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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法治观再考
*

———以秦简所见两种吏道文本为基础

朱 腾

摘 要:通说认为，秦的法治思想以惟法独尊、重刑轻罪为表征，但收入于已公布的秦简简

文中的《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等吏道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法治思想则以法治为基础而

兼容各种学派对治道的认识。这些吏道文本很可能是根据共同的官方母本抄写而成的，所以

其法治观亦可谓秦国官方法治观的组成部分。若把通说所理解的秦的法治思想称为刚性法治

观，则吏道文本所揭示的相关信息可谓柔性法治观。从商鞅变法至秦始皇驾崩，秦对这两种法

治观似乎并无绝对的偏向性，而是根据现实环境的差异或此或彼地做出选择，这反映了秦人对

法治政略的现实主义态度。
关键词:法家; 法治观; 吏道文本; 现实主义

一、引言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奠基阶段，所以法律史学界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秦汉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

的研究。不过，在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前，由于秦与汉在史料保存状况上的巨大差异，法律史学界对秦法律制度的

论述基本上都是以搜罗传世文献的只言片语或从汉代制度反推秦代状况的方式展开的，而对秦法律思想的介绍

则几乎全盘接受汉代儒生们的夸大之词并将其定格在“机械”、“残忍”、“严苛”之类的负面文字上。其实，对有

关秦代法律史的各种论点，当时的学者们也未必持完全信服的态度，但囿于史料，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认同。
睡虎地秦简的公布为改变这种情况带来了曙光，包括秦律条文、官文书格式等在内的秦法的固有面貌首次

展现在研究者们面前，从而掀起了有关秦法律制度研究的热潮。此后，新的秦简牍不断出土，不仅秦律、秦令的

内容有所补充，而且反映秦律令之落实状况的秦县廷的行政样态也在简文中出现了。以秦律令简和官文书简的

增多为契机，法律史学界对秦法律制度的研究遂呈现出持续深化的趋势。应当指出，法律史学界对秦法律思想

之研究的新进展是与学界对秦法律制度予以重新认识几乎同时起步的，学者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说的

新观点。如，崔永东先生就指出，秦律也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刘海年先生也认为，从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

六国，秦统治者的法治思想前后有所不同; 闫晓君先生则直接以秦统一战争开始为中间点将秦法治观的发展历

程划分为两个阶段。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相比，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不知何故略显疲态，

以至于一些已提出新思路却有待进一步阐发的观点并未得到详细的展开，诸如秦的法治观如何能兼容儒家学说

等问题皆有待合理的回答。事实上，倘若我们对已达相当数量的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加以有效利用，那么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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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为“严苛”的秦的法治观予以更深入的解读和更客观的评价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睡虎地秦简所收《法律

答问》提到:

或盗采人桑叶，臧( 赃) 不盈一钱，可( 何) 论? 赀徭三旬［1］( P． 198)。①

也就是说，盗桑叶不值一钱，就要被判处交纳相当于 30 天徭役的罚款。初看起来，罪和刑确实严重不成比

例，因此这条史料长期被用来论证秦法的酷烈。但是，如果联想到传世文献经常提及先秦秦汉时人对植桑的描

述，②那大概就可证明桑树在当时可能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所以秦法如此严厉地惩治盗窃桑叶的行为或许是

历史背景使然。诸如此类史料及其所涉及的问题可谓不一而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已公布的秦简牍所收入的

两种吏道文本，即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这两种吏道文本所展示出来的

法治观与通说所论述的秦的法治观有着较大的不同，本文就将尝试以这两种吏道文本为切入点对通说加以补

充。

二、两种吏道文本的文献性质

要根据《为吏之道》等两种吏道文本来分析秦的法治观，首先就应对其文献性质予以界定。此处之所以要

抛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自睡虎地秦简公布以来，学者们曾就《为吏之道》能否成为研究秦法治思想的重要史料展

开争论，而近年来《为吏治官及黔首》等相关文献的公布又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论据以至于争论本身出现了更

为深入的可能。
那么，争论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 《为吏之道》由 51 支竹简组成，简文分上下五栏书写，其内容具有大杂烩

性质，结尾甚至写有魏律两条及与《说苑·丛谈》论口舌大致相同的信息。③ 这种大杂烩形象使学者们针对两个

问题各抒己见。第一，《为吏之道》是否为秦文献。马雍先生在罗列了《为吏之道》中的文字触犯秦国国讳的 12
个例子之后指出，“这些例子足以证明这卷书非秦国的书，也不会是秦王政时期的秦人抄写的。此卷疑系六国

人杂抄之作，以其有关为吏之道，所以被喜收藏珍视，死后遂置于墓中。按始皇严禁私学，其议发于李斯，其令始

于三十四年。喜之死在此前四年，当时书禁未起，故得私藏这类书籍。我们若用此卷来揭示秦国的‘法治’，恐

有未谛之处”［2］( P． 32 － 33)。曹旅宁先生亦认同马雍先生的观点［3］( P． 65) ，认为《为吏之道》并非秦国文献，也不能用

来论证秦国的法治观。第二，《为吏之道》是私人兴之所至编纂而成的，还是以其名称所示具有官方性质和一定

的普及性? 余英时先生主张前者并认为，秦国官方所提倡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只是小传统中的吏道观，而

《为吏之道》所反映的则是大传统中的吏道观［4］( P． 77 － 78)。邢义田、吴福助、张金光、冨谷至等先生的观点虽各有

偏重，却都强调《为吏之道》并非单纯的私人编纂物，而是一种宦学教材。④ 显而易见，如认同余说，则《为吏之

道》在考察秦国官方的法治思想时并不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但若认同邢义田等诸位先生的主张，情况就迥然

有别。
应当指出，上述争论与如何认识秦的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密切相关，是无可回避的。而且在资料有限的情况

下，争论的参与者们所提出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有关争论一，陈垣先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就

已指出:

秦初避讳，其法尚疏。汉因之，始有同训相代之字。然《史记》、《汉书》于诸帝讳，有避有不避。
其不避者固有由后人校改，然以现存东汉诸碑例之，则实有不尽避者。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

83

①

②

③

④

需要说明，本文所引出土文献中的部分古文字因技术问题输入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简体汉字。至于出土文献的原文，读者可依据
注释所列文献及其页码加以浏览。

如，《孟子·梁惠王上》就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如，《战国策·韩一》也提到:“大王不事秦……则鸿
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

有关《为吏之道》简文书写情况的更详细介绍，参见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载《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
组 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7 页。

参见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收入邢义田、黄宽重、邓小南总主编，黄清连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
研究论丛·制度与国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4 － 95 页; 吴福助: 《睡虎地秦简考论》，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9
页; 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19 页; 陈伟武: “试论简帛文献中的格言资料”，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
《简帛》( 第 4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1 页; 陈松长: “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略说”，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出土文献研究》( 第 9 辑) ，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34 － 35 页; ［日］冨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刘
恒武译，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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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当为通例。至若临文不讳，诗书不讳，礼有明训。汉时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绳

之［5］( P． 189)。
可见，在秦汉时代，避讳并不如后世严格，以避讳为依据来考察秦汉文献的断代、书写者等问题是有相当大

的风险的。近年来，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公布，学者们通过对此类文献中“政”、“邦”、“盈”等文字之用例的分
析进一 步 加 强 了 这 一 观 点 的 说 服 力。并 认 为 在 秦 汉 时 代，避 讳 的 严 格 执 行 主 要 局 限 在 公 文 书 领

域［6］( P． 132 － 133) ［7］( P. 292 － 295)。既然如此，那么作为私人抄本的《为吏之道》触犯秦国国讳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

在睡虎地秦简简文收入大量秦律条文的情况下，仅以未避讳为据就认为《为吏之道》的所有内容皆非秦国文献
或许是不妥当的。

有关争论二，《为吏之道》乃私人汇编而成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但能否由此主张，该文献所反映只不过是
所谓“大传统”中的吏道观，而与秦国官方的统治理念无关甚至矛盾呢? 仅依据该文献本身当然是无法完全说

明问题的，此处必须把《为吏治官及黔首》纳入眼帘。这篇文献是 2007 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市场购得的

秦简简文的一部分，其内容多有与《为吏之道》相似者，兹罗列一二并做成表格于下:

表 1①

《为吏之道》 《为吏治官及黔首》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 洁) 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
私，微密韱( 纤) 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
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 决) 。宽俗忠
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茲( 慈) 下勿陵，敬上勿
犯。

精絜( 洁) 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征( 微) 密咸祭
( 察) ，安倩( 静) 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
帒( ?) ，复悔其( 期) 胜，毋忿怒以夬( 决) ，宽俗忠
信，禾 ( 和) 平 毋 怨，悔 过 勿 重。茲 ( 慈) 下 勿 淩
( 陵) ，敬士( 上) 勿犯。

听间( 谏) 勿塞。审智( 知) 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
之，正以桥( 矫) 之。反赦其身，止欲去愿。

听间( 谏) 勿塞，审智( 知) 民能，善度黔首力，劳以率
之，正以挢之，反若其身。

临材( 财) 见利，不取句( 苟) 富; 临难见死，不取句
( 苟) 免。

临材( 财) 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

正行修身，过( 祸) 去福存。 正而行修而身，或与福邻。

吏有五善: 一曰中( 忠) 信敬上，二曰精廉毋谤，三曰
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
至，必有大赏。

吏有五善: 一曰忠信敬上，二曰精廉无旁( 谤) ，三曰
举吏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 恭) 敬多让。五
者毕至，必有大赏。

吏有五失: 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 泰) ，三曰擅裚
( 制) 割，四曰犯上弗智( 知) 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一曰见民倨敖( 傲) ，二曰不安其晁( 朝) ，三曰居官
善取，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一曰不
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 二曰不智( 知) 所使，不
智( 知) 所使则以权衡求利; 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
当则民偒指; 四曰善言隋( 惰) 行，则士毋所比; 五曰
非上，身及于死。

吏有五失: 一曰视黔首渠( 倨) 骜( 傲) ，二曰不安其
朝，三曰居官善取，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
府。五者毕至是胃( 谓) 过主。吏有五过: 一曰夸以
史，二曰贵而企，三曰亶( 擅) 折割，四曰犯上不智
( 知) 害，五曰间( 贱) 士贵货贝。吏有五则: 一曰不
祭( 察) 所亲则韦( 违) 数至，二曰不智( 知) 所使则
以权索利，三曰兴事不当则黔首矫指，四曰喜言隋
( 惰) 行则黔首毋所比，五曰善非其上则身及于死。

这两种吏道文本自然不是完全相同的，②但如上列表格所示大段大段的雷同之处的存在实在令人怀疑二者
没有共同的母本且由两位作者分头撰写而成。事实上，除了这两种吏道文本之外，还有两种尚未完全公布的吏

道文本也值得注意: 王家台秦简所收《政事之常》及北京大学藏秦简所收《为政之经》。《政事之常》以第一圈写

有“员( 圆) 以生枋( 方) ，正( 政) 事之常”八字的标题简为中心，向外层层扩散至四圈。其第二圈简的简文所载
内容有不少与《为吏之道》类似，如下表所示:

93

①

②

本表所引《为吏之道》均出自陈伟先生主编的《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为吏治官及黔首》均出自
朱汉民、陈松长二位先生主编的《岳麓书院藏秦简》( 一)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如，《为吏之道》中有“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恿( 勇) 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一句，但《为吏治官及黔首》则
无; 反过来，《为吏治官及黔首》中有“吏有六殆，不审所亲，不祭( 察) 所使，亲人不固”等文字，而《为吏之道》则缺。有关两种吏道文本之
差别的其他例子，参见肖永明:“读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札记”，载《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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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①

《为吏之道》 《政事之常》

处如资，言如盟，出则敬，毋施当，昭如有光。 处如梁，言如盟，出则敬，毋褫张，炤如有光。

有严不治，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 有严不治，与民有期，安殴而步，毋使民漙。

安而行之，使民望之。道偒车利，精而勿致。 安而行之，事民望之，道易车利，静而毋致。

地修城固，民心乃宁。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毋后
忧，从政之经。不时怒，民将姚去。

坨修城固，民心乃殷，不时而怒，民将逃去，百事既
成，民心乃宁，【既无】后忧，从政之经。

这种现象在《为政之经》的场合也同样存在，表 3 即为明证:

表 3②

《为吏之道》 《为政之经》

戒之戒之，财不可归; 谨之谨之，谋不可遗; 慎之慎
之，言不可追; 綦之綦【之】，食不可赏( 偿) 。

武之材不可归，谨之谋不可遗，慎之言不可追，畁畁
之食不可尝也。

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 二曰不智( 知)
所使，不智( 知) 所使则以权衡求利; 三曰兴事不当，
兴事不当则民偒指; 四曰善言隋( 惰) 行，则士毋所
比; 五曰非上，身及于死。

一曰不察亲，不察亲则怨数之( 至) ; 二曰不智( 知)
所使，不智( 知) 所使则权衡利; 三曰兴事不当，兴事
不当则民偒指矣; 四曰善言隋( 惰) 行则士毋比; 五
曰喜非其上，喜非其上则身及于死。

更值得玩味的是，《政事之常》第三圈简的简文为对第二圈简之简文的注释。如，有关表二所引“处如梁”一

句，第三圈简的简文就论道: “处如梁以告静，言如盟以告正，出则敬有信德殹( 也) ，勿褫张告民不貣( 忒) 殹

( 也) ，炤如有光则□□之极殹( 也) 。”［8］( P． 40) 又如，对“有严不治”一句，第三圈简的简文解释曰:“有严不治敬王

事矣，与民有期告之不再矣，安殴而步登于山矣，毋事民漙游于□矣。”［8］( P． 40) 通过这些注释，为吏者的言行应符

合某些标准的原因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说明。然而，《政事之常》的抄写者似乎惟恐注释仍不足以阐明“处如梁”
等为吏准则的真意，遂在第四圈简的简文中对注释予以再解说。如，同样对“有严不治”一句，第四圈简之简文

的二次解释为:“弗临以严则民不敬，与民无期则□几不正，安殴而步孰知吾请。”［8］( P． 40) 那么，几种吏道文本的内

容同大于异及与后世经学家注经时所使用的“注”、“疏”相类似的注释与再注释的存在究竟能给予我们什么样

的启示呢? 私见以为，因为几种吏道文本出土于不同地点，其抄写者亦非一人，所以关于其内容之雷同性的理

由，若非几个抄写者共享着一种官方文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说辞。尽管如此，在抄写过程中，误写、
改写及漏写等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各种吏道文本之间遂出现文字上的差异性。不过，文字的差异不能影响阅

读者对吏道文本之本意的领会，注释与再注释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当然，私见只是一种推论，但似可较为合

理地说明现有史料所隐藏的若干问题，因此应该不至于大谬。进而言之，在《为吏之道》等吏道文本是否具有官

方性这一点上，大概仍须遵从宦学教材说并否定余英时先生的主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目前已公布的两种吏道文本不仅基本上是秦国文献，而且为秦国官方吏道教

材的两种不同抄本，以此二者为据来考察秦国的法治观是可行的。那么，此二者所表达的法治观究竟如何呢?

由于这两种吏道文本的内容多有重合，因此下文将以文句相对完整的《为吏之道》为主并在需要补充时参考《为

吏治官及黔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三、吏道文本所示秦法治观的另一面

如前所述，通说将秦国视为严格贯彻法家思想的国家并用“机械”、“残酷”之类的词汇指称秦国法律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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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表所引《为吏之道》均出自陈伟先生主编的《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政事之常》均出自王明钦
先生的“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一文，收入［美］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 49 页。

本表所引《为吏之道》均出自陈伟先生主编的《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为政之经》均出自朱凤瀚
先生的“北大藏秦简《为政之经》述要”一文，载《文物》2012 年第 6 期。



第 6 期 朱腾: 秦法治观再考———以秦简所见两种吏道文本为基础

情况。然而，在秦的一君万民的权力框架下，法律只能依托官吏们来落实，朝廷对官吏们的为政要求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朝廷对其法治的现实期望，但正是记载此类为政要求的吏道文本所揭载的法治观却比通说总结出来的

秦的法治观更为丰富。
( 一) 吏道文本中的柔性法治观

毋庸赘言，对一名负责具体政务的官吏来说，基本法律素养是必须具备的，吏道文本就通过其识字部分向官

吏们传达了这方面的知识:

孤寡穷困，老弱独转，均徭赏罚，傲悍暴，根( 垦) 田人( 仞) 邑，赋敛毋( 无) 度，城郭官府，门户

关龠( 钥) ，除陛甬道，命书时会，事不且须，贳责( 债) 在外，千( 阡) 百( 陌) 津桥，囷屋蔷( 墙) 垣，沟

渠水道，犀角象齿，皮革橐( 蠹) 突，久刻职( 识) 物，仓库禾粟，兵甲工用，楼椑矢阅，枪蔺环殳，比臧

( 藏) 封印，水火盗贼，金钱羽旄，息子多少，徒隶攻丈，作务员程，老弱癃病，衣食饥寒，槀靳渎，漏屋

涂塈，苑囿园池，畜产肥胔，朱珠丹青［1］( P． 331)。

上引文字涉及众多社会生活现象，它们几乎都是被概括为“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

的秦国法律的调整对象。如，“孤寡”、“老弱”、“癃病”等乃对一户之口数、民众之年龄及身体状况的描述，同时

也是与刑罚、徭役、编户等有关的法律术语; ①又如，“根( 垦) 田”、“千( 阡) 百( 陌) ”等与秦的田制有关，这几乎

是不言自明的; 再如，“皮革”、“久刻”、“仓库”、“兵甲”等显然又指向经济、军事物资的保管制度。② 至于“贳责

( 债) ”、“息子”等直接关乎借贷行为，“傲悍”、“盗贼”、“徒隶”等为罪与刑方面的概念，则是对秦汉法制史稍有

认识者即可谓了然于胸的。将这些法律术语编成识字文本的目的自然是让官吏们通过学习迅速了解与众多政

务相对应的制度规定，在头脑中形成法律概念群，进而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一法治理念提供合格的执行

者。所以，若说以《为吏之道》为代表的吏道文本体现了朝廷贯彻秦律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法家哲学的决心，那

大概是无可置疑的。

尽管如此，吏道文本所认同的法治目标绝不仅限于对由法律术语构成的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以及借此实现

的社会控制，而是提升至“君鬼( 惠) 臣忠，父茲( 慈) 子孝，政之本殹( 也) ; 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殹( 也) ”、
“除害兴利，茲( 慈) 爱万姓”［1］( P． 329、331) 的人文高度。我们不能认为法家无视人伦和民生，但这种充满道德意味

的为政理想显然与儒家的关联性更强。正因为此，《为吏之道》直截了当地强调官吏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1］( P． 340)。

那么，官吏应当具备何种品行以为民众的榜样呢? 《为吏之道》论曰: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 洁) 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韱( 纤) 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

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 决) 。宽俗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茲( 慈) 下勿陵，

敬上勿犯，听间( 谏) 勿塞。审智( 知) 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桥( 矫) 之……正行修身，过

( 祸) 去福存［1］( P． 322)。

揆诸上引简文之起始，“审悉毋私”、“审当赏罚”等词汇显然意在指导官吏如何适用法律，所以吏道文本所

期待的官吏形象似乎仍纯粹是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冷面职业官僚。不过，“安静毋苛”、“廉而毋刖”等文句的出

现使情况趋于复杂化。《老子》第 57 章说道:“……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

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第 58 章又云: “其政闷闷，其人醇醇; 其政察察，其人缺缺……是以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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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载有“孤寡”、“老弱”、“癃病”等语词的法律条文颇多，在此仅对这三者分别举一例以为明证。睡虎地秦简《仓律》规定: “隶臣
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傅律》又云: “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
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 典、老弗告，赀各一甲; 伍人，户一盾，皆迁之。”《法律答问》亦曰: “大夫寡，当伍及
人不当? 不当。”本注所引简文出自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8、183、257 页。

在这方面，睡虎地秦简《厩苑律》就规定:“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
其未败直( 值) 赏( 偿) 之……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殹( 也) ，以其筋、革、角及其价钱效，其人诣其官。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
诊而杂买( 卖) 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索入其价钱。”《工律》中又有如下文字:“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
之。其叚( 假) 百姓甲兵，必书其久，受之以久。入叚( 假) 而而毋( 无) 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齎律责之。”本注所引简文出自陈
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5、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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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曜”。据此，吴福助先生认为，“安静毋苛”一语就是从这两章中概括出来

的［9］( P． 196) ;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则主张，“廉而无刖”与第 58 章中的“廉而不刿”相同，均指“行事正直而不伤

人”［10］( P． 168)。由此看来，吏道文本已把道家思想融入阐述法律运行的段落中，其目的大概在于告知官吏，认真执

行法律虽然符合朝廷的为政准则，但并不意味着无所顾忌地滥用，而应以维持既有法律秩序为前提，不扰民、不
虐民。除此之外，简文还提到“宽俗忠信”四字。虽然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认为，“宽俗”应读作“宽容”，但高

敏、余宗发、刘钊等诸位先生均主张，“宽俗”应读作“宽裕”［11］( P． 240) ［12］( P． 33) ［13］( P． 110 － 111)。由于儒家经典《礼记》中

有如下语句，“温良者，仁之本也; 敬慎者，仁之地也; 宽裕者，仁之作也”( 《礼记·儒行》) ，而简文又提到“茲

( 慈) 下勿陵”、“善度民力”、“正行修身”等，因此“宽俗忠信”一语想必是从儒家语录中截取而来的，其用意当是

教育官员常存仁心、用法以宽。此处还值得注意的是，吏道文本不仅设定了官吏们的品行准则，而且还要求官吏

们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

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恿( 勇) 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1］( P． 322)。
这种严整的每三个字断开的句式与《老子》第 23 章所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完全一致，而其内容或有取于《老子》第 42 章“强梁者不得其死”一句，或在文意上与《尚书·舜典》及《论语·
述而》的记载相似。①

概言之，如前所述，朝廷对官吏素养的要求体现了其对法治的现实态度，毕竟“法不足以自行”。而在吏道

文本的思想世界中，理想的官吏虽然必须通过学习而熟悉国家的制度规范，但不能只是无情的法律执行者，更应

成为温良、守弱的儒道兼修者。倘若由具备如此素质的官吏来践行法治，那么其实际状况或许会与法家所说的

“重刑轻罪”、“以刑去刑”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正因为这一点，《为吏治官及黔首》把“不审所亲，不祭( 察) 所使，

亲人不固，同某( 谋) 相去……”［14］( P． 189) 称为官吏之“六殆”。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吏道文本中的法治观视为

柔性法治观，而以通说所理解的秦的法治观为刚性法治观。那么，推崇法家哲学的秦国为何要抛出此种柔性法

治观呢?

( 二) 文化冲突与学术融合: 柔性法治观的形成原因

自上古时代开始，中国的各个地域就有着独特的文化，所以考古学者苏秉琦先生将其概括为“多元一体格

局”，②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更是从各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对殷商至战国的历史予以重新解释［15］( P． 9 － 12)。在这

一前提条件下，从战国中期开始纵横六国的秦国在迈出函谷关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关东六国与秦国故土的文化

差异。若不能妥善地处理此问题，秦国显然将无法在新开辟的疆土上立足。近年间，陈苏镇先生就以秦与六国

的文化冲突为出发点来考察秦帝国灭亡的原因。③ 笔者对陈先生的洞见虽甚为钦佩，却一直心存怀疑: 秦国君

臣难道对文化冲突毫无认识以至于无所作为吗; 或者说，秦国真的只是依靠铁血武功和严苛法治强硬地统治着

新的国土几十年甚至百年吗? 在这一问题上，传世文献为了坐实秦法治的严厉性多突出秦文化与关东文化的对

立面，但与《为吏之道》同时重现天日的简牍文字却展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睡虎地秦简《日书》是当时的术数知识的汇集，其中有两篇各以“除”和“秦除”为标题的文献。此二者揭示

了各日的行事宜忌，反映了时人趋吉避凶的心理［16］( P． 41 － 42)。尽管二者在文献性质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标题上的

一字之别却反映了某种重要差异的存在。李学勤、张闻玉、刘信芳等先生均认为，“秦除”篇的内容是源自秦地

的“除”，而与之并列且文字古奥的“除”篇所记载的应为源自楚地的“除”［17］［18］［19］。也就是说，《日书》中的

“除”类文献同时记述了秦地和楚地的生活习俗。另外，在一篇被称为“日夕”的文献中又有如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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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简文在文意上与《尚书·舜典》、《论语·述而》之记载的相似性，参见王泽强:《简帛文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0 页。

参见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32 页。此外，苏氏在其另一著作《中
国文明起源新探》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30 页。

陈苏镇先生的精彩论述如下:“根据秦末战乱中各地反秦之激烈程度的差异和《语书》透露的信息，我们说秦之‘法律令’与关东
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当无大错。因此我们认为，由文化差异与冲突引起的楚人对秦政的反感，及齐、赵等
地人民对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后来逐渐被‘天下苦秦’之说淹没了。”陈苏镇:《 ＜ 春秋 ＞ 与“汉
道”: 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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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楚冬夕，日六夕七( 十) 。十一月楚屈夕，日五夕十一。十二月楚援夕，日六夕十。正月楚

刑夷，日七夕九。二月楚夏尸，日八夕八。三月楚纺月，日九夕七。四月楚七月，日十夕六。五月楚

八月，日十一夕五。六月楚九月，日十夕六。七月楚十月，日九夕七。八月楚爨月，日八夕八。九月

楚献马，日七夕九［1］( P． 387)。
这段简文被于豪亮先生称为“秦楚月名对照表”［20］( P． 161)。其首句“十月楚冬夕，日六夕七( 十) ”中的“十

月”当为秦的月名，“冬夕”则为楚对“十月”的称呼，而“日六夕七( 十) ”又指当月每日的昼夜长短之分。其第二

句至末句均保持着与首句相同的书写格式，因此，如“屈夕”、“援夕、“刑夷”之类的词汇应当都是楚国的月名。
可见，将秦、楚习俗并举的现象并非“除”类文献所特有。众所周知，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地在当时本属于楚国，被

秦国吞并后隶属于南郡，所以当地百姓多按照楚国习俗生活实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睡虎地 11 号秦墓的墓主

人作为具体政务的操办者在抄写《日书》时把秦、楚的习俗罗列在一起，很有可能是为了在执行秦国法律的同时

适当关照楚国的社会现实，否则秦的律令之治估计是很难贯彻的。对此，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坚持法治的秦国无

视其故地与楚地的文化差异，毋宁说秦对楚的民俗是有所妥协的。① 进一步论，秦对楚地的统治存在上述难题，

难道对其他五国领地的治理就不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吗?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所以秦在新开辟领地推行法治时大

概不会采取过于强硬的高压政策，而这种现实的政治需求使对严格遵守秦法的刚性法治观予以一定程度的软化

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不过，法治思想的变革虽以现实情境为诱因，但亦需学术潮流为其提供动力。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战

国中后期，在秦国东扩的过程中，诸子学派也在争鸣的同时逐渐走向融合。如，荀子一方面主张君主应当以礼治

国，另一方面却以“权衡”、“绳墨”、“规矩”等法家用来论述法律之功能的词汇来解说礼，②对礼予以颇为彻底的

法律化改造。③ 为了把改造后的礼付诸实施，荀子又认为，作为道德榜样和礼的推行者的君主也应是权力的象

征，并且必须重视刑罚的力量; ④进而，欲防止大权旁落，君主当避免被臣下蒙蔽，其具体方法则是: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

陈万物而中悬衡焉……何谓衡? 曰: 道……人何以知道? 曰: 心。心何以知? 曰: 虚一而静……虚

一而静，谓之大清明。( 《荀子·解蔽》)

这段话令人很自然地想到法家所说的“去视”、“去智”、“去听”的帝王心术，而其中的“道”、“虚”、“静”、
“清明”等词汇又显然来自于道家言论。可见，作为儒家学者的荀子虽坚持儒家立场，却也致力于对道家、法家

学说的为我所用以增强其儒学的理论性、说服力和应世色彩。又如，韩非为坚定的法家学者，但又明确主张: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

也。( 《韩非子·忠孝》)

这显然是在认同儒家所强调的伦常的基础之上再偏向臣、子、妻对君、父、夫的道德责任并以此确立家或国

的权力集中。除此之外，韩非为了论证把儒家学说纳入其法家思想中的合理性，又转而向道家求助:

君子之为礼，以为其身; 以为其身，故神之为上礼; 上礼神而众人贰，故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故

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众人虽贰，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故曰:“攘臂而扔之。”道有

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

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 “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

礼。”( 《韩非子·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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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先生曾有过颇为精辟的论述:“透过秦简可以发现一种确认秦、楚之占卜术的差异的相互意志。
这应当说是反映了秦对占领地的现实的统治方式。毋庸赘言，秦通过占卜试图掌握的并不是占卜本身，而是深刻限定人们的生活或精
神的固有习俗。自战国中期的孝公以来，坚持法治主义这一国是的秦在南郡施行秦法时却无法忽视扎根于当地的‘活法’( 习俗) 。”工藤
元男:《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创文社 1998 年版，第 338 页。

《荀子·王霸》云:“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
而人莫之能诬也。”

有关这一点，参见拙文:“荀子礼治思想的重新审视”，载《哲学研究》2005 年第 8 期。
《荀子·正名》曰:“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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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礼为之而莫之应”、“攘臂而扔之”、“失道而后德”云云显然均出自《老子》第 38 章。① 其原意是说，对人

类社会而言，大道充盈的年代是最美好的; 大道流失之后，“德”、“仁”、“义”依次被提倡; 至以礼相尚之时，秩序

已可谓混乱不堪，所以圣人对礼采取“攘臂而扔之”的态度。然而，韩非通过解读《老子》得出的结论却是对以上

下等级为内核的礼的尊崇。这表明，韩非对儒、道二家的观点也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并使二者与其法家论调

融为一体。包含荀子、韩非之学在内的兼采百家的思想新动向当然也影响到了秦国政坛。《史记·吕不韦列

传》云: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

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

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上引史料记载了《吕氏春秋》的诞生过程; 其中提到，吕不韦之所以要召集士人撰写该书，是因为对秦的学

术落后与秦的国力之强不成比例这一现实颇感羞愧。但当时嬴政尚未亲政，身为相国的吕不韦乃秦真正的最高

统治者，而秦的统一恐怕又已呈明朗之势，所以，吕不韦在这个时点编撰《吕氏春秋》未必只是为了在著书立说

上盖过魏、楚等国，而缺乏为统一后的秦设想新国策的打算。既然如此，那么，他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秦与关东六

国的文化差异，而且也很可能明白此种差异并不是严刑苛法能够弥合的。因此，他就像荀子、韩非一样将众多士

人所撰写的诸家治道汇总在一起以至于全书呈现出了高诱的《吕氏春秋序》所说的状态:“然此书所尚，以道德

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更为重要的是，《吕氏春秋》虽表现出兼容诸家治道的思

想特征，但并非毫无倾向。金春峰先生也指出:“不论天道观、认识论、辩证法还是社会政治思想，《吕氏春秋》都

继承和采取了荀子或《易传》的立场和观点，说它是‘新’儒家是有根据的。”［21］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对秦的刚

性法治观已有所调整，并对儒家的宽仁精神颇为赞赏。当然，《吕氏春秋》与吏道文本在产生时间上有先有后，

进而又会出现谁影响谁的问题，但以思想倾向论，孰先孰后其实并不重要，毋宁说二者都体现了秦人对上古至战

国逐渐形成的地域文化差异予以认可并力求借助各种策略来避免冲突的为政心理。这样一来，我们也可认为，

吏道文本中的柔性法治观的提出应当同样是现实政治需求与思想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过，汉代著作对秦法治之残忍、严苛的描述尽管有夸张的嫌疑，但不应是空穴来风。所以，无论如何，我们

都能认识到秦的刚性法治观与柔性法治观是存在矛盾的，那么二者何以共存呢? 或者说，秦人究竟是以什么样

的逻辑把二者连接起来的呢?

四、刚性法治观与柔性法治观并存的内在逻辑

要回答秦的两种法治观何以并存，对二者各自出现或落实的背景有所理解似乎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仅关注

二者的表面含义，我们只能将它们视为互相对立的存在。前文已指出，柔性法治观出现的背景是由政治需求和

学术思潮共同构成的，这种法治观本身是对现实的一种反馈。那么，对刚性法治观来说，情况又如何呢?

以现有的传世文献观之，有关秦推行法治之“刻薄寡恩”的论断几乎均出自儒生们的概括性言论，其具体情

形究竟如何并不清晰。如《史记》之类的史书当然有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其所涉时间段基本上局限于商鞅变法

和秦统一六国之后两个历史时期，至于这中间的近 140 年则差不多都是用记录战争和杀戮的词语来描绘其底色

的。幸运的是，睡虎地秦简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大致属于这 140 年间，为我们提供了分阶段考察所谓秦法之严苛

的良好条件。首先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实施法治的速度和力度确实相当厉害，此乃众所周知之事，但事出有因。
秦孝公在其求贤令中说道: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

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

44

① 《老子》第 38 章原文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
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
薄，而乱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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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史记·

秦本纪》)

此令虽回顾了秦穆公的丰功伟业，却意在强调秦于穆公之后为诸侯所轻视的困顿局面以及献公欲复秦往昔

之荣光而最终无法实现的无奈，其结尾“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句则鲜明地展示了孝公求治求强的迫切心情。
也许正是透过对这种心情的解读，商鞅看到了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遂携其法治经纶面见孝公并开始了他的变

法大计。然而，变法令一公布，便立刻遇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如《史记·商君列传》所载: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

面对如此状况，商鞅采取了“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尽迁之

于边城”等一系列手段，达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 《史记·商君列传》) 的效果。以上述内容观之，商鞅变法之

所以与严刑酷法相伴随，实是因为商鞅所设计的法令试图通过约束秦人的言行而改变秦地的习俗，此种“不便”
给商鞅带来了不得不面对的施政难度; 而孝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对商鞅表示支持，则是因为他对战国时代的局

势、秦的孱弱及商鞅变法的效果保持着高度清醒的认识。进一步说，这对秦国君臣皆崇奉现实主义精神，①正是

现实本身让他们对刚性法治观予以认可。

然而，《史记·商君列传》又记录了商鞅对秦国法治的一句感叹，“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而《商君书·算

地》也指出: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

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这些似乎说明，商鞅只把法治视为救一时之弊的权宜而非最佳政略，并早已为秦国君主设计了因时因地立

法的法治思想。所以，正如前文已多次指出的，当秦依托商鞅变法积聚起来的强大国力向东挺进并遭遇激烈的

文化冲突时，秦统治者大概及时地对其法治观予以修正，确立了以法治为基础并兼容各种为政思路的柔性法治

观，进而又通过吏道文本向官吏们传达朝廷的态度。不过，随着秦军东扩的步伐越来越快，秦统治者看到了统一

六国的希望，其法治观再次被调整，睡虎地秦简《语书》可谓其明证。《语书》是秦王政二十年( 公元前 227 年) 南

郡太守腾下发给所属县、道官员的命令文书，其语词曰:

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灋( 法) 度，以矫端

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灋( 法) 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

民莫用，乡俗淫失( 泆) 之民不止，是即灋( 废) 主之明灋( 法) 殹( 也) ，而长邪避( 僻) 淫失( 泆) 之

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灋( 法) 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

明智( 知) 之，毋巨( 歫) 于辠( 罪) 。今灋( 法) 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

心不变……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 又) 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
丞弗得者，以令、丞闻。②

前文已述，南郡原属楚地，其习俗不同于秦，但腾径称之为“恶俗”并表达了以法律消灭恶俗的决心。此种

强势态度与《为吏之道》的宽仁精神及《日书》将秦、楚习俗并举的调和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圣王作为灋( 法)

度”、“后有间令下者”、“腾为是而修灋( 法) 律令”、“今且令人案行之”云云表明，秦以法律打击南郡之楚俗的做

法并非一时之举，而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由此可见，随着秦统一脚步的加快，刚性法治观已逐渐成为秦对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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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美国学者史华兹就曾对商鞅做出这样的评价:“一个充满自信的行动上的‘铁人’……与慎到和韩非子不同，他显然没有感到
有必要去为他的方案提供一套宇宙论———本体论的基础。他的目标是清楚的，而且知道应该如何实现它。”［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
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4 页。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一·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 页。应当指出，《语书》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共 8
简，后半部分共 6 简，后半部分的简首组痕比前半部分位置略低，因此学者们认为，二者原来似乎是分开编排的，后以前者为主体、后者为
附件被合编在一起。参见黄盛璋:“云梦秦简辩证”，载《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
版社 1990 年版，第 13 页; 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 － 65 页; 张金光: 《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7 页。不过，这两部分的思想倾向基本相同，所以此处仅引被视为主体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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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的 为 政 策 略。不 过，由 于 睡 虎 地 秦 简《编 年 记》中 的 一 条 史 料 提 到，“十 九 年，□□□□南 郡 备 敬

( 警) ”［1］( P． 111)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又将这条史料与楚王背约并进攻南郡一事联系起来［10］( P． 10) ，因此高敏先生

进一步认为，腾发布《语书》只不过是“南郡备敬( 警) ”的系列举措之一，未必具有普遍意义［11］( P． 37)。尽管高敏

先生的主张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在说服力上似乎仍有欠缺，所以黄盛璋、晁福林、工藤元男等先生都指出“南

郡备警”与楚进攻南郡一事无关［22］［23］［24］( P. 381 － 385) ，工藤先生甚至得出了如下结论:“倘若把《语书》的内容与‘南

郡备敬( 警) ’这一记载脱离，那么，其基调即可谓秦统一六国并强化其一元统治之意志的同义语。”①综合各位

先生的观点，我们似乎仍应将《语书》视为战国后期刚性法治观在秦的领地内甚嚣尘上的例证，它与《为吏之道》

等吏道文本一起说明了秦的两种法治观是如何根据现实条件( 如，秦与关东六国的国力消长、秦自身统治能力

的增强与减弱等) 的变动而被调整的。

至秦统一六国，始皇延续了战国后期严格以法律约束六国臣民之言行的强硬姿态，推行“车同轨”、“书同文

字”的文化政策，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然而，若细细品味始皇治理统一帝国的十来年，似乎又不能认为其法治

策略始终没有变化的可能。秦始皇二十六、二十七年，秦曾通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治驰

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 等一系列举措奠定帝国的基业。二十八年，始皇登琅邪台，遂刻石以表彰秦德。这

篇刻石起始于对秦之法治的称颂，“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此后的文句却并非尽为咏

唱法治之辞，如“合同父子”、“圣智仁义”、“忧恤黔首”、“尊卑贵贱”、“兴利致福”( 《史记·秦始皇本纪》) 等四

字短语几乎就是吏道文本中的相关文句的翻版。由此可见，在秦始皇二十六、二十七年的疾风暴雨似的制度创

建之后，始皇对其一手创立的秦帝国的稳定性是有着相当充足的信心的，所以或许已有向以法治为基础并兼容

各种治道的柔性法治观转变的意图，而刻石中的众多短语大概就是这种统治心理的反映。不过，据《史记·秦

始皇本纪》所载，从秦始皇二十九年开始，始皇几乎无年不遭遇非常之事:

二十九年 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三十一年 为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见窘……关中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年 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三十三年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三十五年 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

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三十六年 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这些事件想必会令始皇对其帝国的安全性产生强烈怀疑并认为，施行以宽仁相尚的柔性法治观的时机尚不

成熟。大权集于一身的始皇遂在实际政局的驱动下再次将其法治观引入严苛的方向，“焚书”、“坑儒”则可谓其

典型事例。可若说始皇希望秦帝国百折不回地坚守严苛法治，似乎又不尽然。毋宁说，始皇至死都在考虑如何

把朝廷的为政思路过渡到柔性法治的轨道，这从他对继任者的选择即可略见端倪。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始皇

似乎一直未立太子。在公元前 210 年的巡游途中，始皇病笃。这位自负的皇帝也许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生命会

在这次巡游途中结束，所以只是在驾崩前仓促地单独赐给公子扶苏一份玺书，其内容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

阳而葬”( 《史记·李斯列传》) 。那么，这份玺书的真实含义究竟如何? 《史记·李斯列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

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

诸子，何可言者!”

可见，如赵高、胡亥的对话所揭示的那样，玺书意味着始皇对继任者的暗示，而“以兵属蒙恬”这一安排大概

也是要让蒙恬以兵权确保扶苏顺利登基。扶苏的为政思路与始皇大有不同，《史记·李斯列传》就曾提到，“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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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创文社 1998 年版，第 385 页。另外，张金光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
点:“南郡守腾何以颁下此文告? 或以为与军事形势有关。按此言误，文告与军事形势毫无关系。而其具体大背景则是南郡地方的社会
政治状况……‘军事形势’云云，乃不着边际之言。”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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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扶苏为人仁”，而在“坑儒”事件中，扶苏对始皇的谏言则明显体现了其

仁德品格:“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 《史记·
秦始皇本纪》) 可以说，扶苏未必不重视法治，但应当不会以法治为政略的惟一要素，其品德与柔性法治观存在

较大的亲和性则可谓不言而喻。始皇在弥留之际选择扶苏为其继承人表明，在实施了十余年的雷霆政策之后，

始皇显然意识到以高度集权、重刑轻罪为特征的法治政略已导致危险的反抗力量潜藏于帝国内部，并希望在即

将到来的二世统治时期实现秦帝国之法治思路的柔化以消解这股力量，而扶苏正是把此种希望变成现实的合格

人选。然而，当时，扶苏和蒙恬皆已赴远任，始皇对身后事的安排又过于匆忙，皇帝崩于沙丘，李斯与赵高秘不发

丧并篡改玺书，扶苏与蒙恬被赐死，胡亥登基等一幕幕为国人所熟悉的秦两代君主的权力交接过程遂紧锣密鼓

地上演，①始皇的希望最终幻灭了。
综合上文对秦法治思想在商鞅变法至始皇驾崩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秦对刚

性法治观和柔性法治观并无绝对的偏向性，而是根据实际环境的变化在二者之间不断游走。此正可谓《商君书

·算地》所说的“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的真谛，亦为两种法治观得以并存的根本逻辑。秦人是真正的

现实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能“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 《新书·过秦上》) ，不仅因为其军事力量的强

大，也因为其法治策略的灵活。由是观之，通说既忽视了秦的柔性法治观的存在，也抹去了秦的刚性法治观一再

得到统治者之推崇的各种历史情境，而恰恰是这些情境本身使思想史变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

五、结论

一般认为，秦是战国时代坚持法治学说最为彻底的国家，其表征则是严刑苛法、重刑轻罪。这在秦法治初创

的商鞅变法时期或许确乎如此，因为法治对秦地的民众来说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若无强硬手段为

其后盾，恐怕将无法实行。然而，当秦随着兵锋东指而遭遇六国的不同文化后，为了回避文化冲突以巩固对新占

领地的统治，秦不得不采取以法治为基础并兼容各种治道的柔性法治观，这可以从《为吏之道》及《为吏治官及

黔首》等吏道文本所提供的信息获得证明。至战国后期，因统一局势渐趋明朗，秦再次对其法治观做出调整并

试图以法律消弭文化差异，这种思路又一直延续到了秦帝国时代。尽管如此，对其帝国之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

有着清晰认识的秦始皇也曾试图引导严苛的刚性法治观向柔性法治观转化，但终因种种枝节而至死未能成功。
回顾从商鞅变法开始的秦法治思想的变迁史，我们可以认为，秦的法治主义并不是法家所提倡的理想化甚至带

有乌托邦色彩的法治主义的同义反复，而是一种与现实主义目光相伴随的为政谋略。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亦可谓本文对通说的补充。
进一步说，既然秦的法治观具有多面性，那么将秦的灭亡仅归结为严刑酷法似乎就有所不妥。前文指出，秦

始皇选择扶苏为继任者表明他已经为秦政的宽仁化设定了掌舵人，但其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及最后的暴毙使他

无法对身后事做出从容的安排，连发给扶苏的玺书也是匆忙为之，来不及发出以至被篡改。事实上，与秦始皇一

样，汉武帝也曾在其统治晚期遭遇巫蛊之乱等众多重大变故，但又通过扫清巫蛊余波、命钩弋之子继位、选定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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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有一篇名为《赵正书》的文献，该文献所载始皇的临终安排与《史记》的记述截然不同: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分( 纷) 争，争侵主。吾闻之: 牛马

斗，而闽虻死其下; 大臣争，齎( 齐) 民古( 苦) 。吾衣( 哀) 令( 怜) 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丞相臣斯昧死顿首
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左主右亲，非有强臣者也。窃善陛下高议，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
民，臣窃幸甚。臣谨奉法令，阴修甲兵。饬正( 政) 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民立于天下，势有周室
之义，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尽其才，毋勇者有所尽其死。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僇( 戮) 死，以佨
( 报) 于天下者也。”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
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三下) ，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15 年版，第 190 页。

也就是说，立胡亥为新君乃始皇的决定，而非李斯、赵高篡改玺书的结果。但是，有关“赵正书”这一名称，且不说它对始皇之名讳的
触犯，突出“赵”字以示始皇曾与其父庄襄王一起在赵国为人质这一做法多少带有侮辱始皇的意味。同时，该文献的整理者还指出:“《赵
正书》……这种以记言为主，注重‘以史为鉴’的文体，与战国时期流行的‘语’类古书相似。”，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
学藏西汉竹书》( 三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7 页。“语”类古书乃先秦时代专为谈话、游说编撰的资料集，其对史事之叙述
的真实性是可以商榷的。而且，始皇的驾崩及其临终安排恐怕只是李斯、赵高等几位重臣才能知晓的国家机密，像司马迁这样广泛搜罗
信息且落笔谨慎的史家也不过粗略知之，不知为何许人也的《赵正书》的作者怎么能洋洋洒洒地将机密之事和盘托出? 综上所述，在始
皇之继任者的确立一事上，似仍应相信《史记》的记载，而将《赵正书》视为秦汉之际逐渐形成的虚实莫辨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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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臣等措施有条不紊地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并确保其为政思路能够得以延续。① 与之相比，秦始皇对其下一

任朝廷的仓促设定可以说正是秦朝国祚难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上》中批评秦朝“仁义不施，攻

守之势异也”，这固然指明了秦始皇及二世坚持乃至过度强化刚性法治观的弊端，却也遗漏了始皇之死这一关

键性的转捩点，施仁义对始皇来说非不欲、实不能。历史虽不能绝对地归结为权贵们的创造，但在关键时刻却往

往受限于权贵们的言行。
不过，秦朝的灭亡并不意味着秦的两种法治观也销声匿迹了。《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曾云:“汉家自有

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谓“霸王道杂之”就是指以严苛与宽仁、刑治与德治相辅相

成的统治策略。其兼容百家的思想特征与《为吏之道》等吏道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秦之柔性法治观的综合论调有

着相当大的雷同性，只不过秦的柔性法治观以法治为根基，而汉的“霸王道杂之”则以儒学为底色。在这一意义

上，我们可以把“霸王道杂之”视为柔性法治观的改造版。此前，之所以汉朝的“德主刑辅观”被认为是在否定秦

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因为学界对秦的法治主义做出了单向度的理解。其实，秦与汉无论在思想还是在制

度上都存在着有破有立的继受关系，这也许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结论。然而，本文第一部分曾说明，《政事之常》、
《为政之经》等吏道文本尚未完全公布，倘若能全面运用这些史料展开研究，本文的结论或可进一步细化，这当

然只能是今后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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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朱腾: 秦法治观再考———以秦简所见两种吏道文本为基础

Ｒethinking on the Ｒule of Law of Qin Dynasty:

Based on the Two Texts about How to be a Qualified Servant Written
in the Bamboo of Qin Dynasty

Zhu Teng

Abstract: It is popularly sai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thought of Qin dynasty can be summa-
rized as focusing just on the law and using abrupt penalty to punish minor crime． But，some published texts
written in the bamboo of Qin dynasty，including Weilizhidao，Weilizhiguanjiqianshou etc． ，argued how to be a
qualified civil servant． The legal thought displayed by them was regarded rule of law as its foundation and as-
similated the viewpoints of other schools． These texts were more than likely to be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au-
thorized text，so they could be saw as the component of authorized conception about rule of law of Qin． If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 on the thought of rule of law in Qin can be summarized as rigid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the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about how to be a qualified civil servant can be called as soft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 From the reform of Lord Shang to the death of the Frist Emperor，it was seemed that Qin didn’t exposed
its tendency to each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 Ｒather than that，it frequently changed its choi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ctual surroundings，which reflected the realistic attitude of Qin to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rule of
law．

KeyWords: Legalist; Conception of Ｒule of Llaw; Texts About how to be a Qualified Civil Servant; Ｒeal-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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