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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三个层次，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

络，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其中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金爵

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制度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这一方

略的形成和实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从而对东汉王朝、乌桓乃

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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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也影响

到乌桓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东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边疆治理的角度，

叙述和分析汉代乌桓的政治生态、东汉王朝和乌桓的互动关系，揭示光武帝治理乌桓

的措施及其实践意义。

一

乌桓，本是东胡的一个分支，西汉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据守在乌桓山 ( 在

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因以山名为族号。乌桓部族“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

常处，以穹庐为宅”①，还处于早期文明时代。从地理位置来看，乌桓南临汉朝，西接

匈奴，北连鲜卑，东望高句丽，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使乌桓与汉朝紧

密相连，也与匈奴、鲜卑等部族休戚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乌桓的历史命运。
西汉中期，汉武帝对匈奴开展大规模的反击，长期受匈奴奴役的乌桓被迫卷入战

争。元狩四年 ( 前 119 ) ，卫青、霍去病发起漠北之战，分别击破匈奴单于和左贤王，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②，匈奴左部人去地空，汉朝廷 “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
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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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①。这是汉朝管控乌桓的开端，

其中设置护乌桓校尉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和监视乌桓，断绝乌桓与匈奴的联系，而乌

桓首领统辖其部众，迁徙到汉朝东北五郡塞外，每年要到京城长安朝觐。汉朝廷从制

度层面确立了对乌桓的治理模式。
经过汉武帝的持续打击，匈奴的势力受到削弱，而乌桓的力量逐渐壮大。随着匈

奴西遁和南迁，乌桓部族不断地西迁，最远到达今鄂尔多斯草原②。汉昭帝时期，乌桓

族人“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③，与匈奴处于敌对关系。元凤三年

( 前 78) ，匈奴壶衍鞮单于征调骑兵二万人，向东进击乌桓。大将军霍光得到报告，任

命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骑兵二万人，从辽东郡出击匈奴。匈奴骑兵劫杀乌

桓族人，而后迅速撤退。范明友未能截击匈奴，就趁机进攻乌桓，斩杀乌桓六千多人，

俘虏三名乌桓首领④。从此以后，乌桓再度侵扰幽州，屡次被范明友击退。直到汉宣帝

时期，随着边疆治理的推进，汉朝北部边郡较为安定，乌桓部族转而居边守塞，又降

附于汉朝。

到了新朝，为了彻底打垮匈奴政权，王莽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其中，“使东域将严

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

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⑤。与此相反，

匈奴乌累单于见机行事，利诱乌桓首领为属吏，笼络剩余的乌桓族人，使他们归附于

匈奴，继续侵扰新朝北部边郡。

从以上史实来看，汉武帝时期击破匈奴左部，把乌桓迁移到东北五郡塞外，设置

护乌桓校尉，借以保护和监视乌桓，使乌桓首领定期朝觐，这是治理乌桓的成功经验。

新朝末期，王莽驱使乌桓攻打匈奴，却因杀戮质子与乌桓结怨，乌桓首领反而归附匈

奴，这是管控乌桓的失败教训。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光武帝治理乌桓提供了

历史借鉴。

二

新朝灭亡以后，北部边疆陷入混乱状态。乌桓没有建立独立政权，主要依附于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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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或效命于地方割据势力，经常侵扰北部边郡。光武帝经略河北期间，曾经任命吴

汉、耿弇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①，参与进攻邯郸之战。所谓 “十郡”，指幽

州所辖涿郡、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九郡和广阳国;

所谓“十郡突骑”，又称“幽州突骑”，指从幽州征发的善于冲锋陷阵的骑兵部队; 这

支部队中乌桓族人占有一定的数量，所以亦称乌桓突骑。

建武元年 ( 25) 六月，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光武帝致力于统一全国，逐个消灭地

方割据政权。乌桓与匈奴联结在一起，凭借骑兵作战的优势，经常侵扰东汉王朝北部

边郡，给代郡以东地区的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述: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

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

者，最为强富②。

这里说的白山乌桓，生活在今河北沽源境内，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多

次侵扰上谷郡。光武帝应对乌桓和匈奴侵扰的措施，是选派一些开国将领担任北部边

郡太守，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一面加强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随时反击匈奴和

乌桓的侵扰，一面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构筑北部边疆的防御系统，维护北部边郡

的安全和稳定。其中，王霸、祭肜分别担任上谷、辽东太守，在边疆治理方面留下了

显著的政绩。

建武九年 ( 33) ，为了消灭卢芳在五原建立的割据政权，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统

领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讨虏将军王霸和破奸将军侯进所部 5 万多人，

进攻高柳。因为作战失利，吴汉返回洛阳，指令朱祐驻守常山郡，王常驻守涿郡，侯

进驻守渔阳郡。同时光武帝特意下诏，“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系胡虏，无拘

郡界”③。此后，王霸一直任职于上谷郡，长期与匈奴和乌桓交战，直到南匈奴和乌桓

归附汉朝。《后汉书·王霸传》记述:

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

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

乌桓大小数百余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

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④。

王霸担任上谷太守，从建武九年到永平二年 ( 59 ) ，经历了 26 年时间。为了抵御

匈奴和乌桓的侵扰，光武帝诏令王霸率领弛刑徒六千多人，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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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修筑飞狐道。这条通道东起代郡高柳，西到雁门郡平城，延绵三百余里，构筑起

一道边塞防御系统。在担任上谷太守期间，王霸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曾经多

次给光武帝上书，建议朝廷与匈奴和亲。这些对光武帝治理乌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祭肜是征虏将军祭遵的堂弟，早年被光武帝任命为黄门侍郎，历任偃师县长、

襄贲县令。“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掠吏人。朝廷以为

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

辽东太守。”① 辽东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都是匈奴、乌桓和鲜卑侵扰严

重的地区。祭肜担任辽东太守，从建武十七年 ( 41 ) 到永平十二年 ( 69 ) ，经历了

28 年时间，在应对匈奴、乌桓和鲜卑侵扰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后汉书·祭

遵列传》记述:

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

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

肜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

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

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

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切责州郡，不能禁。肜乃率

励偏何，遣往 讨 之。永 平 元 年，偏 何 击 破 赤 山，斩 其 魁 帅，持 首 诣 肜，塞 外

震詟②。

这里所谓的“三虏”，指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赤山乌桓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境内，

也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在担任辽东太守期间，祭肜采用征讨和利诱相结合的

手段，有效地打击和削弱了赤山乌桓和鲜卑势力，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因此，“肜之

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③。

然而，乌桓作为一个游牧部族，带有较强的地域流动性，致使汉朝边郡难以管控。

即使向南迁徙以后，乌桓部族接受北部边郡的征调，协助进攻匈奴和鲜卑，有时仍会

联合匈奴和鲜卑，反过来侵扰北部边郡。所以，直到建武二十年 ( 44) ，东汉王朝北部

边疆仍处于军事防御状态。是年秋天，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徵侧、徵贰，率军返回

洛阳。在到达洛阳之前，有许多故人前来迎贺，其中孟冀与马援有一段对话，开启了

东汉王朝继续征讨乌桓的进程。《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述:

援曰: “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

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 “谅为烈士，当如此矣。”还月

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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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

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①。

这里做一点分析，在马援和孟冀看来，要想保住既有的功名，或者成为一位 “烈

士”，就必须投身于北部边疆，在与匈奴、乌桓征战中建立新功。“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一豪言壮语的迸发，竟然牵连着马援的前途。所以，马援回到

洛阳，只过了一个多月，又领兵驻守襄国。建武二十一年 ( 45 ) 秋天，马援率领骑兵

三千人，从高柳出发，连续巡行雁门、代郡、上谷三郡边塞系统。不过，关于这次军

事行动，《后汉书·乌桓列传》另有记述: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乌桓逆知，悉

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

余匹②。

曹魏史学家王沈编纂的 《魏书》亦有记述:

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从五原关出塞征之，无利，而杀马

千余匹。乌桓遂盛，钞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③。

参照上述引文，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光武帝派遣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从五阮关

出塞，主要是为了袭击乌桓。因为乌桓族人侦察到汉军的动向，提前主动撤退，使马

援没能达到作战目的，而等马援引兵撤退时，又尾随追击汉军，迫使马援连夜逃入塞

内。经过这次作战，乌桓部族有所壮大，转而攻击匈奴，逼迫匈奴向北迁徙，以致漠

南人去地空。

三

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鉴于马援征讨乌桓的失败，加上乌桓与匈奴的争斗，

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也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
( 建武) 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

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④。

显然，乌桓之所以能击破匈奴，主要得益于匈奴的内乱。匈奴族人的北迁和漠南

地区的空虚，引起了光武帝的关注。光武帝随即派出使者，主动与乌桓联络，用金钱、

丝帛贿赂乌桓首领。从其后乌桓首领的反应来看，这种利诱手段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 建武) 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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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①。

这次郝旦到洛阳朝贡，竟然带领随从九百二十二人，向汉朝廷进献奴婢、牛马和

一些珍贵物品。这样规模的朝贡作为重大事件，标志着乌桓和汉朝的关系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不过，汉朝要有效地治理乌桓，还必须针对乌桓建立相关的制度。因此，光

武帝相继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是在郝旦朝贡之际，分封乌桓首领。

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

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

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②。

据此可知，光武帝治理乌桓的方式，首先是分封乌桓首领，把他们纳入汉朝的统

治秩序，与其结成君臣关系。经过光武帝的分封，乌桓首领郝旦等人作为侯王君长，

带领他们的部众迁徙到北边诸郡，同时招徕其他乌桓族人，由北边诸郡供给衣食。这

一措施改变了汉武帝时期对乌桓的管控方式，即把乌桓从塞外迁徙到塞内，其迁徙范

围从原先的五郡扩大到十郡③，乌桓族人迁徙到塞内生活，有助于增强他们与边郡民众

的联系，从而加快他们被汉化的进程。

第二项措施是重新设置乌桓校尉。

在分封乌桓首领之时，司徒掾班彪上书称: “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

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

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④ 这分明是考虑到乌桓首领习惯于掠夺人口的非

法行为，强调设置专门机构以治理乌桓的重要性。光武帝采纳班彪的建议，在上谷郡

宁城县修建营府，重新设置了乌桓校尉。《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载:

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⑤。

班彪所谓“乌桓校尉”，又称护乌桓校尉、领乌桓校尉，是汉朝治理乌桓的军政长

官。据《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置从事二人，有

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应劭《汉官》注解说: “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

六百石。并领鲜卑，客赐质子，岁时胡市焉。”⑥ 这是说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与校尉、

都尉属于同一级别，其属吏有长史、司马，其职责是保护和监视乌桓族人，兼领鲜卑

—25—

秦汉研究 202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第 2982 页。按: 郝旦， 《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
作“郝且” ( 第 145 页) ，而《三国志》卷三〇《乌丸传》注引《魏书》亦作“郝旦” ( 第 833 页) ，

兹据以为“郝旦”。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第 2982 页。
《三国志》卷三〇《乌丸传》注引《魏书》曰: 光武帝分封乌桓首领郝旦等人之后，“使居

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 ( 第

833 页) ，以上共为十郡。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第 2982 页。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第 2982 页。
《后汉书》卷二八《百官五》，第 3626 页。



部族，具体负责赏赐乌桓质子，管理边境贸易事务。

第三项措施是全面恢复北部边郡。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处于战乱频发的环境，北部边郡难以自存。建武六年

( 30) ，汉朝廷下令迁徙云中、五原郡民众于常山、居庸之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救

措施，不利于维护北部边疆的安定。所以，到了建武二十六年 ( 50) ，南匈奴和乌桓向

塞内迁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

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①。次年，赵憙出任太尉，提出了恢复北部边郡的建议。

是时南单于新称藩，乌桓始入朝，上命憙思安边之策，为长久之计。憙乃议

复代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郡②。

有关恢复北部边郡的建制，《后汉书·赵憙列传》亦有记述:

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长久规。憙上复

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③。

这说明南匈奴和乌桓的归附，给恢复北部边郡提供了安全保证，而北部边郡民众

返回原籍，也要求及时地恢复北部边郡。乌桓部族被迁徙到塞内，安置在北部边郡，

虽然并未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但随着北部边郡的恢复，也被纳入北部边郡管理

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匈奴和乌桓内附之际，汉朝廷内部仍有人坚持军事手段，请

求征讨匈奴。建武二十七年 ( 51) ，左中郎将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朝廷，请求派兵征

讨匈奴，他们拟定的作战计划是:

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

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④。

这一作战计划是趁着匈奴衰弱，以高句丽、乌桓、鲜卑为左臂，以河西四郡、天

水、陇西、羌胡为右臂，配合汉军的正面进攻，企图彻底地消灭匈奴。然而，臧宫、

马武的建议未获允准，光武帝特意下诏回复说:

《黄石公记》曰: “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

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 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

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 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

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

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

复欲远事边外乎? 孔子曰: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

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 苟非其时，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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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人①。

在这封诏书中，光武帝借用 《黄石公记》的刚柔观念，阐释了为君之道和为政之

法，称赞舍远谋近，反对舍近谋远，继而援引孔子有关祸起萧墙的论述，结合北部边

疆的实际情形，否定了臧宫、马武的建议。这集中体现出光武帝 “以柔道治天下”的

统治思想。正因为有光武帝的明确抉择，“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②，汉朝廷从战

时状态转入正常轨道。

综上所述，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军事征伐、金爵笼络、制度管理三个

层面。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金爵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制度

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从时间上看，这一方略是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络，再从

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依次逐步地展开。在这一方略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光武帝始终

担负着决策者的责任，王霸、祭肜、马援、班彪和赵憙等人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四

东汉初期的边疆问题，具有全方位的严峻态势，包括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和

西域、交趾等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动乱。光武帝处理边疆问题，坚持以中原为根

本的原则，大抵采取了三种方式: 对待匈奴、乌桓和鲜卑是征讨、分化和安抚; 对待

交趾二徵暴动，完全以征讨为手段; 对待西域诸国，则暂时放弃管控。其中，光武帝

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对于东汉王朝、乌桓乃至东北亚

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代边疆治理的重心在于北部边疆，从汉高祖到武帝，从汉

宣帝到元帝，再到新朝，应对匈奴的侵扰有两种基本方略: 和亲与征讨。与匈奴和亲，

只能换来边疆地区的短期安定; 长时间和大规模地征讨匈奴，势必消耗汉朝的军事力

量，甚至导致国家财政亏空，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大概是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光武

帝应对匈奴、乌桓和鲜卑的侵扰，不再单纯地依靠大规模的战争，而尽可能地降低战

争的成本，以近三十年的时间借助于军事征伐、金爵笼络和制度管理，基本上实现了

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永平二年 ( 59) 正月，汉明帝亲临明堂，举行祭祀光武帝仪式，

公卿列侯参加祭典，“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③。因为乌

桓、濊貊和南匈奴参加祭典，这一祭祀仪式可以视为对光武帝治理边疆的充分肯定。

特别是乌桓部族迁徙到塞内之后，“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④，维护了北部

边疆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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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东胡被匈奴击破以降，乌桓部族的发展呈现出逐步南迁的态势，大体上经历

了两个阶段: 汉武帝元狩四年 ( 前 119 ) ，乌桓被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

辽东五郡塞外; 建武二十五年 ( 49) ，乌桓被迁徙到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

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十郡塞内。乌桓部族从塞外迁徙到塞内，有利

于乌桓族人与汉族的融合，也有利于乌桓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而加快了乌桓迈向文明

的步伐。同时，随着乌桓社会的持续发展，乌桓部族衍生出许多邑落，如生活在辽东

者称“辽东乌桓”，在辽西者称 “辽西乌桓”，在雁门者称 “雁门乌桓”，在朔方者称

“朔方乌桓”。到了东汉后期，乌桓部族作为一支较强的地方势力，仍旧活跃在北部

边疆。

汉代东北亚地区的部族和政权，包括高句丽、沃沮、濊貊、夫余、韩和倭国，被

统称为东夷。匈奴、乌桓和鲜卑的兴衰及其相互关系的转化，不仅改变了东北亚地区

的政治生态，而且影响到东汉王朝与东夷的关系。据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述，建

武六年 ( 30) ，光武帝分封沃沮、濊貊首领为县侯，沃沮、濊貊首领则按岁时朝贺。建

武八年 ( 32) ，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高句丽王的名号。建武二十年 ( 44 ) ，马

韩人苏马諟等到乐浪郡进贡，光武帝分封苏马諟为廉斯邑君，使归属于乐浪郡。建武

二十五年 ( 49) ，夫余王遣使朝贡，光武帝给予优厚回报，彼此交往得以畅通。到了中

元二年 ( 57) ，倭国使人自称大夫，前来洛阳朝贡，被光武帝赐以印绶。这样一来，东

汉王朝主导的东北亚秩序，推动了这一区域的外交往来，营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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