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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市博物馆将其收藏的全部汉晋简牍以 《玉门关汉简》 出版， 是研究汉代的敦煌与西

北史地的重要资料， 也是敦煌汉简与中外关系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惜一些重要信息因为释读的缺

漏， 不被人们所重视。 本文通过列举实例释文涉及的人名与管理制度说明这些简牍资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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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全部汉晋简牍以 《玉门关汉简》 之名， 由中西书局出版，①这

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为我们全面掌握汉代敦煌郡出土的简牍文书提供了可能。 因为汉

代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简牍文书 “汉晋遗简” 是二十世纪初 “四大发见”
之一， 其中的中外关系史料对 《史记》 《汉书》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为了甄别其涉

及的中外交往资料， 对简牍的全面掌握势为必然。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一些非常重

要的资料， 因为简牍文字释读存在的问题显得不是十分完美。 有必要将这些资料进行再

整理。 试举数例， 以期引起学界同仁重视。

简 １ 玉门都尉府以亭行　 　 　 　 　 　 　
　 　 　 三月乙丑东门卒琴以来 Ⅱ９８ＤＹＴ１： １７
本简右残， 木质纹理细腻， 普通将之看作松木。 但是当有朋友问我们是不是杉木

时， 因为没有经过鉴定， 确实不好说。 依照书后所附的简牍档案， 本简长 １４ ６、 宽 ２ ３
厘米， 没有厚度。 而实际上宽度因为右残也是不完整的， 现有的尺寸只是残存的宽度而

已。 从所附的彩色图版来看， 本简下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封泥匣痕迹， 惜残而原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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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要交代。 所以严格来说， 本简的下端应该使用一个表示封泥匣封泥孔的 “ ”。 这

样以来， 简牍的信息就会更加完整， 按照简牍文书的格式， 大伙就会一目了然。
从文字的释文与布局来看， 本简应属于汉代的封检。 “玉门都尉府以亭行”， 居中

大书， 为收信地址与传行方式。 收信地址是玉门都尉府， 传行方式是 “以亭行”。
左行小字 “三月乙丑东门卒琴以来”， 是收文时补充记录的后记文字， 记录邮件到

玉门都尉府的具体时间与传递经手人的单位与名称。 “东门卒” 是传递人的机构名称与

身份， 属于玉门都尉府城鄣外围墙的东门门卒。 “琴” 字是传递者的人名。 但 “琴” 字

作为汉代人名而言是不常见的。 早年的释文作 “夏” 字。① 究为何字？ 细审图版， 此字

作 “ ” 形， 上部不是 “目” 部， 也不是两个并列的 “王” 字， 下部也不是 “今” 字，
而是没有 “广” 字头的 “庆” 字， 应释作 “庆” 字， 既不是 “夏” 也不是 “琴” 字。

右行记录邮件发文单位封泥印章文字的录文， 残缺， 致本封检的发文单位无从

知晓。
此简非常重要， 是证明小方盘遗址是玉门都尉府所在地的直接证据。 类似的简牍格

式在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 肩水金关遗址常见， 在此略而不枚举。② 按照正常的简牍录

文格式应录作：

玉门都尉府以亭行　 　 　 　 　 　 　 　 　
　 　 三月乙丑东门卒庆以来 Ⅱ９８ＤＹＴ１： １７
本简之要， 旨在说明小方盘遗址是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府所在。 有关小方盘是玉门

都尉府的说法， 早见于吴礽骧的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③ 小方盘汉简出土之后， 广

濑熏雄有专文论述。④ 我们同意其玉门都尉府说， 对玉门关所在地持保留态度。
从西北汉简的古今地名对照研究来看，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判断现在的某地在汉代的

地名是什么， 主要是依据某地出土的封检。 如 “肩水金关、 卅井候官、 甲渠候官、 悬

泉置” 等。 以悬泉置汉简为例， 在 《悬泉汉简 （壹） 》 中收录简文 ２１７５ 条， 以 “县泉

置” “县泉” 可以检索到封检 １７ 条， 分别是以悬泉置 “亭次行” “以亭行” “以邮行”
出现； 在肩水金关汉简的第二册中 （总数是五册）， 以 “金关” 可以检索到的封检有

１５ 条 （而又有 “肩水候官” 的封检 １２ 条， 这是因为两地比较近造成的）。⑤ 而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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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检在近 ４００ 枚的小方盘汉简还没有一条简文是以 “玉门关” 封检形式出现的， 只有

一个这样的 “玉门都尉府以亭行” 封检。
从现有的简牍文书来看， 传统史书记录的注文 “有阳关、 玉门关， 皆都尉治” 可

能有问题。 汉简中有阳关都尉， 并没玉门关都尉而只有玉门都尉。 玉门关只是玉门都尉

府下辖的一个关卡， 都尉的治所并不会在玉门关。 或者说玉门都尉府不可能与玉门关在

一个地方。 这一点， 可以通过居延汉简所记肩水都尉府与其下属肩水金关、 居延都尉与

其下辖悬索关两两的位置得到旁证。 以玉门关、 阳关所在界西域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关只是类似肩水金关的地点， 玉门关之西还有很辽阔的地域归玉门都尉乃至敦煌太

守管辖。 那么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玉门关在哪里呢？ 请看下简。
简 ２ 诈冒代入还严传送出大煎都关门唯莫府令部曲实 ９８ＤＹＣ： １６
本简木质疑为红柳， 长 ２３ ５、 宽 ０ ９ 厘米。 书写规整， 字迹清晰。 其中提到的

“关门” 是不是我们常说的玉门关呢？
首先本简的 “入” 字， 字形作 “人” 状， 因为汉代的 “人” “入” 二字写法难以

区分， 但在本简的 “入” “还” 二字使用有点重复的感觉， 释作 “人” 是比较合理的。
基于此本简应该理解为 “诈冒代人还， 严传送出大煎都关门。 唯莫府令部曲实”。 如果

这样理解 “关门” 应该在大煎都候官所辖区域， 并不在玉门候官地域内。 也可以理解

为 “严传送出大煎都、 关门”， 关门不在大煎都辖域， 是两个地方。
“部曲” 一词， 一般用在部队中， 如金关汉简骑士简之 “中营右骑士” 等，① 对于

边塞防御系统的候官而言， 其下为部、 隧。 则本简的 “莫府” 应指西域都护府。 送出

大煎都关门之外， 再往其西就是属于西域都护府的辖域。 本简大的层面可以分为二： 一

个是发现诈冒他人还入关者， 应该严肃对待， 将这些人遣返回去送出关门； 二是都护府

方面， 应该要求下属的 “部” 与 “曲”， 严查此等行为， 落实诈冒人员的具体身份， 并

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本简所言之关， 虽不知具体所在， 但不应该在小方盘。
严格的关出入制度， 在小方盘汉简中亦有体现。 如：
简 ３ 罢到完完辨请内再拜白　 　 　 　 Ⅱ９８ＤＹＴ５： ２６
本简下残 （残断符号 “ ” 引者加）， 文字完整； 字迹漫漶， 释文不正确。 “完”

右下有重文号现释文厘作 “完完”。 “再拜白”， 一般作为私人书信用语。 但因为 “完
完” 意思不明， 故怀疑释文有问题。 通读所有简牍之后发现此字为误释， 原本应释作

“关” 字。 具体字形作 “ ” 状， 字形与简Ⅱ９８ＤＹＴ１： ５０ “关候强” 之 “关” 的字形

“ ” 比较接近。 “罢到关”， 指远在西域的军人服役结束回到关门； 关门方面验核之

后， 让其入关。 “再拜白”， 则是私人书信用语。
戍卒在关外服役结束为 “罢”， 罢归入关为常态， 还需要奉书一封， 尤加关照。 可

能罢归之人中有人与写信者关系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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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４ 三月戊寅敦煌大守恭长史褒行部候脩仁行丞事敢告玉门都尉卒人写移抪题归

　 　 持弓椟丸入关合籍语言云何已封赍去一宿乃遣吏逐夺留以何请令　 Ⅱ９８ＤＹＴ１： ２７
本简红柳， 完整， 长 ２３ ５、 宽 １ ７ 厘米， 也是缺少厚度尺寸。 本简的形制比较独

特， 是横截面呈等腰三角形的 “两行” 简， 文字写在等腰三角形的两个腰面上。 宽度

是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宽度。
释文 “褒” 字， 依字形应作 “裦” 字。 “归” 字不妥， 此字让人联想到悬泉置汉

简的 “归义羌人册”， 其中原释文的 “归当” 后被谢桂华先生改为 “ 当”。 此字与之

类似， 左 “足” 右 “虎”， 应释作 “ ” 字而不是 “归” 字。① “抪题 ” 应是西域人

名， 具体国别不明 （权作 “胡人” ）。
本简文书实由胡人所持 “弓椟丸” 引起， 胡人因为此物被逐夺向敦煌太守申告，

敦煌太守将此事转告玉门都尉， 由其具体处理此事。 “弓椟丸” 一般视作装弓的盒子或

囊匣。 胡人 “抪题 ” 入关时携带了弓椟丸， 当初查验时没有问题， 间隔一夜之后又

派人将其携带的弓椟丸追回来没收， 不知是何道理。 胡人不知原委， 告到敦煌太守这

里， 敦煌太守只好发文讨个说法。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简牍文字。 从中看出胡人出入关是

有一定管理制度的， 胡人如果有争议， 还可以申告。
敦煌太守恭的任职时间在初元二、 三年之间，② 可知本简所载之事发生在西汉元帝

初元年间。
边塞管理有制， 制从何而来， 简文虽有偏颇， 但可备一说。 一简记：
简 ５ 取北边板急令备塞法 Ⅱ９８ＤＹＴ５： ３９
本简红柳， 左上残， 长 ２３ １、 宽 ０ ９ 厘米。 其中 “急” 字释文有误， 应释作 “诏”

字。 左残， 右半字形作 “ ” 状， 残字为 “召”。 “取北边板诏令备塞法”， 约是依照

“北边板诏令” 中的 “备边法” 制定某种边塞管理规定。 当时不仅有 “北边板诏令”，
且其中还有专门的 “备边法”。 为我们探讨当时的律令条文制定提供了明确证据。

令归令， 法归法， 但现实生活中也有比较人性化的一面。 汉简中曾有因为条件艰

苦， 提出更换岗位的要求。 简Ⅱ９８ＤＹＴ１： ６ 记 “□毋何。 数督笞虫， 不便安， 愿徙署

它亭”。 此外， 估计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合理要求。 如：
简 ６ 守府移大煎都候史高仁妻自言贫急毋鞌马愿与庄憙护　 　 会七月七日□巳　

九月己卯发 Ⅱ９８ＤＹＴ４： ３９
本简红柳， 长 ２３ ２、 宽 ０ ８ 厘米。 下端字迹漫漶， 其中 “护” 字释文不妥， 此字

左侧为 “扌” 部， 右侧漫漶， 字形作 “ ” 状， 应释作 “换” 字。 原文属于官文书，
大煎都候官有一个名叫高仁的候史， 其妻子自言说其家庭比较贫困， 没有办法置备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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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希望与名叫庄憙的人交换岗位 （也许是因为自己无力置备鞍马， 无法胜任候史一

职， 愿意与庄憙换换工作）。 当官不好吗， 每月还有一定的俸钱？ 高仁妻之所以言官提

出来 “换”， 是因为候史要自备鞍马的。 另一简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是简牍释文存在误

释， 文义给淹没了。 简文作：
简 ７ 出禾旁禾皇十八石　 以食候长候史私马新造候五匹积百五十匹匹一斗二升　 ＤＢ： ２９４
本简长度完整， 长 ２２ ８、 宽 １ 厘米。 字迹漫漶， 释文 “新造候” 何解？ 莫非是

“王莽简” 新莽改制之词？ 细审图版 “新” 字与字形不符， 应释作 “能” 字； “造”
字， 应释作 “迹” 字。 “新造候” 为 “能迹候” 之误释。

本简作为谷出入簿， 明记禾旁禾皇十八石， 给了候长、 候史自备的 “私马” 五匹吃，
累积百五十匹， 恰好是一月的数字。 可见当时的候长、 候史自备马匹用于 “日迹、 候

望”， 由官方解决饲料供应。 但是条件之一， 就是这些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使用， 即

“能迹候”。 有本简的正确释文之后， 再回头来看高仁妻的要求感觉就比较好理解了。
居延汉简有下吏因为贫急可以免职的记录， 也是因为一般小吏需要具有一定的资产

才能胜任。① 作为候史因为工作的需要可能必须自备鞍马， 高仁的妻子则因为家境贫困

无力置备鞍马， 而提出不干候史了， 改换庄憙。 但是汉代就这么随意人性吗？ 不管怎么

理解，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着。 这种汉代敦煌郡边塞生活的场景， 得以藉助简牍文书再现

出来， 是何等幸事。
简 ８ □世初元二年功劳籍甘露四年七月己亥除中劳三岁三月五日讫九月晦丁亥

校之劳三岁五日自多三月解何 ９８ＤＹＴ５： ７９
本简红柳， 上残， 属于案验官文书。 “七” 字释文有误。 案西北简牍中 “七”

“十” 二字的差异在于一竖的长短， 短者为 “七”， 长者为 “十”。 考虑到本简字的间

距较小， 应释作 “十” 字。 关键是初元二年七月没有 “己亥” 日， 也是一有力旁证。
（安） 世上报的功劳簿， 经过核实后无端多出三个月， 官方发文追究责任 “解何”？

错误的原因比较多， 也可以说写错了。 而汉简中确实有误书的记录， 如：
简 ９ □为书课事 Ⅰ９８ＤＹＴ６： １１
本简红柳， 上残， 原释文的 “课” 字， 与字形不符， 应释作 “误” 字。 “为书误

事” （ “为” 字尚可存疑） 多好借口呀。 因为抄写错误是不是需要追究责任， 如何追究

还需要视危害程度而定。 《二年律令·贼律》 明记 “□□□而误多少其实， 及误脱字，
罚金一两。 误， 其事可行者， 勿论。”② 居延新简就有 “书误” 的案例， 处罚结果不得

而知。③ 而居延旧简曾有误十事適千里的处罚。④

９２１敦煌市博物馆藏汉晋简牍解要

①

②
③
④

居延新简 ＥＰＴ５８： ３０ 记 “·□□荣小未傅为译骑， 皆小家子， 贫急， 不能自给， 实”； 居延旧简 ２３１·２９
记 “贫急、 软弱不任职， 请斥免可补者名如牒， 书”。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９７ 页。
居延新简 ＥＰＴ５８： ９１、 ＥＰＴ５９： ７７。
居延旧简 １８５·３２ 记 “ 坐移正月尽三月四时吏名籍误十事適千里 ”。



相对于汉代误书或书误的惩罚， 我们做简牍释文可不能这样。 因为简牍上的字确实

不是十分清楚， 再者释读文字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罚金的程度， 只能是 “其事可行者勿

论” 而已。 误释的简文如：
简 １０ □□二枚　 闰月壬寅以为六寸检四枚给诸曹封往来书 Ⅱ９８ＤＹＴ４： １８
本简红柳， 上残， 应该是用二个大木材 （ “椠” ） 做成长度六寸左右的检， 分给诸

曹缄封往来的文书用。 其中释文 “四” 字不对， 应释作 “卌” 字。 首先从数量上我们

怀疑释文， 四个检给诸曹缄封往来的文书， 如何够用呢？ 诸曹有多少个， 四个检如何

分？ 细审图版， “四” 字实为 “卌” 字之误。 汉代的六寸即 ２３ １×６ 等于 １３ ８６ 厘米，
也可以算作 １４ 厘米左右。 本文的简 １ 就是检的一种样式， 长度基本相当。 做成平整的

木牍比较方便， 而要做成一段带有封泥匣的样子， 其中的废料是不可避免的。
简 １１ □二临道亭　 　 　 　 Ⅱ９８ＤＹＴ５： ６７
本简松木， 上、 下、 左残， 释文错误， 根据残存字形应释作 “宅一区直万”。 作为一条

重要的经济史料而与居延旧简中著名的 “礼忠简” 宅一区价值相同。①从金关到小方盘， 两

地相距数百公里之遥， 时间也许还会有先后， 但作为汉代的经济史料进行比对还是可以的。
简 １２ 出牛车轴四折伤　 　 禁备宜禾候丞张赦博望 Ⅱ９８ＤＹＴ２： １６
本简红柳， 下残， 属于 “出入簿” 类文书。 所记为车轴的 “出簿”， 此类出簿应该

是从账册中注销除名， 出除的原因是因为这四个车轴 “折伤” 坏掉了。 “禁” 字于此文

义不好理解， “禁备” 何义？ 细审图版 “禁” 字实为上下结构的两个字， 因为其右上不

是 “木” 部， 而是 “交” 形。 “禁” 字应释作 “校不” 二字。 因为注销了四个车轴，
当然在检查器物完备状况时， “不备” 缺少。 “宜禾候丞” 按照已有的文书研究应该是

汉代的宜禾都尉宜禾候官的丞； “博望”， 可能也是 “博望候丞” 之残文。 博望候官是

阳关都尉已知下属二候官之一， 具体位置存疑待考。 本简记录的 “不备”， 可能是由宜

禾与博望候丞发现的。 由两个来自附近都尉府的属官来检查 “循行” 玉门都尉的器物

完备状况， 可能会有效地发现问题， 减少舞弊状况的发生。 这只是一种情况的揣测， 也

许车轴的折伤损毁是由二候丞使用造成的。
以上所举数简， 一方面说明敦煌市博物馆所藏汉晋简牍的重要， 另一方面简牍的释

文不到位， 影响了人们对这些简牍价值的认定， 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０３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① 居延旧简 ３７·３５ 文字比较多， 其中记 “宅一区万， 田五顷五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