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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夫人起义的性质和归属国问题 

曾丽虹 
（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昆明  650091） 

摘  要：二征起义是东汉初年在交趾地区爆发的大规模起义。关于二征和二征起义，中越古籍中论及其事者甚少，

且出入颇大。越南方面认为这是一次驱除外寇、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二征夫人是为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民族英

雄。而中国方面认为，二征起义是一次地方豪酋的武装叛乱。该文认为，二征起义是在以郡守和县令为代表的封建地主

阶级与交趾奴隶主贵族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下发生的。从本质上说，这是两种制度之间的较量。当时发生起义的

交趾、日南、九真三郡都是中国汉朝统治下的地区，属于国内发生的阶级斗争，不属于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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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城市有一个特色，喜欢用他们历史上的

人物命名。二征夫人路（Hai Ba Trung）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河内和西贡都有，也许别的城市还有。

今越南还有一个二征夫人郡，二征夫人郡下辖 20

个坊，为河内前四大中心区之一。越南国内还建有

很多二征夫人庙，供人们纪念和膜拜。中国史书记

载二征夫人是被汉军所斩杀，而越南方面说她们是

投河自尽的。历史事实到底如何，在讨论其性质之

前，我们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当时的交趾地区与中

国是什么关系？ 

一、历史背景概述 

(一)越南历史概况及当时中国与越南的隶属关系 

中国学术界把古代越南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郡

县时代（台湾叫北属时代）;二是独立发展时期。

郡县时代越南属于中国直接统治下的一个郡县，独

立发展时期是从公元 968 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开

始。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征服百越。

在岭南地区设象郡（今越南）、桂林郡（今广西）

和南海郡（今广东）。秦末，即公元前 207 年，赵

陀划岭自守，建立南越国，其领地包括现在的越南

河内地区
[1]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越国，在

这个地区设交趾、九真和日南，越南属于交趾郡。

从此，越南正式并入中国版图，开始了越南一千多

年的郡县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把今天越南

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统称为“交州”。唐朝唐高宗时

期设安南都护府进行管辖，从此，交州始称安南。

后有十二使君叛乱，丁部领平定叛乱，于公元 968

年建立了大瞿越国，北宋将千余年来中国封建王朝

直接统治下的郡县，作为中国的藩属国，首次称丁

部领为“交趾郡王”
[2]
,越南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

封建君主制国家。阮朝时期，还请求清朝赐国号

“南越”，由于汉朝赵陀建立的南越国不仅包括当

时越南的北部，还囊括了广东地区，清朝皇帝担心

其对广东也有野心，因此把“南越”倒过来，赐国

号“越南”，越南的国名由此而来。清宣宗册封阮 

 

福璇、阮福时为越南国王，越南阮朝一直遣使向清

朝进贡。这时越南与中国仍然是宗藩关系。1884

年，法国侵占了整个越南，将其分为交趾支那（今

越南南部）、安南（今越南中部）和东京（今越南

北部）三个地区。1884 年彻底沦为法国保护国。

二战期间，越南从 1940 年 9 月到 1945 年 8 月被日

本侵占。1945 年宣布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同

年 9 月，法国再次入侵，越南又进行了艰苦的抗法

战争。1954 年 7 月法国战败，越南分裂为南北两

部分，越南北方获得解放。随后美国取代法国控制

了越南南方。1961 年起越南开始了抗美救国战争，

1975 年美军撤走，越南南方获得解放。1976 年 7

月，越南宣布南北方正式统一，至此，改国名为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二)史书中关于二征起义和马援平交趾的记载 

岭南地区向来为百越人居住之地，生活文化等

较之中原落后。到了东汉时期，东汉王朝加强了对

当地的统治，骆越人所受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

益加重。东汉光武帝时，在苏定任太守期间，爆发

了“二征起义”。据中国古籍，《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下曰：“（建武）十六年（40 年）

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征侧

者，麋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

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

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

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

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

八年（42 年），谴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

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下四

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

贼都阳等，破降之。徒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

是领表悉平。”
[3]
 大意是说,苏定残酷剥削人民压

制当地雒将，还杀死了雒将诗索（征侧之丈夫），因

此，公元 40 年（建武十六年）2 月，诗索之妻征

侧（Trung Trac）与其妹妹其妹征贰（Trung Nhi）

http://www.hudong.com/wiki/%E7%9F%9B%E7%9B%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D%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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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越南史籍中有关二征起义之

略定岭

南六

仇定之杀夫，乃

与其

走为援所杀，……二十一年，援还

汉。

贪暴，杀其夫，乃与妹征贰

举兵

，所

为不

起义的表面原因，并没有说明起义的根本原因。 

举义反抗。起义军得到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

郡的响应，击败汉朝驻军，取得六十五座城池。征

侧自立为王，称“征王”。 

获知征侧起义称王后，光武帝于公元 42 年 4

月，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汉兵八千，合交趾兵共

两万军队和两千艘车船，水陆并进，南征交趾。这

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记载得很清楚：

“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

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领外六十余城，侧自

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

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

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建武）十八年（42 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

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侧征等

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

贰，传首洛阳。封授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击追九真

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风居，斩获五千余

人，岭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

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

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

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请旧制以约束之，

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

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援好骑，善别名马，

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4]

又据《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曰：

“后朱鸢雒将子名诗，索麋泠雒将女名征侧为妻，

侧为人有胆勇，将诗起贼，攻破州郡，服诸雒将，

皆属征侧为王，治麋泠县，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

岁调赋。后汉谴伏波将军马援将兵讨侧、诗，走入

金溪究，三岁乃得，……”
[5]
 

马援行军所到之处，辄为郡县修治城郭，穿渠

灌溉，以利其民，并推行汉律，扫除陈规陋习，带

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岭南三郡的社会

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此事在《后汉书》和《水经

注》里均有引述，《后汉书》：“援所过辄为郡县

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

者十余事，与越人申请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

行马将军故事。”
[6]
《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

州外域记》载：“建武十九年，马援征征侧

置。……马援以西南治远，路迳千里，分置斯县。

治城郭，穿渠，通导灌溉，以利其民。”
[7]
平反起

义后，还留下了一部分士兵，这些人从中原带来了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业技术，这对越南向封建社会

转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就连越南史学家陶维英

都说：“尽管起义失败了，但是它客观上却促使外

族的统治者不得不发展郡县制度与较之以前更为深

刻的封建生产关系，因此，瓯骆社会开始进入到一

个属于封建制度范畴的新的发展阶段。”
[8]
 

从上述所引中国古籍记载，我们可大概知道二 

征起义的原因、经过与后果。各史籍所载基本一致，

无太大出入，史料较为真实可信。当然，这只是一

个方面，我们还要详细查阅越南有关的史籍。实际

上，越南由于历史上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

其史籍多载于中国，但几经传抄和加工等，与中国

史籍出入颇大

事的记载。 

    越南 15 世纪末叶的神话故事集《岭南摭怪》

载：“按史记二征夫人姓雒氏，姊名侧，妹名贰，

峰州麋泠人，交州雒将之女子也。侧嫁于朱鸢县人

诗索为妻，甚有雄勇操守，能总决机权。时交州刺

史（应为太守，此处有误）苏定贪暴好杀，州人苦

之。侧仇定之杀其夫，遂与妹贰往起兵攻定，陷交

州（应为交趾，交州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称

谓），以至九真、日南、合浦诸郡皆应之，

十五城，自立为王，始征氏焉。”
[9]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三载：“已亥交趾太

守苏定为政贪暴，征女王起兵攻之。……庚子元年

春正月，王苦太守苏定绳以法，及

妹贰举兵，攻陷州治。”
[10]

 

《越史略》卷一载：“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麋泠县人侧征，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县人诗索妻，

性其雄勇，所为不法，太守苏定绳之以法。侧怒，

乃与其妹贰起峰州兵，攻陷郡县，九真、日南，皆

应之，略定汉南外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十七

年，援缘海而进，至浪泊上，与侧战，侧不能

支，……遂

”
[11]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载：“庚子……春二月，

交趾女征侧起兵攻太守苏定。逐之，自立为

王。……太守苏定为政

攻陷州治。”
[12]

 

从越南史籍方面记载来看，说法不一。《岭南

摭怪》说是因为交趾太守苏定贪暴好杀，州人苦之，

侧仇定其杀夫，故于妹贰反；《大越史记全书》说

交趾太守苏定杀了征侧的丈夫，侧为夫报仇，故而

起兵反；《越史略》则说是因为征侧性甚雄勇

法，太守苏定绳之以法，侧怒，故反。 

从以上列举之中国古籍与越南古籍记载来看，

中国古籍记载较为统一详实，二征起义的原因或是

因为替夫报仇（“侧仇定之杀其夫”），或是由于

受到苏定的镇压（“苏定为政贪暴”），或是由于

征侧“性甚雄勇，所谓不法”。都只是提到了二征

二、二征夫人起义的原因分析 

其实，这次起义的爆发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

与汉朝统治者对交趾郡实行的统治政策的改变有关。  

汉初，由于交趾地区地处边远，尚处于由原始的部

http://data.tiexue.net/person/guangwudi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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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子因称为安

阳王

、九真三郡开始由氏族社会

直接 发二

征起

主

贵族

起义是一次驱除外寇、争取国家独立

的斗

炒作转移民众视线和增

民族凝聚力，一方面宣传“中国威胁论”，从西

同情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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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行政组织也很松散。西汉王朝也只是委派郡守管理

各郡，郡下的各县，则由当地的雒侯雒将进行管理。

有关记载最早见于晋人所写的《交州外域记》曰：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

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

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

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

。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

昦名 通下辅佐，……”
[13]

 

到了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

管辖和统治。开始征收“调赋”，加强了对交趾地

区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中

央政府与当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此外，各

郡太守由中央政权委派，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

生产方式和文化教育制度得到大力推行，当地的氏

族部落制度面临崩溃。这就难免威胁到当地豪酋的

利益，他们力争保留落后的氏族制以及维护世袭的、

权利很大的雒将制度。因而在以郡守和县令为代表

的封建地主阶级与交趾奴隶主贵族之间，产生了不

可调和的 。从本质上说，这是两种制度之间的

较量，最后是更先进的封建制度战胜了原始氏族制

度，从此，交趾、日南

矛盾

进入封建社会，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是爆

义的根本原因。 

三、二征起义的性质和归属国问题讨论 

二征起义虽然有当地民众的参与，但并不算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起义，事实上是当地奴隶主贵

族发动的反对东汉王朝封建化的武装叛乱。它所建

立的政权，旨在维护其雒将制度，避免当地奴隶

利益受到损害。其本质是维护落后的奴隶制度，

反对封建制度，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 

战争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封建社会如此，

现代社会也如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与地方

政权之间的战争错综复杂，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

的斗争更是没停过。秦末有陈胜吴广，东汉有二征

起义。这本来是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或者

说是国内阶级内部矛盾的体现，可是却被越南人写

成是反对中国民族侵略的历史。现如今，越南方面

一直坚持二征

争，二征夫人是为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

民族英雄。 

很明显，通过以上史料的引述，我们可以了解

到，二征起义是在以郡守和县令为代表的封建地主

阶级与交趾奴隶主贵族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

盾下发生的。从本质上说，这是两种制度之间的较

量，最后是更先进的封建制度战胜了原始氏族制度，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况且，当时三郡都是中国汉

朝统治下的地区，属于国内发生的阶级斗争问题，

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拿现代的民族主义

观点去处理昔日的历史问题。不是说越南不能把二

征奉为民族英雄，如果说二征起义表现出了越南民

族意识的发展，从此越南开始了寻求民族独立的尝

试。这个说法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本是与黄巢一

样的起义领导变成仇恨中国的火焰世代相传，实在

是曲解历史。越南在历史教科书中大肆宣扬二征夫

人的“反侵略”精神，强调中国的“侵略”，无非

是为了炒作，一方面是想借

强

方骗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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