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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
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
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 ”、“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
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
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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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夫赳赳之战国，虽为乱世，“六经泥幡，百家飙骇”
（《文心雕龙·时序》）[1]，
然人文之树扶疏，菁华迭出；
百家革故，士人蜂起。纵横一家，论计谋则诡谲转圆，谓师心独见；纵横之术，更折冲尊俎，后世鲜有及
者。在外交领域，他们的作用不可小视；
历史的演变，亦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战国纵横家，最擅长者，莫
过于纵横术；其名称由来，也源自于纵横术。
纵横术，即合纵与连横，其本义表示地理形势，南北为纵，东西为横。《诗经·齐风·南山》曰“ 麻如
之何，
衡从其亩”，衡从，即为“横纵”，
表示东西和南北耕作的方向。战国策士通常所采取的纵横策略，也
和地理形势紧密相连，高诱注《战国策》说“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纵”，就表现了这种基本的地理走
向。“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五蠹》）合纵为山东六国南北方向
合成一条直线，结成同盟抗击强国——
—特别是战国中后期的秦国；连横则是强国分别联合山东各国，来
攻击其他国家以实现各个击破，最后吞并天下的目标。纵横的基本策略，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对各国地
理形势的依赖。
纵横术的本义、内涵和应用都与“形”紧密相连，脱不开具体的形态。而“形”中间包含的，不仅仅是
简单可见的表象，更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其对纵横术的形成与运用有创辟与启发的意义。
仍然对地形进行分析。在周室分裂的前提下，地理条件能够促成重大策略的形成，使得各诸侯国在
聚散中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在疆域的改变中也涵摄和酝酿着能量。这是因为，对各国疆域的概念是
争夺土地的直接出发点，土地的盈缩代表着国家的强大与衰弱，对土地的追逐在战国各个国家从未停
止过。知伯就是在土地的吸引下，索地于魏桓子得手后，继续贪婪地索地于他国，最终因此灭亡而身败
名裂，
为天下笑的。苏秦游说齐王曰“……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
十里于宋。”（《战国策·燕三·客谓燕王》）[2] 就是利用土地的名义，将各国的兵力引向齐国，达到“顿齐兵，弊
其众”
之目的的。可见，土地的取得、
疆域的扩大，
是策士游说的切入点之一；想要游说成功，
就必须考虑
土地这个极其重要的筹码。策士是巧妙地掌握了诸侯王好地贪多的心理的，游说时所利用的，是地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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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的影响。人们直接由国别会产生地理方位感、疆域大小观念，这种直觉式的观念
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潜意识影响的效果，能极大地刺激占有欲，反映了战国时期直指的中心——
—土地，
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说服诸侯王？前提是了解各国地“形”与疆域，这从纵横的角度来说，是
必须考虑的要素。冷兵器时代，地势的影响对战争的胜负举足重轻，而策士想要游说成功，也必须对地
形有着确实的掌握。兵家之祖姜太公即提出对敌人“地形未得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六韬·犬韬·武锋》）[3]，
在《六韬·龙韬·王翼》中也说到“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陷易，水涸山阻，不失地
利”，《
孙子》
在《九变》、《行军》、
《地形》等篇中对行军、驻军、作战中地形的重要也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在
兵家这是直接作战的需要，而战国纵横家要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也和兵家有贯通之处。战国时代的地理
形势，
复杂而多变，从春秋战国之交晋、齐、楚、越四大国的对峙，到战国中后期七雄的确立，中国的版图
从未有确切的领有和分属。因此，对地理形势了然于胸，对各国疆域变化随时掌握，游说才会有较强的
说服力。《战国策·韩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中张仪即采取了从地“形”的分析的方法：“故为大王计，
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
其地势然也。”，指出了韩楚接
壤、便于攻取的事实。而齐大夫国子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也是基于地理形势：“三国之与秦壤界而患急，齐
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也。故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
楚得齐，则足以敌
（《战国策·齐三·国子曰秦破马服君
秦。故秦、赵、
魏得齐者重，
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
之师》），
对全盘战略中各国的互相牵制作出了中肯的分析。策士的游说，对关隘、城池、道路的情况了如
指掌，
之所以如此，反映了战国外交、战争均以土地为中心的情况，而策士正是抓住了诸侯王的心理，以
鞭辟入里的地“形”分析、极具耸动的语言，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利用土地进行游说，以“形”入手，
才能有理有据，否则，任何言论都将流于空谈，纵然口吐莲花也是枉然。
地“形”
，或者说地理位置对纵横家的成长、纵横术发展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
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4]，指出了一个事实：纵横家多出
自韩赵魏等中部地区。南朝刘宋人裴 《史记（苏秦列传）集解》中引徐广言曰：“颖川阳城有鬼谷，盖是
其人所居，因为号”
，颖川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在韩国境内，而苏秦兄弟为东周人，范雎、张仪为魏人，公
孙衍为魏之阴晋人，这些都证实三晋的确多出纵横家。班固《
汉书·地理志》中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
贵财贱义，高富下贫， 为商贾，不好仕宦”
；“（颖川）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
遴争讼生分为失”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作奸巧，
多弄物，为倡优。……太原、上
[5]
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 虽然对三晋之人多加贬斥，不免偏颇，但确指出了三晋
“多权变之士”某些地理特点中形成的人文特征。
三晋地处天下各国的中心，为往来交通的枢纽，地形便利，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较多，因而晋人
精神面貌较为活跃，多产生思维灵活的纵横家也在情理之中。三晋是连横合纵所必须争取的地方，
因此
在历次纵横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三国攻秦、苏秦和公孙衍、信陵君分别发动的五国攻秦，还
有六国伐齐。纵横术在这些活动中，被繁复地运用，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揣摩”
、“反应”到“抵 ”
、“转
圆”等术的日渐周密和精细化，从《战国策》的记载即可窥见一斑。至战国后期，纵横家的谋略学可以说
是非常成熟了，其中融合了兵家、阴阳家、道家多种思想，既有争斗术、固宠术，又有脱身、进言等多种谋
略，后代三十六计、厚黑学等都未能脱其窠臼。三晋不仅是纵横家的故乡，是推进战国形势变动的主要
角色，
更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因素：地“形”由自身的特点，带动交通、交流的发展，进而影
响到此地人的性格、整体人文环境的变化，并最终推动了纵横术在战国极其复杂的局势中得到应用和
发展。三晋多权变之士，是地“形”产生历史推动力的间接方式，虽然在除战国以外的其它时代、其它地
域地理对人文景观的形成也具有影响，但这种因素在战国独特的分裂情形中更彰显了地域所产生的力
量。因此，可以看到，地“形”不论是直接对纵横策略的形成，还是间接对纵横形势的影响、纵横术的发
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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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纵横术自身的特点，也和“形”不能分开；其特点即在于重视“形”、利用“形”
，从“形”的角度对既有
观念进行了发展，
这一点将联系老子思想进行阐述。
纵横术明显具有阴阳思想的影响，其本身就由“纵”“横”性质相反的两个元素构成，相应的，许多事
物也可以两种概念划分。
有了这种认识作为基础，
游说活动才可能展开。
故言“长生”、
“安乐”
、“富贵”、“尊荣”、
“显名”
、“爱好”、“财利“、
“得意“、“喜欲”，为“阳”，
曰“始”。
故言“死亡”、
“忧患”
、“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
、“诛罚”，为“阴”，曰
[6]
“终”（《鬼谷子·捭阖》） 。
施行长短术，
进行纵横术以前，得先掌握各类现象的阴阳性质，并且知道他们的作用所在。若是人
们所喜闻乐见的，
像“富贵”、“尊荣”、“显名”等具有鼓励性质的事物可以用来引导对方产生响应的积极
行为；而使人们容易有挫折感的，如“死亡”、“忧患”
、“贫贱”等事物则可以用来在对方的心理上产生压
迫感，
从而放弃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游说工作的特点，纵横家不可能进行正面直接的征服。
其游说方式明显继承了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思想，认为事物阴阳双方不是固定无法改变，
而是可以通过转化的方式加以引导与改变，“知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战国策·燕
一·齐伐宋宋急》）。同时，
对于这种转化不采取强力，而善于在巧妙处施力，“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
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七十八章》）[7]。策士外
表顺从，讲究技巧，不动声色，绝不触怒对方，但是改形造势，均再三地揣摩对方的特点，在要害处、针对
对方的弱点和漏洞进行进攻，而不让对方察觉，不进行强制的改造、
说教，
推行自己的理论。顺形顺势自
然展开，成功更加轻易和省力，
也巧妙得多。捭阖抵 间施力，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也就是说，在区分阴阳的基础上，纵横家继承了老子“反动”的思想，巧妙地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
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大家都熟悉的《战国策·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即很有代表性，触 采取了温和和巧
妙的转化方法，运用辩证思维，采取了低调的切入方法，随着健康、饮食的问候，逐渐消解赵太后的怒
气。这其中体现了：一、体能与意志上的辩证。采用衰弱的表象，来换取太后的同情和意志上的松懈。二、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由自己推及他人，触 在自己的健康、对孩子的关爱等一系列事情的陈述中逐渐扭
转了太后的态度。三、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当时间过去，
长安君无以自托，其所处的环境必然被时间所改
变，这也是触 改变太后态度充分论据之一。四、国家与孩子的辩证。显然，无论是舒祺还是长安君都必
须在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前提下，才能立足。触 切中要害地掌握了这几种辨证，顺形推势，巧妙地对形
势进行了扭转。
但是纵横术与老子的“反动”思想不同，或者说对它的发展，即在于“形”。老子的理论，是屏除了
“物”的作用的。事物之间的转化是无甚可依，没有标准的，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概念，所以他说：“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
（《老子·五十八章》）。值得注意的是“
其无正”之语，事物的转
变没有穷尽，甚至也没有标准可依，何时变化、是否发生变化并非人力所能把握。这种思想更是在庄子
那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直接提出了齐万物、等生死的观念。他认为“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秋
水》），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8]（《齐物论》），在《齐物论》中更说：“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
毁，复通为一”
，“物无彼此，物无非是”，将所有事物看作是没有差别的同一物体，正是将事物间本来分
明的物质性化为流动性，
进而抹杀区别。他的万物齐一，化异为同，等同生死、始末、成毁、同异、彼此、大
小，泯灭了是非，虽然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非他人可企及的高度，但是也过度地消除了周围存在物在人
类视野中的作用。
纵横家由于职能的限制，在战国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不能像勇士那样使用武力，但是却要起到同样
的作用：扭转时局，创造新机遇，使得所在诸侯国能够生存下去，甚至强大起来统一天下。这样，就注定
了他们必须采取和武士所不同的方式：不用强力用巧力，必须在已有的局面上展开工作。这样，策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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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
形”势而行了。所谓的“形”势，
在策士这里具有两个必要的要素：第一，自然纹理，即事物合理的自
然走势，侧重纵向的时间。第二，这种自然走势形之于物的具体形态和局面，侧重横向的空间。由于“形”
势是策士回望过去，展望将来并最终作出决定的依据，也就必须对当前之“形”势作出了解判断，所以
《鬼谷子》强调说：
“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
”（《鬼谷子·反应》）
《内 》也说“圣人立事，以先知而 万物”
，说明谋划的前提就是对一切情形都能掌握在心，这样才能作
出正确的判断，触 的成功就在于对形势极其可能发生转化因素的明察。对此，
《鬼谷子》一再强调，仅这
个问题就有《反应》
、《揣》、《摩》、《权》等多篇文章作出了说明。《战国策》中《赵三·说张相国》中策士也
说：“故事有简而成功者，因也”，对于“形”势是必须顺因的，并且要敏感地抓住其中有可能壮大的微小
因子，准确地分析其走势，甚至从极为细小的事情中也应该觉察。“故观 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
事。变生事者，几之势也。”（《鬼谷子·揣》）“几之势”正强调了萌芽中有转化因素的那些事物，而能否明察
这些也是判断一个策士机智与否的标准，所谓“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
（同上）。可见，
纵横家是极
其重视具体物质形态的影响的。
本文认为，在“形”势两个层面的理解中，纵横家继承老子思想的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而对第二个层
面则属于其在此基础上对老子思想反动并自我发展的方面。老子所说的“道”以及他的辨证思维，是包
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的，也显示了万物运行的自然之理，即万物都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并且会互相
转化，
这是自然之理，也为纵横家所认同和吸收。但是，万物转化的依凭为何？“道”过于玄妙，而纵横策
士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就是“形”势的第二层面，即具体层面上的含义了，其物质化和显现出来以后
的形态，具有显示过去，表现现在，预示未来的作用，也同样决定了阴阳因素转化的速度、性质、影响的
大小等等。同时，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对这个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显示了自己的物质影响力。这样，
纵横家就以自己的行为，给老子思想进行了一种独特的诠释，万物的“反动”是需要依凭的，并且，“人
为”也是这种具体形势中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因此，纵横术之“短长”、“抵 ”、“捭阖”的核心要
旨，即在于创造有利之“形”，通过一定的转化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
为人掌握、为人所用。
“
纵横术”可以用“短长”来进行更好的说明，更能突出其注重“形”的特点。短长，既是《战国策》一书
的别名，又是一种游说方法的称呼。刘向《
校战国策书录》即有说明：“是以苏秦、张仪、
公孙衍、陈轸、代、
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史记·田儋列传》也说：“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
八十一首”，
都表明短长是策士使用的核心游说方法。东汉应劭说“
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简
单地说，短长术就是言利以劝说——
—此为长术；言害以威吓——
—此为短术。长短结合，视情况需要来进
行使用，象苏秦合纵主要使用“
长”术，而张仪连横则主要使用“短”术来进行压制（参见熊宪光《纵横家研究》
[9]
第四章） 。“
短长”的名称是非常具体，策略特点一目了然。显然，策士对事物的处理，也是建立在一种形
象、具象化的思维之上，这种名称表现了策士认为万物显之于形，因而都是能采取具体、相应的策略之
观点。何为“短”，
何为“
长”，短、长之间可转化的条件为何，转化几率又有多少，
都必须掌握，
并根据已有
的形势的特点，加以顺因和利用，通过截长续短来改造旧的阴性形势，雕塑新的阳性形势。“短长”也可
以被称为“捭阖”，还可以演生为“抵 ”。“捭阖”即开闭的方法，“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阖
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
（《鬼谷子·捭阖》）。无论是捭还是阖，
都可以根据需要出内、取去，灵活运用。
抵 ，即针对漏洞或补救或毁坏的方法。如果事物已经出现了败坏的萌芽和缝隙，但还可以施行自己的
见解，
则顺着缝隙进行补救；如果已经濒临崩溃，就干脆扩大裂缝，取而代之。这些方略，都具有注重由
阴阳双方构成的“形”的特点，并讲究因“形”施略，对症下药，在顺因思想中，又具有强烈的人为控制色
彩。
纵横术中对于“形”的重视，还因为对形与形转化之间的时机把握的需要。形势转换之间的有利时
机难于控制，瞬间即逝，必须对其加以准确地把握，方能切中肯綮，有效地解决问题。《六韬·龙韬·军势》
曰：“圣人征于天地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当天地盈缩因以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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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鬼谷子·持枢》篇也说：“持枢。……谓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
成必败。……生、
养、成、
藏，亦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
虽盛必衰。”
由于时机难得，那种变化的状态，如若
失去则不再回来，所以必须抓住加以利用，借助其中的力量助己成功。借风飞行自然省力，并且成功的
几率也大大增加，
蔡泽可以说就是抓住时机而成功的典型范例。他看准范雎荐人不当法当连坐、
面临困
窘之时，以“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
、以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功成
不退招致祸患是因为“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反”游说范雎退位，就很好地掌握了当时的“形”
势。而由于
对“形”势了解偏颇，时机把握不当，苏秦在游说之初在秦国吃了闭门羹。他只是一腔热情去游说秦惠
王，但却没有考虑到“在其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情况下，秦惠王怎能撇开张仪不用，而用一个初出茅庐的
苏秦呢？”[10]
因此制造有利之“形”的活动就成为了战国纵横家外交、策谋的核心活动。关键的“形”不但是可贵
的时机，也是这种时机带来的凌驾于对手之上的优越地位，是整个局面比较强的左右力量。正如刘勰
《文心雕龙·定势》所说：“形生势成，始末相承”
。《孙膑兵法·奇正》也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
也”；“
战者，
以形相胜也”
，认为“形”的作用非常重要。《孙子·形》说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
员员
之溪者，形也” ，即在“形”之中，看到了动态的绝大力量，若积水决堤，非常可比。可见，战之胜负，在兵
家看来，即决定于“形”所展现的双方情况，决定于是否能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集中兵力，蓄积冲击力
一举夺胜。纵横家也是如此，认为对“形”中双方的控制权、主动性的把握至关重要。无论是谁，如果能把
握有利的“形”，胜算的几率就会增加。因此纵横家毕生所做之事，
即为制造有利之“形”。纵横诸术，也都
为创造“形”，将更多的有利因素具象化，使潜在的有利因素转化为实物、现之于“形”
，易于掌握、利用，
一旦战争爆发，就会“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谷”（《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得胜是相对容
易的。
纵横术所重之“形”可以理解为地势走向、物质形态、局势状况，但“物质形态”最能代表“形”的最根
本性质，这实际也是纵横术的根本性质，即注重实际、联系实用。战国时代本是“务力”的时代，纵横家也
不得不知时而变、尊崇实用。他们固然善于灵活应变、善于权谋策划，论辞固然繁丽瑰辩、烂然盈目，但
这种变化必然有其具体依据。因此，纵横术与“形”的问题，实际触及到一个战国时代的特征问题，也有
纵横家思维特点的问题，
前者论述已多，不再赘述；后者可参阅拙作《战国策的时利观》（《社会科学家》2004
年第 4 期），
可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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