，孫權集團得以休養生息收拾民心，為江東帶

來了難得的短暫和平。官渡之戰並非單純法家路

線的勝利，因為此時曹操思想的主旨，可用「治定

禮為首，撥亂刑為先」一語概括。[14]統攝禮法之治

的樞機，正是曹操維護和依憑的正統。無論曹操內

心是否真正尊崇漢室，但從其崛起過程看，確實

是借助正統資源獲益匪淺。

再說劉漢。歐陽修對「正統」有一個經典定

義：「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

下之不一也。」在他的定義中，道義之「正」和功績

之「一」的標準並在。[15]以此觀之，正史中的劉備，

雖自稱漢室宗親，但實為鄉間商賈出身，其延續

正統的能力、功績與其志向殊難匹配。他以軍功

獲得了武裝和名位，卻屢不得志，畢生都在大義和

權謀的兩端徘徊。這種路線極易出現兩極化的矛

盾效果：若能成功則有一統天下之望，若是失敗也

可能就在談笑之間。

作為亂世梟雄，孔明出山前，劉備可謂一敗

再敗，寄人籬下，顛沛流離。衣帶詔事件後，其事

業再次陷入低谷，但他的正統性資源卻與日俱增。

在危機並生的關鍵時刻，他招募到核心謀士諸葛

亮，確定了逐鹿天下的戰略規劃，亦即著名的「隆

中對」。世人皆讚嘆孔明的謀略，而在當時，這種

鼎足格局的戰略設計既不新鮮，也不高明。在諸

葛亮之前，孫吳謀士如張昭、魯肅等，早已獻此策

略。與之前的謀略相比，孔明之計雖看似視野廣

闊、分析縝密，但方向更保守，偏離正統強調的

「中國」方位更加遙遠，且在實力懸殊的境況下分

兵進擊，無疑是軍事大忌。[16]更重要的是，霸業與

王道如何內在融合，鼎立策略與一統宏業如何銜

接為整體，仁德與權謀的關係如何協調同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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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難題，諸葛亮似無清晰規劃。而正是這些

問題，直接關係到正統延續的根本。天時、地利、

人和，此三才對正統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17]

其時其刻，劉備集團尚是未開弓的箭，射程遠近、

威力大小，諸葛亮也未必瞭解。他看到的劉備優

勢，或許只有帝室身份、信義名望，以及隱忍不發

的英雄豪情。

其時，曹操已平袁紹，安定遼東，天下大勢已

有由亂而治的轉機。但劉備奉衣帶詔，加上獻帝

賦予的非正式「皇叔」名頭，使其延續正統的欲望

不斷膨脹。他或許並不指望匡扶漢室，只不過要為

自己的軍戰權謀、一統大業尋找個冠冕堂皇的藉

口。但接連不斷的失敗，他發現自己的能力嚴重不

足，尤其是文臣謀士匱乏，一時間失望至極。但失

望之餘，他仍在謀劃根據地問題。如何獲取荊州，

成為當務之急。他曾對劉表酒後失語：「若有基

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第194頁）這個
「基本」，正是他意欲謀取的「戰略根據地」。於此

背景下，孔明的對策最大限度迎合了他的政治欲

望，不論這種藍圖是否現實，他都願意冒險一試、

放手一搏。

接下來的問題，用劉備自己的話說就是，「荊

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

劉備的考慮，並非純粹的假仁假義，這事關正統性

的保有和延續。畢竟，他以漢室宗親為最大資本，

卻幹出奪親之地的醜行，豈不自絕於天下？對此

難題，孔明的回答也頗為曖昧，他說：「亮夜觀天

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

軍。」顯然，此種讖緯之說，難以從根本上化解正

統性的難題。

事實證明，諸葛亮的戰略設計忽略了奪取荊

州的複雜性。《三國演義》中為了凸顯劉備的仁

德，多次敘及劉表主動讓賢的情節。即使這是事

實，劉備也難順理成章成為荊州之主。首先在朝廷

那一關，曹操絕對不會同意劉備接管荊州。沒有朝

廷的封任，他的地位就是非法、不受承認的。更重

要的是，荊州集團不會甘願放棄其既得權力。劉備

謀劃的理想策略是，先擁立劉琦，繼而幕後掌權，

最後利用荊州內部矛盾，完成事實佔有。但即便如

此，他仍會面臨「壞親」的罵名。

諸葛亮對自己親手設計的戰略，並無十足的

堅持。他出山不久，雖有幾場小仗的勝利，但在強

大的曹軍面前，依然無力回天。無奈之下，他提出

一個極不光明的主意：讓劉備假投孫權，唆使南北

相鬥，劉氏坐收漁翁之利。結果是，劉備開始了新

一輪逃亡。不過，劉備在危難時仍保持愛民恤民

形象，趁機將亂世梟雄收攬人心的本領大大發揮

了一番。

但有一點，孔明所言不虛。曹操代表了漢室正

統，天子號令假由其手，誰人能與抗衡？是故，劉

琮的投降，也非全是怯弱使然。正如孫權集團最大

的「投降派」張昭所言：「曹操擁百萬之眾，借天子

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

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

策。」（第239頁）[18]但深諳王道的魯肅，刻畫出了

大臣隱藏的本質：為求己身之利而誤君主長久之

計。這讓素有南面稱孤之心的孫權有了定準，當以

周瑜為代表的武將們表示絕對支持抵抗後，一場

大戰也就難以避免。

赤壁之戰讓劉備坐收漁利，不僅佔了荊州，還

乘勢奪取四郡，擴大了地盤。但劉備佔領荊州的合

法性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當時，他只能用

「叔侄相輔」的倫理法名義，代行權力。劉琦病亡

後，危機再度出現。這一次，又是諸葛亮的詭計權

謀，「借」取了荊州。《三國演義》這般寫道：「玄德

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

字。」（第296頁）面相實誠的魯肅作第二保人，也
押了字。公地私借之約，實無效力可言。就連毛宗

崗也覺得這實在不像話，即使「借荊州」語出正

史，他還是驚呼：「豈有城池而可以契借者乎！」[19]

但不論如何，佔領之既成事實既已造就，割據格局

也算大體形成。

如果情勢真如演義所言，三足鼎立，共分天

下，此狀幾可類比國際政治的「勢力均衡」，或有

望帶來短期的和平治世。但曹操集團的絕對優勢

已難改變，而所謂孫劉聯盟只是脆弱的「權謀共

同體」，即使有聯姻關係作保也無濟於事，這種三

方博弈的結果可想而知。

再說回曹操。當他平定西涼軍，解除北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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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必得的是孫吳之地及劉備佔據的荊州。但他

並未一鼓作氣，有些志得意滿，忽略了劉備集團更

大的圖謀。曹操之失，即為劉氏之得。廣沃險要的

益州，讓劉備集團真正擁有了鼎立的資本。與此同

時，曹操的篡奪之心也日漸昭然，首席軍師荀彧之

死即為明證。劉備趁其合法性衰微之際，借助仁

義為本的正統延續策略，大收民心。與此同時，諸

葛亮用法家之術重典治蜀，一改衰頹，氣象初具。

但很快，曹氏重返正統堅守策略，讓劉備難

題再度無解。當曹操準備南征，參軍傅幹諫言：

「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

崇山之阻，難以威勝」，建議「增修文德，按甲寢

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第372頁）曹操納諫。
這表明，他在戰略上做好了長期準備，也事實上接

受了相對均衡的既成格局。當曹操斬獲東川後，本

可以順勢西進，但他頂著反對，主動收兵，也與此

種長期戰略和既成緊密關聯。從實際效果看，曹

操此招貌似保守，實則起到了混淆視聽、以退為進

的作用。向來精細的孔明也做了誤判，迫於曹軍壓

力，主動割讓了三郡給孫權。後來孫權發動抗曹之

戰，最終不敵，歸降曹氏。曹氏的正統堅守政策，

在後來的對蜀戰爭中也得到了堅持。

三

不難發現，在《三國演義》中，激動人心的戰

役描述不一而足，但書中最精彩者，莫過於後半部

充滿法理意味的正統對決。話說曹操從魏公到魏

王，篡漢之心日濃，僭越之行已彰。「左慈擲杯戲

曹操」一段，無非是民意反對的藝術虛構。自此，

曹操染病，服藥無癒。為壓制眾怒杜絕事端，曹操

以平內賊案為由，株連百官，殺官吏三百餘員，完

成全新班底的改造。劉備奪取漢中後，已生稱帝

之心，但礙於正統、實力和形勢，暫稱漢中王。劉

備的諸多顧慮，說到底，是正統資源的不足。劉備

稱王，甚至不如曹操加封的形式合法性。劉備在其

奏表中坦陳：「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

依假權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20]可見，其要

討封的不僅是漢中王的爵位，還有大司馬的官職。

鑒於劉邦做過「漢中王」，劉備之心可謂昭然若

揭。此舉讓曹操勃然大怒，準備盡傾兵眾，與劉備

決一雌雄。後在司馬懿的勸諫下，改作挑唆孫劉之

爭，借刀殺人。

《三國演義》對曹丕嗣魏王位的細節描寫，

極富法理意趣。當群臣為天子明詔未到而猶疑不

決時，華歆自許昌趕到鄴都，宣讀威逼得來的詔

書，眾才踴躍稱賀，拜舞起居。曹丕為不擔謀篡的

罵名，釋群疑而絕眾議，以禪讓之名廢帝。為了正

統性的程式化充盈，他連續表演了兩次推讓。每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８２

次推讓後，獻帝即再度下詔，群臣亦紛紛勸進，前

後費時一個月。最終，在新建的受禪台上，獻帝手

捧玉璽，曹丕受之。台下群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

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

躬，大亂滋昏，群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

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

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

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

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

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君其袛順大禮，饗萬國

以肅承天命。」（第448頁）

面對漢獻帝的禪讓、眾大臣的勸進，曹丕一再

下令，先後援引《論語》六處，以表示自己辭不敢

當的真誠與堅決，並且要求將自己的話「宣之天

下，使咸聞焉」。[21]雖從實質而論，曹丕之行與謀

篡無異，但經過這樣一番程式儀禮的洗刷漂白，他

的受禪「為易姓革命創立了一個新的格局」，成為

後世效法的經典成式。[22]為了鞏固「新正統」，曹

魏政權高度重視法令改革。魏律首次將律篇結構

固定，結束了此前立法的混雜狀況，開始了「中國

嚴格意義上的法典編纂」[23]。晉律、唐律不過是其

守成和進一步完善而已。[24]

但在當時，此舉的確給了劉備以稱帝的充分

理據，正所謂「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

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 [25]同樣是幾番推脫之

後，劉備以延續正統為名，即漢皇帝位，從法理上

否棄了曹氏大魏國的合法性。後人所謂的「蜀

漢」，不過是為了便於區分，站在曹魏政權新正統

立場上的「再正名」而已。劉備昭告天下的祭文宣

稱：

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後，罪惡

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群下將士以為漢祀

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

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

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

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

壇告祭，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

曆服。（第450頁）

但劉氏正統論的致命問題依舊存在。就血統

而言，裴松之認為，劉備雖自稱出自孝景，但世代

悠遠、昭穆難明，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宗廟，且

相關憲章載記闕略不全，良可恨哉！ [26]就事功而

言，作為正統延續的劉備集團，在綜合實力和法

度系統方面都難與曹魏抗衡。就政治信義而言，劉

備稱帝後，便以為關某復仇為由，撕毀盟約，發動

討伐孫吳之戰。此舉之失，眾目皆見。此種「捨大義

而就小義」的征伐，既不合戰略亦不合民情，不僅

使劉備帝業的正統性遭受重創，也讓這個新生政

權初落世間就處於疲於征戰的高危狀態。

劉備亡後，諸葛亮行軍國事，相權獨大，繼續

奉行法家路線，對外不斷征戰。相反，曹魏以新正

統為戰略高地，堅守能動的休養生息之策，佔盡

天時地利人和。正統資源的激烈博弈，最後在司

馬氏的整合下，取得暫定均衡。但正統之爭仍在延

續，這正是亂世不休的深層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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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thodox Meaning of Troubled Tim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Liao Yi（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genetic principles of troubled 

times are extremely complicated.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details of the stories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
dom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laws of history. The 
orthodox disputes and paradigm shifts of various parties 
in the chaotic situation are clearly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dividing chaos and uniting rule. 
In the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roubled times 
seem to be the norm, and the orthodox becomes the ob-
ject of the game in a non-equilibrium situation. The oc-
currence of troubled times, and the orthodox movement, 
constitute two sides of one body.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of excit-
ing battles, but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in the book is the 
orthodox confrontation full of legal sense in the second 
half. The struggle for orthodoxy continues, which may 
be the deep-seated reason for the endless turmoil.

Key Words: Troubled times, Orthodoxy, Juris-
prudenc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