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探書寫者的識字能力及其對流傳文本的影響 

李孟濤－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在我們討論簡帛文獻中的異體字、變體字等現象的時候，學者們傾向於將注意力集中

到古文字學問題或者他們從書法的角度來考慮這個現象。這些方面的研究當然是極重要的，

但是我想我們還沒有給與具體的書寫過程的一些方面足夠的重視。 

因爲在古代文化中創造文本的作者和繕寫該文本的書寫者一般不是同一個人，所以我

們探索書寫者對文本的影響的時候需要考慮：哪些寫本的特點反映書手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的

一個書寫標準而哪些特點是他自己的決定？書寫者對寫本的影響不一定完全符合創造文本者

的心願和意向。 

戰國秦漢的文獻大多數都非常可能不是作者直接寫下來的文本。很多這些文獻的內容

是師長教給他們的學生的。學生後來自己當教師，雖然把基本上同樣的內容教給他們的學

生，但這種口耳相傳的方式一般會讓文本產生各種各樣的變化。 

但是這並不是說文本的穩定是由口頭還是抄寫流傳方式而定的。依賴抄寫的流傳不一

定能保證文本的穩定，而文本的穩定還是因抄寫目的而定的。抄寫的目的有可能是認真地傳

佈該文獻，有可能抄手的目的確實按他自己的看法“改善”文本。所以在流傳文獻的過程中

發生的變化不一定是無意識的。李零先生在他的大作《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曾提到古代文

化沒有著作權的概念。1李先生認爲：“古書多由‘斷片’（即零章碎句）而構成〔…〕因此

排列組合的可能性很大，添油加醋的改造也很多，分合無定，存佚無常。作者的自由度比較

大，讀者的自由度也比較大。”2他還說“戰國秦漢的古書好像氣體”，那個時代的文本還沒

有定下來。來國龍先生在他的文章“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與固定”更詳細地討論

這個問題。3來先生指出很多造成文本的流動性的因素，其中有“書 寫習慣比較自由〔…〕

正字教育不太嚴格”等現象。我都同意李先生和來先生的看法，然而在這裡想補充另一個方

面。 
                                                
1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2004，第194–96頁。 
2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2004，第198頁。 
3  來國龍“論戰國秦漢寫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動與固定”《簡帛》第二輯，第515–527頁 



試探書寫者的識字能力及其對流傳文本的影響                                          李孟濤—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2 

因爲文本的變化或許是無意的或許是故意造成的，那麼我們怎麼決定甚麼是抄寫時候

發生的訛誤或者是正字標準不嚴格的表現，甚麼是利用抄寫的機會來添油加醋的現象？這種

問題沒法一概而論的回答，只能基於詳細地研究每個寫本而探索。 

爲了瞭解書寫者的目的和對文本的影響我們需要考慮書寫者的識字能力。識字能力主

要包括四個方面的能力：（1）書寫時候掌握一定的正字法標準和按照這個標準選擇正確的

文字的能力；（2）正確地筆寫那些文字所需要的用筆技術；（3）閱讀時候認出文字和認識

該寫本的正字法標準，並且瞭解標點符號的用法和文字佈局等現象的意義； （4）瞭解文本

的內容。第一點和第二點是書寫方面的要求，第三點只涉及閱讀過程，而第四點對書寫和閱

讀兩個方面都有影響。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每個人的識字能力都是這四個方面的一個特有

的結合。不論書寫還是閱讀，這四個方面的能力並不一定都是俱備的或者需要的。 

在考慮書寫者的對文本的影響時，我們不能以爲每個書寫者的識字能力一定很全。我

想，有的書寫者（尤其是撰寫者）是非常瞭解文本的內容和正字標準的，但是他們的用筆技

術不一定很好。很多文書看起來是這種人寫的。反過來，專門抄寫大量的不同來源的書籍或

者文書那種抄寫人可能不完全理解所有的他所抄的文獻的正字標準。也有可能他不太懂文本

的內容。雖然這樣，他的書法水平最可能比較高，他的文字寫得非常準確和清楚。那種抄寫

人不大可能對文本造成任何有意的影響。 

甚麼文獻是抄寫的，甚麼是撰寫的，當然很難說。而且這很有可能是因文獻的種類而

定的。夏德安先生在研究古代和中古數術文獻的時候發現，對這種實用性文獻來說，文本的

撰著者，書寫者和使用這個文獻的人很可能往往是同一個人。而我在研究馬王堆老子兩種帛

書和一些郭店和上博竹書的時候，經常覺得書手的識字能力有可能很有限。 

我們探索書手對文本的影響時，先得考慮我們研究的寫本是不是抄寫的還是聽寫的或

者憑記憶寫的。一般這個問題說不清，但是對有的寫本來說，我們可以決定它們非常可能是

抄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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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將討論幾個例子：馬克先生在他的對馬王堆兩種《刑德》帛書研究指出乙本是抄

甲本而寫的。4雖然這樣，兩種帛書上的文本佈局完是全不同的。我們無法決定這個對底本佈

局的變化到底是抄手隨從了自己的意向還是依循其他人的委託。反正，至少有的乙本與甲本

的差別不是偶爾發生的而是有意識的調整和修改。 

兩種《老子》帛書的關係表面上跟《刑德》甲、乙本一樣，佈局好像相反。甲本的

《老子》在前，乙本的《老子》在後。但是兩種帛書只有《老子》這一部分是平行文本。所

有的其它篇不一樣。而且我們可以看出連乙本的《老子》這一部分也不是依賴甲本而抄寫

的。我們還能看出乙本全部遵守一致的正字標準。它的正字法雖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還是比

較有規律的。甲本的正字法卻不一樣，我們通過研究它的文字的用法和異體字的佈局可以推

斷它的個別的篇是靠不同底本而抄的。有的特殊文字用法會恰好在某一篇結束的地方更改，

下一篇用另一個字或者異體字來寫同一個詞。（見下面的圖一）5 

 

                                                
4  Marc Kalinowski, “La production des manuscrits dans la Chine ancienne: Une approche codicologique 

de la bibliothèque funéraire de Mawangdui,”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LIX.1 (2005), pp. 154, 
161. 

5  Matthias Richter, “Towards a Profile of Graphic Vari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Graphic Variants 
within the Mawangdui Laozi Manuscripts,”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LIX.1 (2005), pp. 16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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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的文字選擇來說，有可能書寫者不夠理解他抄的底本的內容，所以他不敢自己決

定哪個字代表哪個詞。譬如，他不敢肯定《道》、《五行》兩篇的“ ”字和《九主》、

《明君》兩篇的“ ”字代表同一個 tīng {聽}詞。他可能更不清楚《五行。說》的“ ”字

和《五行。經》、《德聖》兩篇的“ ”字都是代表 cōng {聰}這個詞而用的。但是有的文

字的選擇不可能跟書寫人的識字水平有關係。連一個識字能力很有限的書寫者都一定知道

“亓”和“ ”是“其”和“者”的省體。雖然這樣，甲本的書寫者不敢自己決定選哪個字

體。他還是遵循底本的字體。而且甲本和乙本都呈露斠對的痕跡。所以，對這些帛書而言，

我們遇到的帛書《老子》與傳世本的差別或者文字用法顯然不一致的地方不太可能都歸於書

寫習慣自由或者正字標準不太嚴格那種因素。 

我認爲，簡帛文獻中的文字用法不一致當然是存在的，但是這卻不一定反映抄寫工作

的隨意性。不同寫本的不同文字用法往往反映不同地方或者不同時間的不同正字標準而不一

定反映正字法的不嚴格。就連同一個寫本中的文字用法差別也有可能是反映幾個底本的不同

的正字標準。 

標點符號的用法也是如此。郭店簡《性自命出》和上博《性情論》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在上博簡還沒有發表之前，整理郭店簡的學者先把《性自命出》簡分爲第1至第35號簡

和第36至第67號簡兩個部份。這兩段的最後一個文字的右下都有黑鉤號，竹簡的下部都留

空。上博《性情論》雖然是《性自命出》的平行文本，它的文本順序卻不一樣。《性情論》

很明顯地分爲三個部份。第21和31號簡上有長黑槓。這個符號很明顯地有分段的作用，黑槓

下面沒有留空而在同一枚竹簡上直接繼續寫下一段的文字。第40號簡最後一枚竹簡上段有另

一種符號。它的形狀可以說是鉤號但是我認爲它更象一個蝌蚪號。這個符號以下留了空，所

以它肯定標示文本的終結。《性情論》的第一段相當於《性自命出》的第一段。《性情論》

的第二段（即第21號簡中斷至31號簡中斷）相當於《性自命出》的第50至67號簡。《性情

論》的第三段（即第31號簡中斷至40號簡的文本的終結）相當於《性自命出》的第36至49號

簡。在這種情況下學界纔意識到《性自命出》的第49號簡最下面也有鉤號，而《性自命出》

也是由三段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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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論》的符號用法與留空情況說明它的三個部份無疑是同一篇的三段而不是獨立

的三篇。《性自命出》中的標點符號卻不一樣。它的三個分割符號都是鉤號，其中兩個鉤號

下留空。那麼我們怎麼決定這三個符號有標示文本終結還是文本中的分段的作用？我想，與

其隨從我們對文本的看法不如基於研究該文獻的書寫標準來決定這個問題。《性自命出》的

67枚竹簡屬於一組大小、形狀、編道和文字風格完全一致的竹簡。這組一共有195枚簡，它

的標點符號用法在郭店竹簡中很特殊。象《性情論》一樣，這一組裡面除了重文號或者合文

號以外只用黑槓和鉤號，而且它是郭店竹簡中唯一的鉤號和槓號並用的一組。無論我們從陳

偉先生的編連法還是原來的文物出版社發表的，《性自命出》以外的兩個鉤號的位置都在一

篇文獻的終結，兩個槓號都分一篇中的兩段。6我們基於整個195枚竹簡那一組裡面的標點符

號用法來認識《性自命出》的三個鉤號應該把三個部份看作三個獨立的文本。這不是說它們

是獨立的寫本。最可能它們是抄在同一個寫本的。有可能所有的那一組的195枚竹簡都原來

編在一起成爲一個寫本。假如是這樣，全個寫本的長度大概一米多一點。 

就《性自命出》三段而言，順序很可能跟上博簡的平行文本一樣。我這麼認爲卻不是

因爲上博簡的平行本而是因爲郭店簡本身的特點。《性自命出》第49號簡的鉤號是例外。我

認爲這個鉤號以下不留空的原因是因爲這枚竹簡是全個寫本的終結。書寫者因爲地方不夠在

這一枚簡寫得很擁擠。這種文字擁擠是很典型的在寫本終結常見的現象。除了標點符號的用

法以外我們沒有根據來決定《性自命出》是三個獨立的文本還是同一個文本的三個段落。當

時閱讀郭店簡的人跟我們一樣也沒有別的根據決定這個對理解全個文本極重要的問題。那

麼，我們對這個文本的理解在很高程度上依賴書寫者的理解書寫標準和他的認真工作。我們

不知道，《性自命出》是抄寫還是聽寫的果實或者是依賴書寫人對文本的認識而寫的。所以

我們難以判斷書寫者的認真不認真。 

上博簡中有一個非常難得的資料。《天子建州》甲、乙兩個寫本雖然保存得不完整，

保存的百分之九十五（甲本）和百分之八十八（乙本）足於判斷它們的文本應該完全一樣。

他的內容是關於怎麼保持和表現正確的社會等級制度。文本的前一半描述天子、邦君、大

                                                
6  除了《性自命出》第35，49，67號簡，只有《成之聞之》第40號簡（即《大常》的終結）和《六德》第49

號簡（即《賞刑》的終結）有鉤號。唯一的兩個槓號在《六德》第26和33號簡中部。按照陳偉先生的編連
它們在《賞刑》篇裡面的段落的終結。（見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新出簡帛研究叢書；武漢：湖北教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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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士四個社會等級的祭祀和禮儀標準，後面的一半更詳細地講一些日常生活行爲標準。

《天子建州》甲、乙兩本不只是內容完全一致，而且有直接的底本抄本關係。7理論上有三個

可能性：一，甲本和乙本都是據同一個底本而抄的；二，乙本抄甲本；三，甲本抄乙本。我

根據一些具體的書寫特點認爲甲本是基於乙本的謄清本。 

我們先來看兩個寫本中的‘也’字：甲本和乙本的第一個‘也’字（甲本第3號簡第9

個字[以下用“SH37.3.9”格式以標誌] 和乙本第2號簡第33個字[即“SH38.2.33”]） 很特

殊。據我所知沒有別的這個寫法的例子。在戰國文字中‘也’字的“尾巴”一般是獨立的最

後一筆。有的時候這個筆畫是跟右邊的或者左邊的垂下來的筆畫連在一起的，但是卻不是跟

橫劃連在一起。所以我們可以認爲這個寫法違反了一個存在的書寫標準。因爲‘也’字是最

基本的很常見的而且很簡單的文字之一，所以我估計不掌握這麼基本上的標準的書手的水平

大概比較低。甲本和乙本同樣，所有後來的‘也’字都寫的很正確的，例如  (SH38.3.6) 

與  (SH37.3.15)。我再次強調，在兩個寫本中這個特殊的寫法出現在文本的同一個地方。

‘凡’字的寫法有類似的情況。這個詞在該文本中出現三次。只有第二例寫得正確的(  

[SH38.1.24] 與 
 
[SH37.1.23])。第一例和第三例雖然看起來是完全不同(

 
[SH38.1.1]、

 [SH38.7.24] 、  [SH37.8.12])，差別卻不是文字結構上的現象。它們只是筆畫方向和

連接的不準確。第二例在甲本裡面寫得很精熟，而乙本裡面寫得比較粗糙。我懷疑乙本的書

手是沒有很多經驗的一個抄手，他所抄的底本可能本來就不太清楚，而且他也不太理解他抄

的文本的內容，所以他只能儘量模擬底本上的字體。因爲他還沒掌握文字裡面的筆畫比例，

他所抄的結果不只是象粗糙的‘凡’字，而是幾乎完全不相似‘凡’字。但是，假如甲本的

書手真是比較精熟的抄手，那麼他爲甚麼抄乙本的時候會模擬寫錯的‘凡’字？我懷疑他是

職業抄手，用筆技術水平很高。他無疑會寫很標準的‘凡’字和‘’字但是他抄乙本的時候

                                                
7  《天子建州》甲本保存完整，共有13枚簡，長度445毫米，其中12枚簡首有殘損，缺佚1至2字（共缺佚13

字）。保存的字一共有386個，其中7個合文。文本應該一共有406言（386個字包括7個合文等於393，加上
13缺佚的字即406言）。乙本只保存11枚簡，大概缺佚2枚簡， 其中8枚簡的的簡首有殘損，2枚簡的簡足有
殘損完整竹簡的長度427毫米。保存的字只有356個，其中7個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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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認不出來這些特殊的字到底是寫錯的還是有意義的特殊字形。這種對底本的不瞭解反映

出抄手不只是不懂文本的內容而很可能不懂底本的語言。所以我估計文本的語言和抄手的語

言背景不一樣。這個差別或許是不同地區語言的差別或許是書面語跟口語的差別。因爲他對

文本的語言不熟悉，抄手還是遵循底本的字形而不依賴自己的文字選擇。 

譬如，‘友’字寫法在甲乙兩本也很特殊。‘友’字在文本中只出現一次。甲本作

 (SH37.10.28)，乙本作
 
(SH38.10.6)。上从兩個又下从曰的這個結構是常見的，但是

‘又’旁的中間的長筆由兩筆二組成，這是比較特殊的，可能是裝飾性的寫法。看起來，這

種裝飾性的寫法更符合乙本的書寫風格。但是象甲本的書寫風格總體來說沒有任何裝飾性而

是比較樸素的。所這個裝飾寫法在甲本的出現有點出乎意料。雖然其它的象甲本一樣有規律

書寫風格的文獻也出現同樣的特點，但是這是很少見的。8  

雖然以上討論的例子足以說明甲本的書手往往遵循乙本的寫法，但是他並不總是採用

所有的乙本的文字特點。有的特點不一定是底本的對抄本的影響。 

我們接著來看‘語’字的變體佈局。‘語’字在該文本中一共出現八次。甲本的第二

個和第七個缺佚。乙本的書手把頭兩個‘語’字寫得完整(
 
[SH38.9.2]、  

[SH38.9.6])。從第三個‘語’字開始他省略‘言’旁的最上面的一筆和右下的‘口’旁(例如

 
[SH38.10.8])。甲本的抄手也是先寫完整的‘語’字(

 
[SH37.9.29])，而從第三‘語’

字開始省略‘口’旁，但是他不省略‘言’旁(例如
 
[SH37.10.10])。這可能是因爲他不敢

自己決定這個字的結構，他好像不知道用不用‘口’旁是否有意義的區別。但是他對怎麼寫

‘言’旁沒有任何懷疑。 

                                                

8  同樣的寫法也出現於《六德》第30號簡：  (GD14.30.5),  (GD14.30.9)。 第28號簡不用這個寫法  
(GD14.28.21)。我根據幾個其它文字的不同書寫風格估計第30號簡的和第28號簡書手可能不是同一個人。 



試探書寫者的識字能力及其對流傳文本的影響                                          李孟濤—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8 

甲本的抄手對乙本‘辟’字的變體的態度完全一樣。乙本的第一個‘辟’字只有一個

‘口’旁(  [SH38.8.9])，而後來的三個‘辟’字都有兩個‘口’旁(  [SH38.8.15]等)。

甲本的抄手遵循這個寫法，而另外一個乙本的特點甲本的書手卻不承襲。乙本的第一個

‘辟’字的‘卩’旁加一個筆畫(參上面SH38.8.9圖片)，下邊的三個‘辟’字沒有加這個筆

畫。甲本的抄手顯然對怎麼寫‘卩’旁很清楚，所以他一律不加這個筆畫。 

最後，甲乙兩本其它方面的差別也指示甲本的書手比乙本的更有經驗，更精熟。第

一：甲本的文字佈局、文字的大小、比例和文字之間的距離都比乙本均勻。第二：甲本的字

體比乙本穩定、和諧。第三：甲本的文字結構比乙本的更一致，更符合正字標準。第四甲本

比乙本訛誤少，標點符號多。 

總之來說，很多出土文獻顯示書手的很精美的書寫技術。特別是書籍之類的文本很可

能往往是職業抄手寫的。他們不是創作文本的人，也不是使用文本的人。職業抄手的識字能

力不一定很全。他們可能用筆技術水平很高但是對文本的理解很有限，連對一些正字法的問

題也不一定很瞭解。所以我們不能肯定抄寫作爲一種流傳方式能保證文本的固定。抄寫文本

往往產生各種各樣的無意的或者有意的變更。某抄手由於他識字能力有限的原因造成的一些

變更可能從委託人的角度來看是不重要的。我估計正是因為抄寫和口耳相傳的流傳方式都同

時存在，委託寫本的人不一定完全依賴寫本認識該文本。所以寫本的一些缺點，比如正字法

不一致或者省略幾個文字不一定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後世的完全依賴該寫本來認識文本的人

很可能承襲那些抄手的錯誤。 

書面流傳不能保證文本的固定，這個問題好像已經是古人的憂慮。班固在漢書藝文志

中引用了孔子有名的一句話：“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

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