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秦盛赵亡》6-24 
 
组员：林鼎杰 （2P122，组长）、刘宇杰（2P127）、吴优 （2P129）、颜

志轩（2P111） 
 
一、前言与研究目的 
 
根据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的说法，赵国有实力跟秦国分庭抗礼，可见

赵国的国势也相当强大。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变得更强盛，最后统一天下

，而赵国却比不上秦国，最终灭亡呢？我们在这个专题作业里对秦国强盛的

因素进行分析，以获取一些有用的价值。我们也把秦国强盛的因素与赵国相

比较，让大家对秦国之兴盛与赵国之灭亡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文献综述 
 

1. 《秦国历代国君》网站描述秦国的历代君王对秦国的贡献。 
2. 《统一天下的一定就该是秦国吗？》网站描述其他国家的缺点，以及

他们为什么都比不上秦国。 
3. 《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地理位置帮了秦国多少忙？》网站描述了

秦国的地理位置如何使秦国能够崛起。 

评述：这三个网站没有提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分析秦国强

大的因素，内容显然不够全面。 

4. 《中华上下五千年：上卷》书本描述了商鞅在南门立木使老百姓信任
他的事情。 

 
评述：这个文献没有讲述商鞅变法的制度。 

5. 《《百家讲坛》 20111130 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十六）赵

武灵王》视频描述了赵国胡服方面的改革带来的好处，以及赵武灵王
如何说服大臣肥义以及自己的叔叔。 

评述：这个视频没有谈到骑射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赵



国的胡服骑射比不上秦国的商鞅变法。 

6. 《赵文化与秦文化之比较》网站对秦国与赵国在变法和网络人才方面

做比较。 
评述：这个网站没有谈到地理位置和军事方面的比较。 
 
三、研究方法 
 
我们主要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我们大量阅读了书本和网站的资料、以及看

了网络视频来展开研究。 
 
 
四、研究内容 
 
1） 地理位置  

 

1.1）秦 

在地势上，秦国东面有太行山脉、南面有秦岭阻隔，崇山峻岭有几处

出入孔道，易守难攻。形势好时，秦国可以向东进军，蚕食其他诸侯

国。形势不利时，秦国则可以退回国内自保。 

1.2）赵 

赵国东与齐和燕国接壤，南与魏，韩国接壤，北与楼烦、林胡接壤，

西与秦国接壤。 

1.3）总结 

由此可见，秦国易守难攻，而赵国却跟许多国家接壤，以致战乱连

年。可是，秦国却可以养精蓄锐，因此打仗的时候可以打胜仗。 



2） 改革 

2.1）秦国的商鞅变法 

2.1.1）中央集权和官僚制 

这是政治方面的改革。这两个制度把乡和邑合成县。县有

县令和县丞，而他们由国君直接任命。 

2.1.2）军功爵制 

这个制度加强了秦国的势力。一个人在杀敌后，把敌人的

头带回来，就能升一级爵位。 

2.1.3）强制分家 

这个制度加强了秦国的经济。如果家庭里有两个成年男子

，他们必须分家。分家后，户数会增加，收税率增加，几

年后国家就会变得富强。 

2.1.4）严禁私斗 

严禁私斗制对秦国的老百姓加强了控制。这个度制避免秦

国的老百姓互相残杀，不然会被处罚。 

 

2.1.5）废除井田制 

商鞅变法的废除井田制加强了秦国的经济。商鞅把一亩扩

大成两百四十步长和两百四十步宽， 给了老百姓更大的田

地，增加了国家的生产。 

 



2.1.6）重奖耕织富国 

如果老百姓种的产量多或织的绢帛多，他们能升爵位。 

2.1.7）连坐制和告奸法 

这两个制度对老百姓加强了控制。连坐制把十家编成一块

儿。如果一家犯罪，十家一起受惩罚。如果老百姓不要受

惩罚，就一定要告状奸人，告状一个奸人，就会升一级爵

位。如果他们不告奸人或匿奸，他们的处罚非常重。 

2.1.8）主民客民分业 

商鞅变法的主民客民分业加强了秦国的经济和作战能力。 

秦国的土地大但人口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鞅给来到

秦国的农民房子和土地，况且他们三年不服劳役。这吸引

了很多农民来到秦国种田。这增加了秦国种田的产量，使

经济突飞猛进。这些来到秦国的农民叫客民，而原本在秦

国的老百姓叫主民。主民负责当兵，而客民负责种田。因

此，主民能够一心一意地去当兵，使秦国的战斗力加强。 

 

 

2.2）赵国的胡服骑射 

2.2.1）胡服 

赵国进行了服饰改革，换上新的兵衣，称为“貂服”。赵武灵王在

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这使他们在作战的行动更便利。 

2.2.2）骑射 



赵武灵王让兵士学习怎么一边骑马，一边射箭，也让他们进行实

地演习，让他们知道在战场上怎样一边骑马，一边射箭。 

 

 

2.3）总结 

2.3.1）商鞅变法注重富国和强兵，胡服骑射却只注重强兵。商鞅

变法的强制分家加强了秦国的经济，而胡服骑射没有发展赵国经

济。 

2.3.2）商鞅变法的严禁私斗，连坐法和告奸法能够使老百姓奉公

守法，但是胡服骑射并没有这方面的作用。 

2.3.3）商鞅变法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制，军功爵制和重奖耕织用

奖赏激励老百姓，而赵国的胡服骑射没有利用奖励来鼓励老百

姓。因为这些政策使秦国的老百姓努力尝试当上官。况且这会鼓

励老百姓为秦国做出巨大的贡献。反而，胡服骑射没有能当官类

似的奖励来鼓励老百姓。 

3）国君 

3.1）秦孝公 

根据百度，秦孝公是使秦国“国力日强”的关键国君。他也“为秦统一中

国奠定了基础。” 

3.1.1）网络人才 

秦孝公找到了商鞅来帮助他推行变法。秦孝公也全力支持商鞅，

信任他和他的政策。（看2.1） 



3.1.2）西鄙之战 

秦孝公趁魏国大败于齐国，就攻打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军，只

好向国内撤退。因此，秦国就占领了更多地，如黄河和崤山险固

的地势。 

 

 3.2）赵武灵王 

根据王立群教授，“赵武灵王是赵国发展史上非常有贡献的一位国君。” 

赵武灵王推行了胡服骑射。（看2.3） 

3.2.1）废长立幼 

赵武灵王废了太子赵章，让小儿子当上国君。大儿子妒忌，想夺

权，在他们度假时开始打仗。公子成和李兑，为了保护赵惠文王

，杀了赵章。他们也发布命令，说谁最后走出宫殿，谁的家族会

被灭掉。大家逃出来了，只剩下赵武灵王。三个月后，赵武灵王

在宫殿里饿死了。 

 

3.3）总结 

3.3.1）机会 
赵武灵王废了太子，而立小儿子为国君因为他喜欢了小儿子的母

亲。他没有给大儿子机会当国君，最后导致自己死亡。反而，秦

孝公找到商鞅后，给了他很多机会来表现自己，使秦国繁荣茂

盛。 

3.3.2）在位时间 

赵武灵王废长立幼缩短了他的统治时间。因此，他不够时间实行



他大秦的计划。反而，秦孝公在位很久，能够实行他向东扩张的

计划。 
 

4) 网络人才 

4.1) 秦国的白起 
秦国网络了许多人才，如百里奚，商鞅，范雎，李斯等人，其中，白

起对秦国有巨大的贡献。他也是战国里的四大名将。 

4.1.1）长平之战 
白起在长平之战立了大功。赵军因中了白起的计而最终战败。秦

国获胜，进占长平，而白起活埋了约45万赵军。 
 

4.2）赵国的赵奢 

赵国也有许多好人才，如赵奢、廉颇、李牧等。根据王立群教授，“赵
奢在一场战争中一举成名，成为和廉颇一样的赵国大将。”赵奢只在一

场战争中就这么有名，说明他很有才华。 

4.2.1）阏与之战 

秦军中了赵奢的计，因此输了这一战。赵奢在这一战杀伤了秦军

10万。这场战争也给了秦昭襄王一个深刻的印象。 

4.3）总结 

 
4.3.1）死伤人数 
秦国的白起在长平之战灭了赵国的45万军队，而赵国的赵奢灭了

秦国的10万军队。白起灭了赵军后，就使赵国变得很弱。反而，

赵奢杀了秦军以后，却没有使秦国变得非常弱。 
 

 

5) 军事 



5.1）秦国的品质管制 

秦国的品质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制

作武器的工匠会在兵器上刻上名字。如果发现了质量问题，就可以通

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并严厉处罚他们。秦国因此能够按照

统一标准大批量制作高质量兵器。 

5.2）秦国的箭，箭镞和弩 

秦国用青铜制作剑。 
在同型式的箭镞中，它们不同方面的相应尺寸只差几微米，同一镞和

不同镞的主面轮廓的差别小于0.15和0.16mm。 
秦国的箭有流线型设计，所以弩可以把剑射得比手枪远，而且弩还设

有机关，让他可以很容易就重新装填箭镞。 

5.3）赵国的武器 

赵国制作武器的过程分为三级：工匠，是直接制造兵器的人，主造者

，是工匠的管理者，和监造者，是最高级的管理者。制造武器后，武

器会通过上层检查和验收。最后，检查人必须在武器上刻全部三级人

的名字，以及制造时间和地点。 

5.4）总结 

虽然制作过程相似，但秦国的兵器更标准化、更胜一筹。   



五、总结与建议 
 
总结： 
 
秦国在地理位置、改革、国君、网络人才及军事方面都胜过赵国。因此，秦

国变得非常强盛，而赵国最终灭亡。 
 
建议： 
 
秦国强盛而赵国灭之的事迹是很好的教材，建议学校老师向学生介绍这事迹

，使学生能够从中学习到许多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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