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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言

「世界征服者」，是 13 世紀波斯（伊朗）史學家阿老

丁 · 阿塔蔑力克 · 志費尼（1226—1283）對成吉思汗及其子

孫的稱呼。志費尼記述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事跡，書名就

叫《世界征服者史》。稱成吉思汗家族為世界征服者，不僅在

志費尼時代十分自然，即使放在人們的視野大大拓寬了的今

天，也不為過分。那個時候，東起朝鮮半島，西抵波蘭、匈

牙利，北至俄羅斯公國，南達中南半島，在北緯 15°—60°、

東經 15°—130°這樣廣袤的地區內，有多少個國家的土地遭

到蒙古鐵騎的蹂躪。一個家族，在三代人的時間裡，竟能發

動並指揮如此大規模的戰爭，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

的。今天西方有的歷史學家稱 13世紀是蒙古人的世紀，仍

是鑑於這場戰爭的世界性規模。

這本小書要向你敘述的，就是成吉思汗祖孫三代征服活

動的歷史以及這段歷史所造成的後果。篇幅有限，對 13世

紀以後的事情只能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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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紫禁城到故宮—營建、藝術、史事

	◆ 12 世紀的蒙古高原與蒙古部

	◆ 鐵木真的誕生與成長

	◆ 鐵木真與篾兒乞、塔塔兒、乃蠻等部的戰爭

	◆ 戰勝王罕，統一漠北

	◆ 鐵木真稱成吉思汗

	◆ 大蒙古國的建置：千戶制、護衛軍與札撒



第一章　蒙古的興起   3

一、 統一漠北

公元 1206年春，在今天的蒙古國鄂嫩河源頭，蒙古部

落聯盟首領鐵木真召集他的親屬和各部貴族，舉行忽里台

（大聚會）。與會者共同推舉鐵木真為大汗，尊號成吉思，由

此宣告了一個國家的誕生。這個國家名「也可 ·蒙古 ·兀魯

思」，即大蒙古國。

12世紀的蒙古高原，部落林立。遊牧於鄂嫩河中上游和

肯特山一帶的，是蒙古部。在蒙古部西面有篾兒乞部，再西

是斡亦剌部、乃蠻部。蒙古部西南有克烈部，南面為汪古部，

東面為塔塔兒部，西北有八剌忽、豁里、禿麻諸部。此外還

有一些大小不等的部落。這些部落的族源、語言不盡相同，

他們的社會發展水平有高有低，但大體上都從事遊牧經濟，

也多已進入階級社會。在部落內部，少數富裕的家庭控制和

奴役其他成員，貧窮的人則淪為依附民和奴僕。奴隸制普遍

存在。部落首領實際上是世襲的，只是保留了民主推舉的形

式。部落首領及其親屬，是部落的統治者、貴族。在鐵木真

統一蒙古高原之前，這許多部落各不相屬，它們有時結成聯

盟，有時兵刃相向。部落貴族們常常互相攻殺，部落與部落

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這些戰爭有的是為了血族復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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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為了爭奪人口、牲畜、牧地和其他財富。鐵木真所屬的

蒙古部便是在部落戰爭中逐漸強盛起來的。

根據史書記載，蒙古部傳說中的始祖名孛兒帖赤那，傳

到鐵木真，已是二十三代，估計其間經歷了五百多年。蒙古

部起初居住在今額爾古納河之東的興安嶺，大約在第十二代

朵奔伯顏時才遷徙到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一帶（由於這一

帶也是克魯倫河、土拉河的發源地，史家又稱蒙古部居於三

河之源），時間可能在公元 9、10世紀之交。從這時開始，

蒙古世系才有信史可言。到第十八代察剌孩領忽時，蒙古部

勢力有所增長，得到遼朝重視。察剌孩領忽和他的兒子想昆

必勒格都被遼朝授予官號。「領忽」即令穩，「想昆」即詳穩，

都是遼部族官號。令穩一名只用於遼前期，遼聖宗統和十四

年（公元 996年）改令穩為節度使，因而察剌孩領忽接受官

號令穩不應晚於這一年，他的活動時間很可能是當遼聖宗在

位時期（公元 983—1030年）。由於察剌孩領忽的貴顯，他的

後裔以他為始祖，稱泰赤烏氏。有的學者認為，泰赤烏一名

可能源於漢語「太子」，它反映出這個氏族在蒙古部的重要地

位。但是，察剌孩領忽和想昆必勒格都沒有稱汗（王）。第一

個稱汗的蒙古部首領是合不勒汗，他是鐵木真的曾祖父，他

的祖父是察剌孩領忽的哥哥。合不勒汗的活動時間大概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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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末金初，史書記載他曾殺過金的使臣，惡化了蒙古部和金

的關係。從合不勒汗蕃衍出許多氏族和分支，他的子孫被稱

為乞牙惕，即乞顏氏人。乞顏原是蒙古始祖的氏族名稱，它

在蒙古語中意思是從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用來比喻

人的勇敢、大膽和剛強。在朵奔伯顏之後，由於不斷繁衍出

新的氏族和分支，它們各有自己的名稱，乞顏一名反而湮沒

無聞。到合不勒汗時，由於他本人和兒子們的勇敢與能幹，

他們的氏族榮耀地恢復了祖先的族名。跨入 12世紀，泰赤

烏氏和乞顏氏成為蒙古部中最強大的兩個氏族，汗的權力由

這兩個氏族分享。合不勒汗死後，繼承汗位的是想昆必勒格

之子俺巴孩。俺巴孩汗死，合不勒汗子忽圖剌被推舉為汗。

忽圖剌汗去世後，汗位又落到泰赤烏氏貴族手中。汗位在兩

個氏族間的交替更換，不可能永遠採取和平推舉的方式；汗

權的爭奪破壞了兩個兄弟氏族的和諧，不可避免地發展為武

力衝突。

公元 1162年，鐵木真誕生在乞顏氏貴族也速該家中。

也速該是合不勒汗的孫子，忽圖剌汗的侄兒。他勇敢善戰，

有「把阿禿兒」（勇士）的稱號。鐵木真誕生時，也速該剛戰

勝塔塔兒人歸來，他俘獲了敵人頭目鐵木真兀格等人，便按

照古老的風俗，給兒子取名鐵木真，以志吉祥。鐵木真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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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也速該帶他去母舅的氏族求親，途中遇到弘吉剌氏人

德薛禪，被德薛禪看中，把女兒孛兒帖許配給他。按照習俗，

鐵木真訂親後留在岳父家。也速該歸途經過塔塔兒營地，停

下來要吃喝。塔塔兒人認出他是也速該，想起昔日頭領被擄

的仇恨，在食物裡下了毒。也速該到家後毒發身亡，臨終遺

言叫鐵木真儘快回來。

也速該是忽圖剌汗之後的乞顏氏首領，頗得眾望，被泰

赤烏氏貴族視為爭奪汗位的對手，他的暴卒使泰赤烏貴族感

到高興。泰赤烏貴族乘機削弱乞顏氏，他們煽動也速該部眾

撇下鐵木真一家，投向泰赤烏氏。鐵木真一家陷入孤苦困頓

的境地，母親訶額侖帶領鐵木真兄弟和妹妹覓食於肯特山

下，於艱難竭蹶之中謀求生存。《蒙古秘史》說：「訶額侖好

生能事，拾着果子，撅着草根，將兒子每（們）養活了。」鐵

木真兄弟稍長以後不負母親的辛勤撫育，在鄂嫩河邊結網捕

魚，供養母親。這樣過了些年，泰赤烏氏貴族又想起鐵木真

兄弟，擔心他們像雛禽幼獸那樣逐年長大，成為後患，派出

人來捉拿鐵木真。鐵木真幾次遇險，甚至一度被擒。幸而

他意志頑強，體格健壯，又得好心人救助，才擺脫泰赤烏人

追捕，與家人重聚。隨後，鐵木真從德薛禪家迎娶了妻子孛

兒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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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泰赤烏人的對抗中，鐵木真想起鄰近的克烈部首領

王罕過去是父親也速該的「安答」（結盟者），便帶着禮物到

土拉河邊黑林裡拜見王罕，尊他為父，請求他給予幫助。王

罕大喜，立即回答說：「離開你的百姓，我替你收拾；分散了

的百姓，我替你完聚。」當時克烈部勢力強盛，佔地廣袤，

是漠北發展比較成熟的一個兀魯思（國家）。同王罕結盟，無

疑使鐵木真增添了一份力量。

不久，鐵木真又遭到篾兒乞人的襲擊。鐵木真母親訶額

侖原是篾兒乞人的妻子，是也速該把她搶來的。事過二十餘

年，篾兒乞人仇恨未消，尋來報復。鐵木真和母親、弟妹逃

入肯特山中，孛兒帖被篾兒乞人搶走。事後鐵木真到王罕處

求援，請王罕幫他奪回妻子。王罕不食前言，一口答應，而

且叫鐵木真找蒙古部札答闌氏首領札木合，相約共同出兵。

札木合與王罕兄弟相稱，又是鐵木真少年時代的安答，自認

義不容辭。於是札木合、鐵木真、王罕與其弟札合敢不各出

兵一萬，會齊後共同襲擊篾兒乞人的營地不兀剌川（今俄羅

斯恰克圖南布拉河地）。篾兒乞人毫無準備，他們的首領脫

脫順着色楞格河逃至巴兒忽真地面。鐵木真找回妻子，乘勝

大肆殺掠。先前襲擊鐵木真一家的三百篾兒乞男子全被殺

死，許多篾兒乞婦女被擄為奴婢。戰事結束，鐵木真率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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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嫩河中游札木合營地駐留了一年半，先是共敘安答友情，

後來逐漸產生隔閡。一個夏日的夜晚，鐵木真全家率部眾悄

悄離開了札木合營地，遷到克魯倫河上游的闊闊諾爾，自建

營地。

戰勝篾兒乞人，使鐵木真威信大增。他自建營地的消息

傳開，蒙古部各氏族都有人來投奔，其中有地位低下的屬民

和奴隸，也有在本族處於統治地位的那顏（貴族），甚至像

忽圖剌汗之子這樣的乞顏氏貴族也來依靠。地位低下者希望

通過新的主人改變自己的地位，那顏們則想聚合力量掠奪更

多的財富。鐵木真遵循傳統，與貴族們共商大事，但他特別

關注的是建立一支效忠他個人的那可兒隊伍。「那可兒」意

即夥伴、伴當，他們依附於某個部落或氏族的首領、貴族個

人，充當軍事侍從和家人，主要職責是參加戰鬥。他們要向

被依附者宣誓效忠，被依附者則需供養他們。鐵木真早在躲

避泰赤烏氏迫害時就有了自己的那可兒，現在從前來投奔的

不同氏族的人中挑選忠誠、勇敢和能幹者，擴大他的那可兒

隊伍。這支隊伍對鐵木真的事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約是在己酉年（公元 1189 年），乞顏氏貴族們經過

商議，共同推舉鐵木真為汗。他們對鐵木真說：「立你做皇

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來的美女婦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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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

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並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

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煙地面裡者。」這就是乞顏氏貴族對

鐵木真汗的盟誓。此時鐵木真當為二十七歲，他的兀魯思地

盤小，部眾少，物力弱，一切都很簡陋，還沒有形成一套國

家機器，只具國家的雛型。他任命弟弟和那可兒們分管的職

務，無非是牧羊養馬、攜刀帶箭、修造車輛、料理飲膳、守

衛宮帳等等，只能滿足汗和汗的家族的需要，還做不到對全

兀魯思進行行政管理。但汗的個人權力凸現出來了，氏族貴

族的地位有所削弱。

鐵木真派人把自己稱汗的事分別告訴王罕和札木合，希

望得到他們的承認。驕傲的王罕不大看重此事，以居上臨下

的義父口吻表示允准。札木合本來就因鐵木真不告而辭並且

引走札答闌氏一些人而心存芥蒂，現在如何能容忍鐵木真稱

汗坐大。不久，札木合藉故聯合泰赤烏氏，發兵三萬進攻鐵

木真。鐵木真聞訊，也起兵三萬抵禦。兩軍在答蘭版朱思之

野交鋒，鐵木真不敵，退屯鄂嫩河哲列捏地面，保存了實力。

隨後發生了中原的金朝進攻蒙古部東鄰塔塔兒部的戰爭，給

鐵木真提供了打擊鄰敵、增強兵力的機會。

塔塔兒部是當時蒙古高原最著名的大部，蒙古高原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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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共名「韃靼」，就源於塔塔兒，可見其名聲之大。塔塔兒

部早受金朝統治，替金防護東北邊境，牽制漠北其他部落，

曾多次攻擊蒙古部。在蒙古部歷史上，俺巴孩汗是被塔塔兒

人擒送金朝殺害的，他遺言要後代為他報仇；鐵木真的父親

也速該也死於塔塔兒人之手。因此，蒙古部人視塔塔兒人為

世仇，只是由於內部衝突劇烈和塔塔兒人背後有金朝支持，

復仇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公元 1195年（金章宗明昌六年），

塔塔兒人因故叛金。次年，金右丞相完顏襄率師北伐，在克

魯倫河擊潰塔塔兒人，塔塔兒餘眾逃向烏勒扎河。鐵木真得

悉，認為復仇時機已到，派人請求王罕助他夾攻塔塔兒。王

罕是也速該的安答，按照習俗，「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個

性命般不相捨棄」，自應助鐵木真復殺父之仇，何況克烈部

也曾受塔塔兒部攻擊，故而三日後王罕親自帶軍馬來與鐵木

真會合。他們攻破塔塔兒營寨，殺死塔塔兒首領篾兀真笑里

徒，擄掠一番。完顏襄十分高興，承制授給鐵木真「札兀惕

忽里」（乣軍統領）官號，封王罕為王。王罕原名脫里，是克

烈部汗，現在再封王，故稱王罕。

復仇的壯舉進一步提高鐵木真在蒙古部內外的聲威，

他乘勢鏟除了幾個不服從他的乞顏氏貴族，還兼併了主兒乞

氏。公元 1200年，鐵木真又與王罕攜手，出兵征討泰赤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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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泰赤烏氏得到篾兒乞人援助，與鐵木真、王罕部眾戰於

鄂嫩河畔草原。泰赤烏氏戰敗，鐵木真部馳馬追擊，殺泰赤

烏首領塔兒忽台，另兩個泰赤烏首領分別逃往篾兒乞部和乃

蠻部境內。

鐵木真逐漸樹敵多了。公元 1201年，出現了以札答闌

氏首領札木合為首的反對鐵木真的諸部貴族軍事聯盟，參加

者有蒙古部的泰赤烏、朵兒邊、弘吉剌等氏族貴族和篾兒

乞、乃蠻、斡亦剌、塔塔兒等部首領。他們聚會於額爾古

納河右岸的忽蘭也兒吉，共推札木合為古爾汗（意即眾人之

汗），決議同伐鐵木真。鐵木真得報後主動出征，在海拉爾

河地方擊潰札木合軍，諸部首領四散逃亡。次年春季，鐵木

真繼續經營東部，再次攻打塔塔兒部，將它消滅，盡誅其壯

男，其餘人口掠為奴婢。至此，鐵木真奪得富饒的呼倫貝爾

草原，南與金朝接壤。

公元 1202年秋，乃蠻太陽汗的弟弟不欲魯汗聯合斡亦

剌部首領忽都合別乞、篾兒乞部首領脫脫以及過去被鐵木

真、王罕擊敗後逃到乃蠻境內的諸部首領，率軍進攻王罕、

鐵木真，札木合也領兵參加。兩軍大戰於闕亦壇之地（約在

今哈拉哈河上游）。乃蠻聯軍戰敗，不欲魯汗退走本部，札

木合等各引餘眾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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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對乃蠻聯軍的作戰，是鐵木真與王罕的最後一次合

作。自從鐵木真認王罕為義父、共同戰勝篾兒乞人以來，他

們已經合作了十幾年，屢屢擊敗共同的敵人。但是，隨着共

同的敵人減弱，王罕與鐵木真互相需要的程度也在縮小。鐵

木真滅塔塔兒，是單獨行動；與之同時，王罕進攻篾兒乞，

也沒有邀鐵木真參加。而鐵木真力量的崛起，眼看將造成與

克烈部並峙的局面，這是王罕不願見到的。因此，他們的合

作關係漸漸走向破裂。戰勝乃蠻之初，雙方也還共敘父子情

誼，相互保證：「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

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鐵木真還想與

王罕親上加親，提出要王罕的女兒嫁給自己的長子朮赤，把

自己的女兒配給王罕的孫子（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習俗，婚配

不須按照輩分）。王罕的兒子桑昆狂妄自大，一口拒絕，而

且出言不遜，使鐵木真的自尊心受到挫傷。這時，離間者乘

隙而入。鐵木真的宿敵札木合跑到桑昆那裡，勸說桑昆「預

先除了」鐵木真。曾受鐵木真處分的乞顏氏貴族阿勒壇和忽

察兒別乞等，也在桑昆面前竭力挑撥。桑昆派人把札木合等

人的議論告訴王罕，王罕不聽。最後桑昆自去對王罕說：「你

如今見存，他（鐵木真）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

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這話說中了王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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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於是同意桑昆除掉鐵木真。

公元 1203年春，王罕父子設計請鐵木真赴宴，想乘機

殺他。事泄，鐵木真不赴，王罕父子迅速發兵襲擊鐵木真。

鐵木真倉促應戰，苦鬥於合蘭真沙陀地面（約在今內蒙古東

烏珠穆沁旗北），初戰小捷，終以準備不足，眾寡懸殊，被

敵軍擊潰。鐵木真匆促撤退，隨從者僅 19人。他們順哈拉

哈河前行，一路收集殘卒，最後清點軍馬，僅餘 2600（一說

4600）人，還至統格黎小河（約在今貝爾湖東）駐紮。軍心

稍定，鐵木真即派人去責備王罕背信棄義。他列舉父親也速

該和他自己對王罕的種種恩德，譴責王罕易恩為仇、以兵相

加，要王罕說說反目的原因。王罕同桑昆商量，桑昆說：「我

正要派遣使者向他宣戰。如果他戰勝了，我們的兀魯思是他

的；如果我們戰勝了，他的兀魯思就是我們的！」鐵木真也

知決戰必不可免，認真進行準備，重新結聚兵力。他駐於班

朱尼河（即巴勒渚納海子，約在今克魯倫河下游）時，與伴當

們同飲渾濁的河水，宣誓說：「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用。」

以此激勵將士。這段時間裡，王罕那裡發生了一場變故。札

木合、阿勒壇、忽察兒別乞想殺王罕自立，被王罕攻散，逃

奔乃蠻。王罕驅走他們後，支起金趹帳，終日飲酒高會。公

元 1203年秋，鐵木真率兵從鄂嫩河上游出發，銜枚夜趨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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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都山王罕駐地，出其不意，迅猛襲擊。激戰三日夜，克烈

部士卒潰散。王罕西逃，路遇乃蠻部將，被殺。桑昆逃到西

夏，靠擄掠為生，被西夏逐出，輾轉至曲先（今新疆庫車），

被當地人捕殺。克烈部民幾乎全淪為鐵木真將士的奴婢。

克烈部在 11世紀以前就建立了自己的兀魯思，人口號

稱二十萬，信奉基督教。王罕祖父馬兒忽思汗被塔塔兒首領

捕捉，移送金朝處死，故而克烈部人同蒙古部人一樣，視塔

塔兒為世仇。王罕在少年時代吃過不少苦，《蒙古秘史》說他

七歲時被篾兒乞人擄去舂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人擄去放

牧。王罕父忽兒察忽思汗有子四十，王罕最長，但他的汗位

卻是在殘酷激烈的內爭中取得的；在爭奪汗位的過程中，曾

得到也速該的幫助，因而結為安答。由於王罕最終與鐵木真

反目成仇，《蒙古秘史》強調王罕心性險惡、嫉忌好殺、反覆

無常。後世的歷史著作受《蒙古秘史》影響，對王罕也有過

多的貶詞。其實，王罕統治克烈部多年，在此期間克烈部總

的說是強盛的，王罕本人也時常馳騁沙場，可見他並非昏庸

無能之輩，否則就不好解釋鐵木真何以十多年間一直依託與

王罕結盟。此外，如果說統一蒙古高原是當時的歷史進步趨

勢，那麼上引桑昆關於誰兼併誰的話可以說明，王罕父子統

一蒙古的願望與鐵木真是相同的，雖然他們在這場競爭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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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

克烈部的覆滅，使西鄰乃蠻感到恐慌。乃蠻是突厥語

部落，其地以阿爾泰山區為中心，西至額爾齊斯河，北接吉

爾吉斯，西南隔沙漠與畏兀兒為鄰。他們文化發展較高，

受畏兀兒影響。在鐵木真與王罕結盟時期，乃蠻一直與他們

為敵，不僅幾次出兵攻伐，而且常常接納敗給王罕、鐵木真

的其他部落首領。乃蠻國王太陽汗性格柔弱，除放鷹打獵之

外，沒有別的本領，又不了解國外情形。他自以為能戰勝鐵

木真，派使臣去約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夾攻鐵木

真。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將使者縛送鐵木真，提醒鐵木真防備

乃蠻來攻。當時鐵木真正在帖麥該川地面圍獵，聞報後決定

主動出征，行前又對部屬作了一番整頓。公元 1204年夏，鐵

木真揮師西行，溯克魯倫河而上。那邊太陽汗率兵東來，營

於杭海嶺北合池兒水（今哈瑞河），會合篾兒乞部首領脫脫、

斡亦剌部首領忽都合別乞、克烈部的阿憐太師、札木合以及

朵兒邊、合答斤、塔塔兒、散只兀等殘部，共同討伐鐵木真。

這是繼太陽汗之弟不欲魯汗之後由乃蠻組織的第二次聯軍，

為首的有不少是當年王罕、鐵木真手下敗將，事隔兩年他們

毫無長進，仍是一幫烏合之眾。而鐵木真軍隊在滅亡克烈部

之後又經過一番休整，正是銳氣方盛。兩軍在薩里川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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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木合一眼看出對手氣勢更勝於往日，未等交戰即引所部兵

遁走。鐵木真故佈疑陣，令每人燃五堆篝火，以壯大聲勢。

原本輕敵的太陽汗此刻變得疑懼不安，其子屈出律和大將火

力速八赤則勇悍有餘，智謀不足。激戰僅一日，乃蠻軍大敗，

太陽汗被擒殺。屈出律逃跑。次日，朵兒邊、合答斤、塔塔

兒、散只兀殘部投降。鐵木真乘勝進兵阿爾泰山，征服太陽

汗所屬乃蠻部眾。秋後，鐵木真北向攻服篾兒乞部，脫脫等

投奔太陽汗弟不欲魯汗。

在乃蠻，鐵木真俘獲畏兀兒人塔塔統阿，他原來替太陽

汗掌管金印和出納錢糧，從他身上搜出金印。鐵木真問他金

印有何用，塔塔統阿回答說：「出納錢糧，委任人員，都要用

印為憑證。」鐵木真稱好，就把塔塔統阿留在身邊，此後再

下命令就用印章，仍由塔塔統阿掌管。蒙古諸部本無文字，

鐵木真就叫塔塔統阿用畏兀字錄寫蒙古語，並叫他教諸子、

宗王認寫，漸漸形成了蒙古文字，一直沿用下來。

1205年夏，鐵木真派兵入侵西夏，破力吉里寨，將寨

牆和牆基全部平毀。然後攻入經落思城及附近地區，大肆劫

掠。這次行動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抄掠財物，他們很快撤

出，擄回大量牲畜、物資。

大約就在這一年，鐵木真處死了自己少年時代的安答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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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合。札木合自從公元 1189年同鐵木真完全決裂以後，多

次組織或參加反鐵木真的戰爭，儘管屢戰屢敗，他並不吸取

教訓。最後眾叛親離，他在唐努山中被身邊的五個那可兒縛

送鐵木真。他叫人對鐵木真說：「對於敢抓自己主人的那可

兒，你看該怎麼辦？」鐵木真說：「對於敢抓自己主人的人，

不能留他活命，連他們的子孫一塊殺了。」於是當着札木合

的面把這五個那可兒殺了。按當時習俗，殺自己的安答是不

吉的，故而鐵木真想留札木合繼續「做伴」。他派人告訴札

木合，札木合回答說：「我們從小結做安答，一塊吃過不好

消化的東西，說過不能忘記的話語。後來我們受人挑撥，所

以分開了。想起過去說過的話，我很羞愧，故而不敢同你見

面。當初我們可以做伴時，我沒有做；現在你收服了那麼多

百姓，定了大位，我怎麼同你做伴呢？你要是不把我殺了，

就像衣領上生了蝨子，小衣襟裡戳着刺一樣，你會日夜不安

的。你母親聰明，你又俊傑，弟弟們能幹，伴當們豪強，還

有七十三匹騸馬。我從小父母雙亡，又沒有兄弟，妻子話多，

伴當不可靠。你有上天護佑，所以勝了。現在讓我快死，你

可以心安。如果你能讓我不出血死去，我死後永遠保護你的

子孫。」札木合的話很質樸，如實地說了自己的想法。那時

的蒙古人還沒有文字，更說不上念書，所以說話不加文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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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繞彎子。札木合戰敗了，並不惜命乞活，的確有點古代人

類歷史上英雄時代的特色。究竟怎樣處置札木合，鐵木真很

費了些心思：讓他活着，他不肯；要他死，占卜又不行；札

木合是出了名的人，必須找個理由才能殺掉。考慮再三，還

是按札木合本人要求，賜他不出血而死，依禮厚葬了。蒙古

人信珊蠻教（即薩滿教），相信人的靈魂附在血上，故而不出

血死被認為是好死。

這年（公元 1205年）鐵木真四十四歲。自從九歲（一說

十三歲）喪父，經過三十年艱苦奮鬥，他終於削平群雄，把

漠北統一在自己的旗幟下。

二、 蒙古國家的建立

公元 1206年，鐵木真樹起九腳白旄大旗，即大汗位。

當時有個晃豁壇氏族人闊闊出，是珊蠻巫師，自稱能與上天

通話。忽里台舉行期間，他以上天的名義對鐵木真說：「如

今，被稱為古兒汗的這個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

你已取得了他們的領地，你可以像他們那樣採用一個同樣意

義的尊號—成吉思。成吉思啊，你是最高的君主。最高的

主命你採用成吉思汗的稱號。」於是，與會的貴族們共同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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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鐵木真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原義究竟是甚麼，歷來

眾說紛紜，近人多數認為它源於突厥語，意為海洋。成吉思

汗建立的國家名為大蒙古國。過去「蒙古」只是大漠南北眾

多部落中一個部落的名稱，現在成為漠北各部落的共名，這

意味着統一的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今天分佈於不同國家

的蒙古人，都認成吉思汗為本族的始祖，其感情之熾烈，遠

甚於漢族之於炎、黃。由於習慣，大蒙古國建立後，周圍國

家仍稱他們為韃靼，或以蒙古、韃靼兩名相合，稱「蒙韃」。

成吉思汗即位後，立即對功臣、貴戚論功行賞，授封領

地。他把全蒙古國的百姓分做九十五千戶，分別授給各個功

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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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貴戚，封他們為千戶那顏，世襲管領其地。各千戶的實

際戶數並不一致，其下分為若干百戶，百戶下為十戶。少數

千戶是由同一族屬的人組成的；多數千戶的人戶來自不同族

屬，他們是其千戶那顏在戰爭時期逐漸收集的，或是成吉思

汗授與的。千戶既是基本軍事組織，也是地方行政單位。國

家按千戶徵派賦役、簽發軍隊。所有民戶都被固着在本管千

戶內，向國家承擔義務。成吉思汗規定：「人們只能留在指定

的百戶、千戶或十戶內，不得轉移到另一單位去，也不得到

別的地方尋求庇護。違反此令，遷移者要當着軍士被處死，

收容者也要受嚴懲。」成吉思汗還封了幾個萬戶，他們以軍

事統帥的身份各管若干個千戶。當時在蒙古全境實行兵民合

一的制度，15歲至 70歲的男子均須服兵役，隨時聽候調遣，

自備馬匹、兵器、糧草，跟從那顏出征。成吉思汗說：「萬

夫長、千夫長和百夫長們，每一個都應將自己的軍隊保持得

秩序井然，隨時作好準備，一旦詔令和指令不分晝夜地下達

時，就能在任何時刻出征。」他又說：「十夫長不能統率其十

人隊作戰者，將連同其妻子、兒女一併定罪，然後從其十人

隊中另擇一人任十夫長，對待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們也

這樣！」就這樣，成吉思汗通過嚴密而又嚴厲的千戶制度，

對全國進行有效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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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行千戶制同時，成吉思汗擴建了他的護衛軍隊伍。

在古代北方遊牧地區，由於幅員遼闊、氣候寒冷，營帳隨季

節的變換或戰爭的需要而遷徙，歷代君主或部落首領為防不

測，都極其重視自己的隨營護衛。王罕在同成吉思汗作戰時

已有護衛千人，成吉思汗在征乃蠻前也選出一千勇士，「如

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人數都不算少。成吉思汗既

為大汗，便把護衛軍擴大為一萬人，其中宿衛一千人，箭筒

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這一萬人從千戶、百戶、十戶及白

身人的兒子中選出，必須是身強力壯、具有技能的。千戶那

顏的兒子，許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兒子，許帶弟

一人、伴當五人；十戶和白身人的兒子，許帶弟一人、伴當

三人。所有這些人需用的馬匹、物品，除以自家的財產支付

外，可按規定從本管民戶科斂供應。對各級那顏來說，派兒

子充當護衛有以子入質的意思，也是對大汗承擔的一種特殊

兵役。

護衛軍的首要職責是保衛大汗的金帳，有嚴格的護衛制

度。全部護衛分為四隊，輪番入值，每番三晝夜，稱四怯薛。

「怯薛」是突厥蒙古語，意思是「番直宿衛」；怯薛人員稱怯

薛歹。每隊怯薛中，箭筒士、散班值日班，宿衛值夜班。入

夜後任何人不得在宮帳前後走動，違反的由宿衛捕拿，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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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問。臣下有急事稟報，須先見宿衛，由宿衛陪同入帳奏事。

這套制度，保護了大汗的人身安全。

護衛軍還要分管汗廷的各種事務，故而怯薛歹名目繁

多，有火兒赤（佩弓矢者）、雲都赤（掌刀者）、昔寶赤（掌鷹

隼者）、札里赤（書寫聖旨者）、必闍赤（書記、主文史者）、

博爾赤（司廚者）、闊端赤（掌從馬者）、答剌赤（掌酒者）、

怯里馬赤（傳譯者）、火你赤（牧羊者）、虎兒赤（奏樂者），

等等。他們的職事涉及大汗的飲食起居、放鷹圍獵以至臨朝

聽政等許多方面。在國家初建，機構尚不完備的時候，怯薛

「百執事」之官實際上履行着中央政府的職能。成吉思汗任命

他最親信的那可兒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為四怯

薛長，合稱四傑。怯薛長與怯薛歹均為世襲。怯薛歹有時被

大汗派出處理重要事務，他們的地位高於在外的千戶那顏。

成吉思汗規定，如果怯薛歹與在外的千戶那顏發生爭鬥，拿

千戶那顏問罪。與此相應，怯薛歹家人的地位也高於在外的

百戶、十戶。怯薛歹論身份僅是汗的侍從，他們竟具有如此

特殊的地位和權力，在世界各國古代歷史上並不多見，其原

因在於他們的大汗擁有無限的絕對的權力，怯薛歹的權力是

汗權的延伸。

由怯薛歹組成的護衛軍又是蒙古國家的常備軍，擔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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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鎮壓、對外防禦或征服的職責。大汗用它造成外輕內重之

勢，可以制服境內任何叛亂。出征時，護衛軍由大汗親自統

領，為大中軍。

由於史料不足，我們不清楚護衛軍所帶親屬（弟）與伴

當在平時和戰時都做些甚麼。有的學者把他們也歸入常備

軍，並且推算其數約五萬，加上正式護衛萬人，常備軍總數

達六萬。果若如此，這支常備軍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從事

對外掠奪。當時大蒙古國人口充其量不過一百萬左右，遊牧

經濟的生產能力又那麼脆弱，單靠壓榨境內的遊牧民是養活

不了六萬丁壯的。這支龐大的常備軍只有在連續不斷的對外

掠奪戰爭中，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

與千戶制、護衛制相應，成吉思汗為管理民事和司法，

設立了斷事官，蒙語稱札魯忽赤。最早擔任斷事官的，可能

是成吉思汗的異母弟別里古台，他的職事是「整治鬥毆、盜

賊等事」。公元 1206年建國時，成吉思汗任命養弟失吉忽禿

忽做大斷事官，要他主持民戶的分配和訴訟事宜。成吉思汗

對失吉忽禿忽說：「你把一切領民的分配和訴訟事宜都造青

冊寫在上面。〔凡是〕失吉忽禿忽向我建議而寫在青冊白紙

上的規定，直到子孫萬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伊

朗史學家拉施特在 14世紀初編成的《史集》中稱讚失吉忽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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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決獄公正」，並且說：「我們從斷事官們的辯論中知道，

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無論在蒙古斯坦或其所屬各地區境內，

他的斷案的方式方法的原則，奠定了判決的基礎。」失吉忽

禿忽領大札魯忽赤事多年，一直處理行政民事要務。公元

1215年攻克金中都，失吉忽禿忽被成吉思汗派去登錄金的

帑藏。公元 1234年滅金，失吉忽禿忽又被窩闊台任為中州

斷事官，主持清查戶口和徵收賦稅的事務，被漢人稱為「丞

相」。大斷事官職事與歷代中原國家的丞相不盡相同，但其

地位確實很高，在蒙古國前四汗（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

蒙哥）時期，它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那時上自諸王、駙馬、

怯薛，下至各投下的蒙古、色目人，他們的奸盜、詐偽、婚

姻、驅良等事宜，都要聽札魯忽赤處置。大札魯忽赤甚至要

過問汗室的案件。窩闊台時任大札魯忽赤的是札剌亦兒人額

勒只帶。窩闊台死後，脫列哥那哈敦叫嚷窩闊台是被人毒死

的，額勒只帶就出來制止，不許任何人這樣說。可見大札魯

忽赤斷事的權威性。當然，札魯忽赤斷事也不能隨心所欲，

他們也需要有法律依據。大蒙古國的根本大法，就是成吉思

汗親自制定的札撒。

「札撒」是蒙古語，意為法度、法令。在蒙古國家誕生很

久以前，蒙古社會各部落早已形成一些人們共同信守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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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或習慣，蒙古語叫做「約孫」。後來隨着階級的產生，古

老的約孫也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但是這時的約孫還不具有法

的性質。在蒙古社會，真正的法（札撒）是在國家形成的過

程中產生的。說得更具體些，成吉思汗的札撒，是在他兼併

各部落的戰爭中逐漸醞釀產生的，在公元 1206年擁戴他登

上汗座的忽里台上才得到最後的確認。拉施特的《史集》提

到，成吉思汗消滅王罕後「王業已定，各部落便從四面八方

來向他請降、求和。⋯⋯他舉行了大聚會（即忽里台），於訂

立完善和嚴峻的法令（札撒）以後，幸福地登上了汗位」。成

吉思汗的札撒，是新制定的法令，在推行札撒前，他必須廢

止一些舊的不適應新形勢的習慣法。志費尼說：「成吉思汗

統治初期，當蒙古各部歸並於他的時候，他廢除了那些蒙古

各部一直奉行、在他們當中得到承認的陋俗；然後他制定從

理性觀點看值得稱讚的法規。」札撒體現了大汗的意志，大

汗的權力因札撒而得到鞏固和加強。志費尼說：「誰個膽敢

反對他，他就執行他頒佈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連同他的部

屬、子女、黨羽、軍隊、國家和土地，統統毀滅乾淨。」札

撒的內容相當龐雜，涉及蒙古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志費尼

說：「成吉思汗依據自己的想法，給每個場合制定一條法令，

給每個情況制定一條律文；而對每種罪行，他也制定一條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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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因為韃靼人沒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兒童習寫畏

兀文，並把有關的札撒和律令記在卷帙上。」所以在成吉思

汗主持下，大蒙古國相當快地產生了自己的成文法。自然，

札撒不是一次完全制定的，它經過幾次修改和補充。例如在

西征前舉行的忽里台上，成吉思汗對札撒和約孫重新做了一

次規定；西征回來後，他又頒發了若干新的札撒和訓言（蒙

語為必里克）。所謂「訓言」，就是被記錄下來的成吉思汗對

宗室、臣下的訓話，在元代又稱祖訓或寶訓。成吉思汗認為，

他的訓言與札撒一樣，都應為臣下所遵守，它們與保留下來

的約孫都被記入卷帙，合稱「大札撒」。成吉思汗說：「如果

隸屬於國君的許多後裔們的權貴、勇士和官員們不嚴遵札

撒，國事就將動搖和停頓，他們再想找成吉思汗時，就再也

找不到了！」又說：「萬夫長、千夫長和百夫長們，只要在年

初和年終時前來聆聽成吉思汗的訓言後回去，就可以統率軍

隊。如果他們住在自己的營盤裡，不聽訓言，就像石頭沉沒

在深水中、箭射入蘆葦叢裡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人

就不適於當首長。」

雖然「大札撒」今已不存，我們從現存的史籍仍可窺見

其部分內容。例如，關於每個人只能留在指定的千戶、百戶、

十戶內，不得轉移，違者嚴懲的規定，就是一條札撒。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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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對方向蒙古納款投誠的可免於屠戮的規定，也見於

札撒。札撒還規定了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和對入境外商的處

置辦法。札撒對臣民的限制具體而細微，違者處罰嚴酷，常

論死罪。例如，札撒規定：那顏們必須忠於君主，轉投他人

者處死，擅離職守者處死，挑撥是非、構亂皇室者處死。又

規定：民間收留逃奴不還原主者處死，為寇者處死，以幻術

惑眾者處死。札撒雖嚴，終究是大汗用來統治臣下的，汗族

宗室如有違犯，則可網開一面。成吉思汗說：「我們的兀魯黑

（親屬）中若有人違犯已確立的札撒，初次違犯者，可口頭教

訓。第二次違犯者，可按訓言處罰。第三次違犯者，即將他

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朮兒的遙遠地方去。此後，當他到那裡去

了一趟回來時，他就覺悟過來了。如果他還是不改，那就判

他帶上鐐銬送到監獄裡。如果他從獄中出來時學會了行為準

則，那就較好，否則就讓全體遠近宗親聚集起來開會，以作

出決定來處理他。」此外，對一些為大汗立過殊功的勳貴大

臣，成吉思汗又有「九次犯罪休罰」的規定。這些可稱為法

外法或法上法。

總之，成吉思汗的絕對權威在大蒙古國的法制上打下深

深的個人印記。但是，這樣嚴酷的法令的確行之有效，它在

蒙古國本土建立起嚴格的秩序，造就了一支既馴服又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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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嚴密、便於驅使的軍隊。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替成吉

思汗去征服世界。志費尼在敘述了成吉思汗制定律令、頒佈

札撒的活動以後，不無同情地描述了他的士兵：「整個世界

上，有甚麼軍隊能夠跟蒙古軍相匹敵呢？戰爭時期，當衝鋒

陷陣時，他們像受過訓練的野獸，去追逐獵物，但在太平無

事的日子裡，他們又像是綿羊，生產乳汁、羊毛和其他許多

有用之物。在艱難困苦的境地中，他們毫不抱怨傾軋。他們

是農夫式的軍隊，負擔各類賦役，繳納攤派下來的一切苛捐

雜稅，從無怨言。他們也是服軍役的農夫，戰爭中不管老少

貴賤都成為武士、弓手和槍手，按形勢所需向前殺敵。無論

何時，只要抗敵和平叛的任務一下來，他們便徵發需用的種

種東西，從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幟、針釘、繩索、馬匹及驢、

駝等負載的動物；人人必須按所屬的十戶或百戶供應攤派給

他的那一份。檢閱的那天，他們要擺出軍備，如果稍有缺損，

負責人要受嚴懲。哪怕在他們實際投入戰鬥時，還要想方設

法向他們徵收各種賦稅，而他們在家時所擔負的勞役，落到

他們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強制勞動，某人應負

擔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親自去，代他履行

義務。」蒙古的兵卒如此，將帥呢？志費尼說：「他們的服從

和恭順，達到如此地步：一個統帥十萬人馬的將軍，離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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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在日出和日沒之間，犯了些過錯，汗只需派一名騎兵，

按規定的方式處罰他，如要他的頭，就割下他的頭，如要金

子，就從他身上取走金子。」汗與他的將帥士卒之間這樣的

統屬關係是靠嚴酷的札撒固定下來的，由此而造就了鐵一般

的作戰機器。在 13世紀蒙古四周的鄰國中，有哪一個國家

擁有相同的作戰機器呢？何況這台作戰機器又是在一個天才

的軍事家指揮之下。因此，這個天才的軍事指揮家把他的機

器開到哪裡，哪裡就會遭到空前的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