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
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
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
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
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
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
各種文史典籍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
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
彌篤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 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
教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
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
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
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
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
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
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
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
授兼歷史系系主任並并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
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
併
院系調整光華大學并入華東師範大學




白話本國史

史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
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
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
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
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
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國通史上册一九四〇
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
史一九四七年兩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
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
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
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
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 文字學四種 一九八
五年吕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
編三部吕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
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
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
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
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
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 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爲
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白話本國史 全名 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 是吕思勉先生所
寫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擬定寫作序例至一九
二二年完成全書的編撰 一九二三年九月白話本國史 由上海
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並并一再重印成爲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發行
量很大的一部中國通史 一九三一年吕先生應商務印書館的要
求對第三篇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戰 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
删節作爲國難後的修訂本繼續發行一九三五年修訂本已發行

前
前

言 
言 

到第四版
白話本國史
出版以後吕先生曾很仔細地作過一遍訂正有些

到第四版
他在 三反及思想改造學
白話本國史
出版以後
吕先生曾很仔細地作過一遍訂正
有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
地方還寫了眉批
中自評
在當時
今則


習總結
白話本國史
有一部分有參考價值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
他在三反及思想改造學
地方還寫了眉批
白話本國史
謂予詆毁岳飛乃係危害
中自評
在當時有一部分有參考價值
今則
此書曾爲龔德柏君所訟
予説亦多改變矣
習總結
其實書中僅引
文獻通考兵考耳龔君之意
亦以與商務印
此書曾爲龔德柏君所訟
乃係危害
民國
謂予詆毁岳飛
予説亦多改變矣
藉此與商務爲難耳
 其實欲
文獻通考
 龔君之意亦以與商務印
然至今
書館不快
民國其實書中僅引
兵考耳尚有以此事詆予者
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將
即欲表揚戰將
亦當
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詆予者
 其實欲
言民族主義藉此與商務爲難耳
書館不快
不當禁遏考證也

欲言反抗侵略
不當重在崇拜戰將
即欲表揚戰將亦當
詳考史事求其真相
言民族主義
白話本國史
收入
第二編由上海書店
求其真相
不當禁遏考證也

一九九〇年
民國叢書
詳考史事

白話本國史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由上海書店
影印出版
一九九〇年
本次白話本國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爲底
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
影印出版
參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訂
 原書直排繁體雙
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
本次白話本國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爲底
現改爲横排繁體單行夾注 原書的一些訛誤也作了改正
參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訂
 原書直排繁體雙
注，现改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他
本行夾注
行文遣句
概念術語等
則基本未動 作者的眉批
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有其时代性，基於还原吕著本
現改爲横排繁體
單行夾注
 原書的一些訛誤也作了改正
其他如習慣用詞
行夾注
以便讀者參考

真的宗旨，部分用字皆以手稿底本为准，未按后世规范用法予以统一。
行文遣句概念術語等
則基本未動
 作者的眉批
新版以頁下注的方式加以注明
其他如習慣用詞
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加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
白話本國史採用的是民國紀元的方法來紀年
以一九一二年
以便讀者參考
新版以頁下注的方式加以注明
稱民國前某某年
簡稱
白話本國史

以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爲基準
民國紀元之前是倒向逆推
採用的是民國紀元的方法來紀年
稱民國二年
民國三年等
其
民國紀元之前是倒向逆推
稱民國前某某年
簡稱
前某某年民國紀元之後是順向增加
民國元年爲基準

 民國紀元之後是順向增加
稱民國二年民國三年等其
與公元紀年的换算方法如下
前某某年
 民國年數公元紀年
一民國之後的换算方式爲
與公元紀年的换算方法如下


公元

如一民國五年
年民國十年
民國之後的换算方式爲


民國年數



公元紀年
年 公元  年民國十年
如公元
民國五年


二公元
民國之前的换算
年 因涉及公元前後故有二種方式

民國前年數
故有二種方式

二當逆推年數小於
民國之前的换算因涉及公元前後
時换算方式爲


 如前一九〇五年


公元紀年
公元
年前七四五
换算方式爲


民國前年數
時


 當逆推年數小於


公元年 公元  年前七四五
年公元紀年
如前一九〇五年
年當逆推年數大於
年時其年代已處公元前换算方式爲


公元


 當逆推年數大於  時其年代已處公元前换算方式爲






二民國之前的换算因涉及公元前後故有二種方式

 當逆推年數小於時换算方式爲民國前年數 
白公元紀年
話 本 國 史 如前一九〇五年 公元  年前七四五
白年話本國史公元年
 如前二一二〇年

逆推年數
换算方式爲
 公元前年代
 時其年代已處公元前

 當逆推年數大於
前二〇七八年
公元前
公元前
 年公元前年代




 如


逆推年數
前二一二〇年


 公元前  年前二〇七八年 公元前


年


年
李永圻張耕華
二〇〇五年二月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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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例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鈔把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事情鈔出來給大
家看看其原因如下
中國歷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覽很不容易專看其一部分則知
識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簡要鈔出的書亦都偏於一方面如通鑑專
記理亂興衰通考專詳典章經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現
在不同近來所出的書簡是很簡的了但又有兩種毛病其所
謂簡是在全部歷史裏頭隨意摘取幾條並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
出的事情都是有關緊要的措詞的時候隨意下筆不但把自
己主觀羼入失掉古代事實的真相甚至錯誤到全不可據
因有這種原因所以我想做部書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
及認認真真的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又用極謹嚴的法子都把原
文鈔録有删節而無改易自己的意見只注明於後但是這種書已
經不大容易做了就做成了也不大容易刻
這一部書是我歷年在學校裏教授所豫備的一點稿子聯綴起來
的雖然和新史鈔的體例相去尚遠然而其中也不無可取之處
給現在的學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國史的 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
梯我這一部書和以前出版的書重要的異點如下
一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 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
以前出版的書都没有用這種研究法的此外特别的考據特别的議
論也還有數十百條即如中國的各種民族特如南族近人所通稱爲




白話本國史

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這麽分析得清楚的
一讀書自然不重在呆記事實而重在得一種方法 我這部
書除掉出於愚見的考據議論外所引他人的考據議論也都足以開
示門徑可稱是研究史學的人必要的一種常識
一這一部書卷帙雖然不多然關於參考的書我都切實指出
且多指明篇名卷第 若能一一翻檢則這部書雖不過三十多萬
言 而讀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萬言的參考書且不啻替要想讀書
的人親切指示門逕
一現在讀史自然和從前眼光不同總得在社會進化方面著
想但是隨意摘取幾條事實甚且是在不可據的書上摘的毫無條
理系統再加上些憑虚臆度之詞硬説是社會進化的現象卻實在不
敢贊成我這部書似乎也没這種毛病
以上的話並不是要自行表揚只是希望讀者諸君在這方面注
意一點至於這部書的體制我還有幾條要説如下
一本書全用白話取其與現在人的思想較爲接近 但遇

文言不能翻成白話處
雖能翻而要減少其精神
考據必
須照録原文處仍用文言
一全書區區三十餘萬言 於歷史上的重要事實自然不能完
具但其詳略之間頗有斟酌大抵衆所共知之事從略不甚經見之
事較詳有關特别考證之處最詳
一中國的歷史和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關係極多 要
徹底明白中國史必須於這諸國諸族的歷史也大略叙述但爲篇幅
所限只得想個斷制之法其民族遂入於中國變爲中國之一民族者
詳之其餘便只能述其與中國關係的事情我於這一部分也略有
研究將來若有機會當再另做一部書以饗讀者





原文如此編者注
編者注
原文如此



序  例 
 

一 引據的書和舉出的參考書都注明篇名卷第惟當然可
知其在何篇何卷的不再加注以避繁瑣如某君時代某人之事當
然在正史某帝紀某人傳中某朝的賦税兵刑制度當然在某史的食貨
刑法志内之類
一紀年都據民國紀元逆推 但若必須知其爲某朝某君時之
事或須知其爲西元何時之事則或附注於下或竟從變例
一地名除與現今相同者外均注明其爲今何地 惟區域太大
者其勢無從注起如郡只能注其治今何地勢難盡注其所轄之地
請自用讀史地圖等參考人地名有參照西史的都於其下附注原文
一雙行夾注爲吾國書中最善之款式 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
仍清醒故本書仍多用之 本書用雙行夾注處與用夾句號處不
同並請注意
一凡引用成文處除提行另寫外兩頭皆施 號 删節處
用號 其 名詞成語特别提出的名詞或語句

引用他人之言而不盡照原文鈔録處均用號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著者自識

本次排印雙行夾注改作單行夾注編者注
 本次排印原書所用號改作號編者注




緒  論

第一章  歷史的定義

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 我可以簡單回答説
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
者也
原來宇宙之間無論哪一種現象都是常動不息的都是變遷不
已的這個變遷就叫做進化
因此無論什麽事情都有個因果關係明白了他的原因
就可以豫測他的結果而且可以謀改良補救的法子
要明白事情的因果關係所以要經驗一個人的經驗有限要
借助於别時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紀載紀載就是歷史
所以歷史是各種學問都有的但是從前的人研究學問的方法
粗常把許多現象混合在一起後來的人知道這種法子是不行就
把宇宙間的現象分析做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就各部分研
究所得再行想法子合攏起來這個便唤做科學研究社會進化
現象的一部分就唤做歷史學
從前的人研究學問的方法粗以爲史者記事者也宇宙間什
麽現象都應該記載在裏頭 所以 史記 的 八書 漢書 的 十
志什麽專門的學問譬如天文 律歷 奇怪的事情譬如五行 都有現
在的宗旨卻不是這樣了
社會現象 也是 宇宙現象 之一 他的 變遷進化 也脱不
了因果關係的雖然這種因果關係不像自然現象那麽簡單因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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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斷定既往推測將來也不能如自然科學那麽正確譬如斷定既
往 不如礦物學 推測將來 不如天文學 然而決不能説他没有因果關係
研究歷史之學就是要想 認識這種因果關係 這便是歷史學的
定義








第二章  中國的歷史

要明白一種現象的因果關係先要曉得他的事實考究人類
社會已往的事實的東西很多譬如一人類之遺骸二古物無論
工藝品 美術品 建築物 三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都是 記載往事的
書籍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然而最完全最正確的究竟要推書籍所
以研究歷史仍得以史籍爲中心
我們中國的史籍究竟怎樣 我且舉兩種史籍分類的法子以見
其大概一種是清朝的四庫書目這是舊時候目録之學中最後
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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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學略參些新科學思想的見 新民叢報
和 飲冰室文集
甲官書所謂 二十四史 是也
第一正史乙别史如華嶠 後漢書 習鑿齒 蜀漢春秋 十六國春秋























華陽國志元祕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第二編年資治通鑑等是也
如通鑑紀事本末繹史等是也
第三紀事本末 甲乙通體
别體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甲通體如 通典 文獻通考 等是也
第四政書乙别體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丙小記如漢官儀等是也






緒論第二章中國的歷史 
 
 
 









甲 綜記如 國語 戰國策 等是也
第五雜史 乙 瑣記如 世説新語 唐代叢書 明季稗史 等是也
丙 詔令奏議四庫另列一門 其實雜史也
如 滿漢名臣傳 國朝先正事略 等是也
第六傳記 甲乙通體
别體如 某帝實録 某人年譜 等是也
如 某省通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是也
第七地志 甲乙通體
别體如紀行等書是也
第八學史如 明儒學案 國朝漢學師承記 等是也
甲理論如 史通 文史通義 等是也
第九史論乙事論如 歷代史論 讀通鑑論 等是也
丙雜論如 廿二史劄記 十七史商榷 是也
甲外史如 西域圖考 職方外紀 等是也
第十附庸乙考據如 禹貢圖考 等是也
丙注釋如裴松之 三國志 注等是也
以上兩種分法都不十分正確現在且别評論他要知道歷史書分類




























































































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録之學的書參考其中應該先看的是漢書藝文志隋書 
經籍志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書目四種 我以爲歷史的書從内容上分
起來不過一紀載二注釋三批評三種考訂大抵屬於注釋也
有因此而下批評的 其中又以紀載爲主必須有了紀載批評注釋兩種

纔有所附麗其間有主從的關係
歷史書所紀載的事實從前的人把他分做 一 治亂興亡
二典章制度兩大類參看 文獻通考 序 這兩個名詞 不甚妥當 但是一時没有


 





適當的名詞姑且沿用他我以爲前一類可稱爲 動的史實 後一類可稱爲 静的史實 

正史中的紀傳是記前一類事實的志是記後一類事實的二
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圖減省所以正史可稱爲紀傳表志體各
種歷史要算這一種的體例最爲完全所以從前把他立於學官 算做正史
編年和紀事本末是專記前一類的事實政書是專記後一類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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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上説編年體最便於通覽一時代的大勢紀事本末體最便
於鉤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類的事實尤貴乎觀其會通所
以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這四種書在研究上都是最緊要的因
其都能網羅完備而且都有一個條理系統其餘的書只記一部
分的事實或者是許多零碎的事實 只可稱爲未經編纂的史材專門研
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學暫可從緩
我們中國是個文明開化極早之國歷史一類的書真是汗牛充
棟其餘各種材料卻也不少譬如鐘鼎碑刻和其餘各種古器物 都有合於前説的
古物一類 各地方特别的風俗 特别的方言 都有合於前説的風俗習慣 典章制度一類
可惜科學不甚發達没有能彀把他嚴密整理罷了這就是今後學者
的責任了














第三章  現在研究史學的方法

現在研究史學有兩件事情最應當注意的
其一是要有科學的眼光便是現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學方
法去整理他其中最緊要的有兩層一是把不關於歷史之學的
析出以待專門家的研究譬如天文 律 歷 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種
種科學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説明社會進化的現象譬如用經濟學的眼
 曆

光去研究食貨一類的史實就可以知道社會的生活狀況就知道社會物質方面物質方面
就是社會進化的一種原因

其二是要懂得考據之學研究歷史最緊要的就是正確的
事實事實不正確根據於此事實而下的斷案自然是不正確的了
然而歷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實非加一番考據斷不能算做精密正確
的只要看從前人所考據的便可見 所以考據之學實在不能不講其中最
緊要的也有兩層一是要懂得漢學家的考據方法這一派學問是
我們中國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學問必須懂得這一種方法一切書纔
都可以讀一切材料纔都可以使用不然 就全據了些靠不住的材料 或者有了
材料 不知道用法 二是要參考外國的書從前中國歷史中關於外國
一部分最不正確譬如朝鮮 安南要算同中國關係最深的 然而紀載這兩國的事情
還是誤謬百出 今後研究必須蒐羅他們自己的書 四庫書目 著録外國人所






















自著的歷史只有鄭麟趾的高麗史等兩三種這是因爲當時朝鮮安南等表面上都是
我的屬國暗中卻都是帝制自爲所以禁止國内的書籍不准到中國來中國人也就不去考
求可謂闇於外情了 就是中國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國史參考方才得明
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實就須參考西史參看元史譯文證




白話本國史

補 清朝未入關以前的事實中國人完全茫昧反要參考朝鮮人的著
述參看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就是個好例這一層外國也是如此譬如朝鮮
人講高麗以前的歷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國書參考 總而言之世界大通各國的歷史
都可以參稽互證試看近人章氏叢書中的 法顯發見西半球説就可見得中國的歷史
竟可供給墨西哥人參考了

這兩層是最緊要的其餘應當注意的地方還很多且待講到下
面隨時再説

第四章  本書的分期

從來講歷史的人因研究的方便總把他畫分做若干時期本書
也用此法現在把本書所分的時期開列於下
一上古史周以前
上從秦朝統一起到後漢全盛時代止
二中古史中從漢末分裂起到南北朝止
下從隋朝統一起到唐朝全盛時代止
上從唐中葉以後藩鎮割據起到五代止
三近古史中北宋
下南宋
上元
四近世史中明
下清中葉以前
五最近世史從西力東漸到現在
以上不過是大略的區畫其中一切事實並不能截然分清總而
言之是爲研究上的便利至於所以如此分法讀到後文自見現在
也不必絮煩

第一篇  上 古 史

第一章  漢族的由來

研究一個國家的歷史總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 現在世界上
固然没有真正單純的 民族國家  一個國家要想自立於世界之
上究竟民族宜乎單純還宜乎複雜 假如説複雜可以複雜到怎
樣程度 自然也還是一個問題 然而一個國家建立之初總是以一
個民族爲主體然後漸次吸收其餘諸民族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然則要曉得一個國家最古的歷史必須要曉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
毫無疑義的了
建立中國國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漢族這個也是講歷史的人
没有異議的近來有人説 漢字是一個朝代的名稱 不是種族的本名 主張改稱 華








族或中華民族殊不知漢字做了種族的名稱已經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國
兵和外國兵就稱漢蕃步騎這就是以漢字爲種族之名的一證而且現在還是一句活語
言譬如現在稱漢滿蒙回藏豈能改作華滿蒙回藏 況且 種 族 二字用起來總
得分别漢族不能改作華種若稱 華族這兩個字有時候當他貴族用的不免相混
若稱中華民族四個字的名詞用起來怕不大方便而且現在 中華做了國號中國又
是五族共和這四個字用到最近的時代意義也容易混淆 總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詞來
改通行的語言極難妥當所以本書仍舊用漢族兩字

然則漢族還是從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國本部的呢 還是從他處
遷來入有史時代其形跡還有可考的呢 這便是 漢族由來的
問題
關於這一個問題的回答要算是 西來説 最爲有力 近來人
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著述要算蔣觀雲的 中國人種考在 新民叢報







白話本國史

裏 最爲詳博 但是他所舉的證據 還不盡可靠我現在且舉兩種
證據如下 這兩種證據似乎都還謹嚴的

其一 古書上説崑崙的很多周禮  大宗伯 以黄琮禮
地鄭注此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典瑞兩圭有
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疏
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
入神州以後還祭
崑崙之神 可見得崑崙是漢族的根據地 然則崑崙究在何處呢
爾雅河出崑崙墟史記  大宛列傳 禹本紀 言河出崑崙
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蔽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
池説文河水出敦煌塞外崑崙山發原注海水經崑崙墟
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 河水出其東北
陬山海經 海内崑崙之墟 在西北 河水出其東北隅 都以河所出爲崑崙
河源所在雖有異説然都起於唐以後不能拿來解釋古書要講古
代所謂河源史記大宛列傳所謂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
山多玉石采來而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其説自
極可靠那麽如今于闐河上源一帶一定是漢族古代的根據地了










 

書 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釋文 馬云崑崙在臨羌西 析
支在河關西疏 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
也鄭以崑崙爲山謂别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這一個崑崙在如今西寧縣的
西邊青海地方和前一個崑崙無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經
注也説言海内者明海内復有崑崙山這個 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 海 不是
洋海的海
 

二 漢族二字是後起之稱古代漢族自稱他族稱漢族或説
華或説 夏 左傳 戎子駒支對晉人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襄十四年 國語 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 都是個證據
近人因此附會到列子上頭的華胥之國固然不甚可靠列子這部書




本來真僞夾雜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裏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


當看蒙文通古史甄微

第一篇上古史第一章漢族的由來 

以實之 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亞史記上稱他做大夏似乎是
這地方的舊名爲因漢時西域諸國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證明他是譯音 吕氏

春秋古樂篇黄帝令伶倫作律伶倫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
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似乎就是這一個大夏那麽阿母河流域似
乎也是古代漢族的居地參看近人 太炎文集 論種姓
以上兩種説法如假定爲不謬則漢族古代似居今蔥嶺帕米爾
高原一帶這一帶地方據人種學歷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種起源的
地方漢族入中國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肅的路近來人多
説漢族沿黄河東徙這句話似乎太粗略現在的黄河上源在
古代是氐羌人的根據地見第六章第四節
總而言之漢族西來現在雖没有充分的證據然而蛛絲馬跡
是很多的將來古書讀得更精古物發現得更多再借他國的歷史參
考一定可以大爲明白這就要希望諸位的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