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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军团的职业化特征
童良凯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罗马共和末期到帝国初期这段时间,它的军队由罗马公民的军事组织逐渐演变为职业化的常备军, 每个军团都拥有自己的番号、名

称、军旗、团徽、服役期限、军饷及退役津贴标准、还设立了军事国库并建立了军事殖民地以安置精简下来的士兵和退伍老兵。这些举措使得罗

马军团成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为罗马帝国的繁荣和强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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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共和国时期,实行公民兵制。自公元前 6 世纪下半期塞尔乌

维斯改革以后,罗马开始建立以财产资格为基础的征兵制度,使公民按

财产的多寡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 1]兵役对罗马公民而言,与其说是

一种义务,倒不如说是一种代表荣誉的高贵权利。但是,有战事时组织

军团,战事结束后卸甲归田的习惯并不利于产生具有连续性的战斗传

统和团队精神。

直到共和末期马略军事改革才使罗马军团的编制逐渐变的完善起

来。到恺撒时,这些特征更为明显。各军团日趋变为固定的队伍,得到

了永久的番号和与众不同的军团名,并且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团队精

神。[ 2]

在恺撒遇刺身亡之后,屋大维成为了恺撒的继承人,随后在内战中

击败安东尼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元首,获得了/ 奥古斯都0的称号。内战
之后,奥古斯都统一罗马的军团于他个人领导之下,并重新对其进行了

编制,建立了帝国早期的一系列军团。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已不再是

共和时期那种罗马公民的军事组织, / 他们不是依照祖先的习惯而征
募,也不是为他们祖国的利益;他们不是为公众服务, 而是为那些把他

们组织起来的个人服务,他们为这些个人服务,不是根据法律的力量,

而是因为私人的许愿0。[ 3] 至此,罗马军团成为有着一切职业化军队

特征,只忠于奥古斯都的武装力量,成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强力工具。

一、军团番号

军团的标志由数字番号和军团称号两部分组成。番号一般按照军

团成立的先后顺序而定。共和时期,当主要的战事结束后,服役期满的

军团即被解散,士兵恢复为公民身份。当再组建新军团时,军团的数字

番号将被重复使用。

恺撒被刺后,屋大维和安东尼各自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双方重复使

用了恺撒老军团的番号 ) ) ) 这是作为恺撒继承人的必要证据。[ 4] 亚

克兴战役后,屋大维手中已掌握了 60个军团,向他/ 宣誓效忠的罗马公
民兵约有 50万人0。[ 5]随即,他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军和整编行动。对

那些军团中即将服役期满的老兵, / 送他们到殖民地定居或返回原籍0。
[ 5]对恺撒所建立的军团,给予了补充和整编。在这一系列改编之后,

他掌握的军团减少到 28个。相比之下,改编前的军团多是因战争的需

要临时征召,而改编后的这 28个军团则被做为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

其编制被固定保留。

二、军团名称

自公元 1世纪中叶起,随着军团服役期的显著延长,对于有骄人战

绩的军团,在其番号后又加上特殊的称号作为补充。如在公元前 49 年

到 42年内战中最著名的军团 Martia (尚武的、好战的 ) ,取多过很多辉

煌的战果,连西塞罗都极力赞美这个称号,以至人们只知其军团名而不

知其番号了。[ 4]

一般,罗马军团名称来源的方式有这样几种:以军团曾经获得荣誉

的行省命名、以军团的建立者或指挥过军团的著名将领命名、以军团的

武器装备或战斗风格命名、为纪念特殊的胜利而命名以及由军团合并

而成的以双子为名的新军团。总之,罗马军团名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此军团的历史以及获得的荣誉。

三、军团徽章

另一个能说明军团的历史和荣誉的则是军团的徽章。马略军事改

革后,各军团除军旗外,还拥有各自的团徽,它被/ 存放在军团的小礼拜
堂里,作为'神圣军团'的象征来凝聚军心,鼓舞士气。0 [ 1]在各种军团团

徽中,公牛团徽与摩羯座团徽是被采用的最多的两种团徽,它们分别反

映了与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渊源: 多数恺撒所组建的或为恺撒服务过的

军团使用公牛作为其军团的团徽,而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军团则大多采

用摩羯座作为其团徽。但一些军团拥有不止一种团徽,在公牛或摩羯

座之外还采用了其他图案作为附加,如第 10海峡军团采用了海豚、军

舰两种图案作为其附加团徽。也有部分军团采用天马座作为团徽, 此

外,比较少见的团徽还有第 5云雀军团的大象团徽、第 11 克劳狄军团

的海神尼普顿团徽、第 12闪电军团闪电团徽及第 6 铁壁军团所采用的

罗马城徽图案(母狼与双胞胎)的团徽。

四、服役期限、军饷

共和时期罗马军团的服役期一般为 6年,马略军事改革后规定, 军

团士兵服役年限为 16 年,期满后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退役金用于安

置。然而事实上服役满 16年后, 还需继续作为军团的老兵队服役 4

年。公元 5至 6年时奥古斯都又将服役期正式延长至 20 年。而在辅

助军团里时间更是长达 25年,一些服役期满的士兵还需要强制服役一

个时期[ 6]。一般是 26年,因为退役令是每两年发布一次,士兵只能为

等待下一年的退役令而多呆一年。对此, / 理由非常简单,因在退伍的

时候,士兵得到土地或金钱的奖赏, 而在大量士兵同时离开军队的时

候,国库便会遭遇到巨大的财政上的困难0。[ 6]

公元 5年,奥古斯都规定每个军团士兵每年军饷为 900塞斯特, 退

伍津贴为 12000塞斯特。辅助军团的军饷则无疑少的多,并且无法肯

定是否有退役金。[ 2]直到公元 6年奥古斯都以遗产税和拍卖税建立

起军事国库之前,退伍金都是由奥古斯都自己提供。他在自传中曾写

到: / 我把一些自治市的土地划分给我的士兵,为此我向各自治市偿还

了银钱,我为意大利人的地产所付出的银钱总数为六亿塞斯特;而为行

省土地付出二亿六千万塞斯特0。 [ 5] 这种方式虽然昂贵, 但却保证了

军队对他的忠心。不过,退役金通常不能完全兑现,往往以贫瘠的土地

抵偿。据塔西佗的记载,这些土地往往名义上是田庄/ 但实际上却是一
块积水的沼泽或荒瘠的山边土地0。[ 7] 即使这样, 但服役仍是一件有

利可图的事,因为在军队中服役意外着社会地位提高了很多, 入了军

籍, 就表示在服役期满后得到罗马公民资格,而这是一种很高的特权。

[ 8]

五、结束语

罗马共和末期的马略军事改革,解决了因公民破产所带来的兵源

问题,加强了罗马共和国的军队,依靠这些军团,罗马东征西伐,征服了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民族。至罗马帝国初期, 罗马军团已成为常

备军,在军团的番号、名称、军旗、团徽、服役时间、军饷标准各方面都具

备了职业化军队的特征。这些职业化的帝国军团,被用于战争和边防、

行政治安、建筑道路、促进城市化进程、强制征税等诸多方面,成为维护

帝国统治的强力工具,有利的保障了罗马帝国的繁荣,奠定了其后罗马

帝国强盛的基础。

注释:

[ 1]  宫秀华.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6. 7

[ 2]  M. Cary, D. Lit t . : A H istory of Rome, Dow n to the reign of

C on stant in e. New York, ST . Mart in'sPress 1960

[ 3]  阿庇安.罗马史(下卷)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 4]  Law rence, keppie. Th e Mak ing of the Rom an Army: Fr om

Republic to Empire. Barnes & Noble Book 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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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李雅书选译.罗马帝国时期(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6]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三联书店. 1957. 8

[ 7]  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4

[ 8]  M.罗斯托夫采夫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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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校园网络管理、设备管理和教育资源库的建设。

( 1)要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素质精良的校园信息化建设与管理队

伍,确保建成的基础设施及校园网正常运转,确保在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 2)要进一步完善对信息化工作的奖励机制,加大对教职工在学校

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奖励力度, 尤其要对积极参与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

做出贡献的教师给予表扬和奖励,入选课件、应用软件与评优及教师职

务晋升挂钩。

总之,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十七大0精神,牢牢把握信息化建设与

发展的最佳机遇,尽快建成统一、协调、高效、安全的无缝隙数字化恩施

州委党校,真正实现办公无纸化、管理自动化、培训网络化、教学课件

化、学习自主化、交流信息化的建设目标。

(上接第 161页)

程度上纠正某些区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利于长远发展的错误执政

理念。

今日中国正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经济有了

一定规模后,现代化建设更要突出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特别需

要明确一种认识:社会层面的发展,其中包括人民生活质量、公共服务

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等,都应成为对各级政府评价的

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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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里寻找着远比求专业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个性的发展,个人

欲望的获得和满足。留美学生大部分都是官费( 1909- 1929年间, 仅

有庚款派遣或享受庚款津贴的各类留学生即达 1800余人) , 他们在西

方大都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逸的社会环境里,而此时的美国,已一跃

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西方民主政体的优越性表现的特别

明显,这种成功的政治体制对于留英美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榜样, 以

至于在他们心中有了这样的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深信中国只要

彻底实现民主,走欧美民主国家走过的道路,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于

是,他们带着这样一个现成的社会改造模版回到国内,并且在各自具体

的岗位上开始实施他们的和平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并以一种坚定的姿

态坚持。而留日学生则和他们有着显著的不同。日本作为当时新兴的

资产阶级国家,本身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可行的样板,它本身也处于动

荡的社会变革之中。它在留日学生眼里,是一个成功的学习西方的榜

样, 但至于它是通过学了什么和如何学得,对于中国的留日学生来说,

还是比较模糊的。们再加上当时日本对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接纳,

在客观上也给他们提供了接触各种新理论的机会。于是, 他们在政治

上接受了一点民主主义,接收了一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有个别

人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这些并不能有助于他们象留英美学生那

样,找出一个成功的方案或样板出来。这就决定留日学生在回国以后,

在政治上基本上是不稳定的,总是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不断否定自我,

不断追求,不断接受一个比一个更新的思潮阶段。另外,日被作为后起

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暴发户心理常常体现在日本国人对中国人的态

度上,大都带有蔑视的态度。连日本当局也承认/ 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

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 亦持冷骂冷笑态

度。0 [ 11 ]祖国的贫穷落实,民族的奇耻大辱,个人的冷遇,使留日学生

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因此,更加痛恨于清政府的腐败

无能, 痛恨封建专制, 故而积极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参与实

际斗争,表现出极大的投身政治活动的热情。

另外,从归国后所受的待遇来看,留美与留日学生也有很大的不

同, (当时留学英美叫镀金, 留学日本叫镀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

了留美学生的保守留日学生的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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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和追求富贵的读书人一起拥挤在这条路上,不懈努力。科举是实

现富贵的途径,将举业安排在慨叹富贵如梦之后,那么小说对举业的态

度已经昭然若揭了。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举业已经不是实现个体价值的

途径了,没有几人是秉着0学而优则仕/ 的道德精神去参加科举,即使

有,他们却并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向自己的理想。所以,才会借老君的话

来哀叹0哀哉! 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

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士,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 , ,

你道这个文章叫做什么? 原来叫做'纱帽文章 '! 会做几句便是那人福

运,便有人抬举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 嘲弄读书人无用的

同时否定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如此坦率直白的讽刺时世是5西游记6其

他续书中难以见到的。

富贵目标是过眼云烟,终有烟消云散的时候,功名作为通向富贵的

阶梯自然也成了虚幻的追求, 如果说在文人的理想中还存在一种人生

价值的话,英雄美人的结合恐怕是最好的标准了,将人的社会存在和自

然存在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当王朝渐渐地走向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

当文人从世人狂热追求中领悟到危机,同时又无力扭转这一切的时候,

对英雄的呼唤变得那样迫切。马克思说过,0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

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身在晚明的文人是一代敏感的群

体,在党争、世风这些0对象世界/ 中无法肯定自己作为儒门中人的存在

价值, 对历史英雄、神话英雄的渴望显然是反思价值标准的外在表现。

只是小说的作者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去期待和肯定, 而是在孤独的叙述

和冷眼的旁观中流露出消极的否定。项羽的自述越是慷慨, 人们就越

是感觉到他身心的孤独,体验到英雄难做;美人的虚情假意回应着霸王

的痴情一片,假与真的对抗消解了获得/ 对象世界0肯定的可能。透过
孙悟空的眼睛根本无法看到生命的意义, 也无法找到可以正确衡量人

自身价值的标准。

晚明文人难脱独傲的品格,对道德理想有着过分的执著,所以面对

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不能给自己定位,价值观的虚幻感随之而生,

而此时思想界在心学的刺激下变得活跃起来,给了文人新的思维视界,

于是在怀疑传统价值标准的同时, 个体意识也正在一步步走向苏醒。

这种价值观变化的意义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关注, 这是清代以至近代知

识分子反封建思想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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