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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崗 秦 律 校 讀*

陳 洩

龍崗秦鯵牘，是在 1989年出土于雲夢縣城關東南郊 6號墓中。其中竹鯵將 300枚，

殘斷比�嚴重，另X一件木牘，保存比�好。¥些竹鯵都是法律條�。內容大多不見于睡

虎地出土+秦律令，因而具X獨特+價值。¥批鯵牘+整理者劉信芳、梁¾先生，先後刊

出《雲夢龍崗 6號秦墓,出土鯵牘》(《考古學集刊》第 8 集，科學出版社 1994年，以下鯵稱“整

理者 1994”) 和《雲夢龍崗秦鯵》(科學出版社 1997年，以下鯵稱“整理者 1997”)。胡�生先生

與李天虹、劉國4二位合作，在 200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龍崗秦鯵》(以下鯵稱“再整理者”)，

成爲第三個整理本。此外，qX多位學者參與龍崗鯵牘+整理和硏究，例如李學勤、黃盛

璋、張金光、楊振紅、趙�安、劉釗和在日本山口大學+任職+馬彪先生，都寫X論�或

著作1)，推g了對¥批鯵牘+"知。在我們從 2008 年底�動+中國敎育部重大攻關項目

“秦鯵牘綜合整理與硏究”工作中，李天虹敎!¿責對龍崗鯵牘g行再整理。她+一些怨發

現，已在兩	�違中X3披露2)。作爲項目首席專家，我本人在審看書稿時也X一些心得，

¥裡報吿其中+�條，希B得到指正。在引営竹鯵時，同時給出“再整理者”t號、“整理

者 1994”t號、“整理者 1997”t號以,出土號，以�讀者核看。

* 本�是中國敎育部哲學社會科學硏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秦鯵牘+綜合整理與硏究”

(08JZD0036) 階段性成果，寫作時得到李天虹敎!+幫助。

1 ) 參看馬彪：《秦F國の領土經營――雲夢龍崗秦鯵と始皇Fの禁苑》，(京都) 京都大學學í

出版會 2013年，477-479頁。

2 ) 李天虹、曹方向：《龍崗秦鯵再整理校記》，《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硏究3円3 30周年紀念論�

集》，上海古籍出版社 2014年；李天虹、曹方向：《龍崗秦鯵再整理校記 (續)》，《中國�字

學會第七屆學í年會論�集》，吉林大學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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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詐僞假人符傳B襲人符傳者，皆與闌入門同罪。4/36/36/255

¥條律�X兩點需'討論。先看“襲”字+釋讀。¥個字，整理者 (1994) 釋爲“讓”。

整理者 (1997) 解釋說：“《尙書・吕𠛬》v奪攘矯虔x，»玄�：vX因而盜曰攘。xv讓x與

v攘x同。”胡�生先生等沿承整理者+釋�，解釋說：“讓，將自己+權利、利益或職位轉

讓給别人。讓人符傳，把自己+符傳給别人�用。”李-曉、趙久湘先生則引営《/律駅

議・詐僞律》"爲：讓人符傳，應該是借給别人符傳3)。

問題+癥結在于釋�。¥個一直被釋爲“讓”+字，其實與秦漢�字中+“讓”X衣，

是從“龍”從“衣”，應該釋爲“襲”。

張家山漢鯵法律�書中正好X“襲人符傳”之說。《二年律令・津關令》鯵 496-497：

“相國上內�書言，�諸詐襲人符傳出入塞之津關，未出入而得，皆贖城旦舂。將:智 (知)

其� (7)，與同罪。御�以聞。制曰：可，以闌論之。”《奏讞書》案例三鯵 17-18：“臨菑

(淄) 獄�闌令女子南冠繳 (縞) 冠，詳 (佯) 病臥車中，襲大夫m傳，以闌出關。”

¥樣，從字形和�例兩個層面，我們可以X把握地把¥個字改釋爲“襲”。

《津關令》“襲人符傳”+“襲”，整理小組沒X解釋。《奏讞書》中+“襲大夫m傳”，

整理者�引《漢書・韓安國傳》�說：“襲，因也。”閆曉君先生則把“襲”訓爲竊取4)。

我們�<到，“襲”X“6”+含義。《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九德不愆，作事無悔，

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杜預�：“襲，6也。”《��・顏1之〈赭白馬賦〉》：“襲養¢年，

恩隱周渥。”李善�引賈逵《國語》�：“襲，6也。”在龍崗鯵中，“假人符傳”與“襲人

符傳”幷列。假是向他人借或借給他人，襲是他人3給。解釋爲“因”卽沿襲不是太準確，

3 ) 李-曉、趙久湘：《散見戰國秦漢鯵帛法律�獻整理與硏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社 2011 年，

9-10頁。

4 ) 閆曉君：《張家山漢鯵〈奏讞書〉考釋 (一)》，《_p中華古代�-+蹤迹――李學勤先生學

í活動五十年紀念�集》，復旦大學出版社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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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

爲:之�鯵 11
睡虎地日書
甲種 35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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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竊取則完�不對。

下面再看第二個問題。詐僞，整理者 (1994、1997) 與下�連讀。再整理者則在其下加

頓號，把“詐僞”與“假人符傳”、“襲人符傳”看成幷列+三件事7，是指“用欺r+方

式獲得符傳或僞&符傳，向人借用符傳，以,把自己+符傳借給别人”。我們"爲，整理者

+處理�爲合理，“詐僞”是修�後�+，¢指“假人符傳”、“襲人符傳”，是說以“詐僞”

方式“假人符傳”和以“詐僞”方式“襲人符傳”。《二年律令・津關令》鯵 496-497中+

“詐襲人符傳”，指+就是後一種7形。

(2) 門關合符B以傳書閱入之，B諸偑〈佩〉入司馬門久〼 5/6/6/186

門關，鯵�原寫作“關=”，整理者、再整理者均作重�看待，卽析讀爲兩個

“關”字，因而"爲¥裡幷不是一條律�+開始，而是其中閒部分，)面qX其

他�字。第一個“關”字下，整理者 (1994) 用÷號；再整理者用句號，"爲大

<是：“(來到) 關門，關:合符核對……”，實際上仍按÷號作解。其實，“關”

下兩點恐是合�符，析讀作“門關”。《周禮・地官・掌}》“門關用符}”，»玄

�：“門關，司門、司關也。”《周禮》之�可與鯵�互證。在¥種7形下，此處

卽是一條律�+開端。

(3) �具伍，亟入。事已出，68/29/29/144【�】復閱具徒。徒� 181/233A/230A/殘 5B

少不出者，以盜入禁 20/56/56/15苑律論之。伍人弗言，□與同【罪】。

〼 21/57/57/172

¥條律�由兩枚竹鯵t連而成。第一枚鯵由 68、182、20號三個殘段綴合而成，綴合

後大致完整；第二枚目)只確" 21號鯵，是¥枚鯵+上部。其下部殘去，但�字可能已寫

完。

鯵 20 與鯵 21)後相�+關係，整理者 (1997) 已指出存在可能性。再整理者�指出二

鯵比連，幷"爲鯵 68內容與鯵 19、20、21相 。也已<識到相關竹鯵殘段X可能綴合。

然而，整理者和再整理者未能對鯵 68、182、20 作出恰當+綴合。¥�'是X�個關鍵字

未能正確釋讀，卽：

A、鯵 68“伍”字。整理者 (1994、1997) 釋爲“必”，相關鯵�讀作“:具必亟入”。

再整理者沿用¥一釋�，讀作：“:具，必亟入”。其實，卽�在常規圖版中，此處也可以

看出�'結%是“五”字，而不是“必”。在紅外影宴中，可以看得�淸楚一些 (右下部裂

開)。其左側qX殘存筆畫，應該是“伍”字。由此，可以覺察到鯵 68 與鯵 21可能存在關

聯。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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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鯵 181“:復”二字。整理者 (1994) 未釋。整理者 (1997) 把第一字釋爲“�”，

第二字未釋。再整理者第一字缺釋，第二字疑釋爲“復”。看圖宴，整理者 (1997) 3釋+

“�”和再整理者3釋+“復”應可凭信。但是“�”字在¥裡不好解釋。對比鯵 68中+

“:”，我們似可懷疑鯵 181原本是“:”字，其頭端+筆畫因爲竹鯵殘損而不復存在。在

¥種7形下，我們可以覺察出¥枚鯵可能與鯵 68X關。因爲：第一，“:復閱具”可以理

解爲是在“:具”之後再�發生+類似事75)。第二，秦鯵中+“徒”比�複雜。當與

“:”幷舉時，應是指士卒6)。從而可能是與鯵 68、鯵 20中+“伍”X關。

C、鯵 20第一個字，上端稍殘，大致可辨。應該是“少”字+反寫。在放馬灘秦鯵中，

X多個“少”字¥樣寫7)。龍崗木牘中+“沙”字右旁亦然。鯵 20“不出”、“入”與鯵 68

“入”、“出”可相呼應。而在“少”字釋出後，可能g一步與鯵 68“:具伍”、鯵 181“:

5 ) 閱具，淸點。《书・多方》“克閱于乃邑謀介”孔传：“汝能�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3謀爲

大。”孔駅：“閱爲鯵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

6 ) 里耶鯵 8-1517正面記云：“丗五年三L庚寅朔辛亥，倉銜敢言之：駅書:、徒上事尉府者牘

北 (背)，食皆盡三L，�陵田能自食。謁吿w3縣，以縣鄉�續食如律。雨留不能投宿齎。

當))。來復傳。敢言之。”背面分三列記云：“令佐溫。�姶

戍士五城父陽翟執。�姶

戍士五城

父西中痤。”正面、背面對照，很好地說-¥裡“:”指令佐溫，“徒”指兩位�姶

戍土五。

7 ) 單就字形而言，也可釋爲“尐”，《說�》：“少也。”

龍崗秦律校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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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閱具徒”關聯。嘗試把鯵 181與鯵 20)後相�，可以看到是很合�+。

Vw上営討論，可以發現鯵 68、181、20 大致可拼合成一枚整鯵，衹是“:”、“少”

二字首端略X殘損。而在該鯵復原後，其與鯵 21)後銜接+關係也看得�加-顯。鯵�是

說:指揮士兵組成伍，快ig入禁苑。事7結束後撤出，:再�檢點士兵。士兵如果X缺

少不撤出者，按盜入禁苑律論處。伍人不舉報，與當事人同罪。《二年律令・捕律》鯵

140-143：“:將徒，_求盜¶，必伍之，盜¶以短兵殺傷其將,伍人，而弗能捕得，皆姶

戍

邊二歲。”《二年律令・津關令》鯵 494-495：“相國、御��緣關塞縣�群盜、盜¶,£人

越關垣、離 (籬) 格 (落)、塹、封、刊，出入塞界，:卒_�者得隨出入*跡窮_捕。令

將:爲:卒出入者名籍，伍以閱具，上籍副縣廷。事已，得�出入3出入，盈五日不反

(�)，伍人弗言將:，將:弗云，皆以越塞令論之。”復原之後+律�，與《二年律令》+

¥兩條律令可以比照。

(4) ・禁苑嗇夫、�數循行，垣�壞䦼 (決) 獸`出，B見獸出在外，亟吿縣。

39/31/31/253

本條X兩點需'討論。

第一，“䦼”字+釋讀。整理者 (1994) 釋爲“,”。胡�生先生改釋爲“決”8)。整理者

(1997) 改從其說。看圖宴，此字實從“阜”作，應改釋爲“䦼”，讀爲“決”。睡虎地秦鯵

《秦律十八種・徭律》鯵 118-119中+三個“決”字、張家山漢鯵《二年律令・¶律》鯵 27

中+一個“決”字，都是¥樣寫+。

第二，“�出”+理解。整理者 (1994) �釋說：“睡虎地《秦律十八種・徭律》鯵

117-1243営禁苑修繕之律令甚詳，但無v獸�出x之類記載，與本鯵可互爲補閏。”沒X

直接�待對“�出”+理解。再整理者"爲：“�出，指以缺口爲��出。”把�理解爲�

路。其實，¥裡+“�”用作介詞，是由、從一類<思。楊樹~先生在《詞詮》卷二“�”

8 ) 胡�生：《雲夢龍崗秦鯵考釋校證》，《鯵牘學硏究》第 1輯，甘肅人民出版社 1997年。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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鯵 20常規 鯵 20紅外
放馬灘日書
乙種鯵 107

鯵 35



字條第一義說：“介詞，由也，從也。表動作之/點。”他舉+�例如：《管子・禁藏》：“故

凡治亂之7，皆�上始。”《�記・西南夷傳》：“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3從來，曰：v�西

北牂柯。x”《漢書・淮南王安傳》：“諸侯�者�長安來，……”秦漢鯵牘中也X類似用例。

睡虎地秦鯵《秦律十八種・徭律》鯵 117-119：“縣葆禁苑、公馬牛苑，興徒以斬 (塹) 垣

離 (籬) 散,補繕之，輒以效苑:，苑:循之。未卒歲或壞䦼 (決)，令縣復興徒爲之，而

勿計爲䌛 (徭)。卒歲而或䦼 (決) 壞，w三@以上，縣葆者補繕之；三@以下，,雖未盈

卒歲而或盜䦼 (決) �出入，令苑輒自補繕之。”整理小組�：“X人私加破壞而由之出入。”

張家山漢鯵《二年律令・雜律》鯵 182：“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壞決�出入，,盜

�門戶，皆贖黥。其垣壞高不盈五尺者，除。”《二年律令・津關令》鯵 494-495：“相國、

御��緣關塞縣�群盜、盜¶,£人越關垣、離 (籬) 格 (落)、塹、封、刊，出入塞界，

:卒_�者得隨出入*跡窮_捕。令將:爲:卒出入者名籍，伍以閱具，上籍副縣廷。事

已，得�出入3出入……。”張家山漢鯵《奏讞書》案例八鯵 53：“北地守謹 (讞)：奴宜£，

越塞，�姶

戍卒官大夫X署出 ,弗得，疑罪。・廷報：X當贖耐。”整理者釋讀原作：“越塞�，

姶

戍卒官大夫X署出”。我們曾指出：“�”恐當屬下讀，義爲取�、經由9)。

(5) 諸馬牛到4，毋敢穿穽B置它機。敢穿穽B置它〖機〗能� 103/85A/83A/212人馬牛

者，104/100/83B/殘 8 ②雖未� 105/227/83C/12 殺傷殹 (也)，貲二甲。殺傷馬

106/60/84/203〖牛〗……【馬】牛。殺 110/98/99/65 人，黥爲城 108/58/58/14 ②旦

舂。傷人，贖耐。109/59A/59A/205A

整理者 (1994) "爲鯵 108、109�義或可連續。鯵 103-105是一枚基本完整+鯵，整

理者 (1997) 參照張家山《二年律令・田律》鯵 251-252 加以綴合。胡�生先生也指出鯵

103 可以與張家山漢律對讀，鯵 110“或可補綴在 212鯵後，但是當中短缺了一段”10)。再

整理者綴連 103-109，而將鯵 110排除在外。李天虹敎!在作秦鯵攻關項目時，發現鯵 107

(“〼□爲盜〼”) 與¥條律�無關，應剔出11)。

在此基礎上，我們"爲，胡�生先生/初+ 斷其實大致是正確+，鯵 110 應頂替鯵

107+位置，置于鯵 106 與鯵 108 之閒。嘗試把鯵 110 與鯵 108綴合，可見叉口吻合，可復

原“殺”字。¥在竹鯵綴合中，是比�X說*力+例證。

9 ) 陳洩：《張家山漢鯵雜識》，《語言�字學硏究》，中國社會科學出版社 2005年。

10) 胡�生：《雲夢龍崗秦鯵考釋校證》。

11) “爲盜”)一字，整理者釋爲“典”，再整理者釋爲“與”。李天虹敎!"爲是從“且”之字，

疑是“租”。¥是將其排除在“諸馬牛到3”一條律�之外+根據。

龍崗秦律校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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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綴合後+鯵�與張家山漢鯵《二年律令・田律》鯵 251-252比�，可見二者大致相

同，只是各項處罰不同。對于“殺傷馬牛”，《二年律令》+處罰是“與盜同法”。龍崗秦鯵

以“馬牛”結束，也許原本是“償人馬牛”。

(6) 南郡用c (卽) 不給時，令〼 214/3/3/148

給，整理者、再整理者均釋爲“紿”。整理者 (1994) 解釋說：《廣�・釋詁》：“ñ也。”

王念孫駅證：“紿與怠同。”再整理者解釋說：讀如“怠”，怠慢，懈怠。

根據殘存筆畫和�義，我們"爲應改釋爲“給”，供應義。古人��“給用”連言。里

耶秦鯵 8-1844：“蓋布七，度給縣用足，餘三。”《墨子・}用中》：“凡足以奉給民用，則

止。”《漢書・蕭B之傳》：“昔先F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可

參看。

}，再整理者以爲與“用”爲一詞，解釋說：按照時}從事生產。在“給”字改釋之

後，可以連帶知�：}，讀爲“卽”，假�義。用，財用，物質供應。《論語・學而》：“}

用而愛人，�民以時。”邢昺駅：“省}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鹽鐵論・水旱》：“用不

具，則田疇荒，穀不殖。”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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鯵 107 鯵 110 鯵 108 鯵 110+108

紿／給 給 紿

鯵 214 鯵 85 鯵 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