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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肉兜”
“饼咸笼”考
范常喜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 M1：143 号石牌所记“肉兜”是指盛肉的篓兜，与古书中训为“受肉笼”的“簝”相类
似；M1：317 号石牌所记“饼咸笼、茅笼各一具，兜自副”中的“饼咸笼”
“茅笼”都是指蒸饼用的笼屉。
“咸笼”似即“椷笼”，指
木制函箧形的蒸笼。
“兜自副”之“兜”疑指蒸笼顶部所配兜鍪、斗笠形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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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Roudou（肉兜）" and "Bingxianlong（饼咸笼）" in
the Tomb of Cao Wei in Xizhu Village, Luoyang
FAN Chang-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Roudou（肉兜）" in No. m1:143 stone plate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Caowei in Xizhu
village of Luoyang refers to the basket bag for meat. "Roudou（肉兜）" is similar to the "Liao（簝）" in ancient
books, which is interpreted as "receiving meat cage". "Bingxianlong（饼咸笼）" and "Maolong（茅笼）" refer
to the cage drawer used for steaming foods. "Xianlong（咸笼）" is also known as "Hanlong（椷笼）", which refers to the steamer shaped like a wooden box. The "Dou（兜）" of "Dou Zifu（兜 自 副）" refers to the hat
shaped cover on the top of the ste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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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抢救性发掘了洛阳寇店镇西朱村 M1 号曹魏大
①

墓 。根据其宏大的墓室结构以及高规格陪葬物品推测，该墓应当是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墓。墓中出
土刻铭石牌 200 余枚，其内容多是随葬品的名称、数量等的记录。李零、曹锦炎等先生在《博物院》2019
年第 5 期发表文章，刊布了这批石牌铭文中的绝大部分，并作了相应的研究② 。雷海龙先生也对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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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
《考古》2017 年第 7 期。

② 李零：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曹锦炎：
《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浅析——兼谈石牌铭文所
记来自一带一路的珍品》；赵超：
《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与墓主身份补证》；刘连香：
《洛阳西朱村曹魏
墓墓主探讨》；霍宏伟：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铭文中的镜鉴考》。以上诸文均载《博物院》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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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补充意见① 。李零先生文刊布石牌铭文最多，共计 138 件，分类考释也最为全面。本文拟在李
零先生考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其他诸家研究，着重对两处与饮食器具有关的石牌铭文训释略作补充。

一、肉兜
石牌 M1：143：
“ 肉兜一。”
（图 1）李零先生谓：
“ 肉兜：疑指包肉末的囊橐。
《说
文·竹部》有篼字，许慎释为‘饮〈飤〉马器也。’
《方言》卷五：
‘ 飤马橐，自关而西谓
之裺囊，或谓之裺篼，或谓之㡞篼，燕齐之间谓之帪。’
《广雅·释器》‘
：㡋帪、楼篼、
篼囊也。’”②
我们怀疑此处的“肉兜”恐非包肉末的囊橐，可能是篓兜类器物。
《说文》
部：
“ 兜，兜鍪，首铠也。从 ，从皃省。皃象人头也。”段玉裁注：
“ 铠者甲也。鍑
属曰鍪，首铠曰兜鍪，谓其形似鍪也。冃部曰：
‘冑，兜鍪也。’古谓之冑，汉谓之兜
鍪。”朱骏声《通训定声》：
“‘古谓之胄’。按，胄所以冡冒其首，故谓之兜。”
《广韵·
图 1 石牌 M1：143

侯韵》：
“ 篼，饲马笼也。”据此可知，
“ 兜”本表示首胄，引申后表示圆形篓篮等容
器，字亦或作“篼”③ 。因此，石牌此处的“兜”可能与古书中的“簝”相近，指盛肉

的竹篓类器。
《说文》竹部：
“簝，宗庙盛肉竹器也。”
《周礼·地官·牛人》：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簝
以待事。”郑玄注引郑司农曰：
“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笼也。”

二、饼咸笼
石牌 M1：317：
“ 饼咸笼、茅笼各一具，兜自副。”
（图 2）李零先生谓：
“ 饼笼分
咸笼、茅笼两种。”④
《说文》食部：
“ 饼，面餈也。”
《急就篇》：
“ 饼饵麦饭甘豆羹。”颜师古注：
“ 溲面
而蒸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汉晋之时则亦将馒头称作“蒸饼”，如
《释名·释饮食》云：
“ 饼，并也。溲麫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
著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晋书·何曾
传》：
“ 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
图 2 石牌 M1：317

作十字不食。”据此我们怀疑，M1：317 号石牌铭文中的“饼咸笼”
“茅笼”都是蒸饼
之用的笼屉类器具。

“茅笼”比较容易理解，应即茅草编制的蒸笼。
“咸笼”则尚不易明白。我们怀疑“咸”当读作“椷”，指
箱箧类容器。
《说文》木部：
“椷，箧也。”
《说文》匚部：
“匧，藏也。从匚夹声。箧，匧或从竹。”
《广雅·释器》：
“匧谓之椷。”王念孙疏证：
“椷、咸、圅并通。”
《周礼·秋官·伊耆氏》：
“共其杖咸。”郑玄注：
“咸，读为函。”孙
诒让正义：
“ 咸、圅、椷，并声近字通。”⑤《慧琳音义》卷八十一“宝椷”注引《苍颉篇》：
“ 椷，盛文书椷木箧
也。”又卷二十九“宝椷”注：
“ 椷，形如小匮子。”又卷二十九“七宝椷”注：
“ 椷，经作函，俗字也。”⑥ 亦可引
① 雷海龙：
《西朱村曹魏墓 M1 石楬文字补说》，简帛网，2019 年 11 月 23 日。

② 李零：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
《博物院》2019 年第 5 期。

③ 殷寄明：
《汉语同源词大典》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391-1392 页。
④ 李零：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
《博物院》2019 年第 5 期。

⑤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
《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47-348 页。
⑥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
《故训汇纂》，第 1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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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表示动词容纳、包含，如《史记·天官书》：
“兔过太白，间可椷剑。”裴骃集解引苏林曰：
“椷，音函。函，容
也，其间可容一剑。”由此可知，
“椷”与“函”属于音义并近的同源词，都表示箱箧、函匣类器物。另据《慧
琳音义》可知，在唐代时椷多用作表示木制小柜子，并且多用作“函”的俗字。据此可以推测，石牌铭文中
的“饼咸笼”应当是用于蒸饼的木函形蒸笼。山东临沂白庄汉墓前室南壁东段出土的庖厨画像石上，有
两个厨工抬一木函形笼屉，其上有蒸好的块状面食（图 3）①。20 世纪 80 年代，在鲁南农村仍然常见此类
木制函形蒸笼。通常是由多层组合而成，体积较大，或方或圆，一般是红白喜事时聚餐备食之用。当下
网络购物平台也仍可以比较容易买到小型方形笼屉，只不过制作材料已多换成了铝合金或竹子（图 4）。
我们怀疑，这类木函形笼屉似即石牌铭文所记“饼椷笼”。

图 3 临沂白庄汉墓出土的庖厨画像石及二人抬蒸笼图像局部

图 4 现代方形笼屉

此外，山东枣庄渴口汉墓群征集到两块有庖厨内容的画像石，其中集 S9 号画像石中第三层（或说第
四层）有四个厨工往灶上笼屉里放圆状面食，与后世馒头相似。蒸笼有四层，笼中馒头形面食非常清
晰②。只可惜此图像尚未刊布，其具体情形尚不清楚。不过枣庄与临沂相接壤，画像石内容和风格均相
近，故此处的四层蒸笼很可能与庄白汉墓画像石中的形像相似，也是木函形蒸笼。

三、兜自副
还可注意的是，其他地方出土的壁画所绘蒸笼图像以及一些陶蒸笼的顶部均有一兜鍪或斗笠形盖，
与今之蒸笼所覆顶盖无异。如河南密县打虎亭 1 号东汉墓东耳室北壁画像中曾出现过蒸笼（图 5）。孙
①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 年，图 367、图版一六四。管恩浩、
霍启明、尹世娟：
《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
《东南文化》1999 年第 6 期。林正同：
《从画像砖、石看汉代农业经
济特点》，
《农业考古》1996 年第 1 期。

② 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
《山东枣庄市渴口汉墓》，
《考古学集刊》第 14 辑，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142 页。石敬东：
《枣庄渴口汉墓群画像石墓简析》，顾森、邵泽水主编：
《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第 433-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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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先生指出：
“打虎亭之都灶的火眼上，不仅置有釜甑、大镬等炊具，还有一个由 10 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
蒸笼，其中蒸的可能是蒸饼。”① 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东壁北部所绘膳食图，画中三人，左边一女
子，高髻，着方领衣，忙于灶前。灶上置釜，身后有一五层笼屉②（图 6）。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三号崔混
墓出土蒸笼（3：57）一件，微残，笼、盖可分开，盖顶中一凸棱。十二号崔博墓出土陶女仆俑三件，其中一
件炊事俑出土时其前置一蒸笼（12：25）③（图 7）。可见，无论是出土壁画中所绘蒸笼还是陶蒸笼，其顶部
均有一兜鍪或斗笠形盖。因此，石牌铭文“饼咸笼、茅笼各一具，兜自副”中的“兜自副”很可能应指蒸笼
顶部配备有笼盖。

图 5 打虎亭汉墓壁画都灶及其上釜、甑、蒸笼

图 6 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壁画膳食图

（3：57）

（12：25）
图 7 临淄北朝崔氏墓出土陶蒸笼

（附记:本文蒙《中国农史》匿名评审专家惠赐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谨致谢忱。
）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385、388 页。

②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
《文物》1984 年第 6 期。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淄北朝崔氏墓》，
《考古学报》1984 年第 2 期。

-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