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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农业史视角看里耶秦简中的槎田
王星光

李 平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里耶秦简中有“槎田岁更”的记载，对于“槎田”的田地类型、
“岁更”的含义，学界还未有一致意见。考虑到秦
迁陵县地处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这里山林密布，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地区，
“ 槎田”应该是一种当地民族适应山林
环境而实行的农耕方式。根据南方民族地区林地农业史的研究，里耶秦简中的“槎田”应当是“刀耕火种”农业的耕作形
式，采用的是砍烧山林而播种的一种轮歇型农业耕作制度，属山地森林民族适应生态环境而创造并长期留存的独特耕作
方式。秦迁陵县可能存在“槎田”和“垦田”两种土地形式和耕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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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a Land in Liy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National Agriculture
Wang Xing-guang

Li Ping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In Liy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appears "cha land replacing annually". Academics
have given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land type of cha land and meaning of "replacing annually". Qianling
county in Qin Dynasty located in Tujia and Miao region in the west of Hunan province nowdays, minority areas in all ages, being rich in forest and mountains. Cha land should be a cultivate way to adapt to environment for the local nations.On the basis of scholars' research of forest-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minority aresa in the south of China, Cha land might be slash and burn agriculture,in which people cut trees and dibble
seeds,and have the lands rest in turns. Cha land is an unitique agricultural stystem the way montain national
adapt the environment.Qianling county in Qin Dynasty might both owns Cha land and cultivated land, which
are two land types and agricultural cultivating stystems.
Key words: Liy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Cha land；slash and burn agriculture；uncultivated agricultural stystem
里耶秦简记载秦迁陵县的土地类型有“垦田”
“草田”
“桑田”
“槎田”等，其中“槎田”一词是首次见到，
学界认为这是一种农田耕作方式，但对于其具体内涵，由于简文提供的信息有限，学者对“槎田”的讨论
多是比附中原地区的耕作制度而论，还未从民族农业史和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去解析。本文主要从民族
农业史和生态环境史的视角，结合秦迁陵县所处民族地区的情况，对“槎田”这一土地利用类型及内涵做
一探讨，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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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耶秦简中有关“槎田”记载
在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简中，有 4 枚简涉及“槎田”，明确有“槎田”二字的只有 3 枚。这 3 枚有“槎田”
的秦简，文字还有所不同，1 枚写作“槎田”，2 枚写作“

田”。具体简文为：

例 1：［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田岁更，以异中县。（8-355）
例 2： 岁更，以异中县 （8-1804）
例 3：［习］俗

田岁更，以异中县。（9-1754）

例 4：廿八年正月辛丑朔丁未，贰春乡敬敢言之：从人城旦皆非智（知） 田殹（也），当可作
治县官府。谒尽令从人作官府及负土、佐甄，而尽遣故佐负土男子田。及乘城卒、诸黔首抵辠
（罪）者皆智（知） 田，谒上财（裁）自敦遣田者，毋令官独遣田者。谒报。敢言之。
今敬正月壬子受徒，弗报。
壬子夕，佐黑以来。ノ除半。□手（背）（9-22）①
这 4 枚秦简，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例 1、例 2、例 3，讲的是迁陵当地的一种耕作习俗，即“槎田
岁更”。这种耕作制度“以异中县”，即与内地的耕作制度是不同的。简文中的“中县”，史书有记载。
《汉
书·高帝纪下》载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五月诏曰：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
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
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
甚有文理，
中县人以故不耗减，
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②
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
”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中县之民，
中国县民也。
”
陈伟认为，
中县是指内地③。

这里的内地，应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 4 枚秦简中的另一类即是例 4，该枚秦简记述了秦始皇二十八
年（前 219 年）迁陵县贰春乡的一份请示，其中提到了“槎田”。简文列举了两类人，一种是“从人城旦”，他
们不了解槎田的耕作方式；一种是“乘城卒、诸黔首抵辠（罪）者”，他们熟悉槎田的耕作方式。简文中的
“从人”应该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且已被定罪④，而“城旦”是刑徒之辠（罪）名，应该也是从外地迁徙而来
的。至于“从人”和“城旦”是两类人，还是指判处城旦的从人，还不易判断，但据简文“从人城旦皆非智
（知） 田殹（也）”
和
“乘城卒、
诸黔首抵辠（罪）者皆智（知） 田”两处的
“皆”
字来看，
理解为从人和城旦是
两类人可能更符合简文本意。正因为“从人”
“城旦”都是来自外地，所以他们对迁陵当地的槎田不了解、
不会操作，
因此贰春乡才请示让他们从事挖土、协助制作陶器（
“负土、
佐甄”
）等工作。简文中“乘城卒、诸
黔首抵辠（罪）者”，应该是迁陵当地人，晋文认为二者是“当地的更卒和罪人”⑤，很有道理，正因为“乘城
卒、
诸黔首抵辠（罪）者”
是当地人，
所以他们熟悉
“槎田”
，
因此贰春乡请示让他们去种田。
① 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
文物出版社，
2012 年，
例 1：
图版第 60 页，
“释文”
第 28 页；
例 2：
图

版第 228 页，
“释文”第 85 页；例 3：图版第 189 页，
“释文”第 64 页；例 4：图版第 15 页，
“释文”第 6 页。又见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例 1：
第 136 页；
例 2：
第 394 页，
该秦简残断，
根据例 1 的词例，
该
简应该也是记述
“槎田”
之事，
故列于此处；
例 3、
例 4：
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2 卷，
第 356、
33-34 页。

②［汉］班固：
《汉书》卷 1 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 年，第 73 页。
③ 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第 137 页。

④ 李洪财根据秦简中“从人”的记载，认为“岳麓秦简中的从人是一种‘级别较高’的特殊犯人，他们都出自故六国，身

份特殊，有专门的管理，而且他们不是普通的伙同从犯，是秦政府重点捉拿和管理的对象。……那么这里的从人
很可能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主张合纵反秦的人。”
“对从人犯的搜补、收留藏匿、告发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吴雪
飞认为从人“可能指六国追随国君抗秦之人，或者与抗秦之人有牵连关系之人”。分别见：李洪财：
《秦简牍“从人”
考》，
《文物》2016 年第 12 期；吴雪飞：
《〈岳麓简五〉所见“从人”考》，简帛网：http://www.bsm.org.cn/?qinjian/7785.ht‐
ml，2018-04-12.

⑤ 晋文：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 期。

- 4 -

从民族农业史视角看里耶秦简中的槎田

以上 4 枚秦简透出的“槎田”信息可知，一是这种耕作制度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耕作制度，二是这种耕
作要“岁更”，至于“槎田”的具体实施细节，简文中没有记载，这就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推测的空间，因
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里耶秦简整理者认为，
“槎田”是一种耕作技术和农田休闲制，
“槎田是当时使用
较普遍的一种特殊耕作技术。
‘ 槎田’实际上是农田的休闲制，
‘ 燔田’是‘槎田’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
骤，迁陵每年春天有‘燔田’的活动。”①陈伟等在《里耶秦简牍校释》中认为，槎田岁更应是一种耕作制度，
槎田可能是指斫木为田，实行每年更替的休耕制②。万义广认为，
“槎田”就是史书记载的“火耕”，即砍伐
杂物、焚烧，然后挖坑下种；
“岁更”就是隔年轮耕，耕种一年后抛荒，任其恢复地力，来年再砍伐杂物后播
种；秦代迁陵地区的旱地无法成片耕种，其耕作方式可能比较原始，分为两道工序，先“槎”后“火”，即从
砍伐的工序来说是“槎田”或“刀耕”
“斧耕”，从“燔烧”的工序来说是“火耕”③。晋文认为，一是“槎田”或
“

田”是迁陵地区存在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农田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的特点是每年都需要大量休耕，

和中原地区的农田部分休耕的方式不同，
“槎田”或“

田”的名称应与当地的垦荒造田的方式有关；二是

“槎田”应泛指清除杂草甚至包括一些小树丛后的耕地，
“ 草田”之名与此当直接关联，亦即里耶秦简 81519 中的“垦田”；三是“槎田”的特点并不在于造田的方式，而在于“岁更”的耕作方式，大多数槎田都只
能耕种一年，降低了垦田的耕种效率，或与来年继续耕种的产量会大幅度下降有关④。
从各家观点来看，对“槎田”的认识有同有异，如基本认为“槎田”是秦迁陵地区存在的一种耕作方
式，而且每年要休耕，这种耕作方式与中原地区的截然不同，但对于“槎田”的具体做法及其反映的耕作
制度，则有不同的认识，如陈伟等认为是斫木为田、万义广认为是火耕、晋文认为是垦荒造田，但基本上
是按照耕地开垦方式及其休耕制度理解。这些观点无疑促进了我们对“槎田”的认识，但对于“槎田”到
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耕作制度，以及这种耕作制度是否与迁陵每年春天“燔田”活动有关等，都还有进
一步探讨的余地。考虑到秦迁陵县地处武陵山区，历史上都是民族地区，因此可以从民族农业史和生态
环境史的角度对“槎田”再做探讨。

二、南方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农业与“槎田”
刀耕火种是一种森林农业形态，在我国的历史极为悠久。从《华阳国志》到明清的方志，都有刀耕火
种的零星记载。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不断有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情况的调查和研究⑤。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李根蟠、卢勋从 1981 年到 1985 年，先后在《农业考古》和《中国农史》上发表了 9 篇调查报告，其中 5 篇
是对云南景颇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和苦聪人刀耕火种农业的报告⑥，认为刀耕火种农业是原始农业的
初期阶段。在此基础上，李根蟠、卢勋于 1987 年出版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⑦一书，将民
族农业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与李根蟠、卢勋从农业发展阶段来论述的角度不同，裴盛基、尹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
“前言”第 4 页。里耶秦简中有关“燔田”的简文目前还没有公布。

② 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第 137 页。

③ 万义广：
《从里耶秦简看迁陵地区农业生产与农民负担》，
《江西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1 期。
④ 晋文：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 期。

⑤ 有关综述，见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9 页；又见尹绍
亭：
《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9-14 页。

⑥ 卢勋、李根蟠：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附论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及其命名》，
《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李根

蟠、卢勋：
《苦聪人早期原始农业的生产和生活》，
《中国农史》1982 年第 1 期；李根蟠、卢勋：
《从景颇族看原始农业
的起源与发展》，
《农业考古》1982 年第 1 期；李根蟠、卢勋：
《怒族解放前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农业考古》1983
年第 1 期；李根蟠、卢勋：
《刀耕农业与锄耕农业并存的两盟佤族农业》，
《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⑦ 李根蟠、卢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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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亭等则从生态环境、人类学的角度，对景颇族、布朗族、佤族、基诺族、独龙族等民族的刀耕火种情况进
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用利用方式①。
不管是李根蟠、卢勋，还是尹绍亭都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民族学的调查，对刀耕火种的地理环
境、社会组织、土地类型、刀耕火种技术等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刀耕火种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烧荒耕
种农业的形象叫法，所谓“刀耕”，即用刀和斧砍伐森林；所谓“火种”，就是把砍伐晒干的树木焚烧之后栽
种农作物②。在“刀耕火种”的具体技术操作上，各民族大致相同。李根蟠、卢勋通过对独龙族、怒族、佤
族、苦聪人等民族的调查，认为刀耕火种农业中耕地的选择都是森林土地，耕作技术的重点在林木的砍
烧。砍伐树木的时间因不同的林地而异，树木大的林地要早些，原始森林非年前砍不可，大树不多时则
来年春天砍地。砍树时要顺着地势由下往上砍；在树木背坡面先砍，再砍迎坡面，使树木自然倾斜倒于
坡面，安全省力；山地下部的树左右两边都要砍，在需要倒下的方向多砍；密林采用“砍大压小”的方法。
林木砍伐后下一个环节是焚烧，要把握适当的时机和节令。首先要把砍倒的林木晒干，并选择好的天
气，用芦苇或干树叶引火以助燃，隔不远就点上一堆，使林木烧透。烧火山地还要与播种季节相配合，烧
得太晚会误了农时，烧得过早则杂草滋生，对作物生长不利。焚烧时，人们还要开防火道预防山火蔓
延③。这些调查使我们对刀耕火种农业的具体过程有了直观而清晰的认识，其中的林木砍烧可能反映的
就是里耶秦简中“槎田”的耕作方式。
槎田或

田的名称可能与用刀和斧砍伐森林的“刀耕”有关。
《国语·鲁语上》曰：
“ 且夫山不槎蘖，泽

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䴠，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韦昭注：
“ 槎，斫也；以株生曰
蘖。”④《汉书·货殖传》曰：
“ 山不茬蘖，泽不伐夭。”颜师古注曰：
“ 茬，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蘖，髡斩
之也。此夭谓草木之方长未成者也。”⑤《文选·东京赋》曰：
“山无槎枿。”李善注：
“斜斫曰槎，斩而复生曰
枿。”⑥《魏书·李崇传》：
“ 诏崇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率众数万讨之。崇槎山分进，出其不意，表里
以袭。”⑦从《国语》
《汉书》
《东京赋》所言来看，
“ 槎”为斜砍之意，砍伐的对象是山中的林木。由此，槎田
应是斜砍山中林木所得到的田地，这与前面根据民族调查所得的“刀耕”情况一致。民族学资料表明，在
“刀耕”阶段，
“ 比如在砍地时大树只修枝不砍伐；大部分树木砍伐时要留出一定长度的树桩，以利于再
生；挖地、犁地时要尽可能避免伤着树根；气候干热时以茅草等掩盖树桩，以防晒死”⑧，而砍烧后被熏黑
① 主要有：裴盛基：
《用民族生态学的观点初探中国滇南热带地区的轮歇栽培》，载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处、城乡

建设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编：
《农村生态系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1-6 页；尹绍亭：
《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
《农业考古》1988 年第 1 期；尹绍亭：
《基诺族刀
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续）》，
《农业考古》1988 年第 2 期；尹绍亭：
《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兼论人与自然的
关系》，
《农业考古》1990 年第 1 期；尹绍亭：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1 年；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尹绍亭：
《远去的山
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② 尹绍亭：
《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第 1 页。

③ 李根蟠、卢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 56-60 页。有关刀耕火种的论述，又见：卢勋、李根蟠：
《独龙

族的刀耕火种农业——附论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及其命名》，
《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李根蟠、卢勋：
《苦聪人早
期原始农业的生产和生活》，
《中国农史》1982 年第 1 期；李根蟠、卢勋：
《从景颇族看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农
业考古》1982 年第 1 期；李根蟠、卢勋：
《怒族解放前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农业考古》1983 年第 1 期；李根蟠、
卢勋：
《刀耕农业与锄耕农业并存的两盟佤族农业》，
《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④［三国吴］韦昭注：
《国语》，商务印书馆，1958 年，第 60 页。

⑤［汉］班固：
《汉书》卷 91《货殖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679-3680 页。

⑥［汉］张衡：
《东京赋》，
［南朝梁］萧统选，
［唐］李善注：
《文选》，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70 页。
⑦［北齐］魏收：
《魏书》卷 66《李崇列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466 页。
⑧ 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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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干和残茬仍然留在地上，以使树木再生。这就明确了“山不槎蘖”可能是指保留树干，而对从树干上
生出的新枝条不再砍伐，以利于生态的恢复。根据陈伟、晋文等的论述，槎田可能是指斫木为田、垦荒造
田，再结合迁陵每年春天有“燔田”活动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里耶秦简中的“槎田”应该就是李根蟠、
卢勋、
尹绍亭等学者所言的流行于南方民族地区的刀耕火种农业，
是一种适应山区林地的农业耕作方式。
里耶秦简中的“槎田”可能就是南方民族地区的刀耕火种农业还有另外三点证据，一是耕田“岁更”
制度，二是林木的种类，三是里耶遗址所处的位置。
首先说耕田“岁更”制度。里耶秦简明确记载“槎田岁更”，也就是每年都要更换土地，陈伟、晋文等
认为是土地休闲制或者休耕制。南方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农业恰恰是种一年就撂荒的。对于年年易地的
现象和原因，李根蟠、卢勋做了分析：林地砍烧的第一年，土地肥沃疏松，杂草也很少，产量比较高。第二
年，灰烬肥分削弱，并且也没有再砍烧的条件以确保得到灰烬的肥分；杂草丛生，清除费时费力；头年砍
烧时保护的树桩也生出枝叶，对作物的生长不一定有利；土地变硬，松土或翻土费时费力①。尹绍亭认
为，刀耕火种是典型的轮歇农业，轮歇意即耕种与休闲交替进行，使土地劳息相间、用养结合，而绝大部
分山地民族都会坚持采用这种一年耕种的轮歇方式，以达到使土地用养结合的目的，如果他们固定在一
块土地上连续耕种，而不实行有序的轮歇，那么不出三年，地力衰竭，杂草丛生，就将无法耕种下去 ②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槎田岁更”的问题，原来这是适应当地山地环境的一种耕作方式，难怪里耶秦简中说
“以异中县”，这与平原地区农业的耕作方式显然不同。
其次说林木的种类。里耶秦简有关“槎田”的 4 枚秦简中，有的写作“槎田”，有的写作“
者认为，
“

③

田”应即“槎田” ；晋文认为“

田”，校释

④

”与“槎”通 ，而没有深究这两字的差异。根据两字偏旁的不

同，笔者认为它们可能与不同的林木有关，
“ 槎”可能与木林地有关，
“

”可能与竹林地有关。而这种情

况可以得到民族学的支持：
“ 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林地作耕地为宜，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南方从事刀耕火种
的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选择耕地的主要依据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
“他
们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不是根据‘土宜’，而是根据‘树宜’。在独龙族地区，他们把林地分为木林地、
竹林地和竹木混合林地。……区分不同的林地和树种，是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择地的主要依据。”⑤通
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他们掌握了生长不同种或品种树木的林地，适合栽种不同的庄稼，如生长水冬瓜
树的林地适合种玉米、生长小板栎树的林地适合种旱稻，竹木混合林适合种玉米和小米。既然林地按照
不同植被有木林地、竹林地和竹木混合（交）林地之分，木林地根据轮歇次数与地上植被的恢复情况可从
土地肥沃程度方面再分为三等，竹林地则简单地根据竹子的品种及长势即可从土地肥沃程度方面再分
为三等，对不同林地如乔木林、灌木林、草地等的砍烧时间也不同⑥，那么“槎”和“
是指木林地，
“

”确有差别，
“槎”可能

”主要指竹林地，至于竹木混合林地用哪个字，可能还要看哪种林木所占比例更高。

最后说里耶遗址所处的位置。我们知道，里耶秦简 2002 年出土于里耶遗址一号井，而里耶战国秦
代古城遗址地处里耶镇，行政区划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里耶地处武陵山地、酉水中游河谷
盆地。考古发现有旧、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踪迹，历史时期濮、越、巴、苗、土家族等民族先后在此生活或
① 李根蟠、卢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 81-82 页。

② 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第 209 页；尹绍亭：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
耕火种研究》，第 119 页。

③ 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2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57 页。
④ 晋文：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 期。

⑤ 李根蟠、卢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 年，第 54、55-56 页；卢勋、李根蟠：
《独龙族的
刀耕火种农业——附论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及其命名》，
《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

⑥ 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第 196、201、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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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①战国时期，该地属楚，而“火耕”是楚国农业生产的两大类型之一，
“这种耕作方法自先秦以来就
一直沿用于南方山区丘陵区”，
“今湘西各县及若干山区丘陵和云南西双版纳森林地区，仍然沿用不废。
而在湘西各地，则普遍称山地为‘土畬’，这显然也是火耕畬田的遗迹。”②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居住的苗族
和瑶族被统称为“五溪蛮”
“武陵蛮”
“长沙蛮”，他们很早便与汉、僚、濮等民族发生频繁的接触，故而其农
业的产生是比较早的③，但“好入山壑，不乐平旷”④，因此长期从事刀耕火种，并辅以采集狩猎。里耶地处
武陵山区，林木繁茂，自古至今都是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在秦统治之后，仍然保持原有刀耕
火种的“槎田”耕作方式，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里耶秦简中的“槎田”，是南方民族在林地上进行耕作的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应该是“刀耕火
种”农业。尹绍亭认为刀耕火种的耕作技术特色体现在刀耕、烧地（火耨）和点播这三点上。所谓“刀
耕”，不过是中国农史学界的习惯用语，其实并不存在“耕”，指的就是砍伐树木⑤。所用工具有石刀，但更
实用的应是石斧，实际上将其称作“刀耕”，亦可称为“斧耕”⑥。李根蟠、卢勋认为刀耕农业的主要特征
是：第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刀斧和竹、木棒；第二，生产技术的重点在于林木的砍烧；第三，实行年年易
地的生荒耕作制⑦。里耶秦简中的“槎田”可能就是刀耕火种农业，是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
刀耕火种在宋代以前叫畬田，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 牂柯郡……俗好鬼巫，多禁忌。畬山
为田，无蚕桑。”⑧“畬山为田”即为刀耕火种，因此“槎田”可能是畬田的另一种叫法。畬田，到了宋代又叫
做“刀耕火种”地。宋范成大《劳畬耕并序》曰：
“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
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⑨宋张淏
《云谷杂记》载：
“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岗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
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⑩范成大和张淏对“刀耕火种”的描述，无疑
就是“槎田”的写照。

三、里耶秦简中的其他土地类型
关于里耶秦简所反映的秦迁陵地区的土地，秦简整理者在总结后指出：
“ 当时田地有公田和民田之
分，秦的公田是国家拥有的部分田地，由官府来管理，收成全归官府。有左、右公田，管理公田事务是其
主要职责。民田即黔首田，简文中有‘都乡黔首田’、
‘ 黔首垦草田’等记载。秦实行‘行田’制，即把国有


土地划分成小块后颁发给黔首，黔首没有所有权，不可以买卖。”
当然，这是对秦简中土地的性质与管

理的概括。但就土地类型而言，除了“槎田”外，还有“垦田”
“草田”
“桑田”等的记载，为我们认识秦迁陵
地区土地的类型提供了新的资料。简文主要有：
例 5：迁陵卅五年豤（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卌二亩］，户百五十二，租六百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
“后记”第 113 页。
② 郭仁成：
《楚国经济史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62 页。

③ 尹绍亭：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第 49 页。

④［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829 页。
⑤ 尹绍亭：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第 235 页。

⑥ 王星光：
《中国古代农具与土壤耕作技术的发展》，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
⑦ 李根蟠、卢勋：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 86 页。

⑧［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 年，第 378 页。

⑨［宋］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
《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17-218 页。

⑩［宋］张淏：
《云谷杂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全宋笔记 第 7 编 1》，大象出版社，2016 年，第 75 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
“前言”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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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石。率之，亩一石五［斗少半斗］，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卌一石。贰田廿六顷卅四
亩，租三百卅九石三。凡田七十顷卌二亩。·租凡九百一十。
六百七十七石。（8-1519）
例 6： 当豤（垦）田十六亩。
已豤（垦）田十九亩。（8-1763）
例 7：元年八月庚午朔庚寅，田官守灈敢言之：上豤（垦）田课一牒。敢言之。
八月庚寅日入，灈以来ノ援发。灈手(背)（9-1865）
例 8：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爰书：南里寡妇慭自言：谒豤（垦）草田故桑地百廿
步，在故步北，恒以为桑田。
三月丙辰，贰春乡兹敢言之：上。敢言之。诎手 (正)（9-15）
例 9：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
［田］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亩
武门外，能恒藉以为田。典缦占。(正)
六月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豤（垦）草一牒，敢言之。ノ衔手。（9-2344）①
以上 5 枚秦简记载了“垦田”
“税田”
“草田”
“桑田”等不同的田地名称。其中例 5 是一篇关于田租的
文书，里面包括三组数据。第一组是迁陵三十五年垦田、田租数。第二组是迁陵县三乡（启陵、都乡、贰
春）的田、租数。第三组数据可能是历年数据的合计②。简文中的“税田”是应税之田的简称，并不是指一
种土地类型。而“豤（垦）田舆”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舆田”，有的认为“舆”读为“举”，指全部、所
有③。但结合例 6、例 7 垦田的记载，笔者认为例 5 中的“豤（垦）田舆”还是理解为“垦田”为好，
“ 舆”应该
是修饰“垦田”之意。
“垦田”应该是指开垦之田，即耕地。这种缴纳租税的耕地，可能不同于年年易地的
“槎田”，因为砍烧山林形成的“槎田”，每年的耕地数量是不同的，大概不会像例 5 这样固定的田亩数。
也就是说秦迁陵县可能存在两种土地形式，一种是砍烧山林的“槎田”，一种是在河谷盆地开垦的耕地。
这种耕地的开垦，是从草田开始的。例 8 出现了“故桑地”
“ 桑田”的不同称谓，则二者有别。
“ 故桑地”实
际就是一块儿被撂荒的桑田④，该地已经失去了桑田的性质，只是一块荒地，之所以称其“故桑地”，在于
说明该地之前的用途。桑地只是强调土地的自然属性，而桑田应是强调土地的经济属性和租税属性，因
为桑田种植的桑树是经济作物，是要收田租的，而该简就是一个种植桑树的实例⑤。例 9 记载“高里士五
（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恒藉以为田”，即吾武请求把他门外 6 亩草田开垦为耕田。
由这两例简文看，
“草田”应该指长满野草尚未开垦的荒田，为公田。草田的开垦首先由黔首向官府提出
申请，经官府允许后才能开垦为耕地。草田开垦后按照种植作物的种类，分为种植桑树的“桑田”、种植
庄稼的“垦田”等。作为桑田或垦田可以多年垦种，不需要轮歇，这属于适合耕作的田地，而非刀耕火种
地。但不管是“桑田”还是“垦田”，都与“槎田”有别。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土地的来源：
“桑田”
“垦田”来源
于河谷盆地长满野草的“草田”，而“槎田”来源于山林之地。
如果秦迁陵县既存在砍烧山林的“槎田”，又存在河谷盆地的“垦田”，则必然存在两种耕作模式和分
① 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例 5：图版第 193 页，
“释文”第 75 页；例 6：图版第 224 页，
“释文”

第 84 页；例 7：图版第 199 页，
“释文”第 69 页；例 8：图版第 10 页，
“释文”第 5 页；例 9：图版第 260 页，
“释文”第 91 页。
又见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例 5：
“前言”第 7 页、第 345-346 页；例 6：第 388 页；例 7、例 8、例 9：陈伟主
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2 卷，第 377、21、477 页。

② 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
“前言”第 7 页。

③ 各家观点，见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第 346-347 页。
④ 晋文：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 期。

⑤ 晋文：
《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
《历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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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熟悉这两种耕作模式的人群。如前所述，
“槎田”的耕作者可能是濮、越、巴、苗、土家族等民族的先民，
他们或许既不懂得翻耕土地，也不懂得施用肥料，其“农业生产技术的重点不在于土地的加工，而在于林
木的砍烧”①。而“垦田”则有顷亩数和固定的田租率，
“垦田”耕种者可能是来自外地的“秦人”。我们知
道，秦迁陵县是在秦皇始二十五年（前 222 年）设县，属于秦国“新地”。与此相对应，新占领地区的百姓
为“新黔首”，派往新占领地区的官吏为“新地吏”②。据学者研究，秦洞庭郡迁陵县的官吏、戍卒、黔首大
都为外郡人，研究表明：里耶秦简目前可考的洞庭郡戍卒均为外郡人，无一为洞庭郡本地人；里耶秦简里
可考籍贯的迁陵县吏共十九名，无一为洞庭郡人；迁陵县长吏之外，可考的十七名属吏亦为外郡人；迁陵
县黔首与刑徒的外郡人不少，与外郡籍贯的戍卒及官吏共同构成了移民社会③。同时，里耶秦“邑里”户
籍简记载的 35 户有爵者及其从户很可能是秦政府从秦国故土迁徙至此的④。这部分来自秦国故地的官
吏、有爵者、戍卒、黔首、从户、刑徒，当然熟悉秦国故地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他们在武陵山区的河谷盆
地上开垦耕地，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迁陵县。例 5“迁陵卅五年豤（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
亩”，应该就是来自秦国故地之人开垦的耕地。但从例 4 中贰春乡啬夫提议让知晓槎田的本地人田作来
看，迁陵本地人“乘城卒、诸黔首”既懂得槎田的耕作技术，可能也掌握了“垦田”的生产技术。同时，从简
文中要求“从人城旦”耕种槎田来看，秦政府在迁陵经营的官田应该有不少也是采用槎田的耕作方式，而
这种耕作方式可能在“从人城旦”熟悉后，让他们承担槎田的耕作。由此可见，在秦迁陵县存在的两种耕
作方式，对本地人和外来人都有双重影响，槎田与垦田的耕种者会互相学习，掌握不同的耕作技术，共同
促进秦国农业的发展。

结 语
秦国极为重视农业，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施行重农抑末、奖励耕战的国策，
《吕氏春秋·上农》篇体现了
以技术任地的早期精耕细作思想，商鞅时代即可看作秦国精耕细作耕作方式初步形成和耕作制度演替
的重要历史时期⑤。但不管是商鞅变法时期的关中地区农业，或是《吕氏春秋·上农》篇所记载的早期精
耕细作的技术，都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耕地为载体而展开的。对于南方地区的山林丘陵之地，还要因
地制宜，采取适应当地的耕作制度。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 年），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⑥，秦灭楚。同年，里耶古城所在的迁陵县由楚而
秦⑦，属秦的洞庭郡所辖。秦极为重视农业，即使在征发徭役的时候，也要避开农时，以便黔首从事农业
生产⑧。秦的重农思想在新占领的迁陵县的体现，就是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业。这既包括在河谷平原
之地推广秦的先进农耕技术，也包括对土著民族在山林之地从事“槎田”的耕作。
“槎田”的实行，就是秦
① 卢勋、李根蟠：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附论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及其命名》，
《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
② 于振波：
《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
》，
《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③ 游逸飞：
《里耶秦简所见的洞庭郡：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一》，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5 年第 61 期。
④ 袁延胜、时军军：
《里耶秦“邑里”户籍简探微》，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⑤ 参见樊志民：
《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 年，第 168-169 页。
⑥［汉］司马迁：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34 页。

⑦ 里耶秦简为秦朝洞庭郡迁陵县遗留的公文档案，年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 年）至秦二世二年（前 208 年）。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
“前言”第 4 页。

⑧ 里耶秦简 9-2283 载:“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

输，必先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湖南省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贰），文物出版社，2017 年，图版第 242 页，
“释文”第 85 页。又见陈伟主编：
《里耶
秦简牍校释》第 2 卷，第 447-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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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农业史视角看里耶秦简中的槎田

对当地民族耕作“习俗”的承认。这种“其习俗槎田岁更”
“［习］俗

田岁更”的“槎田岁更”之制，应该就

是山林民族沿用祖先的“刀耕火种”制度，是当地民族适应山林环境而实行的一种独特的森林农耕类
型。这种在秦迁陵县实行的“槎田”之所以“以异中县”，正是因为这种耕作制度与中原地区的耕作制度
截然不同，它是当地一种砍烧山林而播种的轮歇型农业耕作制度。而在包括里耶在内的近现代“湘西各
县及若干山区丘陵”还延续“火耕”的土地利用方式，应是里耶秦简中“槎田”耕法的遗俗和传统，为我们
论证里耶秦简中的“槎田”应为“刀耕火种”农业方式提供了有力佐证。
“槎田”简文的出现，也使我们对秦国农业类型的多样性、对秦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做法等有了新的
认识。
（责任编辑：徐定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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