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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质子， 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治抵押品， 因其身份特殊， 故对本国政治、 军事、 外交、

文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进兵西域， 西域小国争先 “纳质为臣”。 但此时匈奴在西

域还有势力， 西域小国慑于匈奴淫威， 亦纳质于匈奴， 故此汉匈为加强对西域各国控制， 围绕纳质和

扶持质子展开激烈争夺。 最终汉王朝利用强大的军事、 外交、 经济实力， 并辅之以灵活多变的纳质策

略， 成功地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排挤出去， 形成了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 对西域各国政治、 经济、

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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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 按照 《辞源》 解释： “人质。 古代派往别国作抵押的人， 多为王子或世子，
故名质子。”①质子大约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时期。 “质子产生于从原始社会

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 而这一时期正是民族产生和形成的重要阶段。 质子的起源

与部落战争和原始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②质子一经产生， “被用来作为同一部落

或部落联盟内部维系主从关系的纽带和不同部落之间在媾和、 联盟、 请兵、 和亲、 降附

等时的重要使者， 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肩负特殊使命， 前往受质者那里， 履行

自己的职责。”③

战国中后期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 早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 就已经利用其强大的

军事力量成功地控制了西域各国， 设置了 “僮仆都尉” 进行有效管辖， 并辅之以纳质

而加以控制。 西汉王朝在取得对匈奴河西之战胜利后， 为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 打通通

往西域各国的商品通道和维护丝绸之路畅通， 将匈奴势力排挤出西域天山以南地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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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巩固西汉王朝西北边疆的目的， 有效地利用军事、 外交、 经济等手段， 同时还辅以

纳质的方式， 利用质子在政治、 外交、 军事、 经济、 文化、 民族等方面的特殊身份， 成

功地将匈奴势力彻底地从西域排挤出去， 不仅稳固了西汉西北边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

纳质， 进一步加强了西域各国与汉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密切了西域各族与内地的联

系， 对西域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 匈奴对西域的控制和纳质

匈奴在战国后期乘中原各国内战不休之机崛起， 秦末汉初在其杰出首领冒顿带领

下， 先灭掉了强大的东胡， “又西击走月氏， 南并楼烦、 白羊河南王， 遂侵燕、 代， 悉

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 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 肤施。 是时， 汉兵方与项羽相距， 中

国罢于兵革， 以故冒顿得自强， 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威服诸国。”① 原来游牧于今甘肃

河西走廊西部一带的月氏被匈奴击败后向西迁往天山北部一带， 这样整个河西走廊尽为

匈奴所有。 “其明年， 单于遗汉书曰：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 前时皇帝言

和亲事， 称书意， 合欢。 汉边吏侵侮右贤王， 右贤王不请， 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 与汉

吏相距， 绝二主之约， 离兄弟之亲。 皇帝让书再至， 发使以书报， 不来， 汉使不至， 汉

以其故不和， 邻国不附。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 罚右贤王， 使之西求月氏击之。 以天之

福， 吏卒良， 马彊力， 以夷灭月氏， 尽斩杀降下之。 定楼兰、 乌孙、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

国， 皆以为匈奴。 诸引弓之民， 并为一家。 北州已定， 愿寝兵休士卒养马， 除前事， 复

故约， 以安边民， 以应始古， 使少者得成其长， 老者安其处， 世世平乐。 未得皇帝之志

也， 故使郎中係雩浅奉书请， 献橐他一匹， 骑马二匹， 驾二驷。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
则且诏吏民远舍。 使者至， 即遣之。’ 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 书至， 汉议击与和亲孰

便。 公卿皆曰： ‘单于新破月氏， 乘胜， 不可击。 且得匈奴地， 泽卤， 非可居也。 和亲

甚便。’ 汉许之。”② “其明年”， 依据 《史记》 所载推算， 应为汉文帝即位的第四年即

公元前 １７６ 年。 从书信内容看， 匈奴在这一年派右贤王再次出兵击走了大月氏， 并

“定楼兰、 乌孙、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 一举征服了西域诸国， 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管理制度。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 有城郭田畜， 与匈奴、 乌孙异俗， 故皆役属匈

奴。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 使领西域， 常居焉耆、 危须、 尉黎间， 赋税诸国， 取

富给焉”③， 由此开始了 “对西域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④。 “而西域各族则在匈奴

控制下， 成为匈奴进攻汉朝的人力、 物力的重要基地”⑤， 承受着极其残酷的民族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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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赋役剥削。
为有效驾驭西域各国， 在西域设置 “僮仆都尉” 管理的同时， 匈奴还采取纳质的

方式加以控制。 “楼兰既降服贡献， 匈奴闻， 发兵击之。 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 一子

质汉。”① 楼兰的质子两送， 一方面说明楼兰国夹在汉匈两强之间， 别无选择， 为表示

归顺的诚意， 只好各自送一质子； 另一方面， 可能早在匈奴征服西域后， 为加强控制，
就已经征取了西域各国质子， 楼兰的做法不过是循例而已。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 后有

所爱阏氏， 生少子， 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 乃使冒顿质于月氏。 冒顿既质于月氏，
而头曼急击月氏。”② 匈奴早期受制于月氏， 即主动送质子以取信。 匈奴征服西域各国

后， 为有效控制， 征取西域各国质子更是情理中事。 “宣帝即位， 遣五将将兵击匈奴，
车师田者惊去， 车师复通于汉。 匈奴怒， 召其太子军宿， 欲以为质。 军宿， 焉耆外孙，
不欲质匈奴， 亡走焉耆。 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 及乌贵立为王， 与匈奴结婚姻， 教

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③ 汉文史籍中有关匈奴在西域各国纳质的只言片语， 足以证明

匈奴将这一制度无疑已经应用到了对西域的管理之中。

二、 西汉王朝反击匈奴和匈奴的衰弱

西汉王朝一建立， 北部边疆就面临着强大的匈奴的军事威胁， 白登之围使西汉统治

者意识到双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悬殊， 因此不得不采用和亲的办法， 同时每年还要

送给匈奴大批缯帛粮食等物资以换取边境暂时的安宁。 “于是高祖患之， 乃使刘敬奉宗

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 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 约为兄弟以和亲， 冒顿乃少止。”④

经历此次事件后， 西汉统治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 培育战马和训练

士卒上。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休养生息， 到武帝即位初，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至今上即

位数岁，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 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

满， 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

外， 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 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⑤ 同

时汉王朝培育的战马增多， 士兵也得到了很好地训练， 尤其是骑兵已能与匈奴骑兵相抗

衡。 武帝还通过 “抑黜百家， 表章六经”⑥， 设立内朝， 实行推恩令等措施， 加强了皇

权， 从而形成了上下一心， 内外一致的格局， 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反击的条件都已具备。
自武帝元光元年 （前 １３３ 年） 直至宣帝甘露元年 （前 ５３ 年） 西汉王朝通过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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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 河西及漠北等数次大规模战争， “威震匈奴”①， 尤其是河西之战的胜利， “是岁

汉遣骠骑破匈奴西 （城） ［域］ 数万人， 至祁连山。 其明年， 浑邪王率其民降汉， 而金

城、 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匈奴时有候者到， 而希矣。”② 但是， 匈奴对西汉

的侵扰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直至宣帝时， 匈奴依然控制着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

的丝路北道。 “至宣帝时， 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 及破姑师， 未尽殄， 分以为车

师前后王及北山六国。 时汉独护南道， 未能尽并北道也， 然匈奴不自安矣。 其后日逐王

畔单于， 将众来降， 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 既至汉， 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为安远

侯。 是岁， 神爵三年也。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 故号曰都护。 都护之起， 自吉置矣。 童仆

都尉由此罢， 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 于是徙屯田， 田于北胥鞬， 披莎车之地， 屯田校

尉始属都护。 都护督查乌孙、 康居诸外国动静， 有变以闻。”③ 神爵三年， 西域都护的

设置， 迫使匈奴不得不罢废管理西域的童仆都尉。
为进一步彻底解除匈奴威胁， “宣帝本始三年 （前 ７１ 年） 夏， 大旱， 东西数千里。

先是五将军众二十万征匈奴。”④ 此战， “获单于父行及嫂、 居次、 名王、 犁汙都尉、 千

长、 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 虏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⑤ 同时， 长期受匈奴羁属奴役

的丁零、 乌桓、 乌孙也配合汉军作战， “丁零乘弱攻其北， 乌桓入其东， 乌孙击其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级， 马数万匹， 牛羊甚众。 又重以饿死， 人民死者什三， 畜产什五， 匈

奴大虚弱， 诸国羁属者皆瓦解， 攻盗不能理。”⑥ 在西汉、 乌桓、 乌孙、 丁零夹击下，
加之匈奴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雪灾， “人民畜产冻死， 还者不过什一。”⑦ 经历这次沉重打

击的匈奴四分五裂， 出现了西汉宣帝五凤年间 （前 ５７－前 ５４ 年） 五单于并立的局面。
呼韩邪单于众叛亲离， 在 “乱先古之制”、 “卑辱先单于” 的谴责声中， 甘露元年 “引
众南近塞， 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⑧， 由此

降汉。 而郅支单于乘势攻定匈奴右地， 攻破乌孙， 北击乌揭， 西破坚昆， 北降丁零，
“郅支单于自以道远， 又怨汉拥护呼韩邪， 遣使上书求侍子。 汉遣谷吉送之， 郅支单于

杀之。”⑨ 建昭三年， 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都护陈汤发兵诛杀了郅支单于。 至此， 匈奴

在西汉王朝打击下彻底衰弱， 不得不放弃了对西域地区的争夺， 从而形成了西汉王朝对

西域地区独立经营的局面， 西汉西北边疆的威胁也在短期内得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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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汉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和利用质子控制诸国

匈奴早在文帝时期， 就已成功控制了西域各国， 设置僮仆都尉并辅之以纳质进行有

效控制。 雄才大略的武帝为彻底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联络乌孙夹击匈奴， 在取

得了对匈奴一系列战役胜利后， 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 在张骞及其同行者的努力

下，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①， 尤其是在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取得成功后， “西域

震惧”， “二师将军之东， 诸所过小国闻宛破， 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 见天子， 因以为

质焉。”② 西域各国为了表示臣服的诚意， 纷纷纳质归顺。 即便如此， 直到汉宣帝时期，
塔里木盆地北缘即丝绸之路北道各国依然受匈奴役属和控制， “西北外国使， 更来更

去。 宛以西， 皆自以远， 尚骄恣晏然， 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 以

近匈奴， 匈奴困月氏也。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 则国国传送食， 不敢留苦， 及至汉使， 非

出币帛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骑用。 所以然者， 远汉， 而汉多财物， 故必市乃得所欲， 然

以畏匈奴于汉使焉。”③ 匈奴虽然遭受了汉王朝几次重大的军事打击后， 军事实力大大

削弱， 但是由于早在汉文帝时期就成功役属西域， 加之地缘相近的缘故， 其在西域的影

响还是很大的。 “楼兰既降服贡献， 匈奴闻， 发兵击之。 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 一子

质汉。”④ 楼兰的质子两送， 是夹在两强之间西域北部各国无奈的选择。 楼兰的首鼠两

端， 激怒了武帝， “上诏 （任） 文便道引兵捕得楼兰王。 将诣阕， 簿责王， 对曰： ‘小
国在大国间， 不两属无以自安， 愿徙国入居汉地。’ 上直其言， 遣归国， 亦因使候司匈

奴。 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⑤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 汉朝与西域各族之间有了密切的交往。 但这时期的交往， 都

与匈奴有一定的关系， 也都具有遏制匈奴， 打击匈奴的性质。 因此， 这时期汉朝与西域

各族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一场斗争。”⑥ 因此， 双方除了运用政

治、 军事、 外交、 经济、 民族等手段在西域展开激烈交锋的同时， 还利用纳质来争取对

西域各国外交的主动权。 李广利破大宛后 “西域震惧”， “二师将军之东， 诸所过小国

闻宛破， 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 见天子， 因以为质焉。”⑦ 见于 《史记》、 《汉书》 记载

的西域纳质的国家有大宛、 杅弥、 楼兰、 乌孙、 莎车、 康居、 危须、 尉犂、 车师、 龟

兹、 鄯善、 焉耆等， 《史记》 既说 “诸所过小国闻宛破， 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 见天

子， 因以为质”， 无疑纳质已遍及西域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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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除了利用纳质争夺对西域各国控制权外， 尤其在拥立各自质子为其本国国王上

也争夺激烈。 这是因为， “在争夺西域的过程中， 汉和匈奴为了在各国培植自己的势

力， 都争相拥立质子为本国国王。 汉、 匈两国所以要争立质子为其国王， 是因为一般而

言， 质子当政后， 原质汉者亲汉， 原质匈奴者亲匈奴”①。 故此， 汉武帝征和年间楼兰

王死后， “匈奴先闻之， 遣质子归， 得立为王。 汉遣使诏新王， 令入朝， 天子将加厚

赏。”② 显然， 汉对匈奴所立楼兰新王尝归不放心， “令入朝”， 说白了就是要征取其为

质子入汉， 从而达到控制楼兰的目的， “厚赏” 只是其纳质的借口罢了。 因楼兰 “先王

遣两子质汉皆不归”， 所以尝归以 “新立， 国未定” 婉言谢绝新王入朝要求。 之后因汉

使者在楼兰境内 “数为吏卒所寇”， “后复为匈奴反间， 数遮杀汉使”③。 尝归的行为使

汉廷忍无可忍， 于是派傅介子刺杀了尝归并拥立楼兰质汉的尉屠耆为王。 “介子遂斩杀

尝归首， 驰传诣阙， 悬首北阙下……乃立尉屠耆为王， 更名其国为鄯善， 为刻印章， 赐

以宫女为夫人， 备车骑辎重， 丞相 ［将军］ 率百官送至横门外， 祖而遣之。 王子请天

子曰： ‘身在汉久， 今归， 单弱， 而前王有子在， 恐为所杀。”④ 汉为了支援尉屠耆，
“于是遣汉司马一人， 吏士四十人， 田伊循城以镇抚之”⑤， 以此来声援尉屠耆。

同样， 汉匈对车师继承人的争夺也异常激烈。 “宣帝即位， ……车师复通于汉。 匈

奴怒， 召其太子军宿， 欲以为质。 军宿， 焉耆外甥， 不欲质匈奴， 亡走焉耆。 车师王更

立子乌贵为太子。 及乌贵立为王， 与匈奴结婚姻， 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⑥ 陈金生

认为： “以强硬的手段直接插手藩国政务， 拥立质子为其国国王， 是 ‘以夷制夷’ 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法。 质子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拥立质子为本国国王， 是名正言顺、 无可

厚非的。”⑦ 汉匈为了争夺对西域各国控制权， 拥立质子为其国王， 针锋相对， 互不相

让。 双方争夺西域过程中， 被汉拥立为王而见于史书记载的， 据方铁统计： “被汉立为

王而见于记载者， 有： 尉屠耆为鄯善王， 昧蔡为宛王， 安日、 末振将为乌孙小昆弥， 伊

秩靡为大昆弥， 军宿、 农奇为车师王， 加特奴、 卑君、 阿罗多为车师后部王， 忠为疏勒

王， 元孟为焉耆王等。”⑧ 宣帝时， 先是派五将军进攻匈奴， 使其遭遇惨重打击。 之后

在汉和乌孙、 乌桓、 丁零夹击下， “会天大雨雪， 一日深丈余， 人美畜产冻死， 还者不

能什一。 于是丁零乘弱攻其北， 乌桓入其东， 乌孙击其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级， 马数万

匹， 牛羊甚众。 又重以饿死， 人民死者什三， 畜产什五， 匈奴大虚弱， 诸国羁属者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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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攻盗不能理”①。 分崩离析的匈奴在宣帝五凤年间 （前 ５７－前 ５４ 年） 出现了五单于

并立的局面。 不久， 呼韩邪单于 “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

驹于利受入侍”②。 五凤二年匈奴单于遬累单于降汉， “ （五凤四年） 匈奴单于称臣， 遣

弟谷蠡王入侍”③。 此后直至西汉末年， 继任的匈奴单于都遣子入侍， 汉匈关系也发生

了变化。 “至此， 汉匈关系才由两国对峙改变为宗、 藩从属关系。”④ 因为匈奴势力被驱

逐出了西域地区， 汉完全控制了西域， 西域各国对待汉廷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及呼韩邪单于朝汉， 后咸尊汉矣。”⑤ 到宣帝时， “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 及破

姑师， 未尽殄， 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 时汉独护南道， 未能尽并北道也， 然匈

奴不自安矣。 其后日逐王畔单于， 将众来降， 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 既至汉， 封日

逐王为归德侯， 吉为安远侯。 是岁， 神爵三年也。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 故号曰都护。 都

护之起， 自吉置矣。 僮仆都尉由此罢， 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⑥ 至此， 匈奴势力在

汉匈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因战败而被迫退出了西域。
但是臣服了汉王朝的匈奴， 虽也纳子入侍汉廷， 成为西汉王朝藩属国， 但其在西域

的影响力依旧存在。 “至哀帝建平二年， 乌孙庶子卑援疐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 寇盗牛

畜， 颇杀其民。 单于闻之， 遣左大当户乌夷冷将五千骑击乌孙， 略千余人， 驱牛畜去。
卑援疐恐， 遣子趋逯为质匈奴。 单于受， 以状闻。 汉遣中郎将丁野林、 副校尉公乘音使

匈奴， 责让单于， 告令还归卑援疐质子。 单于受诏， 遣归。”⑦ 显然， 乌孙寇盗匈奴人

畜被击败后， 惧怕其报复不得已遣子入侍匈奴， 但是这种行为在汉廷看来显然是匈奴对

其西域管辖权的公然挑衅， 因此 “责让” 匈奴遣归乌孙质子， 明显带有抑制匈奴势力

再次染指西域的意图。 “纳质入侍既成为纳质民族藩服于封建王朝的象征， 纳质民族之

间如再相互纳受质子， 当属非法， 自然为朝廷所禁止。”⑧

四、 纳质对西域的影响

与西汉对峙时期的匈奴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 社会制度相对比较落后， 经济单一。
其在西域各国推行的纳质活动， 是出于有效压榨和控制西域各国的目的， 对西域各国所

纳质子的管理也相对简单粗暴， 更谈不上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和教育， 因此对西域各

国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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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匈奴， 西汉政府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纳质制度， 并且在政治、 经济、 文

化、 外交等方面对西域各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质子自从在我国出现以来， 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并在汉代时形成为一项制度而沿袭下来。 两汉时， 不仅西域诸

国、 南海、 乌桓、 鲜卑等民族纷纷纳质入侍， 就连匈奴也纳子为质， 臣服于汉王朝。 大

量质子入侍， 使西汉王朝不得不明确管理质子的机构及其职责， 对质子的身份查验、 沿

途护送、 教养、 轮替等方面都有了比较规范的做法。 这样， 质子制度在西汉初步形

成。”① 质子的特殊身份， 对本国本民族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从史书的记载看，
边疆民族政权向汉王朝纳质的对象一般是王位继承者、 王子、 王室成员或权贵， 被称之

为 ‘侍子’ 或 ‘质子’。 据 《汉书·匈奴传》 的记载， 匈奴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向

汉王朝称臣时期都曾经纳质于汉王朝， 而同书 《西域传》 所载西域诸国纳质于汉王朝

的现象更是普遍。”② 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后来居上， 逐步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排挤出去，
将西域变成其藩属之地， 除了强大的军事、 外交和经济实力以外， 质子制度功不可没。

西汉王朝在西域所采取的灵活多变的外交措施， 尤其是纳质制度的建立， 利用质子

在本国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 不仅稳固了汉与西域藩属国的关系， 密切了西汉王朝与西

域各国经济文化交往， 更是通过纳质、 遣送质子， 质子管理、 教育、 拥立质子继位等，
对西域政治、 经济、 外交、 文化、 边疆格局等形成了深远影响。 “两汉边政中存在大量

质子， 并非偶然。 少数民族政权领袖遣子侍汉， 是在西汉疆土扩张， 边疆格局发生巨大

变化的情况下， 朝廷从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出发， 采取羁縻其人， 因俗而治的政策和与

之相对应的边疆管理制度的必然结果。”③

因此， 质子制度的影响， 首先是这一制度在西域的成功应用， 很大程度上稳固了汉

的西北边疆。 “质子不仅是一种用来牵制纳质者的斗争策略， 而且它有在受国和纳质国

之间确立宗藩关系的作用。 质子的这个作用突显了其在两汉政治和边疆管理体制中的重

要地位和影响， 使质子实际上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成为汉代边疆管理制度的有

机组成部分。”④ “对内地政权而言， ‘纳质’ 是内地政权与少数民族保持一定联系的工

具。 一方面可以牵制少数民族， 维持边疆稳定。”⑤ “以汉武帝时期的 ‘纳质’ 现象为

例， 楼兰、 大宛、 杅弥、 危须、 尉犂等西域六国 ‘纳质’ 活动都是出现在武力征服西

域的过程中， 虽然此时的 ‘质子’ 都是迫于汉朝威势所派遣的， 但汉朝的威信是建立

在雄厚国力的基础上， 可以说强盛的国力不仅是汉朝在汉匈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

因， 而且它也是吸引边疆民族 ‘纳质内属’ 的一个主要因素。”⑥ 马曼丽认为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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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示臣服关系的一个方面， 遣子入侍， 以表示其归服的诚心， 汉庭则以此为要挟，
藉此来维护双方之间和平臣服关系。”①因此， 西汉在西域地区所施行的纳质制度有效稳

固了西汉的西北边疆。
其次， 利用西汉在西域各国的影响， 支持对西域的军事行动， 为制驭和有效经营西

域， 节约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 “前开陵侯击车师时， 危须、 尉犂、 楼兰六国子弟在京

师者皆先归， 发畜食迎汉军。”② 危须、 尉犂、 楼兰等六国发畜食迎接汉军， 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经营西域所需大批军事物资长途运输的问题。 宣帝时， 因龟兹国曾杀死汉校尉

而未伏诛， 常惠请求借出使乌孙路经龟兹国的机会而刺杀龟兹王， “惠与吏士五百人俱

至乌孙， 还过， 发西国兵二万人， 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 乌孙兵七千人， 从三面攻

龟兹。”③ 常惠几乎动用了很少的汉军， 但是却调集了多达四万七千人的西域各国军队，
一举攻下了龟兹。 郑吉也在宣帝时， “吉以侍郎田渠黎， 积谷， 因发诸国兵攻破车

师。”④ 文献虽然没有记载具体的发兵人数， 但要攻破西域大国车师， 所发西域各国士

兵人数当也不在少数！ 元帝建昭三年 （前 ３６ 年）， 西域校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为斩

杀郅支单于发 “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⑤。 西汉王朝多次对西域不臣之国的用兵， 基本

上依靠的是西域各国的军队， 不仅为西汉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最主要的是达到

了西汉经营和稳定西域的目的。
再次是通过对西域制度、 文化的影响， 强化了藩属国对中央王朝的文化向心力。 汉

征取质子的目的， 就是为了 “质其种裔， 习我华风”⑥， 强化藩属国对中央王朝的向心

力， 从而达到巩固边疆的目的。 而汉征取来的西域各国质子， 非富即贵， 且大多是未来

王位继承人， 对本国政治、 军事、 外交、 文化影响至巨。 陈金生认为： “来汉的西域质

子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特殊人群， 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非常特

殊的左右。”⑦ 这种影响从乌孙、 龟兹国王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 “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

京师学鼓琴”， 后来嫁给龟兹王绛宾， 和龟兹王在汉宣帝时一同入汉朝见， “乐汉衣服

制度， 归其国， 治宫室， 作徼道周卫， 出入传呼， 撞钟鼓， 如汉家仪。⑧” 甚至还有因

入侍而留居内地者。 《梁书》 卷 １８ 《康绚传》 载： “康绚字长明， 华山蓝田人， 其先出

自康居。 初， 汉置都护， 尽臣西域， 康居亦遣子待诏于河西， 因留为黔首， 其后即以康

为姓。”⑨ 敦煌地方康姓的一支就来自于康居。 他们虽然居留汉地， 但是他们依然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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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特长， “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 转运到相互需要的地方”① “质子入侍， 有

时留居中原很久， 深受汉文化熏陶， 逐渐产生内向之心， 当他们返回故土、 执掌大权之

后， 在坚决抵抗匈奴， 帮助汉王朝推行各种政令、 发展生产、 传播汉族文化等方面， 发

挥了重要作用。”② 因此， 通过对质子的教育， 向西域各国传播和推广汉文化， 无疑

“强化了藩属国对中央王朝的文化向心力”③， 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
第四、 西汉的质子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 并将这一制度成功运用到对西南、

东北等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之中。 《册府元龟》 称： “夫四夷称臣， 纳子为质， 其来久

矣。 自汉氏建元以后， 穷兵黩武， 开拓提封， 北逐匈奴， 南诛闽粤， 由是百蛮慑伏， 厥

角稽颡， 或内向而请吏， 或遣子于宿卫。”④ 西汉纳质最早出现在建元六年， 南粤王胡

“遣太子婴齐入宿卫”⑤， 但是纳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制度， 却是在汉武帝征服西域各

国并将其变成藩属国之后。 正如方铁所论： “纳质制度在汉代基本形成以后， 遂为后世

的封建统治者所沿用。”⑥ 质子制度在西域各地的成功运用， 对封建社会时期有效巩固

边疆地区， 处理中央和边疆地区民族关系， 提供了借鉴意义， “对汉朝而言政治上的意

义远高于经济利益， 它在短时期内缓解民族冲突， 避免动用武力统一边疆， 也减轻了经

营边疆的经济负担。 在某种意义上说 ‘质子’ 政策似乎成了代价极小， 收获最大的统

治边疆的方法。 ‘纳质为臣’ 客观上又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促进内地民

族与边疆各族的经济、 文化往来， 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⑦ 贾丛江在谈到纳

质的政治意义时就指出： “检索文献发现， 质子全部出现在武帝朝及其以后， 质子制度

应该是伴随着武帝强力推进国家统一进程而出现的， 纳质子， 不仅起制约作用， 还能长

期强化对中央的向心力。”⑧ 因此， 为强化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 汉政府也将

这一制度推广到了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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