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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制中国] 

 

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和货币经济的基本结构 
 

［日］柿沼阳平 

 

        提  要: 战国秦汉时期存在着“固定官价”、“平贾”（正贾）、“实际价格”这3个层次

的物价结构。该时期市场实际价格的变动未必是与固定官价及平贾不同的例外或者是非法的现

象，而为法律所允许，所以钱的价值并非是由金或布本位制以及与此类似的制度来维持的。国家

当时只允许具有同一种钱文的钱流通，试图维持通过累加其枚数来计算商品价值的体系，并且试

图进一步减轻钱的重量，直至其低于钱文的“名义重量”或“规定重量”。不过，由于民间倾向

于将钱当作是秤量货币，民众没有完全遵行钱文。这样，官府不得不顺从民间意志，转而采用接

近“实际重量”的，作为一定的价值物恰好能为民间所接受的钱文。 

        关键词: 战国秦汉时期  物价  平价  钱币  黄金 

 

前 言 

 

在前近代（尤其是战国—明清时期）的中国，除了铜钱以外还有多种财物，包括黄金及布帛等，

在不同场合被用作经济性流通手段。对于以何种财物作为流通手段这一问题，有的历史阶段也出现不

依赖于材料本身的价值，或国家权力，或民间传统，而达成宽松的社会协议的情况。由于这种对货币

的认识,理解与以往主要关注钱的动向的研究视角有很大不同，具有崭新的开创性的意义，所以目前

已得到了很多以战国～明清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家的支持。其中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货币经

济情况，佐原康夫试图从经济人类学多元货币论的角度重新对其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其结论是，虽

然史料中几乎所有的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的价值均以钱的枚数来标记，但事实上布帛及黄金等经济性流

通手段并未被废止而是始终在发挥着作用，而钱作为国家性结算手段的色彩则相当浓厚，其作为经济

性流通手段并未被民间所接受。
1
笔者虽然对“货币”的定义有别于经济人类学的多元货币论者而认

为不应该忽视钱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所发挥的功用，但承认从多元货币论来试图重新对战国秦汉时期

的货币经济史进行更为全面地探讨的意义。而且，笔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在战国秦汉时期以钱、黄金、

布帛为主要货币（经济性流通手段）的货币经济在程度上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2
 

那么上述诸种货币之间具体存在什么样的价值关系呢? 对此目前多数研究者推断认为整个秦汉

                                                        
1
 佐原康夫：《汉代の货币经济と社会》，载氏著：《汉代都市机构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 年，第 522—557

页。 
2
 拙作：《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1 年。关于货币的定义，参看该书第 1章，第 70—72 页。

此章的梗概已经翻译为中文发表，即拙文：《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一）》，《中国钱币》，2010

年第 2期；《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二）》，《中国钱币》，2010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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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黄金和钱都存在着一个固定比价，即: 黄金1斤＝1万钱。
1
另外对于钱和布帛，也有人认为在战

国秦时存在“1布＝11钱”这一固定比价。
2
虽然有的研究者很早就对此提出了质疑，

3
但由于这些质疑

并没有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及其制度背景来整合全部的相关史料(包括“黄金1斤＝1万钱”这说法的论

据)，因此其批判并没有足够的力度。其结果是，也是笔者必须指出的目前的学界，认为在战国秦汉

时期钱、黄金、布帛之间的比价固定的观点 有影响力。假如这一定论没有大的谬误，那么无论钱实

际重量减轻到何等程度，只要其与黄金及布等的兑换得到保证其价值便应该能得以维持。由此可推导

出的观点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存在所谓金本位制、布本位制或者类似的制度。但是如果这样，那

些不能支持该结论的史料均将被视作例外。可是将战国秦汉货币经济的结构理解为仅存在货币间的固

定比价这单一的内容真的是妥当的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必须将钱的价值所在与黄金及布帛的存

在割裂开来加以考察。基于此，本稿将首先讨论战国秦汉时期整体的物价制度，如后文中将出现的“平

贾”制等，并揭示其精要。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主要货币，钱、黄金、布帛，之间的价值关系。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制度 

 

在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尤其是汉朝的物价时，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传世文献及出土文字资料

中“平贾”这一词语。其涵义，一般理解为每月由官府评定出的物价。且其发挥着作为一定意义上的

价格以参照稳定集市交易、阻止所谓豪强富商肆意操纵物价的作用。违反“平贾”的行为被视作“过

平”、“故贵”等，政府将对其予以严格取缔。有人推测西汉初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

（第510简）“马贾讹过平令”就是违反“平贾”的罚则之一。
4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事实上在汉

朝的集市中很多人并不遵守“平贾”，他们经常进行拍卖这一违法活动。简而言之，以往学者一边认

为汉朝的“平贾”是官府推行的强制性统一价格，一边对其实际效力一直存有严重的怀疑，认为其仅

流于形式。
5
 

                                                        
1
 中国的研究：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91—106 页等。日本的研究：藤田高

夫：《秦汉罚金考》，梅原郁主编：《前近代中国の刑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 年，第 97—121 页等。

而且堀毅(萧红燕译)：《秦汉盗律考》，载氏著：《秦汉法制史论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年，第 231—267 页；

水出泰弘：《战国秦の“重一两十二(十四)一珠”钱につい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1983 年，第 7号，第 29

—52 页等，基于“黄金一斤＝一万钱”说法而试图解决刑法史或货币史的相关问题。上面所引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认

为“黄金一斤＝一万钱”不是“固定的比价”而是“标准的比价”。但笔者认为，除非 400 年以上那么很长的秦汉时代

有为了坚持“固定的比价”的法律，才能坚持“标准的价格”。所以它们也好像看作“黄金一斤＝一万钱”为固定的比

价。 
2
 佐原康夫：《汉代货币史再考》，载氏著：《汉代都市机构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 年，第 493—521 页。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80—16 页；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43—230 页等。彭信威一边将钱看作货币，一边认为不但钱币有货币的全

功能，而且比如黄金有价值保藏功能。也就是说各物财分担各样的货币功能，所以货币之间的关系不能理解为“本位

制”、“主币—补币”等。这个看法很卓越，Kuroda, A.(2008) 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no.15-1, pp.7-15 也有很像的看法。但是彭信威对货币的具体理解、货币之间的关系的

解释等还有很多要考虑的余地。请参照拙作：《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 
4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17 页。 

5
 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の一考察——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 1968 年，第 77

编第 1号，第 1—45 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の一考察——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

志》，1968 年，第 77 编第 2号，第 45—64 页；宋杰：《汉代之“平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期，第

39—45 页；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第 267—275 页；温乐平、程宇昌：《从张家山汉简看

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第 73—77 页；丁邦友：《汉代物价新探》，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4—29 页。温乐平、程宇昌的看法特别详细，认为“平贾=官定价格”而论及了平贾和实

势价格的区别。不过他们一边论述超过平贾的人按过平令被处罚，一边论述当时的人们实际上不太严密地遵守平贾，

这样说法有点含糊。所以本文把当时物价分为固定官格、平贾、实际价格 3个等级而整理以往争论，试图解除相关史



 72 

为讨论这一解释的是与非，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二年律令·田律》中记载：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

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

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刍、稾节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入钱（第240—

242简）。
1
 

这意味着在缴纳刍、稾等税时，原则上要求按照“刍一石＝十五钱”，“稾一石＝五钱”的固定比价

纳钱（以下称之为“固定官价”），如果刍・稾的实际价格更高则按当时的“平贾”纳钱。关于“平

贾”，《二年律令·金布律》载： 

有罚、赎、责，当入金，欲以平贾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

其罚、赎、责，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予钱，为除（第427—

428简）。
2
 

《居延旧简》亦载： 

二月戊寅，张掖大守福、库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府、卒人谓县。

律曰，“臧它物非钱者，以十月平贾计”。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吏

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时验问……（4.1）
3
 

正如上述史料中记载的那样，原则上“平贾”是以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公定价格，其以县为单位每年至

少于十月确定并公布一次。而且仅从出土文字资料及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其适用的情况来看，其在官

署间、官民间的交易（包括由官府进行的商品价值的审定等
4
）中有效但效果有限。也就是说，“平

贾”似乎在百姓之间的商品交易中并未得以强制实施。事实上《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 

［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

情也……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
5
 

东汉王充《论衡》卷17《是应篇》载： 

儒者论太平瑞应……男女异路，市无二价……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言……男女不相干，

市价不相欺可也，言其异路，无二价，褒之也……太平之时，无商人则可，如有，必求便利以为

业。买物安肯不求贱。卖货安肯不求贵。有求贵贱之心，必有二价之语。
6
 

《东汉书》卷83《逸民列传》载： 

韩康字伯休……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

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

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
7
 

                                                                                                                                                                               
料之间的矛盾。安忠义：《从“平价”一词的词义看秦汉时期的平价制度——〈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的

几点辨正》（《敦煌学辑刊》，2005 年第 2期，第 343—349 页）却认为平贾不是官吏决定的而是所谓市场里的平均价格。

而且，他说战国秦汉时代有很多“自由价格买卖”的例子，只要超过“平价”按“过平令”就处罚。但是他没有说到

如何决定“超过平价”的范围。 
1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第 187 页。 

2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第 253 页。 

3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4页。 

4
 大栉敦弘：《汉代の“中家の产”に关する一考察——居延汉简所见の“贾・直”をめぐって―》（《史学杂志》，1985

年，第 94 编第 7号）说，汉代对资产的表示有两个方式:①在对国家有关系的情况下常用的特殊表记(赀算系)；②在

日常社会上常用的表记(家产系)。赀算系也许相应笔者说了的固定官价或平贾,家产系也许相应笔者说了的实势价格。 
5 孙奭：《孟子注疏》卷 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77 页。 
6 黄晖：《论衡校释》卷 17，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754 页。 
7
 范晔：《后汉书》卷 83，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770—27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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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的集市中已存在拍卖，集市中同种类商品的价格并不一致的情况为常态。相反正如《三

辅黄图》卷2“长安九市”条载：“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

为名。”
1
可见，物价受到完全管制的集市甚至被冠以特有名称，被看作是特殊的。正因为如此，汉

朝的民间交易中，为了调解双方的价格分歧，经常从百姓中选定

仲裁人来仲裁，政府权力几乎没介入其中。《史记》卷59《五宗

世家》中的以下记载可作为其一个证据：“赵王擅权，使使即县

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
2
这是在景帝～武帝时期的诸

侯王之一赵王彭祖在辖内“擅权”时的例子，他派官府人员掌控

每个县的民间“擅权（商品交易的仲裁、管理）”，
3
以从中获

利，其被视为赵王彭祖的恶行之一。反过来说，这意味着民间的

“擅权”通常是由百姓管理的。这也可以看出集市中一物一价只

是被看作一种理想的状况甚至被看成特例。因此，很难认为“平

贾”在民间的商品交易中起较大的作用。相反，鉴于以上分析我

们应该认为“平贾”是仅适用于官署间、官民间的公定价格，除

“平贾”与“固定官价”之外，还存在着“实际价格”。即当时

的物价由“固定官价”、“平贾”、“实际价格”三个层次所构

成（但未必所有的商品有“固定官价”）。以上讨论结果如图１所示。
4
 

那么短期内大幅更改了汉制的新朝又实行了什么样的物价制度的呢? 这方面必须注意的是《汉

书》卷24《食货志下》中的以下内容：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

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

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5
 

其中记述了王莽实施的所谓“五均法”的概要。
6
这里的“平贾”分为上中下三等，这一点表面看来

似乎与西汉时期的“平贾”不同。但如笔者将在后文中所阐述的，唐朝的“市估”制中也存在这种“三

等式”结构，所以或许这两者(平贾和五均法)的功能相似。
7
但不管怎样，正如“万物昂贵，过平一

钱”所述，既然价格分为“平贾”和实际价格，那么前提是两者不一致，这一点上新朝的“平贾”实

际上和西汉相同。另外，王莽时期的黄金等有政府规定的“固定官价”。由此推测新朝也存在“固定

                                                        
1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96 页。 

2
 司马迁：《史记》卷 59，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098 页。 

3
《史记》第 2098 页所引《史记集解》载：“韦昭曰，平会两家买卖之贾也。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史记索

隐》载：“榷音角。独音榷，谓酤榷也。会音侩，古外反。谓为贾人专榷买卖之贾，侩以取利。若今之和市矣。韦昭

则训榷为平，其注解为得”。 
4
 但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の一考察——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を中心として―》说，虽然唐代的“市估”来自

于汉代的“月平”而两个有密切的关系，但政府对“实际价格”控制这个程度从“月平”到“市估”越来越软弱。然

后他论及了汉代月平和实势价格符合这样可能性。确实，杨雄《法言》卷第一《学行篇》载：“一哄之市，不胜异意焉。……

一哄之市，必立之平”，这意味着“平贾”也许对实势价格有影响力。而且《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载：“有买及买(卖)

殹(也)，各婴其贾。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第 136 简)”，这意味着战国秦市的商品应该有价格标签。因此，当时的

官吏有可能按这些价格标签调查平均物价而保持实际价格和平贾（正贾）的平衡。但是，笔者已经在本文所述，平贾

和实势价格不是完全一样的。 
5
 班固：《汉书》卷 24，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81 页。 

6
 影山刚：《王莽の賖贷法と六筦制およびその经济的背景——汉代中国の法定金属货币・货币经济事情・高利贷付・

兼并等をめぐる诸问题―》，福井：私家版，1995 年。 
7
 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の一考察——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を中心として》认为, 唐代物价的三层结构是参照

商品的精粗差别和市场情况而决定的，以记录当时物价的高低情况。 

    

 

 

［图 1］汉代平贾制和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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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价”、“平贾”、“实际价格”。 

那么这种三层结构的物价制度，是在何时建立的，又是以何种形式为后世所继承的呢?要探讨第

一个问题就必须考察战国秦的《睡虎地秦简·封诊式》： 

告臣 爰书。某里士五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公，

斩以为城旦，受贾钱”……令令史某诊丙，不病。●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贾丙丞某前。丙中

人，贾若干钱（第617—619简）。
1
 

其中可见“正贾”这一用语。关于“正贾”，正如在《淮南子·时则训》“上帝以为物平”的东汉高

诱注载：“平，正。读评议之评。”
2
所以其是可以用“平贾”来替代的用语。由此推测，战国秦的

“正贾”制相当于汉朝“平贾”制的前身。由于“正”与始皇帝的讳名乃同一字或通假字，所以估计

后来将“正贾”更名为“平贾”。
3
 

第二个问题可参考池田温的观点。即在唐朝存在名为“市估”的制度，其“并非用来规范一般交

易的公定强制价格，也不是向市场公开的公示价格，只不过是由集市官员参照时价决定记录的公定市

价”，其存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市场价格已完全统一。
4
据学者论证，与其类似的制度至少延续至元

朝、明朝。
5
这些“市估”均为于实际价格之外存在着的市场公定价格，这一点与汉朝的“平贾”制

大体一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前近代中国的物价制度存在着战国秦“正贾”制→汉“平贾”制→新“平

贾”制（→东汉“平贾”制）→唐—明“市估”制这一系列的继承关系。 

以上探讨让我们得以大体了解战国秦汉时期物价制度的主干。即当时的物价存在“固定官价”、

“平贾（＝正贾）”、“实际价格”这3项指标。并且可以认为铜钱以外的所有财物的价格基本上是

用基于以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前述3项指标进行衡量的。那么铜钱、布、黄金之间具体存在什么样的价

值关系呢? 它们的比价是否也是以固定官价、平贾（＝正贾）、实际价格这3项决定的呢? 

 

二、铜钱、布、黄金之间的价值关系 

 

（一）铜钱和布的价值关系 

战国秦时钱和布的价值关系，《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中有如下记载：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第67简）。
6
 

其中规定“1布＝11钱”。据整理小组的研究，“钱十一”即11枚所谓“半两”钱。而“一布”为麻

织布，如《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载： 

布袤八尺，诸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第66简）。
7
 

其规格为长八尺、宽二尺五寸。由此，前述《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第134简）一般被理解为秦钱

11枚与麻织物（长8尺×宽2尺5寸）等价。《秦律十八种·金布律》中又载： 

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裕四

                                                        
1
 睡虎地秦简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154 页。 

2
 刘文典：《淮南子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89 页。 

3
《周礼・天官・小宰》载：“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七曰听卖买以质剂”，郑玄注载：“质剂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

也”。根据这史料，先秦时代可能有“质剂”这制度，但它是否存在和其具体内容还不清楚。 
4
 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の一考察——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を中心として》。 

5
 宫泽知之：《宋代の价格と市场》，《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经济》，东京：创文社，1998 年。 

6
 睡虎地秦简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36 页。 

7
 睡虎地秦简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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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舂冬人五十五钱，夏裕四钱。其小者冬裕四钱，夏丗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

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隶臣妾（第94—96简）。
1
 

本条阐述了向特定刑徒发放衣物的原则，这里是以钱数来标示衣物的价值的。并且其数值均为11的倍

数。这显然是遵从了前述《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第134简）中的“钱十一当一布”的规定所致。

由此可知，在向刑徒发放衣物等时采用了“1布＝11钱”这一固定官价。 

然而除了理解为书面化的固定官价“钱十一当一布”外，如前所述，战国秦时还有“正贾”这一

可变公定价格。因此在官署间、官民间交易麻织物时，其价格很可能是用“正贾”计量的。另外笔者

推测民间的麻织物商品交易中适用可变的实际价格。事实上战国秦的《睡虎地第4号秦墓木牍》载： 

……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钱来。黑

夫自以布此……（第11简）
2
 

这是身处战地的一名叫黑夫的人写给乡下母亲的书信的部分内容。可见布（麻织物）的价格因地而异。

这表明前述《秦律十八种·金布律》“钱十一当一布（第134简）”未必与民间布的价格（正贾及实

际价格）相同，也不是民间的商品交易中的公定强制价格。由此可见战国秦的布的价格也可能是可变

的。另外在汉朝，据前述《居延旧简》（4.1），官民交易中的物价原则上也要采用“平贾”，从这

一点来看布的价格也是可变的。
3
 

（二）《平准书》中关于“一黄金一斤”的解释 

如前所述，关于钱和黄金的价值关系，以往学者认为在整个秦汉时期都存在“黄金1斤＝1万钱”

这一固定的或者说是标准的比价（以下称“黄金1斤＝1万钱”说）。《史记》卷30《平准书》便是其

论据之一：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

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

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
4
 

在该文开头有表示汉元年的“汉兴”两字。另外后文有表示楚汉战争结束（＝汉五年
5
）的“天下已

定”四字。据此，该文被认为是记载了“汉元年”—“汉五年”期间发生的事。上文中间可见“一黄

金一斤”五字。其含义迄今为止有以下三种解释。 

① 10贯＝金1斤说
6
 

② 1黄金＝金1斤说
7
 

③ 1万钱＝金1斤说
8
 

其中的①和③，如后文中将提及的，为“黄金1斤＝1万钱”之说的论据。不过，对该句的这两种理解

真的是恰当的吗? 

                                                        
1
 睡虎地秦简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42 页。 

2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图版 167—168。 

3
 关于汉代麻织物的价格变化，参见堀毅：《秦汉物价考》，载氏著：《秦汉法制史论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年，

第 268—307 页。 
4
 司马迁：《史记》卷 30，第 1417—1418 页。 

5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纪年，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 中国古代纪年の研究序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年）批评了以往学者的看法而达到独特的结论。但是关于跟本文有关的纪年，他排列地不完全。所以本文暂时采用了

一般地说法以免混乱。 
6
 方苞：《史记注补正》，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 16 引，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826 页。 

7
 司马贞：《史记索隐》；《索隐》所引的晋・臣瓒注等，详见司马迁：《史记》卷 30，第 1418 页。 

8
《史记索隐》所引的如淳注，详见司马迁：《史记》卷 30，第 1417 页；梁玉绳《史记志疑》及《志疑》所引的王孝廉

注，详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 16，第 8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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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①这一解释中，认为该句为“十贯金一斤”之误，从而将其理解为“10贯＝金1斤”。确实，

《汉书》卷6《武帝纪》的元狩四年条“初算缗钱”的颜师古注载：“李斐曰：
1
‘缗，丝也。以贯钱

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
2
在汉朝似乎确实有将千钱看作一个整体的“贯”这一单位。

3
这样，

如果“黄金1斤＝1万钱”，则“10贯＝1万钱＝黄金1斤”。然而考察前述《平准书》的内容，在《食

货志下》却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
4
根据这个内容“一黄金一

斤”的“一黄”无法用“十贯”替代。因此①难以说得通。 

②的解释则将该句解读为“每一黄金为一斤”，此时黄金的基准单位被定为“斤”。事实上，在

秦帝国时期计量黄金时曾混用过“镒”和“斤”这两个单位。那么该句就表明在“汉元年”—“汉五

年”期间其被统一为“斤”。考察一下传世文献，也可以确认这一点。正如《史记》卷55《留侯世家》

载：“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
5
在“汉元年”存在以镒为

单位计量黄金的例子，但已有的史料中“汉元年”以后在西汉辖地内再也找不到用镒计量黄金的例子，

反而可看到多处用“斤”计量黄金的事例。因此，②可能没有大的问题。那么， 后③的解释又是以

什么为论据的呢? 

现存关于③的 古老的文献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如淳云：‘时以钱为货、黄金一斤

直万钱’”。
6
但是据《汉书》的《颜师古叙例》，如淳是三国魏人。那么，如淳要说明汉初的经济

情况应该有某种典据才说得通。但文中并没有相关记载。关于其理由，清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

中推测：“窃疑，如据《史记》本当作‘一万金一斤’。故其解之若此。”然而众所周知，如淳本来

并非《史记》的注释者，而是《汉书》的注释者。于是考察《索隐》引如淳注的典出，《汉书》如淳

注发现，在《汉书》卷50《冯唐传》中记载：“［冯］唐对曰：‘……李牧……百金之士十万，是以

北逐单于……’”
7
其中关于“百金之士”颜师古注载：“如淳曰：‘黄金一斤直万。言富家子弟可

任使也’”。
8
将其与《索隐》引如淳注比较，前者缺后者的“富家子弟”以下内容，后者则缺前者

的“时以钱为货”的部分。不过这可能是司马贞和颜师古后来分别抄录同一条如淳注的原文导致的差

异。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是可将两者对照如下： 

（索隐）时以钱为货黄金一斤直万钱 

（颜注）……黄金一斤直万 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 

将其校订后合并成一文可能是： 

时以钱为货。黄金一斤直万钱。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 

可以认为是对前述《冯唐传》“百金之士”的前后一致的注释的缘故。这样，如淳注可能本来是附在

《冯唐传》而并非《平准书》的“一黄金一斤”的附注。那么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根据《史记》

语句的异同寻找如淳注的论据的推论就有问题。 

（三）如淳注的论据和《居延汉简》的内容 

                                                        
1
 顔师古《汉书叙例》载：“李斐，不详所出郡县”。晋 晋灼注引用了李斐注，而且李斐注引用了蔡邕之言。・ 所以，

李斐肯定是后汉末至三国时期的人。 
2
 班固：《汉书》卷 6，第 178 页。 

3
《史记》卷 97《陆贾列传》的张守节《史记正义》载：“汉制，一金直千贯”。但，如果黄金一斤等于一万钱的话，这

意味着“黄金一斤＝千贯＝百万钱”。不过，这些比率跟其它史料不适合，所以这记载肯定有错误。 
4
 班固：《汉书》卷 24，第 1152 页。 

5
 司马迁：《史记》卷 55，第 2038 页。 

6
 司马贞：《史记索隐》，详见司马迁：《史记》卷 30，第 1418 页。 

7
 班固：《汉书》卷 50，第 2314 页。 

8
 班固：《汉书》卷 50，第 2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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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试图从年代早于如淳注或与之同时代的《汉书》的注释中寻找如淳注的论据却找不到支持“黄

金1斤＝1万钱”说的记载。另一方面如淳注以后的注释中，《汉书》卷4《惠帝纪》即位年条载： 

孝惠皇帝……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

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

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1
 

颜师古注中对其中的“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注为：“晋灼曰：‘……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

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
2
据此，晋灼是以《食货志》为据的。其被以下内

容所比定： 

［王］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

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

“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

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3
 

以上是《食货志下》中阐述王莽公布的币制改革概要的内容。据此，晋灼在对汉初期黄金和钱的比价

附注时，可能是以有关新朝币制的描述为典据的。然而，正如《汉书》卷43《叔孙通传》的颜师古注

载：“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宫中之寝……’晋灼曰：‘……如［淳］言宫中皆非也。’”
4
晋

灼可能适当参照了如淳注。那么，晋灼在探讨汉初期黄金和钱的比价时应该也能够引证前述如淳注。

而且假如晋朝还残留着如淳注以外关于汉初经济情况的可靠史料，晋灼应该以其为典据而不是《食货

志下》。这是因为，作为论证方法，以王莽时期的币制的文章为典据复原汉初的币制并不是很妥当的。

然而晋灼却优先采用了《食货志下》的内容。即晋灼没有将如淳注中对汉初发生的事的叙述视作是足

以揭示汉初币制的可靠史料。这意味着除了前述《食货志下》以外，晋朝已经很可能没有可以证明存

在“黄金1斤＝1万钱”这一比价的可靠论据了。
5
对此，金少英很早就推测前述《食货志下》中的记

述便是“黄金1斤＝1万钱”说的发端。
6
对该假说金少英并未提供论据。不过，分析至此，此说该是

接近的。那么要对新朝以前的黄金和钱的比价进行考证，必须姑且假定可以从文献的记载中断定新

朝存在“黄金1斤＝1万钱”的比价，以此向前追溯来类推两者在汉初的比价。
7
 

那么，我们先研究一下西汉后期黄金和钱的比价发现，《汉书》卷99《王莽传上》平帝元始三年

（公元3年）条载：“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
8
根据该句，劳干主张

在王莽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的六年前“黄金二万斤＝钱二万万”亦即“黄金一斤＝一万钱”这

一比价就已经成立
9
。另外藤田高夫也表示，《居延新简》载： 

                                                        
1
 班固：《汉书》卷 4，第 85 页。 

2
 班固：《汉书》卷 4，第 86—87 页。 

3
 班固：《汉书》卷 24，第 1177—1178 页。 

4
 班固：《汉书》卷 43，第 2130 页。 

5
《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载：“百金之鱼,公张之”，何休解诂说：“百金犹百万。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矣”。但

何休解诂里有“若今”这两个字，意味着这个比价是东汉时代的。还有，唐朝人马总《意林》卷 4所引应劭《风俗通

义·佚文》说“俗说，有功得赐金者皆黄金也。按，《孙子兵书》‘日费千金’。千金、万钱也”，但是，这文中没有具

体的论据。 
6
 金少英集释，李庆善整理：《汉书食货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53—154 页。 

7
 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1993 年）说，武帝期的武功爵是以“黄金一斤＝一万钱”这个

固定比价为前提而制定的制度。但关于武功爵的计算办法，樱井芳朗：《汉の武功爵に就いて》（《东洋学报》第 26 卷

第 2号 1938 年，第 78—83 页）有别的看法。 
8
 班固：《汉书》卷 99，第 4052 页。 

9
 劳干：《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 年，第 1293—1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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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会。皆坐辨其宫事不辨。论罚金各四两直二千五百（EPT57:1）。
1
 

《居延旧简》载： 

□□□□当罚金二千五 

□□□亡人罚金五千（231.115A.B）
2
 

二者分别可能是“罚金四两直二千五百”和“罚金八两直五千”的省略形式，所以藤田高夫主张在西

汉后期该比价就已经存在。
3
劳氏所举的前述《王莽传》的内容，似乎确实可支持平帝时期就存在该

比价的看法。另外由于前述《居延旧简》与包含“建武（光武帝时期）”纪年的简几乎是在同一场所

出土的，而前述《居延新简》与包含“本始（宣帝时期）”——“始建国天凤（王莽时期）”纪年的

简几乎也是在同一场所出土的，所以这些很可能反映了西汉宣帝时期—东汉光武帝时期的比价。因此，

“黄金1斤＝1万钱”这一官价的存在，姑且可以说能够追溯到西汉后期（不过如后文中将指出的，该

官价相当于前述的“固定官价”）。 

（四）“黄金1斤＝1万钱”说以及金本位制说的批判 

然而，根据前述《二年律令·金布律》（第427—428简）的记载，在汉初用黄金给付或支付

“罚、赎、责（债）、购、偿”时，允许“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换算为钱进行结算。

在《晋书》卷30《刑法志》的魏新律序略引汉律中亦载：“《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

金为价’。
4
其中记载着与前述《二年律令·金布律》（第427—428简）中的内容类似的条文。“呈

黄金”的“呈”意思是基准、标准，正如《说文·口部》载：“呈，平也。”
5
可见可以用“平”字

替代。该“平”作为“平贾”的省略形可散见于《食货志下》等。因此，“呈黄金”和“金平贾”可

以理解为内容相同的语句。那么，前述《二年律令·金布律》（第427—428简）和魏新律序略引《金

布律》的规定可以理解为是大致相同的，可以推测其内容在西汉初期——三国时代有效。另外在前述

《居延旧简》（4.1）中也规定了必须以“平贾”计量钱以外的一般盗窃物（当然包括黄金）的价值。

据此可以认为，在整个汉朝黄金的价值与其他财物一样被纳入“平贾”制。这意味着黄金的价格即使

在官署间、官民间的商品交易中也是可变的，所以其实际价格变动应该更为细致。事实上在《张家山

汉简·算数书》（第46简）中记载有“黄金1斤＝5040钱”，
 6
在《九章算术》卷6《均输》中记载有

“金1斤＝6250钱”，在同书卷7《盈不足》中记载有“金1斤＝9800钱”。另外在《管子》中也有关

于钱和黄金比价的句子，在《揆度篇》中有“金之平贾万”，
7
在《轻重甲篇》中有“金贾四千”。

8
金

谷治主张，两篇均为武帝时期后半或其以后成立的。
9
然而两篇中记载的比价却有相当大的差距。这

些表明，很难将“黄金1斤＝1万钱”理解为是绝对的或者标准的比价。那么假定黄金的价值与其他物

品一样是由固定官价、“平贾”、实际价格之一来计量，那么前述《食货志下》、《居延新简》（EPT57:1）、

《居延旧简》（231.115A.B）、《汉书》卷99《王莽传上》中的记载便可理解为其指的是黄金的“固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上，北京：

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47 页。 
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 379 页。 

3
 藤田高夫：《秦汉罚金考》，第 97—121 页。 

4 房玄龄等：《晋书》卷 30，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25 页。 
5
 许慎：《说文解字》卷 2，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32 页。 

6
 张家山 247 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第 255 页。彭浩：《张家山汉

简〈算数书〉注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12 页）说《算数书》是在公元前 3世纪后半期的秦开始写

而后渐渐地增补。 
7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 23，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383 页。 

8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 23，第 1435 页。 

9
 金谷治：《管子の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87 年，第 152—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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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官价”，《二年律令·金布律》（第427—428简）、《居延旧简》（4.1）、《管子·揆度篇》可

理解为指的是黄金的“平贾”，而《算数书》、《九章算术》、《管子·轻重甲篇》则可以理解为指

的是黄金的“平贾”或者实际价格，这样史料间的矛盾均得以消除。由此可推定黄金也是由该三层物

价制度计量价值的（但是关于新朝是否存在黄金的“平贾”和实际价格，由于目前除前述《食货志下》

的内容以外没有关于“黄金1斤＝1万钱”这一固定官价的可予以参考的史料，故揭示其具体情况乃是

以后的研究课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确定，战国秦汉时期钱与黄金的比价根据场合的不同而相应地适用“固定官价”、

“平贾（正贾）”或者“实际价格”，其并非总是固定不变的。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国家并没有

如以往学者们认为的那样实行了“金本位制”。此外如前所述，由于钱和布的比价是可变的，所以秦

汉时期钱的价值也并非基于“布本位制”。简而言之，秦汉时期钱的价值未必得到了其与布及黄金的

固定性兑换所支持。那么接下来问题是，钱的价值是如何得以维持的呢? 

 

三、钱的价值与钱文的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国家希望钱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而百姓事实上又是将其当作

什么来接受的。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秦汉时期（尤其是在西汉前半期）钱曾经数次被改铸的史实。

年表1按年代顺序列出了这方面的相关史料。
1
这些资料在一定程度表明，直到西汉前半期钱并未在民

间生根。当然随着战国秦汉时期钱纳税制的确立，钱成了生活必需品。由此可以认为钱的社会信用度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
2
）。然而西汉前半期多次被改铸的情况表明钱的社

会信用度还不够。请看下表： 

汉初至元狩5年钱史关联年表 

 《史记》 《汉书》 

汉初 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平准书》） 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食货志》） 

吕后2 行八铢钱（《名臣表》） 行八铢钱（《高后纪》） 

吕后6  行五分钱（《高后纪》） 

文帝5 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

（《平准书》）；民得铸钱（《名臣表》）

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食货志》）；

更造四铢钱（《文帝纪》） 

建元1  行三铢钱（《武帝纪》）；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

如其文。（《食货志》，师古注） 

建元5 行三分钱（《名臣表》） 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武帝纪》） 

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平准书》） 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食货志》） 

元狩3—

元狩4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铢五

铢钱，周郭其下，令不许磨取差焉（《平准

书》） 

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

周郭其下，令不可摩取差焉（《食货志》） 

元狩5  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武帝纪》） 

    反过来说，国家很希望钱能够在民间被接受并生根，数次改铸可以理解为国家为达此目的而不断

进行的摸索。那么要想揭示钱的价值所在，还需要阐明在西汉前半期对其进行改铸的原因。 

                                                        
1
 这个表基于《史记》的《平准书》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的《食货志》、《高后纪》、《文帝纪》、《武

帝纪》。关于元狩年间的记载和三铢钱的发行年代还有探讨的余地。 
2
 对于“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这个看法,参照拙作：《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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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可资参考的便是《二年律令·钱律》：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皆行

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第197～198简）。
1
 

由此文可以看出满足以下四个标准的钱即获认为“行钱（获得流通公认的钱
2
）”。 

①“钱径（钱的直径）”大于十分之八寸（约1.85cm）。 

②“文章（＝钱文。浇铸到钱的肉部中的文字）”的内容至少可以识别。 

③ 钱本身没有大的损伤。 

④ 不是“铅钱（以铅为主要成分的钱）”。 

①表明官府不接受将汉钱作为秤量货币。这是因为假如当时的钱被规定为秤量货币就根本不需要对钱

径进行规定。③可能是法律禁止通过表面上的划痕等判定钱的价值。由此可知行钱的法定价值并不受

其精巧程度的影响。④是对钱的材料的规定，将铅钱剔除于行钱的行列。即可能是官方想通过将铜定

为钱的主要成分从材料上来统一行钱的价值。 

也就是说前述《二年律令·钱律》从法律上规定了行钱的 低限度的尺寸、精巧度、材质。不过

《二年律令·钱律》中不包含对钱的尺寸、精巧度、材质的上限规定。因此根据前述《二年律令·钱

律》，在行钱之间可能存有尺寸、精巧度、材质上的差异。换句话说，精巧度不太高、重量减轻至几

近“殊折（因折断散成几片）”的行钱也有可能未受限制而在市场中得以流通。前述《二年律令·钱

律》中的“胆敢择行钱、金而不取者，罚款四两”的条文，可能是为了防止不太愿意接受类似非良质

行钱的人增多而规定的。那么行钱的价值标志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注意②。可以推测，如此强调钱的“文章（钱文）”的律文内容的

态度恰恰反映了以钱文为价值标志的官方意志。《食货志下》中也载：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

呼，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呼，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3
 

这是文帝在“孝文五年”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铸钱时，贾谊关于轻钱和重钱并存导致经济混乱 

的奏章中的部分内容。从该内容可知，实际上汉钱在民间被接受的程度有时受其实际重量影响。例如

当用轻钱买相当于100枚“法钱（＝行钱
4
）”的商品时，需要用轻钱100枚＋α购买。然而行钱本不

应该受到如此待遇。这是因为如果钱的价值在法律上由其实际重量及规定重量所决定，那么轻钱、重

钱同时并存本不应该出现问题。本来无论轻钱重钱其钱文均为“半两”，在官府看来均应该是等价的，

而恰恰因为如此，两者的价值实际不同而可变的情况才被当成问题，贾谊也才会叹息“钱文大乱”。

据此推测行钱的法定价值逻辑上是以钱文的统一性为根据的（以下称“钱文原理
5
”)。 

但是众周所知，汉朝商品的价值是以1钱、2钱、3钱……等钱的枚数来累计计算的（以下称“个

数原理”）。因此假如在同一时代有两种以上不同钱文的钱并行流通，那么每一钱的价值将有高低之

                                                        
1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第 168 页。 

2
 对于“行钱”这个词，请参照拙作：《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第 4章。 

3
 班固：《汉书》卷 24，第 1154 页。 

4
“法钱”这个词在其他史料中没有，但有可能是行钱的同义语。因为《食货志下》载：“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

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新书•铸钱篇》载：“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

黥……名曰顾租公铸法也”。孝文五年以后一边四铢钱流通,一边施行顾租公铸法,所以按照这“法”而被流通的行钱

叫“法钱”。有的文献把四铢钱的重量叫“法重”，这也可能是在顾租公铸法下的专业用语。 
5
 关野雄：《中国青铜器文化の一性格―青铜の素材价值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东洋文化研究

所，1956 年，第 137—157 页也解释西汉初的钱币为名目货币,跟本稿的结论一致。但是关野雄以“黄金青铜两本位(柿

沼注：黄金和钱之间有固定比价)”为前提而解释西汉初的钱币为名目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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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难以计算1钱、2钱、3钱……分别相当于几枚什么钱。所以不同钱文的汉钱按道理应该不可同时

并行流通。分析年表１可发现，在西汉前半期铸造了“半两”、“三铢”、“五铢”等三种钱文的钱。

而且由“半两”钱到“三铢”钱、由“三铢”钱到“半两”钱、由“三铢”钱到“五铢”钱、由“半

两”钱到“五铢”钱，每当发行与旧钱不同钱文的新钱时旧钱就被“销”、“罢”、“坏”。
1
但是， 

从秦朝的“半两”钱到荚钱（一种小型“半两”钱）、从荚钱到八铢钱（规定重量为八铢的“半两”

钱）、从八铢钱到五分钱（小型“半两”钱的一种）、从五分钱到四铢钱（规定重量为四铢的“半两”

钱）进行改铸时、即当改铸没有变更钱文时，却没有旧钱被“销”、“罢”、“坏”。这类字样的记

载上的差异，应该是国家在原则上考虑到了要避免发生因两种以上钱文并存引起基于“钱文原理”和

“个数原理”的币制混乱的 好证据。而且当时的国家可能是基于“钱文原理”和“个数原理”来管 

制钱的（图２）。《平准书》的内容可进一步支持

这一点：“汉兴接秦之弊……于是为秦钱重难用，

更令民铸钱。”
2
这表明在汉初曾经将“半两”钱的

“规定重量”减至轻于“名义重量”（图２），即

改铸小型“半两”钱。两者钱文均为“半两”，皆

将一枚计为“一钱”。本来其重量（“规定重量”

及“实际重量”）不应该有轻重之分。尽管如此，

其之所以以“重难用”为由减轻秦钱的重量，这只

能有一种解释，即官方清楚，在基于钱文统一的体

系下，只要钱文相同，就算改变其重量（“规定重

量”及“实际重量”）也不会产生纠纷或混乱。
3
 

那么，为什么在西汉前半期时常变更钱文呢? 

这方面必须注意的是汉钱的价值不断地被其“实际

重量”所左右的事实（参照前述《食货志下》的贾谊的上奏文）。这意味着官方认为即使减轻钱的“实

际重量”也能够维持其价值惯行钱文原理和个数原理这一判断，与重视钱的“实际重量”的“民间习

惯”不相符合。这一“民间习惯”是从西周时代将铜锭（ingot）作为秤量货币使用以来而形成的根深

蒂固的习惯，
4
并还可能是区分轻钱和重钱的战国青铜货币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一。所以为了迁就该习

惯，西汉时期的国家可能不得不使钱文接近于钱的实际重量，并根据具体的情况将其改为“半两”、

“三铢”、“五铢”等。这反映了国家实施的以钱文为基准的经济管制作用的局限性。而且从结果上

                                                        
1
 《汉书》建元元年条没有“销(旧钱)”、“罢(旧钱)”、“坏(旧钱)”这些记载，颜师古注却有“坏(旧钱)”这一

句。且《史记》和《汉书》元狩 3—4年条“有司言”以下的文中也没有和旧钱有关的记载，这些本来都是让有司铸造

新钱的上奏文，所以没有提到新钱发行后的对旧钱的处置。其实，根据《汉纪•孝武皇帝纪》元狩四年条载：“销半两

钱、更铸五铢钱、重如其文”来说，旧钱在元狩四年被溶化了。 
2
 司马迁：《史记》卷 30，第 1417 页。 

3
 以钱文为价值标准的货币价值的名目化是从汉初到开始发展。比如，五铢钱和幼钱二十钱这两种钱币，虽然这些钱

径和规定重量都一样，没有等价关系。因为新代钱文不表示“规定重量”。但《居延旧简》，第页载：“校得钱八百其

三百小钱（74.8）”，“□泉五百大泉五枚（240.26）”，且《居延新简》上，第 162 页载：“小泉七百枚（E.P.T.59:163）”，

“大黄布十三枚（E.P.T.59:191-228）”。由此看来,这些计数办法跟传统的计数办法不一样。比如“小泉七百枚”意

味着“小钱直一 700 枚”，所以这本来应该被表记为“七百钱”。还有，“大黄布”等于千钱，所以“大黄布十三枚”

本来应该被表记为“一万三千钱”。既然这些特色表记办法当时在官府文书中被采用了，就意味着， 虽然五铢钱、小

钱直一和大黄布这些三种钱币的价值关系逻辑上是“五铢钱×千枚＝小钱直一×千枚＝大黄布”这样，其实不是。王

莽的币制改革按照钱文原理统治钱币统治得太尖锐，所以大部分钱币的实质上的价值越来越下降，比逻辑上的价值更

便宜。关于该币制何时及如何确立，具有什么样的背景，参照拙作：《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第 4 章、第 5章、第 6

章。 
4
 松丸道雄：《西周时代の重量单位》，《アジアの文化と社会Ⅱ》，东京：汲古书院，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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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这一过程中扎根 深的是自西汉武帝时期以来的所谓“五铢”钱，此外采用“半两”及“五铢”

等字样为钱文的背景，可能还与圣数问题有关。即有人认为，战国秦以来的“半两”钱的钱文为“半

两（12铢）”，是因为受秦的圣数“十二”影响的缘故。
1
另外汉武帝初期临时铸造的“三铢”钱仍

冠以“十二”的约数，可见直到当时仍未能摆脱秦圣数观念的影响。而“五铢”钱的“五”则与西汉

的圣数“五”密切相关。
2
除了上述钱的“实际重量”应接近“五铢”这一原因外，还可能是为了摆

脱秦流传下来的圣数概念，通过采用西汉的圣数“五”为钱文的方式来明确国家的地位，所以武帝才

积极地采用“五铢”钱文）。 

 

结 语 

 

总结以上的分析探讨可得结论如下。战国秦汉时期存在着固定官价・平贾（正贾）・实际价格这

三个层次的物价结构，除钱以外的所有财物均被纳入以钱为价值尺度的相应的物价制度。包括黄金及

布等。即实际价格的变动未必是与固定官价及平贾不同的例外、或者是非法的现象，而是法律所允许

的。所以在战国秦汉时期，钱的价值并非是由金本位制、布本位制以及与此类似的制度来维持的，而

可能是由有别于此的其他因素来持续维持其作为价值体系核心的地位。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国

家希望钱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而百姓实际上又是将其当作什么来接受的。关于这一点，西汉前半期改铸

钱的史实对于勾画钱在何种程度上植根于社会的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线索。从该改铸钱的历史来看，战

国秦、秦帝国、西汉在初期只允许具有同一种钱文的钱流通，试图维持通过累加其枚数来计算商品价

值的体系。并且试图进一步减轻钱的重量直至其低于钱文的名义重量。不过，由于民间倾向于将钱当

作是秤量货币，结果轻钱被当作是轻钱，重钱被当作是重钱，民众没有完全遵行钱文。这样，官府不

得不顺从民间意志，转而采用接近“实际重量”、作为一定的价值物恰好能为民间所接受的钱文。这

可能是在西汉前半期钱常常被试铸、改铸的原因。
3
而且可能也正是在这种官与民间的相互关系和不

断摸索的过程中（并立足于当时的圣数概念）诞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所谓“五铢”钱。将参照已出土

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字资料，另文进一步具体讨论上述币制究竟立源于何种法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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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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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of Gallic War. After 8 years, Gaul surrendered to the Roman power. The independent society of 
Celtic Gaul thus entered its period of Romanization, during which the Latin tradition gradually became the 
dominating culture in Geltic Gau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Romanization in Gaul and tries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ltic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Rom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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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Li Li, Professor, Faculty of Literatur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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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College,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Gaoqiu(高丘) appeared on the divinatio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in Baoshan refers to a place which 
can be likely located in the Zhushui(筑水) river area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It is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Gaoqiu mentioned by Qu Yuan(屈原) in his well-known poem Li-sao(《离骚》) and 
by Song Yu(宋玉) in his Gaotang Fu(《高唐赋》).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aoqiu mentioned by Qu 
Yuan and Song Yu is a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myth of “King and fairy” 
to the myth of “fairy Yaoji(瑶姬)”, while the Gaoqiu on the Baoshan bamboo slips is the prototype of the 
Gaoqiu in the above-mentioned my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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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n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Study of Part Baoxun of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Centered with An Article by Mr. Jiang Guanghui………………/56 
Author: Wang Lianlo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real or fake of the part Baoxun(《保训》) in the bamboo slips newly collected by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there has been a lasting debate.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article by Mr. Jiang 
Guanghui(姜广辉) entitled “Five Evidences Related to the Questionable Points of the Part Baoxu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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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Yeung Siu-kwai,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o SAR,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Confucian thinkers, there are shared ideas as well as different opinions. How the later 

Confucian scholars elaborate their previous scholars’ thoughts and literature therefore deserves a particular 
examin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llustrate how and why Lu-jia(陆贾) quoted Gu-liang Zhuan（《谷梁

传》）and Gong-yang Zhuan（《公羊传》）in his Xinyu(《新语》) to advocate his political ideas. Xinyu inherited 
most of the original contexts from Gu-liang Zhuan and Gong-yang Zhuan, with very few cha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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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n period, the pricing system was not based upon gold or cloth standard. Rather, in official terms, the 
state allowed only one system of coin to be circulated and tried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the coins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the coins. However, each coin had its actual weight and officially required weight which were 
usually different. Because people preferably used the actual weight to judge the value of the coins, the 
government had to adopt a system which marked the value of the coins close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weight 
of the c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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