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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睡虎地秦简可见负责传递文书的“轻足”身份。里耶秦简除“邮人”外，又见 

“邮利足”。“利足”与“轻足”，均体现行走 能力的优胜。但 “邮利足”作 为服务 于邮驿 

系统的专业人 员参与“以邮行”实践 ，体现“邮”对于通信效率的特殊追求。对 于“邮利 

足”的考察，有利于理解秦的交通能力以及秦政的节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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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简出现“轻足”简文。“轻足”负责传递文书，然而与“以邮行”通信方式有所不同。里耶 

秦简可见“邮人”职任。此外，又见所谓“邮利足”。“利足”与“轻足”，均体现行走能力方面的优胜。但 

“邮利足”作为服务于邮驿系统的专业人员参与“以邮行”的文书及其他邮件的传递实践，体现“邮”对 

于通信效率的特殊追求 。对于“邮利足”及相关历史文化现象 的考察 ，应 当有利于理解秦 的交通能力以 

及秦政的节奏特征 。 

一

、“以邮行”通信方式与“邮人”职任 

湖南龙山里耶秦代古城遗址 1号井出土的 38000余枚简牍 以及北护城壕 11号坑 出土的 51枚简 

牍 ，学界通称为“里耶秦简”。“里耶秦简”的主要 内容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公文档案遗存 ，书写年代为 

秦统一进程中的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至秦二世二年 (前 208)。秦统一 的历史 ，秦王朝地方行政管 

理的方式 以及秦代 邮驿史的诸多信息 ，可以通过 “里耶秦简”的研究得以认识。 

通过简文可以得知 ，战国时期楚国可能已在迁陵设县 。秦王政二十五年 (前 222)，“王翦 遂定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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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①，于是置洞庭郡和苍梧郡 ，大致应如《里耶秦简(壹)》编著者所说 ：“迁陵设县与此同时。”② 

“里耶秦简”出现公文传递“以邮行”的形式 。如第五层简牍 ：“酉阳以邮行 I洞庭 II”(5—34)以及 

“迁陵洞庭 I以邮行II”(5—35)等。“以邮行”的文书传递形式也见于睡虎地秦简《语书》，如：“以次传； 

别书江陵布以邮行。”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简文 中出现了“邮人”称谓。例如第八层简牍可见如下三枚简牍 ： 

(1)廿八年七 月戊戌朔辛酉，启陵 乡赵敢言之 ：令 日二 月 I壹上人 臣治(笞)者名。 ·问之 ，毋 

当令者。敢 II言之。III8—767 

七月丙寅水下五刻，邮人敞以来。／敬半。 贝手。8—767背 

(2)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 ，启陵 乡夫敢言之 ：成里典、启陵邮人 I缺。除 士五 (伍 )成里 匀、 

成，成为典，匀为邮人，谒令 II尉以从事。敢言之。III8—157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各P之启陵 ：廿七户已有一典 ，今有 (又)除成为典 ，何律令 I癌(应)? 

尉 已除成、匀为启陵邮人 ，其以律令。／气手。／II正月戊戌 日中，守府快行。正月丁酉旦食 时，隶妾 

冉以来。／欣发 。 壬手。III8—157背 

(3)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 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 ：令日恒以 I朔 日上所 买徒隶数。 ·问之，毋 当 

令 者 ，敢 言之 。II8—154 

二 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二 ，邮人得行。 园手。8—154背④ 

这三枚简都出现了“邮人”字样 ，简(2)出现三次。从简 (2)的内容看 ，“启 陵邮人”即“启 陵乡”充任“邮 

人”的身份 ，需要“乡”的长官的推荐和上级“迁陵丞”的认可。通过简(1)和简(3)的简文记录，可知“邮 

人”执行公务有严格的效率检查的制度 ，如简(1)“七月丙寅水下五刻邮人敞以来”，简(3)“二月壬寅水 

十一刻刻二 ，邮人得行”，时刻记录具体明确。 

根据简 (2)的内容 ，“启陵乡夫敢言之 ：成里典 、启 陵邮人缺 ，除士五成里旬成，成为典 ，匀为邮人”， 

可见“启陵乡”的长官“夫”推荐“成里典 、启陵邮人 ”人选之郑重 。而三天之后迁陵县丞 “昌”回复：“启 

陵廿七户 ，已有一典”，否决“今又除成为典”的建议 ，义宣布“尉 已除成 、句为启陵邮人”。说明“邮人 ” 

身份的确定，需经历相当严肃的行政程序。从“启陵邮人”的称谓形式看 ，“邮人 ”似乎归属于“乡”，但 

是其人选的明确，则是由“迁陵”县级机关决定的。 

二 、里耶秦简所见“邮利足” 

思考里耶秦简所见迁陵“邮人”，有必要关注同样从迁陵出发承担“邮”的任务的“邮利足”。我们 

看到这样的简文 ： 

(4) 迁陵以邮ft．0足行洞庭 ，急。8—90 

(5) 口ft．4足行 8—1 17 

(6)少 内。 8—527 

迁陵以邮if,0足行洞 8—527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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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246页。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 16页。 

④ 释文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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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4)(6)文例 ，推想 (5)“口利足”很可能就是“邮利足”。《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就简(4)内容有 

所解说 ： 

利足，也见于8—117、8—527，指善于行走。《荀子 ·劝学》：“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 ·田律》简2—3“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其中“轻足”指走得 

快的人 ，与“利足”文义相近。不过里耶简“利足”和“邮”连言，似指邮人 中行走尤快者。① 

“‘利足’和‘邮’连言”的情形，确实值得注意。以为“邮利足”“似指邮人中行走尤快者”的意见，是有道 

理的。 

《荀子 ·劝学》：“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梁启雄解释说：“言假藉舆马的人，并不是他的脚 

比别人利便，却能到达千里。”②又《苟子 ·非十二子》：“⋯⋯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梁 

启雄就此“利足”没有解说。而王先谦《荀子集释》解释“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顾祸患也。”又 

解释“负石而坠”：“谓申徒狄负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类也。”又引郝懿行说：“利足 

而迷 ，所谓 ‘捷径 以窘步 ’也。负石而坠，所谓 ‘力小而任重 ’，‘高位实疾颠 ’也 ：二句皆譬况之词。”王先 

谦赞同郝懿行的判断：“先谦案：郝说是。”③所谓“捷径以窘步”见于屈原《离骚》。⑧ 《周易 ·系辞下》： 

“子日：‘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⑤《国语 ·周语下》：“高位定疾颠，厚味窘 

腊毒。”⑥《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⑦对于“利足”的这些理 

解 ，似乎与里耶秦简“邮利足”之“利足”的语义存在一定距离。或许可以说，从称谓史的视角看，里耶秦 

简“邮利足”对于我们认识秦史 ，透露 了新 的信息 ，提供 了新 的知识 。 

汉代文献亦见“利足”。《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集。”张守节《正义》引 

《淮南子》：“土地各以类生人”，“轻土多利足 ，重土多迟”。⑧ 《淮南子 ·堕形》：“土地各以其类生”，“轻 

土多利 ，重土多迟。”王念孙已经指出：“此本作‘土地各 以类生人 ’。今本衍 ‘其 ’字，脱 ‘人 ’字。《史记 

· 天官书》《正义》、《艺文类聚 ·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览 ·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疾病 

部》一、《疾病部》三引此并无‘其’字，有‘人’字。”⑨然而引《淮南子》“轻土多利足”者，仅《史记》卷二七 

《天官书》张守节《正义》一例。 

三、睡虎地秦简所见“轻足” 

睡虎地秦简《田律》中有要求将关于农作的信息及时上报上级行政部门的法律规定： 

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书稼 ，诱 (秀)粟及很(垦)田唠毋稼者顷数。稼 已生后 而雨 ，亦 

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群 它物伤稼者 ，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 

①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60页。 

② 梁启雄 ：《苟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2—3页。《大戴礼记》卷七《劝学》：“假车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与《苟子》文句类同。(清)王聘珍撰 ，王文锦点校 ：《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131页。 

③ (清)王先谦撰，叶啸寰、王星贤点校：《苟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9页。 

④ 《离骚》：“何桀纣之猖披兮 ，夫唯捷径以窘步。”王逸注及洪兴祖补注：“捷，疾也。径，邪道也。窘 ，急也。言桀、 

纣愚惑，违背天道，施行惶遽 ，衣不及带 ，欲涉邪径，急疾为治，故身触陷阱，至于灭亡，以法戒君也。⋯⋯五臣云：言桀、纣 

苦人使乱，用捷疾邪径急步而理之。”(宋 )洪兴祖撰，白化文 、许德楠 、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 ， 

1983年版 ，第 8页 。“捷疾 ⋯‘急 步”的说法值得注意 。 

⑤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据世界书局缩印本 1980年 1O月影印版，第 87页。 

⑥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 92页。 

⑦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 1377页。 

⑧ 《史记 》，第 1338页 。 

⑨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 338、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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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远县令邮行之 ，尽八月口口之 。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译文 ：“下了及时的雨和谷物抽穗 ，应 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 已开垦 

而没有耕种的田地的顷数 。禾稼生长后下了雨。也要立 即报告雨量 多少 ，和受益 田地 的顷数。如有旱 

灾 、暴风雨、涝灾 、蝗虫 、其他害虫等灾害损伤了禾稼 ，也要报告受灾顷数。距离近的县 ，文书由走得快的 

人专程递送，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① 

律文中的“轻足”，整理小组解释为“走得快的人”。 

上古文献可见“轻足者”之说。《前汉纪》卷 四《高祖 四》：“秦失其鹿 ，天下争逐之 ，高材轻足者先 

得。”②《淮南子 ·览冥》也写道：“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③这里所说的“轻足者”，大致也是 

指足力轻捷矫健 ，“走得快的人”。或直接作“轻足善走者”，《吴子 ·图国》：“能逾高超远 ，轻足善走者 ， 

聚为一卒。”④然而这些言及“轻足”的文例，与睡虎地秦简《田律》作为身份称谓之所谓“轻足”在文字表 

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也有以“轻足”指代“轻足者”的文例。如《淮南子 ·齐俗》：“江河决沉 一乡，父子 

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⑤又《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 
“

⋯ ⋯ 连胜，遂令轻足将书与城中诸将⋯⋯”⑥此“令轻足将书与⋯⋯”与睡虎地秦简《田律》“令轻足行 

其书”句式大致相同。刘秀有意透露援军已到的情报，其具体情节是“令轻足将书与城中诸将，言宛下 

兵复到，而阳坠其书”，可知这里所说的“轻足”，应当是传递军书的邮驿系统从业人员。 

“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 邮行之”，整理小组译为 ：“距离近的县，文书南走得快的人专程递送 ， 

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从译文字面 看 ，似乎这些“走得快的人 ”并非属于 “驿站 ”的专职 邮递人员 

“邮人”。其实，“轻足”亦不排除步行“邮人”的可能。律文内容是说，“近县”由他们传送，是因为可以 

不必接力交递，能够直接送达。“远县”则需要经“邮”的系统线路，一个邮站一个邮站地传递。所谓“轻 

足”，说明他们需要达到一定的体质要求，以保证信息传递的效率。⑦ 

关于睡虎地秦简《田律》所谓“辄 以书言”、“辄言”，并“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 邮行之 ”的制度， 

许多研究者均予以注意，但有 的只说“及时”“报告”⑧，“向上级报告”、“立即报告”、“随时向主管部门报 

告”⑨，不涉及有关“轻足行其书”与“邮行之”等规定。言及“轻足”者，或直接采用整理小组的解说：“距 

离近的县 ，文书由走得快的人专程递送 ，距离远的县 ，由驿站传送。”⑩有的对睡虎地秦简语词进行专 门 

研究的论著 ，亦未就“轻足”语义即体现的社会身份进行说明。⑨ 

前引《淮南子 -览冥》“质壮轻足者”语 ，下文说到其艰苦 的交通实践 ：“质壮轻足者为 甲卒千里之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 版社，1978年版，第 24、26页。 

② 张烈点校 ：《两汉纪》，北京 ：中华 书局 ，2002年版 ，第 51页 。 

③ 何宁撰 ：《淮南子集释》，第494页。 

④ 《续古逸丛书》景宋刻《武经七书》本。 

⑤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 825页。 

⑥ 《东观汉记》记载：“(王)寻、(王)邑遣步骑数千合战，帝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 

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 !’帝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秉之，斩首百千级，连胜。乃遂令轻足将书与城中诸将，言宛下兵 

复到，而阳坠其书。寻、邑得书，读之，恐。帝遂选精兵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奔阵，寻、邑兵大奔北。于是杀寻，而昆阳城中 

兵亦出，中外并击，会天大雷风，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温水盛溢。邑大众遂溃乱，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数万，油水为之不 

流 。邑与严尤 、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洼水逃去 。”(东汉 )刘珍 等撰 ，吴树 平校注 ：《东观汉记校 注》，郑州 ：中州古籍 出版社 ， 

1987年版 ，第 4页。 

⑦ 王子今：《迁陵“邮人”的历史足音》，《邮苑春秋》，2016年第 3期。 

⑧ 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56页。 

唐赞功《云梦秦简所涉及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初探》作“及时报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 

局 ，1981年版 ，第 55页。 

⑨ 林甘泉主编：《巾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16页。 

⑩ 徐富昌：《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1993年版 ，第69页。 

⑩ 如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 

究》，北京 ：华 夏出版社 ，2003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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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家老赢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 ，榭车奉镶 ，道路辽远 ，霜雪亟集 ，短褐不完 ，人赢车弊 ，泥涂至膝，相携 

于道 ，奋首于路 ，身枕格而死。”①这里所说 的“轻足者”，与睡虎地秦简《田律》作为身份称谓 的所谓“轻 

足”似乎有所不 同。然而其行为方式又应当与“轻足”身份有密切关系。所谓“道路辽远 ，霜雪亟集 ，短 

褐不完 ，人赢车弊 ，泥涂至膝 ，相携于道 ，奋首于路 ，身枕格而死”，是可以作为表现服务于邮驿 的“轻足” 

们具体形象生活情状 的参考的。 

我们看到后世史籍中有言及“轻足”者。如《宋史》卷一九0《兵志四 ·乡兵一》“河东、陕西弓箭 

手”条载“政和三年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 ‘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 

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 

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 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 ，则多用步跋子 以 

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②又《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齐桓、晋文皆募兵以服邻 

敌 ，故强 国之君 ，必料其民有胆勇者聚为一卒 ，乐进战效力以显忠勇者聚为一卒 ，能逾高赴远轻足善斗者 

聚为一卒 ，此三者兵之练锐 ，内出可以决 围，外入可 以屠城”，“且聚胆勇 、乐战 、轻足之徒 ，古称 良策 ，请 

试行之”。④言军事者说到“轻足”，强调其作战机动性。所谓“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即如《史 

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④以及《汉书》卷五二《韩 

安国传》言 ：“匈奴 ，轻疾悍亟之兵也 ，至如焱风 ，去如收 电。”⑤所谓“上下 山坡 ，出入溪涧 ，最能逾高超 

远，轻足善走”以及“能逾高赴远轻足善斗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睡虎地秦简“轻足”原义。 

四、关于“轻足”“利足”之“轻”“利” 

《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 

途 ，张空拳于战文之场 。”⑥所谓“利足之途”，语义似乎接近前引何常奏言“平原驰骋之处”。 

以“轻”言节奏风格迅捷急速 ，秦汉文献可见 “轻行”⑦、“轻剽 ”⑧、“轻锐”⑨、“轻鹜”⑩、“轻武 ”⑩诸 

说。以“轻”形 容修饰军人与军 队，作为名词使用 者 ，有 “轻兵”⑩、“轻卒”⑩、“轻徒 ”⑩、“轻骑 ”⑩、“轻 

①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 494页。 

②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20—4721页。 

③ 《宋史》，第 9331页。 

④ 《史记》，第 2892页。 

⑤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 2401页。 

⑥ 《旧唐书》，北京 ：中华 书局 ，1975年版 ，第 4348页。 

⑦ 如《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精骑轻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 143页。 

⑧ 如《三国志》卷一二《魏书 ·崔琰传》附《孔融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轻剽之才”，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 

版 ，第 370页。 

⑨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轻锐尽死于齐、晋”，第 1745页；《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与其轻锐倍 

日并行逐之”，第 2164页；《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斩轻锐之卒”，第 2924页。 

⑩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轹辐轻鹜”，李善注：“驭车欲马疾，以笔揲于辐，使有声也。”李周翰注：“揲谓揲其车 

辐为声，以急车也。”(粱)萧统编，李善 、吕延济、刘 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 ：《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 5O 

页 。 

⑩ 如《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徽车轻武”，第 3544页；《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元戎轻武”，李贤注 ：“轻 

武 ，言疾也 。”第 815页。 

⑩ 如《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轻兵锐卒”，第 2163页；《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秦出轻兵击之”，第 

2334页；《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轻兵深入”，第 2954页。 

⑩ 如《史记》卷八o《乐毅列传》“轻卒锐兵”，第 2431页。 

⑩ 如《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轻车武射”，第 2943页；《司马法》卷中《定爵》“轻车轻徒”，《四部丛刊》 
景宋刊本 。 

⑩ 如《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使轻骑兵”，第 2076页；《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选轻骑二千人”，第 

2616页；《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 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第 2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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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等。 

“利足”的“利”，也有速度快的意思。《淮南子 ·堕形》：“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湍水人轻 ，迟水人 

重”。高诱注 ：“利，疾也”，“湍，急流悍水也”。② 所谓“轻土多利”，体现“轻”与“利”的关系。文献亦见 

与前说“轻车”连用的所谓“利马”，形成“轻车利马”之说。《盐铁论 ·西域》：“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况 

负重赢兵以求之乎?”⑧“轻车利马”构成了并说“轻 ⋯‘利 ”的言辞组合。所谓“利 口”④、“利辞”⑤，则指 

言辞快捷，如《史记》卷一。二《张释之冯唐列传》所谓“谍谍利口捷给”。⑥“谍谍”，《汉书》卷五o《张 

释之传》作“喋喋”。⑦ 

上古文献亦见“轻利”连说以形容交通效率之高的文例 。如《墨子 ·辞过》：“其为舟车也，全固轻 

利 ，可以任重致远。”⑧《苟子 ·议兵》：“轻 利剽邀 ，卒 如飘风。”杨树达 日：“‘剽 ，亦 轻也。’邀 与 ‘速 ’ 

同。”⑨《史记》卷二i《礼书》亦言：“轻利剽遨。”张守节《正义》：“剽邀，疾也。”⑩《三国志》卷五四《周瑜 

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即说到“轻利舰”。⑩ 以“轻利”为名号的战舰，应是水战快船。这种“轻利舰”， 

应当与《宋书》卷一《武帝纪上》所谓“轻利斗舰”@，《清史稿》卷一三八《兵志九》“海防”条所谓“轻利兵 

船”⑩、“海舶之轻利者”@有某种关系。 

五、“邮利足”身份 

简(2)从事公文传递的不是“邮人”，而是“隶妾冉”，这可能与“启陵邮人”职任正在确定与未确定 

之间有关。而“隶妾”即女性官奴婢承担了“邮人”的工作 ，体现出比较特别的行政管理方式。 

《里耶秦简(壹 )》的编著者指出：“以往出土的秦汉简牍 ，很少有刑徒从事何种劳动记录。据文献记 

载 ，徒隶多从事于土木工程 ，如修城 、筑路等。里耶简文 ，为我们提供 了刑徒所从事的多种劳动”，“有刑 

徒参加 田问农业劳动之外，还可作同、捕羽、为席 、牧畜、库工 、取薪 、取漆 、输马、买徒衣 、徒养、吏养 、治传 

舍 、治邸，乃至担任狱卒或信差的工作 ，行书 、与吏 上计或守囚、执城旦 ”。⑩ 除多种形式的劳作之外 ，义 

有“担任狱卒或信差的工作 ，行书 、与吏上计或守[入1、执城旦”等体现出比较高的信任度 的工作 。简(2) 

所 见“隶妾冉”承担 了“邮人”的职任 ，可能可以理解为“担任”“信差的工作”的实例 。 

秦的社会形态研究 ，是 比较复杂的工作。以往多有学者将商鞅变法解释为 由奴隶制走 向封建制 的 

① 如《后汉 持》卷七四上《袁绍传》“分遣轻军，星行掩袭”，第 2400贞；《 罔志》卷几《魏 书 ·夏侯悖传》“轻军往 

赴”，第 267页；《 国志》卷一o《苟或传》“轻军速进”，第 329贞；《三国志》卷二二《魏书 ·陈泰传》“轻军远人”，第 640 

页。 

②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 340页。 

③ 王利器校沣：《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 ：巾华书局，1992年版，第 500页。 

④ 如《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利口辩辞”、“利口巧辩”，第 2194、2195页；《汉书》卷 四五《息夫躬传》“仲尼 

‘恶利L：I之覆邦家”’，第 2189页；《汉书》卷七 匕《孙宝传》：“恶利 口之覆国家”，第 3262页；《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巧言利口”，第2870页；《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利口不轨”，第 3418贞；《后汉书》卷一六《邓骘传》“利口倾险”，第 

6l7贞 

⑤ 如《后汉 +；》卷八四《列女传 ·曹世叔妻》“辩L1利辞”，第 2789页；《续汉书 ·礼仪志中》“请雨”条刘昭注补引董 

仲舒 “辩 口利辞”，第 3117页。 

⑥ 《史记》，第2752页。关于“利口”，《史记》卷六七《仲 弟子列传》：宰予“利 u辩辞”，“子贡利 LI巧辞，孔子常 

黜其辞”，第 2194—2195页。 

⑦ 《汉书》，第2350页。 

⑧ (清 )孙诒让著 ，孙以楷校 点 ：《墨子 问沽》，北京 ：Ifl华书局 ，1986年版 ，第 33页。 

⑨ 梁扁雄：《荀子简释》，第 202贞。 

⑩ 《史记》，第 l164—1 165页 。 

⑧ 《 国志》，第 1263页。 

⑥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 22页。 

@ 《清史稿》，北京 ：巾华书局 ，1976年版 ，第 4096贞。 

⑩ 《清史稿》，第4112页。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第 4—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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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进步的标志，以为秦的统一体现出先进的制度战胜了落后的制度，然而考古发现提供的资料告 

诉我们 ，历史真实显然要复杂得多。正如李学勤所指出的：“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 的图 

景”，“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 比六 国先进 ，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 ，从秦人相 当普遍地保 留野蛮的 

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 ”。① 就这一历史文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于通过中国历史走 

向说明社会发展的若干规律是必要的。我们一方面不应忽视“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 

系”的历史事实，同时对于秦时“刑徒”、“徒隶”的管理方式 ，应 当有多方位、多视角 的考察 ，应当力求避 

免简单化 、片面化倾 向的理解 。“刑徒”、“徒隶”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管理程序 ，也是不宜忽视 的行政 

史 的事实。 

关于“邮利足”身份的考察 ，现在资料并不充备。但是通过相关迹象推测 ，这些 邮驿系统从业人员 

身份构成可能是 比较复杂的。 

六 、“急足”“急脚”：后世邮驿史与秦邮“轻足”“利足”对应的信息 

迁陵“邮人”们以他们的辛劳 ，维护着秦帝 国的行政操作。他们在山林水滨 的匆匆脚步 ，也为中国 

邮驿史的书写保 留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迹。长沙走马楼吴简 出现“邮卒”与“驿兵”身份 ，体现出邮驿体 

系的军事化管理形式。② 中国古代邮驿制度与近现代意义的“邮政”不同，首先服务于军事政治 ，而并非 

以服务社会民生为要务。考察并说明迁陵“邮人”身份在后世逐步的发展流变，显然还需要经过认真细 

致的学术努力。但是 中国邮驿体系的基本格局 、服务性质 、工作程式和运 营风格 ，在秦代可 以说已经初 

步形成。 

就“邮利足”称谓的考察而言，我们是可以在后世邮驿史资料中发现对应信息，从而认识其渊源关 

系 的 。 

与“轻足”相关 ，我们看到“轻邮”语汇在南北朝时出现 ，后来文献 中也有遗存 。《艺文类 聚》卷二五 

引梁简文帝《与魏东荆州刺史李志书》：“密驿轻邮，侧望归简。”③宋人宋庠习惯使用“轻邮”这一语汇。 

如《次韵和观文王尚书谢余寄示新诗》：“丰谣连井甸，华札满轻邮。”《被诏假轺传诣阙》：“轻邮千里给 

台符，晓月征骖上道初。”《送贵溪尉周懿文》则多角度地言及行旅生活与“津亭”、“县道”、“棹⋯‘盖”、 

“旅突”、“官符”等交通条件和交通形式的关 系，其 中使用了“轻邮”一语 ：“津亭理棹拂朝霞 ，试补东溪 

县道赊。旅突倦供樵客桂 ，官符贪及戍时瓜。蟾生海岸空弦湿 ，天倚 山城一盖斜。岁晚私书无惮数 ，轻 

邮不禁岭头花。”④清人叶绍本《送家仲兄之官福建》：“王程星急走轻邮”。⑤ 既言“轻邮”，又以“走”如 

“星急”形容其行为节奏。朱彝尊《戏效香奁体二十六韵》：“积思凝琼树，轻邮达范函。”⑥汤右曾《顾伊 

在侍郎巡抚河南寄赠四首》之二：“闻命才为宿夕留，图书一卷压轻邮。”⑦都是“轻邮”之“轻”即邮驿的 

高速度得到肯定的实例。叶绍本《骢马行为树琴冢宰师作》：“此马如知公勇决，风驰电掣轻邮程。百四 

十里到俄顷 ，草头一点霜蹄 明。”⑧其中“风驰 电掣轻邮程”以及“百 四十里 到俄 顷”，也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轻邮”的效率。 

①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290—291页。 

② 王子今：《走马楼简所见“邮卒”与“驿兵”》，《吴简研究》第 l辑，武汉 ：崇文书局，2004年版。 

③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页。 

⑧ (宋)宋庠：《元宪集》卷七《五言长律》，卷一四《七言绝句》，卷一二《七言律诗》，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⑤ (清)叶绍本：《白鹤山房诗钞》卷二《古今体诗》，清道光七年桂林使廨刻增修本。 

⑥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古今诗六》。朱彝尊也喜好使用“轻邮”语。如《刺梅园饯别陆进游汝阳》：“余 

事机云时唱和，莫忘日下置轻邮。”《曝书亭记》卷一O《古今诗九》。《寄贾黄州垃》：“别后相思意何限，可能尺幅寄轻 

邮。”《曝书亭记》卷一七《古今诗～六》。《以蜜渍生荔支戏成一律》：“省得红尘一骑忙，轻邮试验指迷方。”《曝书亭记》 

卷一八《古今诗一七》。《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⑦ (清)汤右曾：《怀清堂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清)叶绍本：《白鹤山房诗钞》卷一i《古今体诗》，清道光七年桂林使廨刻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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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里耶秦简“邮利足 ”考 

史籍义看见“轻驿”的说法。如《南齐书》卷四八《孔稚瑾传》：“发衷诏，驰轻驿，辩辞重币，陈列 

吉凶。”① 

从河西汉简反映的情况看 ，邮书通常大多为步行传递。敦煌汉简所谓“奉邮书走卒”(1242)以及居 

延汉简常见的“行者走”，可能都体现这种步递形式。《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一 ·杨行密》记 

载，唐代末年庐州人杨行密据说可以“日行三百里”，唐僖宗 中和之乱时，“天子幸蜀 ，郡将遣行密徒步奏 

事，如期而复”。 北宋的“步递”，即以步行接力传递作为主要方式的效率较低的邮驿形式。 

“步递”除了传送公文之外，又有承送官物、侍送游宦等任务，因而往往造成从役者的艰苦繁劳。从 

总体观察 ，其工作效率也是相 当低下的。 

苏辙曾经谈到“步递”的形式和意义 ：“蜀道行于溪 山之间，最是险恶 。搬茶至陕西 ，人力最苦。元 

卜之初，于成都路厢军数百人贴铺搬运 ，不一二年死亡略尽⋯⋯其为骚扰不可胜 言”，“后遂添置递铺， 

十五里辄立一铺 ，招兵五 十人 ，起屋六十 间，官破钱一百五 十六贯 ，益 以民力 ，仅乃得成 ，今 置 余铺 

矣”。⑧ 邮驿系统步递铺兵生涯之所谓“人力最苦 ”以及“最是 险恶”，南此可以略见一斑。 

后来驿传系统中相应人员的身份 ，又称作“急足”。宋人书信中多可看到以“急足”传递的情形。如 

欧阳修《文忠集》卷一四四《与韩忠献王》即有“急足”传书之例：“(庆历五年)某顿首启，近冈州吏诣府 

请绢曾拜状，急足至时特辱手书为诲 ⋯⋯”，“(庆历六年 )某启 ，近急足还 ，尝略拜 问⋯⋯”，“(熙 宁 

年)某顿首启 ，近昨过郓，瞻望留都才j四驿 ，因假急足拜 问粗布区区不谓远烦⋯⋯”，“(熙宁三年)某 

启，某去秋留颍月余，尝因急足还府附状⋯⋯”，“(熙宁四年)某顿首再拜，近急足还府奉状粗布谢恩 

⋯ ⋯ ” 又如苏轼《东坡全集》卷七七《与滕达道》也有“前急足远寄必已收得”语。而黄庭坚《与知郡朗 

散书》也写道：“前日遣急足等还上状，当已通彻⋯⋯”⑨“急足”也称作“急脚”、“急脚子”。《旧五代史》 

卷一三三 《世袭列传 ·钱缪》：“遣急脚，问道奉绢表陈乞奏谢 以闻。”⑥苏轼 《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 

首》：“每社及百人以上选少壮者三人，不满百人者选二人 ，不满五十人者选一人 ，充急脚子。并轮番一 

月一替 ，专令探报盗贼”，“地理稍远 ，不闻鼓声去处 ，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唤”。⑦ 其 中“火急”二字值得注 

意。赵扦《奏状乞止绝川路州军送遗节酒》：“臣伏见益、梓等路诸州军每遇时序，或隔路或邻近更互送 

遗节酒 ，多差衙前急脚子驱送 ，递铺兵士并役使 ，百姓人夫往来络绎 ，担擎劳苦 ，州县骚动，嗟叹之声，不 

绝道路。”⑧以“往来络绎，担擎劳苦”，“嗟叹之声，不绝道路”，说其劳作繁重。《泊宅编》卷上记载：“舒 

王尝戏作《急足集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傍他门户傍他墙。一封朝奏缘何事 ，断尽苏州刺史肠。”’⑨ 

其 中所谓“年去年来来去忙，傍他门户傍他墙”，正是“急足”们 日常辛苦劳作 ，不能安然居家的特殊生活 

方式的写照。然而这种与“来去忙”的交通实践为特征的生活方式 ，又导致了他们特殊 的 f：会交往方式 

的实现。他们“年来年去”的行走，成为活跃社会生活的特殊 的文化风景。通过“急足”、“急脚”、“急脚 

子”们服役于驿传系统的生活情状 ，或许也有益于对秦邮“轻足”、“利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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