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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文书与国家
———秦官僚制中的史官研究
朱

腾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古代中国，史官是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含义绝不仅限于史书的撰
写者，这在秦时颇为明显。秦史官人数众多、官称繁杂，可谓一种职位系统，且因对官文书
和行政文字的熟稔而广泛介入实际政务，并进而成为秦官僚体制的基础。 然而，这种史官
形象并不是久已有之，而是与上古时代的史官有着明显的差异，差异的逐渐形成则与先秦
时代的国家形态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文化要素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对秦史官的基本状
况及其历史来源的追溯可谓观察中国古代历史风貌的一个良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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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正如阎步克先生所指出的： “‘官谓版图文书之

一、
引言

—
—在中国古代，
‘官’很早就与版图文书密切
处’—
相关。早期史官的主书主法之责，
为战国秦汉的官

古代中国一直为历史意识所笼罩，
而将先民们

僚制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深厚土壤。行政日趋

的事迹及情感记录下来、
使其传之后世者主要就是

合理化，
中央集权日趋强化，
都不能不和‘史’的贡

史官，
所以中国史或者说史学的发达显然与史官存

”!"#
献联系起来。

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治中国史学史的先贤们也早

事实上，
学界对介入政务运行的史官们确实多

已用大量文字来论述此种关联性，可谓几无遗义。

有关照。但是，在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前，由于秦史

然而，
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代的文献中也经常可以

料的严重不足，
前辈学者对秦汉史官的考察明显表

见到与撰著历史的史官不同且活跃于行政第一线

现出重汉轻秦、以汉论秦的倾向，即便以搜罗史料

的另一种史官，
他们对传统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前

达极致而闻名的严耕望先生，
亦无法完全摆脱此种
习惯性做法的束缚①。与之相对应，绝大多数研究
成果对秦史官的叙述虽有奠基之功，
却无可避免地

收稿日期： 2017 － 12 － 05

略显粗疏、简单。这当然只可归因于条件所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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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严耕望． 中国地方
① 有关严耕望先生对秦史官的论述，
行政制度史（ 甲部：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
1997： 73 － 146，
216 － 244．
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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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苛责前人。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后，
有关秦的史料

亭，
亭有长； 十亭一乡，
乡有三老、
有秩、
啬夫、
游徼。

陡增，
在考察史官时以汉论秦的倾向也有所改变。

三老掌教化； 啬夫职听讼，收赋税； 游徼徼循禁贼

然而，
睡虎地秦简所载内容毕竟来源于墓主人喜的

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

主观选择，
它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同样存在，再加上

如之。皆秦制也。

简文释读及理解上的困难，
所以当法律史学者和部

秦县以县令或县长为长官，
其下配有作为副长

分历史学者通过简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证来探讨秦

官的县丞与县尉以及作为佐贰官的佐、史等职员。

史官时，
其目光逐渐凝聚在若干特定史官之上，比

至于乡、
里，
则只有三老、
啬夫等职官，
而未见佐、
史

如内史①。毋庸置疑，
此类研究形成了对像内史这

之类的佐贰官。此为由《汉书》追述的秦县职官的

样的史官的深刻认识，
却未能清晰展示史官们的整

基本状况。但是，在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学者们

体形象及其在官僚体制运行中的具体功能，
遗留了

对诸如秦时啬夫是否只是乡官、
亭的功能等问题的

一定的可开拓空间。近年来，
随着新简牍尤其是官

《汉书》所说
探讨已大大超出《汉书》所揭示的内容，

文书简的陆续出土和公布，
秦行政运行的实态生动

的秦县职官体系存在错误及需要补充之处已是毋

地展现在学者们的面前，
有关秦史官的资料也更趋

庸赘言的事实，这在史官问题上亦不例外。首先，

丰富，
把既有研究成果予以推进已成为可能。有鉴

《汉书》只笼统地指出秦县设有史这一佐贰官，但

于此，
本文将以简牍文献为基础并参照传世文献的

《汉官旧仪》云： “更令吏曰令史，
丞吏曰丞史，
尉吏

记载，
尝试对秦史官的概貌、他们在官僚体制中的

”也就是说，秦时，县令、县丞、县尉分别配
曰尉史。

地位及其与古代中国历史风貌之变迁的关系展开
考察。不过，在论述正式开始之前，有必要做如下
说明： 作为行政官员的秦史官的内部因地位高低而
存在着长官与佐贰官的身份差别； 虽然前者居于秦
官僚体系的上端，
但与后者相比，
其人数显然较少，
并且其处理政务的方式也多表现为纲领性指示而
非事事亲力亲为，
因此对了解秦史官的整体形象而
言，
更具有分析意义的应为后者，下文所说的秦史
官也正是以后者为限的。
二、
作为一种职位系统的秦史官的整体形象
秦史官的整体形象究竟如何？ 揆诸现有的出
土及传世文献的记载，一个直观和清晰的结论就
是，
秦史官种类繁多、数量可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
以“史”为官称的职位系统。以下将详述之。
县乃功能齐
秦的地方制度是所谓的郡县制②，
全的大行政层级的终端，
下辖乡、
里等小行政层级。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
县令、
长，
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
石。皆有丞、
尉，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是为长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

①

1981： 206； 工藤元男． 秦の内史—主として睡
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90 － 3） （ 后收入同氏．
虎地秦墓竹簡による—［J］． 史学雑誌，
1998：
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M］． 东京： 创文社，
48 － 50） ； 栗劲． 秦律通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406 －
407； 彭邦炯． 从出土秦简再探秦内史与大内、少内和少府的关系与
1987（ 5） ；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
职掌［J］． 考古与文物，
M］
．
1990： 25； 张金光． 秦简牍所见内史非
竹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4） ： 10 － 12； 高恒． 秦汉法制论考［M］． 厦
郡辨［J］． 史学集刊，
1994： 3； 蔡万进． 秦国粮食经济研究［M］，呼和
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内史”的
1996： 42，
52； 杨振红． 从秦“邦”、
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J］
．
2013（
4） ： 58 －
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 中国史研究，
59，
67 － 68（ 后收入同氏．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 续编） ［M］． 桂林： 广
2015： 17，
30） ； 等等。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有关秦的地方制度，郡县制可谓习以为常的概括。实际

上，
秦的郡县制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史记·商君列传》
提到，
商鞅变法时，
秦“集小乡邑聚为县，
置令、
丞，
凡三十一县”。也
就是说，
秦在重构地方制度时最初只设置了县，
而没有郡。《史记·
“魏纳上郡十五县”。据此，王国维在
秦本纪》又载，
秦惠文王十年，
其《秦郡考》一文中指出，“魏始纳上郡十五县，秦于是始有上郡”
（ 参见： 王国维． 观堂集林（ 卷十二·秦郡考） ［M］． 石家庄： 河北教
2003： 273） ，
育出版社，
而从其上下文之语势来看，王氏似又以上郡
为秦置郡之始。这样说来，
秦是在商鞅变法后不久补全郡县制的另
一构成要素，
中经数代秦王的努力，至秦始皇时方有“海内为郡县，
法令由一统”的局面。不过，
虽然秦郡县制并非一以贯之，但从商鞅
变法之后，
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郡、
县同时设置的，所以以郡县制
指称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地方制度不致大谬，本文此处也做同样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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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内史，
既有观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内史究竟是否为

地方行政长官、
内史与财政管理的关系及内史职能的演变等问题展
开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 高敏． 云梦秦简初探［M］． 郑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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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官旧仪》所论更
有史官以为其助手。尽管如此，

在南郡官署供职，
作为郡守或郡丞的随从人员参与

名一事则恐不妥，
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墓主人喜就

或协助工作，可能是佐史一类的南郡官署属吏④。

曾担任过安陆、
鄢等地的令史①。睡虎地秦简《编年

这显然是秦郡官衙中史类佐贰官之存在的明证。

记》又载：

另外，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收入的一条律文云：
!$#10

【四年】，
□军。十一月，
喜除安陆□史 。
有关“安陆”后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

“囗囗囗不审，
尉、尉史主者罚金各四两。当置后，
［3］240
”
从
留弗为置后过旬，
尉、
尉史主者罚金各四两。

小组认为，
此字似为“御”②； 《秦简牍合集》则认为，

律文来看，
所谓“尉”并未指向某一特定层级。既如

此字似为“邸”③。以现在已公布的简文照片观之，

此，
作为一种总称的“尉史”大概也包括了郡的尉

对此字仍很难下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秦

史。《二年律令》是汉初的现行法，距秦未远，而汉

县中应当有御史或邸史这样的史官。又，
张家山汉

承秦制又可谓通识，
因此本条所说的很可能也反映

简《奏谳书》记载了一件发生在秦王政六年（ 公元前

了秦的现实。综合上文对秦县及郡的史官设置情

241 年） 的案例，
办案人员举闾因破案有功而得到晋

况的描述，
我们大致可以认为，
在地方层面，
拥有众

升，
县丞在其晋升文书中写道：

多官名的史官的存在是各级政府的普遍现象。
至中央，
应当指出，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今狱史举
吏，
敢言之

!%#378

得微

狱……谒以补卒史，劝它

为代表的传世文献在追述秦官时大多只关注三公、
九卿等高官及其重要下属，
而此类官员辖下是否有

。

史官则不得而知。在这一点上，
张家山汉简《奏谳
秦县中还设有狱史一职可谓一目了然。进一

书》提供了些许信息。该文献记载了一个发生在秦

《汉书》所列秦县中的史官充其量只能算简单
步说，

时的女子居夫丧与人和奸案。因为该案在法律适

的概称，
且涵盖了令史、
狱史等多样化的具体官名，

用上存在诸多疑难，
所以廷尉府内部展开了颇为激

这是应当予以明确的。其次，
县之下的小行政层级

烈的争论，
参与者中就有两位廷尉史，其名分别为

是否配有史官？ 传世文献对这方面的记录颇为有

我们至少可以肯定，
秦的廷尉府是
武和申⑤。由此，

限，
但里耶秦简中却有不少与之相关的资料，下引

《汉书·兒宽传》曰： “兒宽，
设有史官的。另外，
千

简文即为一例：

乘人也。治《尚书》，
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
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

资中令史阳里釦阀阅： 十一年九月隃为史。为

”而据阎步克先生统计，汉武帝时丞相府的
卒史。

乡史九岁一日。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为令

362 名官吏之中，丞相史 20 人，丞相少史 80 人，属

史二月。□计。年

六

!&#125 － 126

。

史 162 人，
此三“史”合计已占丞相府官吏半数以

简文记述了令史釦的职场晋升之路，
其初为吏
就是从史开始的，
并且其具体职务即为乡史。这表
明，
在县之下，史官们同样有着活跃的身影。上述
两个方面的考察让我们得以对《汉书》的文字做一
定的补充： 以秦县为观察点，史官官称驳杂并在上
至县廷下至乡里的广泛行政空间中履行职责。那
么，
郡的情况如何呢？ 传世文献较少提及秦郡的史
类佐贰官的设置情况，
但周家台三十号秦墓简牍的
出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关周家台
三十号秦墓墓主人的身份，学者认为，墓主生前曾

四月，为安陆令史。七
①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载： “六年，
”（ 参见： 陈伟． 秦简牍合集（ 一·上） ［M］． 武
年，
正月甲寅，
鄢令史。
2014： 11． ）
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②

参见：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

1990： 10．
京： 文物出版社，
③ 参见： 陈伟． 秦简牍合集（ 一·上）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
2014： 23 － 24．
版社，
1999（ 6） ： 42
④ 参见： 彭锦华． 关沮秦汉墓清理报告［J］． 文物，

－ 43．
参见： 彭浩，陈伟，
⑤ 有关本案的细节及廷尉府内部的争论，
2007：
工藤元男．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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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①。面对一应史料和数据，得出如下结论似乎又

这样看来，在秦县中，无论是史，还是令史、狱

是极为自然的： 除非汉朝有创设大量官职的嗜好，

史等，
皆为概称，
它们所指向的人员是较为庞杂的。

否则，
在汉廷尉府和丞相府的史官中必然有一部分

至于郡，
前文曾提及的周家台秦简所收《秦始皇三

是从秦时延续下来的。进一步说，
既然丞相府和廷

十四年历谱》记载了史 竖、史 除、史 彻、史 但 等 人

尉府都设有官称繁多的史官，那么，其他高官难道

他们大概都是与墓主人同样的南郡官署中的
名③，

对政务都事必躬亲以至于不需要史官担任其助手

佐贰官，
且均以史为官称。可见，
在秦郡中，
史类佐

吗？ 在中央层面，
相反的情况或许才是常态。这样

贰官也是员额不少的，
因此数人与一职相对应的情

看来，
秦的中央机构内部大概也有各种史官，他们

况应当也是存在的。既然从县到中央的各级衙署

与郡、
县的史官们共同构成了秦的史官系统。

内设有各种史官，
而一个史官职位又由若干乃至数

上述文字只是说明了史官在秦的各级官衙内

十人担任，
那么史官的数量一定是相当庞大的。如

活动的事实，但若更为细致地考究上文提供的信

果再加上性质相近、官称却与史无关的尚书、主簿

息，
就能对秦史官的存在样态形成更为深入的理

“史官”的体量将更为膨胀。这又证明，
长
等官职④，

解。其一，
无论是在地方，
还是在中央，
很多史官的

官们不仅需要史官来配合其工作，
更对他们形成了

官称皆以其长官的官称为限定词，如县令之于令

一定程度的依赖以至史官系统也变得复杂化以保

史、
廷尉之于廷尉史等。这既清晰地界定了史官们

证行政的顺利运转。可以说，
史官在各级政府中已

的佐贰官身份，
也表明各类长官几乎都配有史官乃

超越了简单的存在意义而成为一种必需。
尽管如此，朝廷给予史官们的待遇却难言优

秦官僚体制的基本构造之一，
史官大概也因其所附
随的长官的职能之别而产生了一定的分工。其二，

厚。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收《仓律》条文云：

另有一些史官的官称如狱史、
卒史等虽与狱讼之类
的具体政务挂钩，
因而不能直接展示此类史官与长

□□□□□不 备，令 其 故 吏 与 新 吏 杂 先

官的关联性，但不能认为狱史等具有很强的独立

（ 索） 出之。其故吏弗欲，
勿强。其毋（ 无） 故吏者，

性。毋宁说，
或许正是因为狱讼等政务的专业化相

令有秩之吏、
令史主，
与仓□杂出之， （ 索） 而论不

对较强，
所以朝廷才通过官称来显示狱史等史官是

备。杂者 勿 更； 更 之 而 不 备，令 令、丞 与 赏 （ 偿）

以其专业化知识为长官服务的。其三，
上文在分析

不备

［2］65

。

秦中央机构内的史官时已指出，如廷尉史、丞相史
等职位有着复数的担任者，
但这种现象并非中央官

有关该条中的“有秩”一词，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

府所专有。里耶秦简的一段简文记载了迁陵县县

理小组注曰： “秩，俸禄。有秩，见《史记·范雎列

令、
县丞于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 221 年） 对令史

传》‘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
指秩禄在百石以上的

行庙的时间安排，
其第一句为“十一月己未，
令史庆
行庙”，
随后又以同样的格式罗列了“十一月己巳，
行庙”“十二月戊辰，
令史阳行庙”等十五项

令史

“令史庆”“令史 ”“令史阳”等
内容②。毋庸置疑，

① 参见：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 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
2001： 75．
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② 参见： 陈伟． 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 1 卷［M］． 武汉： 武汉大学

皆为“令史 + 人名”的合称，
也表明秦县中的令史之

2012： 78．
出版社，

职同样 有 复 数 担 任 者。又，岳 麓 书 院 藏 秦 简 简

③ 参见： 陈伟． 秦简牍合集（ 三）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8 － 11．

文云：

④

今狱史触、
彭沮、
衷得微难狱，
磔辠（ 罪） 一人。
［5］

为奏十六牒，
上

。

有关这一点，阎步克先生就指出： “秦国的称‘史’之官数

量众多，
工作繁忙，
甚至还催生了一些虽不称‘史’，
但性质相近的官
职，
传发书奏的‘尚书’就是一例……此外又如‘主簿’一职。‘簿’
即簿书，
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署都设有主簿。《风俗通》佚
文： 秦昭王遣李冰为蜀守，
与江神斗，
其主簿刺杀江神。可见主簿也
”（ 参见：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 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
是秦官。
2001： 74 － 75． ）
集［M］． 上海：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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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官吏。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 汉制计秩自百

高的长官们。如此看来，至少从制度上说，佐贰之

［6］

”
石始，
百石以下谓之斗食，至百石则称有秩矣。

史不仅薪水微薄，而且其特权也难称优渥，待遇不

令史列于有秩吏之后，
这说明秦县中的令史的秩级

佳可谓史料展示出来的秦史官之整体印 象 的 一

乃百石以下的斗食，其薪水之低可想而知。那么，

部分。

狱史又如何？ 在前引《奏谳书》所载狱史举闾因功

至此，
一应文献所展示出来的秦史官的整体形

升迁的实例中，
其人晋升的结果为担任卒史①。前

象已然明确，
即人数众多、
职位庞杂且待遇较差，
可

引《汉书·兒宽传》又提到兒宽曾任廷尉文学卒史

谓实实在在地处在官僚体制的底层。这一整体形

’
一职。对此，
注云： “臣瓒曰： ‘汉注： 卒史，
秩百石。

象让人不禁产生如下疑问： 史官们究竟具有何种特

’”汉廷尉府卒史的秩级不过百
师古曰： ‘瓒说是也。

质使其赢得了长官们的高度重视？

石，
汉郡卒史的秩级想必也不会高于百石，这种情
况在秦应该无大差异。可见，
职位不及卒史的狱史

三、
官文书与行政文字： 史官的胜场

的秩级大概也不会超过百石。秦县中的史官秩级
较低这一点已得以明确，
郡中的佐贰之史的秩级是

有关上一节末尾抛出的问题，
如果要先予以回

否会有大幅度提升？ 对卒史而言，
答案基本上是否

—
—“史”。这似
答，
答案就是史官们所共享的官称—

定的。同时，
上文曾论及周家台秦墓的墓主人似为

乎是一句毫无解释力的无用之语，
但无用的背后却

南郡官署中的佐史，
但周家台秦墓的形制规格及随

“史”字意味着
隐藏着可谓大用的深刻逻辑。那么，

葬器物甚至不如身为秦县令史的喜所安葬的睡虎

什么呢？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收《内史杂

所以郡之史官的秩级恐怕未必高
地十一号秦墓②，

律》规定：

于县的令史。当然，
墓葬的简陋也可能出于墓主人
崇尚节俭的品格。不过，
倘若以秦郡卒史的秩级为
参照，
周家台秦墓的墓葬实态应确为墓主人之收入

有事 请 殹 （ 也 ） ，必 以 书，毋 口 请，毋
（ 羁） 请［2］146 。

状况的投影，
这进一步说明了秦郡中的佐贰之史的
收入微薄。至中央一级，
虽然以中央为行政层级最

可见，
秦对行政运行方式有强行要求，
即官吏

高端之故，
其中的史官想必多有比郡、县之史秩级

应通过官文书说明自己对公务的处理情况，
而不可

《汉书·刑法
高者，
但以兒宽为廷尉卒史而得薄禄、

亲自或托人以口头为之。这样一来，
大量官文书的

志》又曰廷尉史“任轻禄薄”观之，
汉中央各高官下

做成实乃理所当然之事，以记事见长的史官们则

辖的大部分史官的秩级似乎不会很高，
这种情况估

成了 官文书的抄写、
制作或保管者。
可以说，
正是史

计也适用于秦。所以，
综合上文对秦的各级史官之
秩级的考察，
可以认为，
秦史官大概是收入堪忧的。
不仅如此，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

如其中一例就
① 此类事例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也有若干，
说： “令曰： 狱史能得微难狱，【上。今狱史洋】得微难狱，【……】为

以县官事殴若詈吏，耐。所殴詈有秩以上，及
［3］108

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
皆黥为城旦舂

。

奏九牒，
上……绥任谒以补卒史，劝它吏，卑（ 俾） 盗贼不发。敢言
”（ 参见： 朱汉民，
之。
陈松长． 岳麓书院藏秦简（ 三） ［M］． 上海： 上海
2013： 180 － 181． ）
辞书出版社，
②

这就是说，
在距秦未远的汉初，
若官吏在执行
公务时遭到殴打或谩骂，
则根据官吏的秩级区分殴
打或谩骂者的刑罚。考虑到秦的中央集权体制和
包括佐贰之史在内的小吏们在执行公务
等级制③，
时受到法律的保护程度很有可能也远低于秩级较

有关周家台三十号秦墓在形制规格及随葬器物上与睡虎

地十一号秦墓的对比，
参见：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关
2001： 158．
沮秦汉墓简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③

一直以来，
法律史学界都认为，
秦律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其对等级精神的贯彻程度远不如后世的儒家化法典。但是，近年
来，
随着简牍所载秦汉律的不断公布，
已有学者反思这一通识，并认
为秦律与汉律对等级制的维护可谓异曲同工。（ 参见： 杨振红． 从出
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
2010（ 4） ： 75 － 106． ）
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J］． 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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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陵丞敬的批示。在这三人中， 的出现应引起关

书后对毋死所戍守的迁陵县下达的“以律令从事”

注。本文第一节在论证秦县中的某史官并未与特

的命令。以此四部分观之，
官文书的流转线路是极

定的个人相对应时曾提到秦始皇二十六年迁陵县

为清晰的，
即他郡下属的阳陵县→洞庭郡→洞庭郡

令和县丞对辖下令史行庙的时间安排，
而在众令史

下属的迁陵县，
而确保每一个环节顺利进行的重要

中就有一人名为

力量当然就是“某手”中的“某”这样的佐史之官。

。既然如上引官文书简所示，

撰写文书的时间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那么，在一

概言之，
无论是乡与县、
县与郡，
还是县与县之

年这么短的时间范围和在迁陵县廷这一固定的地

间的行政事务，
其实都是以官文书不断流转的方式

域范围内，
想必不会出现前
“ 手”中的

非后

的巧合，所以

无疑是史官。这样看来，如果说兼、

被处理的，
而史官就是官文书的抄写、
制作者，
当然
也应是其保管者②。至于郡与中央之间的政务处理

庆、
兵以及上一段提及的气、
壬、
欣等数人很有可能

方式，
尽管缺乏足够丰富的史料详加论证，但以秦

大多为史官，
那或许是合理的。换言之，
乡与县、
县

郡及中央机构中史官的广泛分布来看，
涉及各类行

与县之间的界内、
跨界行政事务的处理几乎都是在

政事务的官文书的流转也应当是普遍现象。由官

史官们的笔尖上完成的。

文书推动的行政运行自然有其优势，
它既可以促进

如果将目光上移到郡一级就会发现，
在由县到
郡的官文书流转过程中其实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行政的高效化，
也可以在行政的某一环节失灵时迅
速地明确并追究责任。比如，在阳陵县的事例中，
阳陵县方面的官文书提到毋死“戍洞庭郡不知何

A、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
司空腾敢言之： 阳

县、
署”，
这显然是因为洞庭郡方面对戍卒的登记疏

陵宜居士五（ 伍） 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

忽所致； 阳陵县守丞庆又不无抱怨地指出“未报，
谒

戍洞庭郡不智（ 知） 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

追”，
据此就可追问洞庭郡为何一年多时间内怠于

【司
言洞庭尉，
令毋死署所县责以受（ 授） 阳陵司空，

回复阳陵县的追债请求。正因为以官文书为媒介

【家】
空】不名计，
问何县官计？ 年为报。已訾其家，

的行政方式存在诸多优势，所以，正如里耶出土的

贫弗能入，
乃移戍所。报署主责（ 债） 发。敢言之。

一万七千多枚有字简大多为迁陵县所保管的官文

B、
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厨敢言之： 写上，谒报，

秦各县廷、
郡府、
中央官署每年所
书和簿籍一样③，
收发的文书必然像雪片一样纷纷飞来。《史记·秦

【报】署金布发。敢言之。 / 儋手。
C、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
阳陵守庆敢言之：

始皇本纪》载：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上至以
”裴骃《集
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未报，
谒追，
敢言之。 / 堪手。
D、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 假） 尉觿

”这就是说，
解》注曰： “石，
百二十斤。
连年近五旬的

谓迁陵丞： 阳陵卒署迁陵，
其以律令从事，
报之。当

秦始皇每日都要处理将近一百二十斤的简牍官文

［7］

【腾】。 / 嘉手。以洞庭司马印行事。敬手 。
腾，
这段简文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与上一段所引简
文一样亦为追债，
只不过官文书的发送目的地从县
变成了郡，
其原因无非就是阳陵县不在洞庭郡辖区
欠债人毋死在洞庭郡的何处，
内①，
戍守并不明确，
需要洞庭郡查实。简文由四部分组成： A、
阳陵县司
空腾对县廷发出的要求县廷向洞庭郡寄送追债文
书的申请； B、
阳陵县守丞厨对洞庭郡发出的追债请
求； C、
阳陵县守丞庆因守丞厨的请求未得洞庭郡回
复而再次发送的追债文书； D、
洞庭假尉觿在收到文

参见： 晏昌贵，钟炜． 里耶
① 有关此处出现的阳陵县的地望，
秦简牍所见阳陵考［EB / OL］． （ 2005 － 11 － 03） ［2017 － 09 － 15］． http： / / www． bsm． org． cn / show_article． php？ id = 37．
②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内史杂律》规定： “毋敢以
火入臧（ 藏） 府、
书府中。吏已收臧（ 藏） ，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
”其大意是说，各类官文书被保管
火，
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

入库时，
官啬夫等应消除火灾隐患，令史则须经常巡视府库情况。
令史之所以承担巡视之责，无非就是因为其为官文书的保管者。
（ 参见： 陈伟． 秦简牍合集（ 一·上）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50． ）
③ 参见： 陈伟． 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一卷） ［M］． 武汉： 武汉大
2012： （ “前言”） 2． 另外，有关县廷在文书行政中的重要
学出版社，
地位，
还可参见： 土口史记． 戦国·秦代の県—県廷と「官」の関係を

めぐる一考察—［J］． 史林，
2012（ 95 － 1） ： 27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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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秦官吏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此种情况

参与清点、保护并最终将实情记录备案的。再则，

下，
政务缠身的长官们① 如果不依靠佐贰之史来处

前文曾多次提到令史行庙，
这表明史官还介入了祭

理文书，
岂非各个精力透支、
苦不堪言？ 进一步说，

祀活动。一应事例其实已经相当清晰地指出，
由于

以官文书为视点，
秦帝国的外在形象似乎就是官道

官文书的涉及面十分广泛，
因此与官文书密切相连

上随时可见的飞奔着的文书传送者加上官署内随

的史官们也广泛地参与了秦帝国的治理。考虑到

处可见的拿着刀和笔伏案书写的史官们。即便如

前文所列“循名责实”的原则，
此种参与也不可能只

此，
也许仍会有如下质疑： 史官们的职责只不过是

行庙
是形式性地做样子，
如“执”“诊”“比黎为户”、

记录或抄写长官们的意见，
因此其重要性有可能被

等行动无一不具有实质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高估。但是，
长官们的意见的形成难道就没有史官

史官是各类行政事务的真正操办者，
长官们只不过

们的建言掺杂其间吗？ 众所周知，
秦崇奉“明主治

是根据他们制作的文书做出决断，
而在决断的过程

［8］

对官吏的管理则实行“循
吏不治民” 的法家哲学，

中很可能又听取了史官们的建议③。在某种程度上

“为人臣者陈而言，
名责实”的原则，
君以其言授之

说，
这可以被概括为史官职能的大幅度衍生。

事，
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
［9］

毋庸置疑，
长官们理应了解作为小吏的史官们

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如此一来，面

的职能扩张，
但为何似乎又对此种扩张持顺其自然

对各类行政事项，
长官们恐怕不会在未做调查的情

的态度呢？ 其原因，
一方面，
如前所述，
当然是长官

况下贸然做出决定。同时，
既然官文书的制作者是

们事务繁忙，
无力顾及官文书的书写、
制作等问题；

史官们，
那么长官们就会自然地令史官们走向政务

另一方面恐怕也在于史官们自身所具备的职业素

处理的第一线以确保官文书的抄写等言之有据并

质，
但这种职业素质又是如何养成的呢？

进而避免被追责。于是，
研究者们就可以在睡虎地

（ 二） 文字与史官职业素质的养成

秦简《封诊式》中频繁地看到这样的记载：

睡虎地秦简的简文收入了一条律文： “非史子
［2］148
”
张家
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辠（ 罪） 。
殹（ 也） ，

□□□爰书： 某里公士甲自告曰： “以五月晦与

山汉简《二年律令》亦云：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

同里士五（ 伍） 丙盗某里士五（ 伍） 丁千钱，
毋（ 无）
”即令【令】史某往执丙。
它坐，
来自告，
告丙。
爰书： 某亭求盗甲告曰： “署中某所有贼死、结
”即令令史某
发、
不智（ 知） 可（ 何） 男子一人，
来告。
［2］292，
306

往诊。令史某爰书……

也就是说，
在刑案发生时，
令史总是被派往案
发地了解情况并制作爰书。其之所以如此，
大概是
因为秦的诉讼文书包含着“定名事里”（ 即当事人的
而此类信息大多是记
名字、
案情、
住所） 这一要素②，
录在史官们所保管的名籍簿中的。又，《秦律十八

有关长官们所需处理之政务的繁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
八种》所收《戍律》对县尉之职责的规定就是一个例证。据于豪亮
①

先生总结，
县尉依律征发人戍守，
如不当戍守者被征发，县尉要受处
分； 戍守的人应修补城墙，县尉要时常去检查。也许正是因为县尉
事务繁多，
正如对秦国之事多有记载的《商君书·境内》及《墨子·
备城门》所说，
秦国一县竟有四尉。（ 参见： 于豪亮． 于豪亮学术文存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0． ）
《封诊式》“有鞫”就记载： “敢告某县主： 男
如，
睡虎地秦简
②
’可定名事里，所坐论 云 可
子某有鞫，辞曰： ‘士五（ 伍） ，居某里。
（ 何） ，
可（ 何） 辠（ 罪） 赦，或（ 又） 覆问毋（ 无） 有，遣职者以律封守，
”（ 参见： 陈伟． 秦简牍合集（ 一·上） ［M］．
当腾腾，
皆为报，
敢告主。
2014： 286．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③

日本学者宫宅洁在考察秦汉的审判制度时曾提出“狱吏主

导型”审判模式这一概念，其具体内容为“下僚起案，上官裁决”。
（ 参见： 宫宅洁． 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

种》中的《效律》条文云：
入禾，
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
籍之曰： “其
［2］139

”
廥禾若干石，
仓啬夫某、
佐某、
史某、
禀人某。

见［G］/ / 杨一凡，
寺田浩明，籾山明． 中国法制史考证 （ 丙编 第 一
2003： 316 － 318． ） 宫宅
卷） ． 徐世虹，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氏的研究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长吏与小吏在政务活动中承担不同职
能的一个事例，
却颇具参考价值。可以想见，在史官广泛介入政务
的情况下，
包括史官等在内的小吏承担大量的工作、长官则在其工

可见，
在政府收禾的场合，
史官也是亲临现场，

作结论的基础上做出裁决这种权力运行机制不可能只存在于诉讼
的场合，
相反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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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腾： 职位、
文书与国家———秦官僚制中的史官研究

史、
卜、
祝学童学三岁，
学佴将诣大（ 太） 史、
大（ 太）

著习字教材的目的难道真的只是改变书体而已吗？

卜、
大（ 太） 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

之前，
由于《苍颉篇》早已佚失，
对这一问题恐怕难

［3］296

看来，
只有史官之子才可以到所谓学室学

以作答。然而，
几种简牍《苍颉篇》的陆续公布带来

习乃秦至汉初的硬性规定。那么，学的内容是什

了希望，
这里将着重介绍的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么，
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 目前已有的秦史料并没

中的《苍颉篇》。据整理者朱凤瀚先生介绍，
该文本

有透露相关信息，
但《二年律令·史律》中却有如下

所存已佚失的《苍颉篇》的文字最多，
基本保留了秦

条文：

代原本的面貌②。其记录的文字以同韵分类，如在

”
之。

［10］71
“职合韵部”项下就列有“逋逃隐匿，
往来眄睐”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 讽） 书五千字以上，
乃得为史。有（ 又） 以八

（ 体） 试之，郡移其八

数字，
而“逋逃”“隐匿”皆为秦律中的重要概念③。
又如，“幽 宵 合 韵 部”项 下 有“币 帛 羞 献，请 谒 任
［10］95

等字，
其中的“谒”“辜”亦可谓秦汉律的惯

（ 体） 课大（ 太） 史，
大（ 太） 史诵课，
取冣（ 最） 一人以

辜”

为其 县 令 史，殿 者 勿 以 为 史。三 岁 一 并 课，取 冣

用语④。至于“支脂合韵部”所载“齮龁痍伤，殴伐

（ 最） 一人以为尙书卒史［3］297 。

捕
疻痏，
胅睛盲。执囚束缚，
讯论既详”“寇贼盗杀，
［10］114，
121

略问谅”“库府廥厩，囷窖廪藏”

等文句则几

由《二年律令》所载反推秦的情况，
或可解决上

乎就是罪名及其构成要件、诉讼程序、仓库管理等

面的两个疑问： 史学童所学的应当是文字，而其学

事宜的真实再现了。如此说来，
李斯等撰写习字教

习的目的自然就是成为史官。这其中的联系也是

科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文字的简化，
也是试图在内

清晰可辨的，即史官以官文书为基本工作对象，而

容上突出与政务相关的一应信息以便史学童们既

官文书当然要通过文字写下来。问题在于，
此类文

了解朝廷体制，
又尽快地适应制度名词俯拾皆是的

字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于史学童能通过学习

官文书的写作要求。否则，
如“疻”“痏”之类的难解

而具备担任史官的职业素质。

字又有什么学习的必要呢？ 当然，
不能排除个别史

循此思路，
考察秦时的习字教材可以说是顺理
成章的。《汉书·艺文志》载：

学童以学习生僻字为嗜好，但此类人物又有多少？
所以，
可以说，史学童们所学习的文字使他们很早
就与官文书捆绑在一起，
日复一日地学习令他们的

《史籀篇》者，
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

职业素养逐渐提升，
其考试合格者就能较为顺利地

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爰历》六章者，
车府令赵高所作也； 《博学》七章者，
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籀篇》，
而篆体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

复颇异，
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

”以秦国对“以法为教”的强调论，若非赵高为精通
事，
胡亥私幸之。

狱多事，
苟趋省易，
施之于徒隶也。汉兴，
闾里书师
《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
合《苍颉》、
章，
凡五十五章，
并为《苍颉篇》。

法律之专才，
秦始皇断不至于令赵高担任胡亥在法律方面的授业
师。
② 参见： 朱凤瀚． 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的新启示［G］/ / 北京
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一） ． 上海： 上海古籍出
2015： 170 － 180．
版社，
③

上引史料指出，
秦时有《苍颉篇》《爰历篇》《博
学篇》三种习字教材，
至汉时“闾里书师”将三者合
秦时编三种习字教材
编为《苍颉篇》。《汉志》认为，
的目的在于将《史籀篇》所载的大篆简化为小篆。
但是，
李斯为秦帝国行政体系的一手缔造者，赵高
胡母敬又恰为史官，
此三人撰
对秦律令熟稔于胸①，

‘乏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就提到： “可（ 何） 谓‘逋事’及
（ 徭） ’？ 律所谓者，
当

（ 徭） ，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

‘逋事’； 已阅及敦（ 屯） 车食若行到

（ 徭） 所乃亡，皆为‘乏

（ 徭） ’。
（ 徭） 、使，
”“可（ 何） 谓‘匿户’及‘敖童弗傅’？ 匿户弗
”（ 参见： 陈伟． 秦简牍合集（ 一·上） ［M］．
弗令出户赋之谓殹（ 也） 。
2014： 262．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就规定： “斗伤人，而以
④ 如，
”（ 参见：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 二年律令与
伤辜二旬中死，
为杀人。
2007： 99． ）
奏谳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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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法

学

完成向史官的过渡以应对疲劳的官文书生涯。不

为此，
篆书大概也多出现在重要文书中，且逐渐经

过，
北大简所收《苍颉篇》中还有“汉建天下，
海内并

篆文俗体而演变成隶书①。毋庸置疑，隶书使书写

［10］77

等文句，
这表明该文献确实是经过汉朝人整

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既可以满足普通人的书写要

理的。而且，
其保存原《苍颉篇》文字的数量尽管远

求，
也有助于高频率文字写作任务的完成，而在战

胜于其他出土文献，但也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七个，

国秦汉时代，需要高频率传抄的很可能就是官文

约占原《苍颉篇》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强，
因此若说该

书，
日日面对文字的大概也就是官吏尤其是史官

文献的证明力还须补强，
那也是极为自然的。《汉

们。所以，
裘锡圭先生认为： “隶书显然是在战国时

书·艺文志》云： “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

代秦国文字俗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隶书

”可见，
……皆《苍颉》中正字也。
汉朝史学童经常接

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经常使用文字的官府书吏一类

触的习字教材《急就篇》与《苍颉篇》存在承继关系，

［12］
”
另外，
如果从书写速度这
人一定起过重要作用。

而《急就篇》就有如下内容：

一视角跳出，就会发现，隶书另有一种与官文书相

厕”

关的功效。日本学者冨谷至曾在分析汉简上的文
宦学讽诗孝经论，
春秋尚书律令文……迹行上

字所展现出来的悬针、波磔等书法运笔之后指出，

究为贵人，丞相御史郎中君……远取财物主平均，

汉隶是一种能够在整体视觉效果上给予官文书以

皋陶造狱法律存。诛罚诈伪劾罪人，
廷尉正监承古

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书体，
此之谓“史书”②。冨谷先

先。总领烦乱决疑文，
变斗杀伤捕伍邻。亭长游徼

生的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
但只要稍微对比一下作

共杂诊，
盗贼系囚榜笞臀……籍受证验记问年，闾

为冨谷氏之样本的“令”“之”等字在汉隶和秦隶中

里乡县趣辟论。鬼薪白粲钳釱髡，
不肯谨慎自令然

的写法（ 如汉隶中的“

……疻痏保辜謕呼号，
乏兴猥逮诇讂求。辄觉没入

发现，
所谓悬针云云其实并不是汉隶所独有的形

［11］

檄报留，
受赇枉法忿怒仇

。

”与秦隶中的“

”） ，
就会

象，
作为汉隶之前身的秦隶已有曼妙的舞姿，只不
过不如汉隶夸张罢了。这就是说，
在秦隶的演变过

在上引文句中，
起始的“宦学”二字即表明其下

程中，
史官们为了凸显官文书较之其他文件的感观

文字皆与宦途有关。具体说来，
除了最初两句强调

差异，
遂通过不断书写摸索出了官文书文字的某些

儒家经典的重要性而体现出汉代重儒学的官方论
调之外，
其他语句涉及官职、罪名、户籍、刑罚等各
类事项，
无一不是贯穿于秦汉时代的制度名词的汇
编。这进一步证明，
从《苍颉篇》至《急就篇》的习字
教科书具有内在的行政化风格，
此可谓史学童所学
文字的内容特征。
除了内容特征之外，
史学童所学文字应当还有
形式特征，
此即《二年律令·史律》所说的“八体”。
所谓“八体”大概是指《说文解字》罗列的八种字体：
大篆、
小篆、
刻符、
虫书、
摹印、
署书、
殳书、
隶书。对
从刻符至殳书五者来说，
其名字已显示它们各有专
用，
但从其书写难度或材料来看，与日常写作的关
联度应当是较为有限的，
甚至可以说多数适用于以
官府为代表的正式场合，如刻符即为如此，因为在
当时，
需要用到玺印者大都不是普通百姓。篆书精
美且端庄，
但书写不便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正因

①

1988：
参见：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68．
——竹簡·木簡の時代
② 参见： 冨谷至． 文書行政の漢帝国—
［M］．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149 － 167． 不过，有关“史
书”的含义，
除了冨谷先生认为“史书”为书体之外，张金光、阎步克
等先生也强调的类似的观点，只不过说法略有不同。（ 参见： 阎步
克． 乐师与史官： 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M］． 北京： 三联书
2001： 102 － 103； 张金光． 秦制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店，
2004： 716． ） 于振波先生的主张有所不同，他认为，“史书”是一种书
面表达能力，
与字体无关。（ 参见： 于振波． 秦汉法律与社会，长沙：
2000： 212 － 215． ） 刘涛先生的观点具有调和的意
湖南人民出版社，
味： “‘史书’是由官名的‘史’或者字书《史籀篇》而得名……具体语
境里的‘史书’，
意义是多向的。当古代史家用‘能史书’、‘善史书’
记述某人时，
大多是称道他们擅长‘八体六书’之类书体的识写，或
”（ 参见： 刘涛． 长沙东
某种书体的书写技能，
是个宽泛模糊的说法。
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兼谈汉朝课吏之法、“史
书”与“八体六书”［G］/ /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研究所．
2006： 92． ） 也就是说，“史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书”的基本含义是书体，
或许由于与书写密切相关，
而衍生出了其他
含义，
所以上述诸位先生的主张其实是可以共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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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运笔方法。此刻，
倘若重新将书写速度纳入视

有骄傲的资本。简牍的记载应当不是伪造的，
这只

野，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秦隶视为与官文书

能说明秦帝国成立之前的中国社会曾发生激烈的

写作相配合的书体。其之所以如此，
大概是因为秦

变革，
律文规定与社会现实有所脱节。那么，史官

隶本身就是随着官文书越来越多地介入行政沟通

从精英家族之成员向职业官僚的转化究竟暗藏着

而成长起来的。由秦隶再反观“八体”，
史学童们所

古代中国多少文化密码呢？

学习的虽然只是文字的各种写法，
但其背后却是区
分不同书体的使用场合以及高速和准确撰写官文
书的能力，
这如同文字的内容特征一样有效地塑造

四、
从先秦走来： 国家形态的演变与秦史官之
角色的形成

了未来史官们的职业素养。

要破解与史官有关的古代中国的文化密码，
首

综上所述，
无论是从内容特征还是从形式特征

先需要考虑的是上古中国的国家形态。在这一点

上说，
史学童所学习的文字都是与政务及官文书相

上，
古史学家已根据考古发现来印证传世文献中的

对接的，
在某 种 意 义 上 或 许 可 以 名 之 为“行 政 文

“天下万邦”“天下万国”等记载并认为，在上古中

史官们在其求学阶段其实已对官文书
字”。由此，

国，
崇奉神灵和不同祖先的各个血族会在其定居点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这种认识又在其成为史官

夯土筑城以保护本血族的安全，
而当血族壮大之后

之后通过实际操作和日常文字练习而得到强化以

又会分出一部分成员迁徙至他处重新筑城，
这些前

至于其独特的职业能力也不断得到提升。当然，
我

上古中国不
后兴起的城大概均被称为“邑”。所以，

们不能说长官们目不识丁或者面对官文书手足无

似现代中国由各个地域紧密结合而成，
而是由星罗

措，
但史官的职业能力应使他们处理官文书的效率

棋布且存在血缘纽带的邑组合起来的共同体，
在邑

和准确度高于长官们。在长官们忙于各类政务的

与邑之间又存在着大片空地①。可以想见，邑的规

情况下，
官文书和文字顺理成章地共同构筑起了史

其居民也不会太多，
能决定血族事务
模大多较小②，

官们的胜场。可以说，
史官—行政文字—官文书这

的领袖人物当然就更少了。不过，由于开发程度、

一链条揭示了深入秦官僚体制运行的史官之“史”

地理位置、
资源储备等方面的差异，若干大邑的存

与作为史书撰写者的史官之“史”的极大不同。然

在也是极为自然的。于是，
众小邑就推崇如夏、
商、

而，
另一个问题是，
前引睡虎地秦简等资料揭示，
法

周那样威望最高的统治大邑的血族为天下共主以

律曾把学习如何成为史官设定为史官之子的特权，

维持秩序、
确立各邑的地位以及共同防范周边蛮族

这表明担任史官似乎是家族事业。又，在《史记·

的入侵。可以说，
由天下共主所维系的作为血族聚

太史公自序》中，
司马迁追述了司马家世代为史的

居地的诸邑的并存就是上古中国的国家形态，
正是

经历：

这种国家形态帮助史官取得了重要地位，
以下将分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
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
王时，
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一段不乏骄傲的文辞既体现了司马迁对家族
既往荣光的无限怀念，
也表明史官的地位曾经相当
高。但是，
若以秦官僚机构中史官的遍在来看，他
们不大可能全部都是史官家族的后裔，
而且作为严
丝合缝地植入庞大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
他们也没

2003：
① 参见： 童书业． 春秋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92； 张光直． 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一个青铜时代的 例 子
［G］/ / 黄宽重、
邢义田、
邓小南总主编，王健文，主编． 台湾学者中国
2005： 4 －
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
9 － 10； 松丸道雄． 殷周春秋史总说［G］/ / 佐竹靖彦． 殷周秦汉史
2008： 4； 李峰． 西周的
学的基本问题． 吕静，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政体： 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吴敏娜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0： 160，
270 － 296．
”
以与南遗。
② 《左传·昭公五年》云： “竖牛取东鄙三十邑，
竖牛给予南遗的礼物是三十邑，如果邑规模宏大，这样的礼物未免
过于厚重。类似的记载在《左传》中还有不少，
而春秋时期的邑又多
有从上古时代遗留下来者，所以上古时代邑的规模应该也是较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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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几个方面展开论证。

法

学

可就战争、
立君、
迁都这三件大事向国人征询意见，

第一，
在血族意识强盛的时代，
祖先和神明是

此所谓“三询”； 在治朝，
士以上身份者集合处理日

至高无上的。居住在邑中的血族领袖一方面要代

常政务； 在燕朝，
与近臣、
宗族举行合议④。这就是

表本族成员祭祀祖先和神明以祈求他们的保佑，
如

说，
当时的建筑设计也充分考虑到了议政的需要，

［13］

刘康公所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 另一方面也

真正举行议政、广泛听取意见的君主则获得了美

要依托祖先和神明的权威展开有效的统治，
其具体

在
誉，
如卫武公就被称为“睿圣武公”⑤。毋庸赘言，

方式就是占卜。祭祀活动本身和占卜的结果皆需

议政的场合，参与者应当畅所欲言，自然也须言之

记录下来，
遂有甲骨卜辞的问世，而其执笔者应为

有据。那么，
根据从何而来呢？ 高木氏提供了颇为

卜辞中经常出现的贞人，他们大概就是最早的史

精辟的答案： “当时的人们探求生存智慧的素材无

史官保管着既往事件的一应信息
官①。也就是说，

非就是历史，即自己及祖先的经验，本国或他国的

亦即历史资料。进一步说，
因为史官们经常记录各

政治、
社会及战争、祭祀等人们一切活动的集成。

类事件，
能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也是理所当然的，

”
换句话说，
历史本身就是知识的源泉。

而在科学尚不发达的上古年代，
规律又往往被归结

历史具有如此重要的论据价值，所以我们就能在

为天意，
所以史官们似乎也就成了天道的掌握者。

《左传》所记载的君臣对话中频频看到以“昔”开头

这反
由此，
史官可以预言各类事件的走向和结果②，

而君臣对话本身能被详细地记录下
的历史回顾⑥，

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通天”形象。于是，天上、人

来的理由大概也就是为了供后人借鉴。在这种情

间的勃勃脉动好像都已为史官所洞悉，
他们俨然担

况下，
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议政

当着知识权威的角色。

者的发言分量。然而，有关历史问题，有谁能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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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

第二，
在诸邑并存的状态下，
由于邑的人口数

不断记录、
阅读和整理历史资料而成为知识权威的

并不大，
居民又多为血族的成员，且其中不乏能对

史官更有发言权呢？ 可以说，
在记载战国之前史实

因此邑的行
邑的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所谓国人③，

的传世文献中经常能够找到史官们侃侃而谈的发

政决策基本上是通过讨论亦即“议”而非宸衷决断

言形象，
这无非就是当时的议政状况的真实反映。

的方式作出的。《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就提到
了“载驰载驱，
周爰咨诹”“载驰载驱，
周爰咨谋”等
诗句，
而《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师旷对晋侯追忆
的古代理想政治也内藏着议政这一要素：

其
① 《甲骨文字典》对甲骨文中“史”的字义的解释有四项，
中之一就是“贞人”。（ 参见：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M］． 成都： 四川
2014： 317． ）
辞书出版社，
史官对事件的预言在《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可谓俯拾皆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是，
如
载：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
区、
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 ‘虢其亡乎！ 吾闻之： 国将兴，
②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为之贰，
使师保之，
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
诸
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
工、
商、
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
赏之，
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
以补察其政……故《夏书》曰： “遒人
”
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
工执艺事以谏。

听于民； 将亡，
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
德，
其何土之能得！ ’”
③

如： 《左传·哀公元年》载：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

公朝国人而问焉，
曰： ‘欲与楚者右，
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
’”有关国人的更详细的研究，参见： 吉本道雅． 中国先秦史の研
党。
2005： 207 － 250．
究［M］． 京都：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中国文化の核心
④ 参见： 高木智见． 先秦の社会と思想—
［M］． 东京： 创文社，
2001： 223．
犹箴儆
⑤ 《国语·楚语上》曰：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

另外，
日本学者高木智见在综合考察了焦循的
《群经宫室图》及任启运的《朝庙宫室考》后指出，
当
时，
天子、
诸侯的朝廷从常住的宫室路寝起，
依次为
燕朝、
治朝、
外朝，
这三者合称为“三朝”。在外朝，

52

于国，
曰： ‘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
苟在朝者，
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
’
恪于朝，
朝夕以交戒我； 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
……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
”
谓之睿圣武公。
⑥

《左传·僖公六年》云： “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
如，

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
’楚子从之。
”
其缚，
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
礼而命之，
使复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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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我们完全可以把史官视为当时的核心决策层

是与上古时代的国家形态相配合形成的，
也使担任

的重要成员，
或者说是高木氏所概括的“智囊思想

史官成为了一种荣耀。至周平王东迁之后，
虽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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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大成者”

国的国家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史官的状况

。

第三，
在上古中国，文字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已有所不同。首先，由于西周的灭亡，大部分贵族

首先，
文字经常用来书写占卜、
祭祀之事，
这令如甲

纷纷逃离旧都，
其中当然就有史官。《左传·僖公

骨文一般的文字本身弥漫着一定的神秘性和权威

二十二年》就说： “初，
平王之东迁也，
辛有适伊川，

性。再则，
青铜器是当时的所谓重器，而据日本学

”《左传·昭公十五年》又云：
见被发而祭于野者。

者松丸道雄研究，居住在诸邑的诸侯、贵族所拥有

”这表明，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
于是乎有董史。
像

的青铜器大概有两个来源： 一是王（ 主要指周王） 邀

辛有之子董这样的王室史官在进入春秋年代之后

请诸侯们参加祭祀，
通过一整套宗教仪式向诸侯们

已为诸侯所收容，
历史知识和文字的扩散将难以避

传递王的独一无二的宗教权威，随后把祭祀的内

“学在四野”即可谓此种现象的概括。由此，史
免，

容、
过程等用文字记录下来并铸刻在青铜器上，颁

官的重要性略呈下降之势是可以想见的。其次，
春

赐给诸侯们； 二是诸侯们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秋时代中后期，议政这一决策方式也已面临挑战。

和强调自己与王的特殊关系，
在参加祭祀时由于受

在此，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经常被引用的《左传·昭

封受赏，
就出资在王的作坊中定制青铜器以记录此

公六年》的一段记载：

当时并存的诸邑并不是毫无
类荣誉①。由此可见，
关联的一盘散沙，而是服膺于王室的命令的，青铜

三月，
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 “始

器则正是王室权威的体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

如松丸氏所强调的，
为了以青铜器为媒介构筑诸邑

作封洫，
立
辟，
惧民之有争心也……今吾子相郑国，

之间的政治秩序的实现，
王室几乎要独占青铜器的

谤政，
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民

制作原料、
技术，也垄断了能够使用文字并撰写文

知争端矣，
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
将尽争之。

章的“史”等专职人员以及掌握青铜器铸刻技术的

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肸闻

所谓“策命金文”这种铸刻在青
工匠②。也就是说，

之，
国将亡，
必多制，
其此之谓乎！ ”

铜器上的文字实际上也是王室的专用文字，
其对政
治权威的象征意义可想而知。问题在于，
此类文字

这段话叙述了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

“非经特殊的学习、
难认、
难写，
训练，
无法轻易被人

历史事件即公布成文法。如叔向所说，
在“铸刑书”

掌握。在没有文字也能够生存的上古时代，
除了特

之前，
狱讼是通过议政的方式来解决的，在议政过

殊的专职人员，如王室掌管记言、记事以及管理文

程中可能会考虑“明德慎罚”“上下比附”等一系列

‘祝’、
‘乍册’以外，
一般的人，
甚至
书档案的‘史’、

法律原则以及历史经验。在“铸刑书”之后，
由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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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诸侯、
首酋、
贵族，
都不需要拥有文字知识” 。

律的规定非常明确，
因此官员几乎可以根据法律直

所以，
熟练掌握文字的史官当然就是王身边不能缺

接做出判决而无需诉诸议论，
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自

少的专业人才，
西周金文中有大量以“某史”命名的

然也不如现实的法律条文。当然，
这只是局限于诉

官称可谓顺理成章，
而这些官员则依托文字优势承

《左传》中的君臣
讼领域的个例，
而且如前文所说，

担了各类政务，
如助王册命、
为王之助手和顾问、
参
与祭祀、
代表王到各地视察或安抚，
等等③。
上文简单地说明了上古时代的史官们所具有
的由知识权威、
决策政要及行政执行者等多重身份
构筑起来的重要地位，
其根本优势则可归结为对历
史知识和文字的熟稔。这种地位和优势实际上正

——周金文研究
① 参见： 松丸道雄． 西周青銅器製作の背景—
·序章［J］．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977（ 72） ： 112 － 119．
——周金文研究
② 参见： 松丸道雄． 西周青銅器製作の背景—
·序章［J］．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977（ 72） ： 112 － 119．
③

有关西周金文所载史官的各类官称及其政务活动的更详

细介绍，
参见： 张亚初，
刘雨．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 北京： 中华书
1986： 26 － 36．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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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依然对言必称历史颇为习惯，但至少表明，

各种机构中的流转则促成了一应行政事项的解决。

史官的优势正在缩水，
决策及政务运行的新发展趋

必
此时，
若回顾一下前引秦律条文“有事请殹（ 也） ，

势即由职业官僚根据律令处理各类事项 已 崭 露

以书，
毋口请，
毋

头角。

该条文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应当说，
职官专

（ 羁） 请”，
即可更清晰地感受到

经过春秋时代的过渡，
至战国，
中国的国家形

业化、
权力分层和文书流转有效地适应了国家形态

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明显的变化是，
上古时代

变化所引发的对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但史官们却变

并存的诸邑在春秋中后期已有被吞并者，
进入战国

成了牺牲品。封邦建国时代的君主与贤大夫们的

时代后这种现象则显得极为平常； 诸邑逐渐融合为

议政已难以为继，
史官们的长处只能体现在文字及

七个大的地域国家，并最终被纳入统一帝国的版

文书的撰写、保管和整理上，因此在职官专业化的

图。此种国家形态的变化将给史官的角色带来颠

浪潮中，
他们被限定成以文书为职业，又以权力分

覆性影响。首先，
虽然战国时代的统治者和政治家

层之故而被充实到各个层级的官府中。并且，
史官

们仍经常谈及历史，
但列国的实力竞赛让他们更趋

们为了更迅捷地处理官文书，
就对春秋战国年代俗

务实，
关注当下已是必然的选择，《史记·商君列

体文字的流行②添加催化剂并最终促成了隶书的产

传》所载商鞅的变法口号“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

生，
上古时代以来的文字的神秘化、政治权威意义

古”就是一例。这种历史观上的大转折令史官们在

几近消失。这反过来更进一步推动了史官阶层的

朝廷政治的层面逐渐失去了话语霸权。其次，
以诸

职业化，
使他们失去了如上古时代一般通过文字的

邑合并和土地开发为前提的各国疆域的不断扩大

象征意义获得和强化其政治地位的可能并最终演

导致了一系列后果。毋庸置疑，
疆域扩大与人口增

变成秦史官的形象。于是，
除非曾任史官的某人摇

多、
血族合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各类新情况、
新问

身一变而为高官，
在传世文献中基本已见不到作为

题的井喷实为理所当然。这样一来，
行政事务的复

佐贰官的史官们的声音，若非简牍文献的出土，他

杂化就成了当时统治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官员们各

们将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司其职或者说职官专业化以完成政务的分类处理

以上概括地回顾了史官在先秦时代的演变史。

并进而提高其处理效率则为对现实的反馈，
官僚制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史官只是一种官职，但其面貌

的发展也由此被大幅度推进①。成书于战国时代的

的不断调整却是先秦时代国家形态及各种文化要

《周礼》所说的“惟王建国，
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
设

素变迁的反映。当然，
我们无法判断史官性格的调

［16］

官分职，
以为民极” 实可谓对此种历史环境的文

整与国家形态等的变迁究竟孰先孰后，
毋宁说它们

字再现。同时，
疆域扩大使君主不可能对所有臣民

是融合在一起并互相影响的。这正是历史本应有

实行直接统治，
以乡里、
县、
郡及中央的各级官僚机

的存在状况，史官只不过是窥视此种状况的一个

构之间的上下隶属关系为表征的行政权力的层级

视角。

化也就成了大势所趋。又，在辽阔的疆域内，如果
包括调查、
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在内的行政运行
仍然按照以往的议政方式展开，
那么各类官员就必
须频繁地离开自己的工作地，
赶赴目的地以便与其
他官员交流意见，
结束后又返回工作地。这样的做
法显然是不经济的，
它将导致官员把大量的精力耗
费在旅途上，
也使其工作地的政务因官员经常出差
而被耽误。为此，行政运行的文书化应运而生； 具
体来说，
就是由所谓的邮人代替官员们在官道上飞
奔，
他们的随身行囊中放满了官文书，而官文书在

参见： 朱腾． 也论先秦时代的司
① 有关这一点的更详细说明，
2015（ 2） ： 164 － 165．
寇［J］． 法学家，
② 裘锡圭先生曾指出： “六国文字形体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俗
体的流行。俗体之中最常见的是简体……简体流行是文字的使用
越来越频繁的反映。六国文字的笔道通常比春秋以前的文字平直
……这也是一种简化。
”“跟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文字相比，秦国文
字显得比较保守。但是秦国人在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为了书写的
方便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正体的字形。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
”（ 参见：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体，
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
1988： 56，
67． ）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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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 职位、
文书与国家———秦官僚制中的史官研究
［17］
事” ； 在郡县，
长史、
令史或尉史则为郡太守、
县令

五、
余论

或县尉等的佐贰官。至于在行政事务的具体执行
部门内部，
正如廷尉府的廷尉史、
郡的卒史、
县的狱

此处先来整理一下全文的论述思路。本文起

史等职官所显示的那样，
与行政事务本身相对应的

始于对秦史官的整体职业形象的介绍。以现有文

史官的存在更是毋庸置疑。因此，
倘若意识到史官

献观之，
秦史官人数众多、
官称繁杂，
且处于秦官僚

多舞文弄墨而非舞枪弄棒，
在性质上可归入文官序

体制的基础性地位，
而这一基础性地位的形成则可

列，
而作为武官的各级尉官却几乎都配有相应的史

归因于秦史官对官文书与行政文字的熟练掌握。

官以为佐助，那么，以文武分途为表象的秦的官僚

然而，
与秦史官不同，上古史官可谓光荣的家族事

体制显然可以被视为以文官为根基，
各级官僚之间

业的担当者。此种身份上的变化其实是与先秦时

的勾连则通过史官所负责的官文书来完成。易言

代国家形态及文字、行政运行方式、历史知识的地

之，
古代中国官僚制的成熟是由律令等各种因素汇

位等的改变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全文的结论。

集起来的，
史官及与之相伴随的官文书、文字则可

那么，
对两千多年前的一种职官的现状及其历

谓重要线索之一，并颇具代表性地展示了文官政

史的追溯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史识呢？ 马克思·

治、
科层制等在古代中国的高度发达。略带俏皮地

韦伯（ Max Webber） 所构建的理想型官僚制包含了

说，
史官迷失了自身，
成就了帝国； 历史的大手笔往

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1． 各部门通常有法律或行政规

往出自达官显贵之手，
而朴素平淡的普通人也从未

章所规定的明确权限； 2． 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 3．

忘记在历史中掺入自己的影响。

以原件之草案的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

在法制史研究中，官制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

幕僚与各种书记官所组成的部门； 4． 职务活动通常

分。然而，
官制绝不是独立现象，至少与政治体制

都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 5． 职务发展至完全成

密不可分； 进一步说，则可谓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

熟之际会都要求官员全力投入； 6． 业务的执行须遵

的缩影。因此，如果孤立地研究官制，就会失去以

照一般规则，而这些规则多少必须是明确的、全面

官制为点向整张历史网络延伸的可能。这大概也

包罗的以及可以学习的①。在古代，也许没有国家

是今后法制史研究中关注官制者需要留意的问题。

能够完全满足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成熟标准。但

在此意义上，本文只能算是一个尝试，所以从历史

是，
过度强调这一点以至低看古代国家之官僚制的

网络的角度出发，自然也有忽略之处。比如，秦史

发达水平似乎是不应该的。

官以官文书为媒介大量参与政务，
长官们反而多根

对古代中国而言，
在商周，
更准确地说是西周

据史官们对政务的观察做出决断，那么，史官们会

时代，
文书档案的制作、作为书记官的史官的出现

不会营私舞弊，
朝廷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

及其专业训练等已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状态。春秋

史官们的谋利之举呢？ 对此类问题的考察将揭示

之后尤其是战国年代，
官僚制发展的一大趋势为文

出秦官僚制更为复杂的面相。不过，本文篇幅有

武分途，
秦官僚体制的大体设计则明显展示了这一

限，
只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尝试回答了。 ML

趋势的实现过程及结果。在中央，
皇帝为权力的总
揽者，
丞相、太尉各为文官、武官之首，下辖九卿则
分掌各类政务； 在郡县，
郡太守、
县令为长官，
郡丞、

参考文献：

郡尉及县丞、县尉皆分掌文武之事，下辖诸曹则具

［1］阎步克． 史官主 书 主 法 之 责 与 官 僚 政 治 之 演 生

长官统领、
文武副官分立
体执行政务②。也就是说，
乃秦官僚体制的基本架构，
而在这一基本架构的每
一层级皆有史官作为长官及副官的助手，如在中
央，
御 史 大 夫 为 皇 帝“掌 图 籍 秘 书”“受 公 卿 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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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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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uments and State： Study of Historical
Official in the Bureaucracy of Qin Dynasty
ZHU Teng
（ School of Law，Ｒenmin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although historical official made an important part of bureaucracy，it didn’t
only indicate the writers of historical books，especially in Qin dynasty． Historical officials of Qin were numerous
and had lots of titles，so it could be called as a system of post． And，they widely got involved into the governmental affairs because they were familiar to the docu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s． Then，they turned in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reaucracy of Qin． However，the figure of historical official didn’t originate from long
time． There was an evide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storical officials of Qin and those of remote ages，and the
form of the differenc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 pattern and other cultural ingredients in
pre-Qin period． Therefore，to trace back the basic condition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officials of
Qin can be a good view to investigate the scene of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post； historical officials； official documents；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s；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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