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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来，国家奉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身份秩序。战国时期秦国和以后统一全国的

秦朝，重新建立起一套社会身份体系，即以爵位来衡量身份高低，换言之，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之认定

以二十等爵制为主的等级身份序列为评判标准。秦汉时期的社会身份，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

地位和出身，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法律地位等方面。

身份刑，是学界相对于劳役刑所提出来的概念。近年来日本学者鹰取祐司先生将刑罚与爵制结

合，认为：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是被劳役附着之上的身份刑，比照爵位对身份刑以定位，即

爵制性身份序列之第-1级、第-2级、第-2.5级、第-3级的刑罚[1]，如此将城旦舂等纳入以二十等爵制为

主体的等级身份体系，身份刑序列与二十等爵的等级身份序列形成对接，使得刑徒的身份与有爵者的

身份垂直统一在社会等级身份体系。德国学者陶安先生认为：“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名构成一种

身份刑，它是秦国通过刑罚手段赋予个人法定地位来控制资源分配的身份制度的一个环节[2]。如此以

刑罚与爵位赋予社会成员不同等级的身份，并依此标准进行资源与劳役的分配，使得以身份刑和爵位

为调节手段的等级身份体系与社会资源分配相匹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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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鹰取祐司：《秦汉时代的刑罚与爵制性身份序列》，《法律史译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2]转引王伟：《秦汉简牍所见刑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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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秦汉时期的刑罚具有身份刑和劳役刑二重性。文帝改革之前，身份刑的特质凸显；伴随

文帝改革，刑期有限与肉刑去除，使得劳役刑的特质逐渐凸显。刑徒受到身份刑处罚与有爵者享受爵

位的待遇，置于同一垂直体系，是为“刑罚—爵位”身份序列，其主要对应者为三大等级：刑徒、毋爵者、

有爵者，刑徒与有爵者处于最高端与最低端。本文从此处入手，考察刑徒社会身份特质，将其特质与

有爵者对比，讨论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刑徒包括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对其内部序列相关

问题，如司寇与隶臣妾、司寇与隐官的社会分等等问题进行考察。

一 、刑徒社会身份的特质

秦汉出土简牍中[1]，某一刑罚的名称其实也是某一刑徒的名称，比如“城旦舂”既是一种刑罚又是

一种刑徒，属于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属于刑罚体系，后者属于刑徒身份序列。一定程度上，某一

种刑罚的特点即是同名刑徒的特点。刑徒的身份刑，作为刑罚具有惩处的特性，主要是身份的下降，

使之产生了不同的等级身份，具备了相应的等级身份特质。“刑罚—爵位”身份序列主要对应者分为有

爵者、毋爵者、刑徒。下文所论建立在刑徒与有爵者的对比之上，将刑徒身份与爵制身份相结合，对比

“刑徒与有爵者”在身份、刑罚、财产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得以明确刑徒社会身份的特质。

（一）身份继承

身份刑不仅是对刑徒本身的惩罚，还延续至其子女身上，简牍多见刑徒身份继承的迹象，其中隶

臣妾、城旦舂比较常见。所谓的刑徒身份继承从时间来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子从出生即继承刑徒

身份，二是父或母论为刑徒后继承其刑徒身份。《法律答问》（简 1、2），《岳麓书院藏秦简肆》[2]（简 3），

《二年律令》（简3、4、5、6、7）有载：

1“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116）
简1，隶臣亡，完为城旦收妻子，说明隶臣有外妻、子，整理小组认为外妻指未被收的自由人，其子意义

当同，此处隶臣之子身份不明，但是可知没有继承其父隶臣的身份。

2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殹（也），问女子论可（何）殹

（也）？或黥颜頯为隶妾，或曰完，完之当殹（也）。（174）
简2，隶臣妻“女子”在丈夫隶臣死后，企图混淆隶臣子身份属于犯罪行为，可见隶臣妾之子的身份与父

之隶臣相关联，估计子之身份要被降低或是受到其它处罚。如此推测如果母为隶妾，子之身份亦如此。

3傅律曰：隶臣以庶人为妻，若群司寇，隶臣妻怀子，其夫免若冗以免，已拜免，子乃产，皆如其已

免吏（事）之子。 女子怀夫子而有辠，耐隶妾以上，狱已断而产子，子为隶臣妾，其狱未断而产子，子各

如其夫吏（事）子。收人怀夫子以收，已赎为庶人，后产子，子为庶人。（160-162）
简3是一条关于认定腹中子身份的律文。据简文，隶臣+庶人→（夫免后子产）子从父如免吏之子；夫+
耐隶妾以上→（妻狱已断）子从母刑徒身份，夫+耐隶妾以上→（妻狱未断）子从父吏事。可见对于腹中

子来说，当父母一人为隶臣妾时，腹中子的身份根据父母获免或有罪一方的身份认定来论决，换言之，

腹中子子身份从父母最低身份。“耐隶妾以上，狱已断，子为隶臣妾”说明耐隶臣妾以上之子当为隶臣

妾，腹中子对父母刑徒身份不是原身份的继承。

[1]本文所用简牍主要出处：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张家

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陈伟主编：《里耶秦简

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本文

所用简牍自《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封诊式》，自《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奏谳书》。

[2]以下简称《岳麓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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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69）
5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

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174-175）
6毋夫，及为人偏妻，为户若别居不同数者，有罪完舂、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176-177）
简4，“磔”是秦汉时期死刑的一种[1]，比斩首、弃市更为残酷。当磔之刑徒子为城旦舂。据简1“完

为城旦，收其外妻、子”，简5“夫当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应包括完城旦，“妻子”为收人，妻为收人是夫

妻连坐所致，子为收人则是身份继承。在子已经结婚情况下，一是单独立户有爵位并且十七岁以上，

二是或者被夫弃或者为寡者，这两种情况下可以免为收人。简6，毋夫和偏妻当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

上，其子不收，说明一般情况下母犯此罪当收其子。简5、6反映出当时一人犯罪整户受牵连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耐隶妾以上”与“完城旦舂以上”有所重合，至少都包括刑为城旦，但是子的身份

分别是隶臣妾与收人，这两种身份在秦汉简牍之中地位接近[2]，之所以身份不同估计与“怀夫子”有关，

即如果腹中子之父或母为刑徒，子承袭刑徒身份，如果子出生后父或母为完城旦舂以上则可能为收人。

据简 4、5、3：（1）磔→城旦舂，（2）完城旦舂以上→收人，（3）耐隶妾以上→隶臣妾。磔是死刑之

一，完城旦舂以上即城旦舂，耐隶妾以上包括城旦舂和隶臣妾。死刑下一等是城旦舂（城旦舂与鬼薪

白粲为同一等级），城旦舂的下一等是耐为隶臣妾。据此推测刑徒身份一般会减等继承，死刑者子为

城旦舂；城旦舂以上身份刑徒子要降低身份；耐为隶臣妾属于耐罪较城旦舂罪轻，其子可能继承父母

刑徒身份，可能只是受到牵连。

7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適（嫡）子，以孺子囗囗囗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
后>□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

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其毋適（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367-368）
简7自《二年律令·置后律》，清楚的记载了关内侯至簪褭之子对于爵位的继承。徹侯、关内侯之

子所继承爵位不变，卿后子都划为公乘，自五大夫以下，降两级继承。刑徒和有爵者在身份上都有继

承的属性，从简3母亲“耐隶妾以上”子女“为隶臣妾”来看与“卿后子”一致，在一定的身份范围之内，

刑徒子取最高身份，有爵者子取最低身份。刑徒子的身份继承比刑徒有所提高，有爵者子的身份继承

比有爵者有所下降，并不是继承父母之原身份。

（二）夫妻连体

秦及汉初时期连坐盛行，至文帝时期“尽除收律相坐法”。家族连坐也称缘坐制[3]，简牍多见夫妻

连坐的现象，如《法律答问》（8、9、10、11）：

8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知），为

收。（14）
9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殹（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夫盗

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以百一十为盗；弗智（知），为守臧（赃）。（15-
16）

[1]参见曹旅宁：《秦汉磔刑考》，〔长沙〕《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连宏：《汉代磔刑考辨》，〔长春〕《东北师大学

报》2016年第2期。

[2]《秦律十八种》：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汉

简·二年律令》：第一条，隶臣妾及收人有耐罪，系城旦舂六岁。第二条，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白粲二人，隶

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筽庶人。隶臣妾与收人，同罪同罚，地位接近。

[3]〔日〕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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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剩（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170）
11妻有罪以收，妻剩（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畀夫。（171）

简8是夫犯罪妻连坐的案例，一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妻“匿”，即参与到了犯罪当中，属于共同犯罪，

“当以三百论”可知当完为舂；二是，妻不知，即完全没有参与也要被收，说明不知比匿罪轻。简9，妻
与夫前谋，以同罪论即盗三百完为城旦、舂。由上，可以得到夫妻连坐的三种类型，与夫同罪、比夫减

罪、被收。简9“弗智（知），为守臧（赃）”说明如果夫盗二百钱罪较轻，即使不被收也要受到处罚，除非

如简10“妻先告”不收妻，属于妻的财产亦不收。反之，简11显示妻有罪为收人[1]，夫不但不受牵连，且

妻财物还给夫。虽然妻犯罪，夫牵连相对弱，但仍可说明，夫与妻在刑罚方面密切相关，同为一体。

12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女子比其夫爵。

（369-372）
13□杀其夫，不得以夫爵论。（84）
14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156）
简12-14自《二年律令》。简12，一般情况下，妻子比夫爵位享受夫爵的部分待遇。简13，除非杀

夫的情况下不得以夫爵论，说明妻犯罪可以夫爵减罪。简14，大夫寡不当伍人，如此可以免于伍人连

坐，间接对其妻的获免。秦及汉初时期夫妻一体，有罪要被连坐，同时有爵位都可享受相应待遇，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

（三）身份放免

秦及汉初的刑徒终身服役，传世古籍多见通过赦、免改变刑徒身份。放免一词，“放”可以理解为

恢复刑徒以前自由人身份，“免”可以理解为身份的“减免”，《秦律十八种》（简15）、《岳麓肆》（简16）、

《二年律令》（简17）相关简文如下：

15毋令居赀赎责（债）将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居赀赎责（债）当与城旦舂作

者，及城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将。司寇不□，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

司寇。（145-146）
简15，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免城旦劳三岁以上减为城旦司寇，关于城旦、舂+司寇的连用，睡虎地秦简

载有“舂司寇”“城旦舂之司寇”，整理小组认为是城旦舂减刑而来[2]。据此推测简15“城旦舂司寇”是

免城旦、舂通过减刑为司寇的刑徒，劳三年以上以劳减至司寇。

16佐弋隶臣、汤家臣，免为士五，属佐弋而亡者，论之，比寺车府。内官、中官隶臣妾、白粲以巧及

劳免为士五、庶人、工、工隶隐官而复属内官、中官者，其或亡（7-8）
简16，隶臣妾、白粲劳以巧及劳免为士五、庶人、工、工隶、隐官，其中士五、庶人应该是劳减而来，工、

工隶应该是以巧减免而来。工隶估计是工隶臣妾的省称。简16的隶臣妾、白粲不属于刑罪，“隐官”

一般认为是受过肉刑减免者，但是“隶臣妾、白粲以巧及劳免为……隐官”不知何解？或许正如韩树峰

先生所言，秦代肉刑也可以和隶臣妾这样的轻刑徒搭配使用，汉初法律对此加以改进，将肉刑的使用

进一步上移，仅施加于城旦舂这样的刑徒身上[3]。或许此处隶妾、白粲由舂减免而来。

17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

城旦舂、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筽庶人。其当刑未报者，勿刑。有（又）复告者一人身，毋

有所与。诇告吏，吏捕得之，赏如律。（204-205）
[1]此处有罪可能不是直接犯罪而是连坐。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第52页。

[3]韩树峰：《秦汉徒刑散论》，〔北京〕《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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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月

《汉书》有载：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1]。出土秦汉简

牍亦多见以爵位除罪的律文。简17说明通过捕罪人获得爵位可以用以除他人罪，捕城旦舂或是白粲

两人，捕隶臣妾或是收人三人，皆可以免死罪一人。

总之，城旦、白粲、隶臣妾可以通过劳役和技能来提高、免去原刑徒身份；隶臣妾可以用人丁赎免

身份（见下文简29）；死刑徒可以通过他人捕获刑徒来免去死罪。说明刑徒通过自身的努力，或是以

人代替、他人爵位等外力来获得身份的放免。

18律：盗臧（赃）直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引当恢。

（72-74）
19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

赎。（38）
20与盗贼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囗囗囗囗囗□留耎弗敢就，夺其将爵一级，免之，毋

爵者戍边二岁；而罚其所将吏徒以卒戍边各二岁。（142-143）
简18-20，关于爵位除罪的记载，简18自《奏谳书》，简19、20自《二年律令》。据简19、20，可知一

般情况下，有爵者触犯法律，可通过爵减、爵偿来减轻刑罚。简20，显示一些轻罪被夺爵。一般案件

在论决之前“問之□名事定”[2]，查实爵位，依据法律对有爵者犯罪判决进行减免。所以说，爵位的失去

意味着身份下降。刑徒通过既有方式提高身份，成为毋爵者，甚至有爵者；有爵者因为获罪降低身份，

成为毋爵者，甚至刑徒。二者相互对立，可以相互转化。

（四）累犯加罚

刑徒服刑期间触犯法律，从现代法学来说为“累犯”，从轻罪到重罪的处罚不等。《二年律令》（简

21-23），《法律答问》（简24）有载：

21鬼薪白粲殴庶人以上，黥以为城旦舂。城旦舂也，黥之。（29）
22斗而以釰及金铁鋭、锤、椎伤人，皆完为城旦舂。其非用此物而□人，折枳、齿、指，胅体，断

（决）鼻、耳者，耐。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死<列>以下，罚金二两；其有疻痏及囗，罚

金四两。（27-28）
简21，鬼薪白粲殴庶人黥城旦，城旦舂殴庶人加黥刑。同等级刑徒同罪量刑一致。简22，下爵殴

上爵罚金处理。同是殴人罪，有爵者之间处以罚金，刑徒殴有爵者处以肉刑。在殴人罪体现了有爵者

与刑徒同罪异罚的特点。

23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

白粲。（82）
24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119）

简23，上造、上造妻子及其爵位以上者当刑为城旦舂及完为城旦舂时，耐为鬼薪白粲。简24刑徒完城

旦加刑罪当加劓刑。同是刑罪，上造以上皆耐为鬼薪，完城旦加黥刑。刑徒的再犯罪加重，说明了刑

徒与有爵者从轻罪到重罪具有同罪异罚的属性。

25大夫甲坚鬼薪，鬼薪亡，问甲可（何）论？当从事官府，须亡者得。·今甲从事，有（又）去亡，一

月得，可（何）论？当赀一盾，复从事。从事有（又）亡，卒岁得，可（何）论？当耐。（127-128）
简25自《法律答问》，大夫甲因导致鬼薪亡而“从事官府”，如果甲逃跑离开一个月被抓，赀一盾继

[1]〔东汉〕班固：《汉书》卷2《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5页。

[2]《里耶秦简》载：□月己亥朔辛丑，仓守敬敢言之：令下覆狱遝迁陵隶臣邓Ⅰ□□□名吏（事）它坐、遣言。·问之

有名吏（事），定，故旬阳隶臣……

逗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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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从事，再次逃跑满一年被抓，耐为隶臣。一般情况，从普通吏民逃亡两次，当完城旦舂，可见大夫累

犯的量刑优待。

（五）没收财产

《二年律令·户律》所见分田宅的等级，从关内侯九十五顷到公士一顷半，从彻侯百五宅到公士一

宅半，说明了爵位作为国家资源分配的标准，将社会成员最重要的基础生产生活资料按照等次划分。

如果犯罪严重，财产一并查处没收。如《封诊式》（简26），《二年律令》（简27）载：

26封守 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

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大木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

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

（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

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8-12）
27当收者，令狱史与官啬夫、吏杂封之，上其物数县廷，以临计。（179）
简 26从“乡某”来看是一件乡爰书的书写模板，对甲的财产进行登记，包括妻儿、房产、衣器、畜

产。与简27对读，可知犯罪严重当收者，由狱史、官啬夫、吏以县丞书，对其财产登记。由此，刑徒因

重罪，妻子、家产被没收。有爵者因爵位，按等级赏赐田宅。在财产上，前者失后者得。

综上所述，在身份继承上不是原位继承，刑徒之子在身份继承上之地位有所上升。夫妻之间，夫

为完罪以上，妻受到牵连身份为刑徒。刑徒可以通过自身和他人帮助提高身份。刑徒再次犯罪比有

爵者处罚严重。重刑徒犯罪即被没收家产。身分刑与爵位是划定社会成员身份的标准，社会等级身

份划分为刑徒与有爵者两大等级，毋爵者作为中间等级。身份刑轻、爵位低则距离毋爵者近，身份刑

重、爵位高则距离毋爵者远。身份刑与爵位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身份的杠杆，在同一身份体系当中使得

刑徒与有爵者对立统一，刑徒与有爵者可以相互转化，刑徒与有爵者的身份具有唯一性和相斥性。有爵

者、刑徒身份的上升和下降，享受资源与接受刑罚，体现出有爵者与刑徒在身份体系中的对立与统一。

二、司寇与隶臣妾之区别

秦汉刑罚制度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点和热点，尤其是“徒刑”的研究成果颇丰。韩树峰先生通过

对比城旦舂与鬼薪白粲的相同之处、城旦舂与隶臣妾的不同之处，指出：就刑名而言，徒刑内部结构，

则只存在两个等级，其中一个等级由城旦舂与鬼薪白粲构成，另一等级则由隶臣妾与司寇构成, 它们

与死刑一起构成了秦汉刑罚的三个等级[1]。孙闻博先生从社会等级身份角度，通过对比隶臣妾和城旦

舂、鬼薪白粲的不同，认为：隶臣妾与城旦舂、鬼薪白粲同样多有差别，大体分属两个阶层[2]。二位先生

通过研究，从刑罚体系和社会等级身份角度认为可以将三者分为两个等级，城旦舂、鬼薪白粲属于一

个等级，隶臣妾属于另一等级。据此，我们研究刑徒身份等级及其分等时，可以利用徒刑等级结构的

研究成果、资料和方法。

前述韩树峰先生的论文，按照城旦舂与鬼薪白粲的情况大致推测司寇可能与隶臣妾比较接近。

孙闻博先生从社会等级身份的角度，经过考证认为：司寇免劳、傅籍、名田、名宅大体例比无爵者。并

且，里耶秦简“徒隶与司寇”并列书写，孙闻博先生认为：徒隶这一涵盖较宽称谓在使用时，仍将司寇遗

留于外，显示它们在刑罚序列上虽上下贯通，但身份的界隔无法忽略。”[3]司寇处于徒隶与毋爵者之间，

[1]韩树峰：《秦汉徒刑散论》，〔北京〕《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北京〕《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上引孙闻博先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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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群体的分等，可以从司寇与徒隶、司寇与无爵者之间的异同当中找到答案。如，隶臣妾是徒隶的

最低端，与司寇紧邻，司寇与隶臣妾是否归为一等，可以从二者对比而知。隐官处于无爵者与刑徒司

寇之间，通过辨明隐官与司寇的关系来考察司寇的性质以及刑徒的序列。本节主要从身份继承、放免

等方面讨论司寇与隶臣妾在社会身份方面的不同点。

（一）身份继承与放免

秦及汉初，隶臣妾、司寇同为刑徒，终身服刑，但是身份之继承是隶臣妾与司寇本质区别之一。前

面已经讨论过隶臣妾子对于父母身份的继承问题，隶臣妾子之身份受到父母的影响。但是司寇却不

同，《二年律令》记载：

28公士、公卒及士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伍。（364-365）
简28司寇之子为士五，与有爵者的公士之子等同，可见司寇之子未承袭其父的刑徒身份，而是可以成

为无爵者。司寇脱离这一身份下沿的体系，说明同为耐罪，司寇之刑徒身份比起隶臣妾更为弱化。

隶臣妾与司寇的身份变化亦有不同。隶臣妾通过亲属或者自身归爵或是以人赎的方式获得庶人

的身份。《秦律十八种》（简29、30），《二年律令》（简31）载：

29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

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155-156）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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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敃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61-62）
据简 29，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庶人的标准是归爵二级，免故妻隶妾为庶人的标准是归公士爵

位。有技能的工隶臣免为工或隐官工的标准是斩首或他人为其斩首。《二年律令》一四八简有载斩首

赐爵：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拜爵一级[1]。如果斩二人赐爵一级，那么免亲父母隶臣妾者需斩四

人；公士是爵位最低等级免故妻需斩二人；免工隶臣以斩首推测“斩首”为斩一人[2]。简30，赎隶臣、隶

妾（免老隶妾、小隶妾）的标准为男子二人、一人。可见隶臣妾得以成为自由人的条件比较高。

31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城旦舂罪完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罪

□□鬼薪白粲及府（腐）罪耐为隶臣妾，耐为隶臣妾罪耐为司寇，司寇、迁及黥□（颜）頯罪赎耐，赎耐罪

罚金四两，赎死罪赎城旦舂，赎城旦舂罪赎斩，赎斩罪赎黥，赎黥罪赎耐，耐罪□金四两罪罚金二两，罚

金二两罪罚金一两。令、丞、令史或徧先自得之，相除。（127-131）
《后汉书》载：（段熲）坐诈玺书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征拜议郎[3]。说明汉代之司寇服刑完

毕可以再度为官。目前笔者目力所及简牍未见秦时司寇放免的直接记载，但据简31在告不审及有罪

先自告的情况下，减其罪一等，耐司寇为赎耐，而《二年律令》载，“赎耐，金十二两”[4]。如此，当耐为司

寇，以不审或自告为前提，如果缴纳金十二两，从理论上讲，可以免为庶人。如果无法缴纳足金，推测

与秦时居赀赎债一样以劳代罚[5]，从这种意义上讲，赎耐可以认为是有期刑徒。按照韩国学者任仲爀

先生推测，金十二两，需要服劳役大约三年[6]。可见秦时司寇身份的减免相对隶臣妾难度和代价较小，

[1]《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9页。

[2]秦及汉初，斩首获得爵位的具体标准不一，此处按照《二年律令》所见记载。

[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65《段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45页。

[4]《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5页。

[5]《秦律十八种·司空律》：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

公食者，日居六钱。

[6]参见〔韩〕任仲爀：《秦汉律的罚金刑》，〔长沙〕《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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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爵位和以金为代价可算是本质区别。

（二）人身依附程度

刑徒廪食来源与其与人身束缚关系密切，刑徒廪食于公说明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强，刑徒自

食则说明与国家的依附关系较弱。《秦律十八种》（简32）和《岳麓肆》（简33-34）有载：

32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

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无）母

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

而止其半石。（49-52）
简32详细记载了隶臣妾从事公、田事等不同强度的劳作获得不同数量的月禾，甚至包括小隶臣

妾的廪食标准。即使无母之婴儿、不作之小隶臣妾都可廪食。“其不从事，勿廪”说明隶臣妾为公做事

时候口粮来源于公，会有不为官府做事的情况。

33泰上皇时内史言：西工室司寇、隐官、践更多贫不能自给（糧）。议：令县遣司寇入禾，其县毋

（无）禾当貣者，告作所县偿及贷。（329-330）
34黔首及司寇、隐官、干官人居赀赎责（债）或病及雨不作，不能自食者，贷食，以平贾（价）贾，令

（259）
简33，“贫不能自给”，简34“不能自食者，贷食”，可知一般情况下，司寇在为官府做事自给，如果

贫困或是不作无法自给，可以市场价从国家贷粮食。隶臣妾与政府人身关系较为紧密，大部分时间为

政府劳作，所以获得国家固定廪食；司寇与政府人身关系相对松散，可以获得私人利益，所以在西工室

这样为公劳作时要自给粮食。隶臣妾与司寇在对国家的依附关系上出入较大。

（三）家庭结构

前面提到孙闻博先生研究里耶秦简认为，“秦及汉初，司寇属国家编户，籍附县乡，可单独立户；徒

隶不入户籍，不居民里，簿籍另立。”由此，司寇单独立户，隶臣妾另立簿籍，二者本质不同。《里耶秦简

牍校释》[1]（简35、37、38），《二年律令》（简36）有载：

35□□二户。大夫一户。大夫寡三户。不更一户。小上造三户。小公士一户。士五（伍）七户。

□司寇一【户】。□小男子□□大女子□□·凡廿五□（8-19）
36宅之大方卅步……公卒、士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314-316）
37廿九年八月乙酉，库守悍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仓隶臣一

人。·凡十一人。城旦二人缮甲□□。城旦一人治输□□。城旦一人约车：登。丈城旦一人约车：

缶。隶臣一人门：负剧。舂三人级：姱、□、娃。廿廿年上之□（8-686+8-973）
八月乙酉，库守悍敢言之：疏书作徒薄（簿）牒北（背）上，敢言之。逐手。乙酉旦，隶臣负解行廷。

（8-686背+8-973背）

38【丗五年七月戊】子朔癸巳，贰春乡兹徒薄（簿）。受仓隶妾一人。·凡一人。□小畜□□（8-
962+8-1087）

据简35，司寇与不更、小上造等有爵者同列立户于乡里，其它家庭成员赫然在列。简36，法律规

定司寇分得半宅，可以单独立户，户籍与田宅相互数量对应，司寇具有编户齐民的性质，家庭结构完

整。前述司寇子不承袭其司寇身份，说明司寇一旦免为庶人或去世，从理论上讲整个户籍里即不存在

刑徒，全家即可脱离刑徒身份的群体，回归正常的自由人的生活。但是，据前列简3可知，父母一旦为

[1]以下简称《里耶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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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臣妾，其子身份或是继承或是受牵连，只有出生之前父母身份得到赦免，或是出生之后，父或母才论

为隶臣妾可以免于承袭其父或母的隶臣妾身份。换言之，每户有一人为隶臣妾，如果没有遇到赦、免、

赎，起码两代受到刑徒身份影响。又，据《二年律令》第三〇七“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

中者，以亡论之”，显然隶臣妾完整的家庭结构被打散，这是司寇与隶臣妾本质区别之一。所以说，夫

妻如果为隶臣妾，其编户名籍转为刑徒名籍；户主若为司寇，其户仍具有编户齐民性质。从上述可见，

某一种人的社会身份，实质上是这种人为核心的整户人的社会身份。

里耶秦简多见徒簿，简37是其中较为完整的徒簿上呈文书，由库守上呈迁陵县，前半部分是文书

正文，下半部分是文书的附件。上面载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目前还未见司寇列入其中。但

是，我们在悬泉置所出汉简中可以看到包括司寇在内的多种刑徒的名籍，“司寇大男张文国，坐死亡，

故渊泉委粟里”（T0215·④·16）。据此笔者推测，秦及汉初的徒隶具有罪奴的性质，被视为财产，没有

户籍，这与简38隶妾与小畜同列徒簿相互印证。汉文帝刑罚改革刑徒有期去除肉刑，使得城旦舂、隶

臣妾等身份刑属性开始弱化，劳役刑属性日渐凸显，刑徒服刑完毕后，即可摆脱刑徒身份，如“（桥玄）

后四迁为齐相，坐事为城旦。刑竟，征，再迁上谷太守，又为汉阳太守。”[1]桥玄服刑完毕后可再度为官。

如此推测，秦及汉初，隶臣妾以上刑徒被视为财产，没有名籍和户籍，司寇有户籍不完全被视为财产。

综上所述，虽然隶臣妾与司寇由诸多相同之处，同为刑徒身份、同可监领城旦舂、同无刑具，劳动

内容有重合，但这些都是因为罪行本身较轻所致。诸如身份承袭，依附关系、家庭结构等诸多差别体

现隶臣妾与司寇的本质不同。司寇的身份是刑徒，为官府劳作自给粮食，其他日常生活接近常人。据

此，笔者以为从刑徒社会身份秩序来看，司寇与隶臣妾二者之间本质差别，列出一等略有不妥。

三、司寇与隐官之联系

（一）等级身份

秦汉时期，社会身份高低是田宅分配的依据，司寇与隐官田宅数量一致，并且在同一等级上，《二

年律令》（简39、40）有载：

39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

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

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伍、庶人

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囗田予

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310-313）
40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

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

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

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314-316）
简39、40，是二十等爵宅田的分配情况，基本上是田顷数与宅数相对应，一顷对应一宅，爵位五大夫之

前呈现等额小幅度递减，从五大夫位阶直降了四十九个单位，以下开始小幅度下降，可见五大夫是有

爵者等级的一个节点[2]。简文所载宅田的分配说明国家将司寇、隐官纳入民籍，并且从二十爵制下延

至毋爵者，毋爵者又分为公卒、士伍、庶人。假设继续下沿至徒隶，田宅为零或负数，即简牍所见罪犯

[1]《后汉书》卷51《乔玄传》，第1695页。

[2] 二十等爵之大夫似乎亦为一个节点，《秦律十八种·捕律》：其斩一人若爵过大夫及不当拜爵者，皆购之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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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没收家产。

从二十等爵的结构及其下沿来看，在社会身份上司寇与隐官最为接近。田顷数与宅数严格相对

应，公卒、士伍、庶人既不是无爵者也不是刑徒，宅田为单位一，司寇、隐官为零点五个单位。据鹰取祐

司先生的结论，“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是爵制性身份序列之第-1级、第-2级、第-2.5级、第-
3级的刑罚”，从司寇自给、单独立户、有田宅来看，说明司寇、隐官身份性质处于毋爵者、徒隶之间，二

者社会地位同等，从社会身份角度来看更接近毋爵者的身份。

（二）身份继承

司寇与隐官不但等级身份接近，其子的身份继承也一致，《二年律令》有载：

41任者免徙，令其新啬夫任，弗任，免。害（宪）盗，除不更以下到士五，许之。（209）
如前列简28，“公士、公卒及士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伍。”学界对于这些群体的研究相对丰富[1]，公

士，是二十等爵最低等；公卒，是有爵者后代，公士、公卒并列书写。士五，因犯罪免去爵位或是刑徒免

刑而来；隐官，被刑获免者。士五、司寇、隐官并列书写，司寇来源或许也与罪名减免有关，如秦简多见

到“城旦舂之司寇”。如此，或许司寇与隐官来源上有类似。当然，城旦舂之司寇与司寇不尽相同，关

系不太明确，但是笔者以为城旦舂之司寇与司寇在身份上大致相当。

据前列简7，“……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

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自五大夫起每级爵位后子承袭降两

级，如不更后子为上造。据简41“不更至士五”说明士五顺延二十等爵而下。按照上述降级继承爵位

的规律，前列简28“士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伍”，士伍之子身份承袭无变化，隐官为免刑者，其子身

份非刑徒，司寇没有像隶臣妾子一样承袭隶臣妾，而是越过司寇直接到士伍，可见司寇之子承袭身份

比父亲身份提升了等级。司寇与隐官不但身份接近，其子身份相近。

（三）人身依附程度

前面谈到隶臣妾的口粮一般由官府供给，司寇、隐官自给粮食，简文33、34大致意思是：

泰上皇时内史上书，西工室之司寇、隐官、践更在县里劳作者，多数贫困不能自给。经过合议，令

县遣司寇入禾，其县毋无禾当贷者，告作所县偿及贷。

百姓及司寇、隐官、榦官人居赀赎责者或病及雨不作，不能自给粮食者，以市场价贷之。

从上述简文大致内容，可知司寇与隐官劳作应自给粮食，即使贫困、生病、不作无法自给，由所在

地“贷之”说明需要归还。司寇与隐官在为官作的时候粮食需要自给，与官府的人身关系上程度相近，

性质接近。与简33相同，简34从重到轻排列：司寇、隐官、居赀赎债者，隐官之于居赀赎债者之前，说

明秦时隐官身份较居赀赎债身份低。

（四）同罪同罚

秦汉社会等级身份导致同罪异罚的情况，如果同罪同罚亦可说明二者身份相似，《二年律令》载：

42女子已坐亡赎耐，后复亡当赎耐者，耐以为臣妾。司寇、隐官坐亡罪隶臣以上，输作所官。

（158）
据张家山汉简记载，爵位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同罪异罚。反之，同罪同罚，二者身份地位更为接

近。简42，亡罪隶臣以上，包括隶臣罪和城旦舂罪，说明司寇与隐官法律地位近似。

[1]曹骥：《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西安〕《唐都学刊》2013年第4期。刘海年：《秦汉“士伍”的身份与阶级地

位》，〔北京〕《文物》1978年第 2期。秦进才：《秦汉士五同考》，〔上海〕《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 2辑。黄展岳：《释“隐

官”》，〔长沙〕《湖南博物馆馆刊》2010年第 7辑。李超：《也谈秦代“隐官”》，〔咸阳〕《秦汉研究》2009年第 3辑。篇幅所

限，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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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结构

关于司寇和隐官的家庭结构，《里耶秦简》（简43），《奏谳书》（简44）有载：

43成里户人司寇宜。

下妻络。（8-1027）
44符曰：诚亡，诈自以为未有名数，以令自占书名数，为大夫明隶，明嫁符隐官解妻，弗告亡。它

如□。（29）
据简43，司寇之妻为下妻，地位不高。简44，《奏谳书》案例表明，隐官可以立户娶妻，如前列简36

“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符以大夫之隶的身份嫁给解，说明隐官妻子地位不高。司寇与隐

官可以立户，田宅相同，妻子身份低下，是他们在社会地位接近所致。

综上所述，司寇与隐官在社会身份、身份继承、依附关系、同罪同罚、同为编户等方面接近，大致可

列为一等，处于有爵者与徒隶之间，身份更接近于有爵者的性质。

四、 结 语

秦汉时期，上承战国下启与魏晋，然其社会等级结构自成体系。社会的等级分层，以社会成员的

不同身份为标准，爵位是秦汉时期确定社会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将城旦舂等理解为身份刑，将

其放置至二十等爵的延长线，影响社会身份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爵位，二是遭受身份刑，二

者连接形成社会等级身份体系，即鹰取祐司先生所提到的“爵制性身分序列”。本文即是从爵制性身

分的角度来阐述秦汉社会等级结构的相关问题。

身份刑与爵位是调整社会等级身份的两个手段，受到身份刑的处罚为刑徒，受到爵位的奖赏为有

爵者，刑徒可以通过获得爵位而成为自由人，有爵者会因为犯罪失去爵位而成为刑徒，有爵者与刑徒

对立统一关系在于社会等级身份体系。

从爵制的角度，对出土简牍与传世古籍所见的秦汉社会身份等级进行划分，主要是有爵者、无爵

者、刑徒。但难以包括全部的社会阶层，如史书所见七科谪户、婢。关于贱民，孙闻博先生认为除了部

分罪隶外，应属于无爵或低爵者[1]。关于奴婢，鹰取祐司先生认为在爵制性身分序列中没有位置[2]。如

此，爵制性身分序列的结构将刑徒置于最低端，从城旦舂至司寇；将毋爵者置于中端，包括公卒、士五、

隐官；将有爵者置于上端，分为高爵与低爵者。

如果将刑徒置于爵制性身分体系，其内部序列主要有四等，一是死刑徒，二是城旦舂与鬼薪白粲

为一等，三是隶臣妾为一等，四是司寇与隐官为一等。需要说明的是，隐官作为获免后的刑徒虽不在

刑徒序列当中，但是依然在官府服刑，户籍独立，暂且归入毋爵者范围。司寇与隐官地位接近，说明司

寇性质虽为刑徒但倾向于毋爵者。

综上，二十等爵制是秦汉时期核心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爵制性身份序列对社会结构展开

研究，更好的体现秦汉社会的本质。

〔责任编辑：钱继秋〕

[1]前引孙闻博先生论文第93页。

[2]前引鹰取祐司先生论文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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