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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后王政君初探

闫瑞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王政君，西汉元帝刘奭皇后，成帝刘骜生母。其身居后位 61年，并在平帝时临朝称制，共历经西汉

王朝四世和王莽新朝。她对权力有着极大的渴望与占有欲，并以高超的权术和政治智慧在西汉后期较为混

乱的政局下把持朝政数十年。王政君成就了王氏家族，并与自己的家族相互支持辅助，使得王氏家族在西

汉后期能够掌权专政几十年。她把王莽推向了权力的顶峰，而又不自觉地将手中的权力逐渐交给了王莽，

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外戚禅代。她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然而却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她忠于汉朝，

然而晚年的她却对王莽代汉无可奈何。可以说，王政君是一位生前身后大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关键词：王政君；权力欲；政治才能；政治远见；忠于汉朝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A

一、王政君生平概述

王政君，汉元帝刘奭皇后，成帝刘骜生母。生于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卒于

新朝始建国五年（公元 13 年），享年八十四岁，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高寿的后妃之一。死后

与元帝合葬渭陵。

王政君年少时曾许配过两家，但都是未嫁而夫死。其父王禁觉得很奇怪，便为其占卜，

当大贵不可言，“乃教书，学鼓琴”
①
，十八岁被献入宫，入掖庭为家人子。后来很幸运地

成为太子刘奭的妃子，于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生刘骜。三年后刘奭继位，为元帝，刘

骜被立为太子，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刘骜继位为成帝后，王政君作为皇帝生母，被尊为皇太

后；刘欣继位为哀帝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刘衎继位为平帝后，临朝称制，成为西汉历史上

第二位临朝称制的太后。

王政君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特殊地位干预朝政，与反对和危及自身及家族利益的势力作

斗争，并大力扶植其家族势力，把王氏外戚推向政治权力的中心。在这一步步掌权、主政的

过程中，她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才能，表现出了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与追求，同时也暴露了她并

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虽然她对汉王朝忠心耿耿，但是她极为信任和大力扶持的侄儿却篡位

代汉，最后她眼睁睁看着西汉走向覆亡。

二、出众的才能和强烈的权力欲

在混乱的政治场中，一个女人能够立足，并且把持朝政几十年而得以善终，如果没有出

众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权术，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说，王政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为不乏

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在西汉后期众多外戚势力争相角逐的形势下，王氏最后能一枝独秀，

王政君，这个富有政治野心，又极具才能与权谋的王家的最大靠山的作用不可替代。

王政君本身性格上的一大特点——遵法循礼，为人谨慎。踏入后宫以及政治，斗争不可

避免。而这种谨慎遵法的性格或行为却能让其在宫廷和斗争中保持实力，达到“常在河边走

却不湿鞋”的效果。这既体现了她高超的政治才能，同时也为她赢得了其他后妃所不及的母

仪天下的威望。这正是王政君一生成功的要素之一。另外，王政君在涉及自身及家族利益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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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做事都果断而坚决，没有迟疑，不乏一个优秀政治家所应具有的铁腕风格。

政治生活的锻炼使得王政君具有了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她对政治局势更够保持清醒的认

识，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采取灵活的策略。为政者，能屈能伸，方能成大业。王政君，在

自己家族得势时，能显其锋芒，尽情让自己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施展；同样在失势时也能避敌

锋芒，隐忍求全，以求东山再起。

王政君对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深知，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手中就必须要握有足够

强的权力；并且孤掌难鸣，要想在政治场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仅仅依靠自己是不够的，

庞大家族的支撑必不可少。因此，使她本人的权力与王家的势力稳与固，是王政君孜孜以求

的目标。稳，就是要长期保持下去。固，就是要无人能够撼动。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与家

族力量相互配合、支持以掌握绝对大权。

王政君身居后位 61 年，并在平帝时临朝称制。王氏家族因她而进身者，“凡十侯，五

大司马，外戚莫盛焉”
①
。从成帝时开始，至王莽代汉，王氏家族累世掌权，这背后少不了

对权力充满强烈渴望的王政君的支持与运作。王政君，是王氏家族在朝中的最坚强的后盾与

最大的保护伞。在西汉后期皇权孱弱的形势下，她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特殊优势，把家族送

上了政治权力的中枢，赢得了母仪天下的威望。但掌权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想要王氏势力一

手遮天，独霸朝纲，势必会遭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因此，同反对势力作斗争，消除威胁自身

和家族利益的因素就是王政君满足其强烈的权力欲，巩固其地位的必要步骤了。

在王政君以及王氏外戚逐渐掌权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要追求更高的政治地位，掌握更

多的政治权力，而另一方面王氏势力的膨胀势必会与其他外戚势力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对

抗，以致引起其他外戚势力的不满。而热衷于执掌大权的王政君便率领其家族势力与威胁他

们的非王氏外戚，即傅氏、丁氏、赵氏，甚至是对他们威胁并不大的卫氏外戚，都展开了激

烈斗争，对他们进行打击。

从成帝时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开始，王氏家族累世掌权专政，引起了朝中

一批不满王氏专权和不愿附和王氏势力的朝臣的激烈反对，如京兆尹王章、宗室刘向等等。

他们向皇帝进言献策，并企图寻求王氏势力的替代力量，但由于皇帝的孱弱、无能，王氏势

力的强大，最终多无果而终。自成帝时始，王氏家族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先后以

大司马辅政专权，王氏势力丝毫未受到损害。哀帝时，王氏势力虽然遭受了排挤，但时人多

同情和支持王氏。在哀帝死后，王氏势力迅速回归并重新执掌大权，并在一片颂扬声中最终

被王莽窃取了国柄。

一踏入政治场中，各种形式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王政君或许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

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和取胜，她深知强有力的权力的基础性作用与重要性。为了巩固

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她便利用自己母仪天下的特殊政治地位，大力扶植自己的家族势力至权

力中枢，并相互辅助，形成了对抗反对势力的合力。

三、“妇人之仁”

相比于其高超的政治权术与才能，热衷于权力的王政君在政治场中却显得缺乏足够的政

治远见。这主要表现为她任人唯亲，只要是她王氏家族的人，她都要想尽办法把他们送上政

治权力的舞台；她没有政治主见，一味地依靠王氏家族辅政；她一味地追求权力，过分地信

任王莽，最终形成了禅代的重大变局。凡此种种，班固一言以蔽之曰“妇人之仁”。

（一）任人唯亲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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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君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同时，她把家族利益看得很重。因此，只要是她王氏家

族的人，她都要想办法把他们送上政治权力的舞台。这种任人唯亲的方式不考虑其是否有掌

事与治国之才。尽管王氏家族良莠不齐，能力、品行各异，但是这不是王政君首先考虑的问

题。比如，王政君幼弟王逢时“无才能名称”
①
，但仍被封为高平侯，身居要职。王政君要

实现她及家族的权力的稳固性的目的，这种“广撒渔网”的方式正是最为基础的方法。

王政君贵为太后，其兄弟均因其裙带关系而封侯，地位尊贵无比，并且其家族五位子弟

先后辅政。后来其外甥淳于长也被封侯。王政君也想以景帝时田蚡封侯之故事为比对其同母

异父弟苟参进行封侯，虽说遭到成帝反对，但最终还是以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王政君怜其

弟王曼早死，“独不封，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为语”
②
。王政君对

王曼一门耿耿于怀，而在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之下，成帝对母亲的诉求不能不考虑。王政

君对王莽的特殊关照，一方面是因为其父早死，“莽独孤贫”，姑母怜惜侄儿也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王莽的表现非常完美，堪称君子典范。当然，在达到最终目的之前，

她的一切行为还是要为她的目的，即她对权力的追求所服务。她认定王莽是一个可塑之才，

因此要把王莽推上权力的高峰。首先让其家族的人都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是实现其目的的

一种手段，并且是首要的。最终，“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郡

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
③
。

（二）缺乏明确的治国理念

王政君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她并没有太多的治国理念，只是一味地依靠自己的家族进行

辅政。因此，她便一味地护持兄弟子侄。王氏家族当政时的各种政策、措施，只要是不损害

其个人权位，有利于维护家族利益，王政君就会默许或不干涉。而在王家利益受到威胁和损

害时，她便会运用自己的特殊影响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手腕以保护本家。在王氏集团逐渐把

持朝政、地位逐渐稳固的过程中，王政君的确是起了纵容、放任的作用，对他们进行或明或

暗的支持。因此，这种纵容、放任、支持实际上也是王政君维护其个人权位的必要的手段。

这也显示出了王政君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故意性。王氏家族集外戚与朝廷重臣于一身，轮流辅

政专权，最终竟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能与之抗衡。如果没有母仪天下半个多世纪的王政君的携

持，那他们也不会达到这样几十年的风光局面。

建始元年（公元前 32 年），“黄雾四起”，面对此不祥之兆，时人多怪王氏无功而侯

以致“天为见异”。王凤以退为进，“乞骸骨”请辞，但被成帝拒绝。这固然是由于甥舅、

君臣之情，朝廷上确实需要王凤这么能干的大臣辅政。但不可否认太后王政君以其政治上的

权威性很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因为，此时王凤刚刚辅政一年多，王氏势力在朝中还未站

稳脚跟，王政君绝不会允许王凤因为这等怪诞之事而辞职。

成都侯王商和曲阳侯王根府第僭上，奢侈之极，被成帝发现，大怒，责备大司马车骑将

军王音。而王商、王根违背常规不去向皇上谢罪，反而欲去向太后王政君“自黥劓”以谢罪，

其用意不言自明，即是利用与太后的关系以及太后的影响力来对成帝施压。再加上王立父子

“藏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他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成帝的大怒。成帝赐大司马车骑将

军王音策书：“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

外家宗族强，上一身渐弱日久，今将一施之”，欲比照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诛杀其几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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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这是成帝对其诸舅专权不满情绪的一次大爆发。而后“车骑将军音藉槀请罪，商、立、

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然后得已”
①
。虽说成帝因为其三位舅舅负荆请罪而最终不忍心

诛杀，但是不能不想到，面对王氏三大“干将”将被诛的危急局面，“伤心”的王政君必定

会对成帝进行施压。她在保卫他们王氏家族的利益面前目的明确，毫不含糊。

京兆尹王章向成帝上书，讼王凤罢免左将军王商等三大罪恶，成帝深感其受制于王凤之

苦，也深感王章上书正合其意，欲以冯野王取代王凤。而王凤以病为由又一次上疏谢罪请辞。

虽然由于成帝“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但这次，王政君的反应与态度至关重要，“太后闻

之为垂涕，不御食”
②
。此时虽然王氏家族在朝地位显赫，但并不十分稳固，作为王氏家族

在朝中最高级别的后盾与代言人，自己家族的利益与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她除了“垂涕”、

“不御食”等表面反应外，暗地里必定会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固然，母亲出现了

这种情况，作为儿子，有职责和义务去尽孝，而王政君或许就是利用了成帝此时的尴尬境遇。

因此，考虑到成帝在王凤上疏前后态度的巨大转变，让人不得不想到太后王政君极有可能在

背后对成帝施加了影响与压力，“以激成帝之诛章”
③
。在保卫他们王氏家族的利益上，她

多次施展了自己的高超的政治手腕。

王政君要依靠其家族势力辅政，首先做的就是要保全他们，因此，对他们的行为采取默

许和纵容的态度，包庇他们，即使这些行为不合情理，不合礼仪，不合法度。一切都以私家

利益为重。她身居政权高位，并把王氏子弟都推向了权力的前台，但她自己却没有什么明显

的政治主张，即使后来临朝称制，也是“委政于莽”
④
。她只是依靠家族势力辅政来把持权

柄，因此没有显著的政治作为，政治生活上显得较为平庸。这种政治现象在以后历代王朝太

后、外戚干政时屡见不鲜，作为专制君权的派生物，发人深思。

（三）姑息王莽致使篡汉

王莽自幼孤贫，但勤身博学，拜儒学大师陈参为师，自小接受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他

一直恪守儒家理念与信条，其表现堪称君子形象。因此，他不仅受到了家族内部的叔伯兄弟

们的称赞和青睐，向朝廷荐举他为官，而且也受到了时人的大力推崇和极高评价。“在位更

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⑤
。当然，王政君更是对他喜爱、器重有

加。哀帝时，王莽因为傅太后僭礼问题得罪了傅氏而被遣就国，在国三年，“吏上书冤讼莽

者以百数”。而他以维护国家礼法的名义维护了王政君的正统地位，深得其赏识，为以后复

出辅政打下了一定基础。

绥和元年（公元前 8 年）十一月，成帝拔擢王莽为大司马进行辅政。王莽在王氏第二代

辅政子弟中，是最有才能、实力和影响力的。对于王政君来说，哀平时期，王氏家族中在朝

中能够维护家族利益，巩固其家族地位的强有力的代言人就是王莽，因此，王政君对王莽大

加关照、维护和拔擢。

哀帝崩，王政君“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

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
⑥
。复拜王莽为大司马，征立平帝，王政君临朝称制，委

政于王莽。实质上，大权已经为王莽所掌握。而王莽已经不满足于辅政的大司马之位了，“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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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班固：《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44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⑤
班固：《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40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⑥
班固：《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44页. 中华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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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国权”
①
。王莽之兴，“胁持上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

②
。此时一心想代汉的

王莽已经不把自己的姑母多放在眼里了，在她面前做足了表面文章，“欲有所为，微见风采，

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③
。王莽

还以一幅儒家君子形象行事,让人无法对其行为提出反对；王政君也看到了群臣和百姓对王

莽的拥护以及在王莽主政下的“太平”景象。王政君对王莽的信任和纵容也让王莽更加肆无

忌惮，客观上形成了对王莽的姑息，使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王莽来说，“压政”

的王政君已是其实现自己野心的阻碍。因此，他便指使臣下上言，以架空太后，以致于王莽

“权与人主侔矣”。王莽的精心营造实际上已使得太后统政是有名而无实。王莽还“以虚名

悦太后”
④
，极力对她进行讨好、诳骗、迷惑，博取王政君欢心。这些都使王政君对王莽失

去了防备之心，没有及时地发现王莽更大的野心，未能看到王莽的真实面目，并且仍然对王

莽非常信任，七十多岁高龄的她还多次亲自为其晋封授印，荣耀至极。而后果就是王政君逐

渐丧失对政局的控制。王莽在掌权以致篡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大大出乎王政君意料的。

王莽代汉，原因很多。然而，从理论上说，作为朝廷中最有可能、最有权力抑制王莽篡

位的王政君，应该要担当起保卫大汉的责任，却没有能够阻止此事发生。原因令人深思。平

帝时，王氏家族已独霸朝纲。王政君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本意是让他能够安心辅政，安

定汉室天下。她对这位深得其喜爱的侄子信任之极，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对王莽的纵容与放任，

而王莽却走向了一条与其姑母的预期背道而驰的道路。极有才干的王莽野心十足，并不断地

对王政君进行谄媚、讨好、诳骗，骗取王政君的信任，降低其对自己篡位的戒备，以致于后

来王政君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够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阻止事态的发展，只能眼睁

睁看着大汉王朝葬送在自己手中。总之，王政君对王莽代汉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王政君把王莽一步步推向了权力顶峰，她对王莽过分信任，对王莽的行为又放任与纵容，

最后却自食其果，被王莽利用她的信任成了篡位的工具。正如班固所言：“乘四父历世之权，

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
⑤
虽然她主

观上无亡汉之意，但最终的历史都不容被改写。她的行为至少客观上确实造成了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次外戚禅代。一向政治手腕高超的王政君在这一点上就显得目光短浅，缺乏长远的政

治远见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与影响。

四、“汉家老寡妇”

王政君，作为元帝的皇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
⑥
，她的自我身份认

同仍是汉家之“妃妾”。在西汉后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日益激烈，流民四起，

灾异频仍的日益衰微的形势下，她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让王氏家族接连辅政虽然主要是维护

王氏家族的利益，然而，她对汉王朝有着深厚的感情，并没有想以王氏取汉王朝而代之。

平帝时，王政君对王莽非常信任，把实际权力移交给了他。但平帝死后，王莽欲立仅两

岁的刘婴，王政君为了汉王朝的长远着想，“不以为可”；但此时已经 70 多岁的她，境遇

已今非昔比，“力不能禁”，只能任由王莽作为，“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
⑦
，

①
班固：《汉书》：卷 97下《外戚传·下》，第 4008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②
班固：《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45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③
班固：《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46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④
班固：《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49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⑤
班固：《汉书》：卷 99下《王莽传·下》，第 4194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⑥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5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⑦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1页. 中华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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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这引起了王政君的不满。这着实是超出了王政君的预期，自己一

手扶持上来的侄子竟然做到这个地步。王政君对王莽的态度开始发生大转变，由信任变成反

对、怨恨。不久刘崇及翟义“举兵欲诛莽”，王政君闻之，说：“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

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后来，王莽根据所谓的祥瑞符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诸符瑞

以白太后，太后大惊”
①
。此时的王莽在王政君看来，无疑是叛国的乱臣贼子。

王莽篡位后，向王政君请要传国玉玺，王政君不肯授予王莽。王莽便让安阳侯王舜去求，

结果被王政君怒骂：“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

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我汉家老寡妇，

且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
②
可

以说，王莽篡位，如果不能说王政君负主要责任的话，那至少也应该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正是她一手造就了王莽。她交权于王莽，本意是让他辅佐汉室，而王莽最终利用她的信任，

背叛了她。而她最终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正如班彪所言：“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

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
③
此时的她，

日暮西山，眼睁睁看着汉室从自己手中被篡取，悔之已晚，其境遇显得悲凉之极。最终，由

于担心被王莽胁迫，被迫交出了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

族灭也！’”
④
她对王莽篡位十分怨恨。

王莽篡位后，还欲更改王政君汉家旧号。王莽带着王谏废汉家旧号的上书来到东宫，王

政君的一声“此言是也”
⑤
，既是一种恚怼之辞，也是一种无奈的哀叹。自平帝时以来，政

治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她所能左右得了的。然而王莽为了让王政君与汉王朝彻底划清界限，

特意拆毁元帝的庙，在原址上为元后王政君建文母篹食堂，名曰长寿宫。王政君看见元帝庙

已被拆毁，四周破败不堪，大为震惊，她哭泣着声称自己是刘氏的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

陈馈食哉！”，表明了她忠于汉室的立场。她还对左右说：“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
⑥
可见她对王莽的不满与怨恨之深。她依然念念不忘自已是汉朝的太后，在王莽改制以后还

命令自己宫中所有的人都穿着汉朝旧服色，仍按汉家的规矩来安排生活。

新朝始建国五年（公元 13 年）二月癸丑，84 岁的王政君走完了她的一生。她身在新朝

五年，然其心一直都在那个她亲眼看着亡去的前朝之中。“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

以媚太后无不为，然愈不悦”
⑦
。不管怎样，她心里的创伤始终无法抹平。不管她生前的最

后几年多么凄苦，她“汉家老寡妇”的自我定位却一直伴随在她的身后。

王政君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她乐于看到自己的家族大权在握、权倾朝

野的局面出现，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而另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底线，自己家族的权力

再大，也不能超过汉家。在她心目中，汉室仍然是第一位的。然而，正是她自己的不当行为

使得自己的底线无法被维护，也正是自己的家族取代了汉室。因此，在王莽篡位后，她显示

出了极大的悲痛与悔恨。王政君对汉王朝的忠心体现出了她思想的正统性，而她这种矛盾、

纠结的心态更凸显了她形象的复杂性。

①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2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②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2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③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5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④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2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⑤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3页. 颜师古曰：“恚懟之辞也。” 中华书局，2012年

⑥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4页. 中华书局，2012年

⑦
班固：《汉书》：卷 98《元后传》，第 4035页. 中华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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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Wang Zhengjun,the empress of Yuan-ti

Yan Ruihua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410082）

Abstract：Wang Zhengjun, was the empress of Liu Shi, Yuan Empero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mother of Liu Ao, Cheng Emperor. She had been the queen for sixty-one years, including empress,
empress dowager, and grandma-empress. And she held the imperial court and became in charge of the
affairs of state during the Ping Emperor era. She underwent four generation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New Dynasty of Wang Mang in total. She had a great desire and possessiveness for power, and
controlled the state affairs for decades in superb political trickery and wisdom under the rather disordere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Wang Zhengjun achieved the Wang Clan. In addition,
she, with her clan, supported and assisted to each other mutually, which made the Wang Clan can wield
power and be in dictatorship for decades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She pushed Wang Mang to
the pinnacle of power, but she, unconsciously, handed over power to Wang Mang gradually. It caused
the first Zen-generation by emperors' maternal relativ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She had outstanding
political stratagem but no sufficient political vision. She was loyal to the Han Dynasty, however, senile her
had no alternative to Wang Mang's usurping the throne. So,Wang Zhengjun was a seriously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figure during her lifetime and after the death.

Keywords:Wang Zhengjun;The desire for power;Political ability;Political vision;Loyal to the Han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