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第五版 《法律文化周刊》第413期 理论文化部主办
▶

【本期导读】
法律之声法律之声法律之声：“：“：“男女有别男女有别男女有别”””与传统家庭法与传统家庭法与传统家庭法
法治星空法治星空法治星空：：：古代中国的司法公开古代中国的司法公开古代中国的司法公开
环球视野环球视野环球视野：：：浅议美国浅议美国浅议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立法意图立法意图立法意图

唐代欠陌交易惯例的法律规制

莫让法律成“异乡”
——读加缪的《异乡人》有感

□ 睢晓鹏

责任编辑 林 淼

联系电话 （010）67550745

电子邮件 linmiao@rmfyb.cn

□ 陈 玺 王 朋

唐代欠陌溯源

“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欠陌”是
针对不足额支付之专有称谓，钱币以百
数为一百者谓之“足陌”，不足百数作为
一百者谓之“欠陌”，又曰“短钱”“短陌”

“省陌”。欠陌之制至少可溯于晋代，《抱
朴子·微旨》曰：“取人长钱，还人短陌。”
梁元帝《金楼子》记刘休佑在荆州，裒刻
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
求白米一斛”，晋平刺王休佑敛财所用，
当即欠陌钱也。“长钱”谓足百实数之钱，
与短陌、短钱相对。足陌、省陌、短陌、欠
陌等名物之中，“陌”借作“百”。《梦溪笔
谈》曰：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
用之。其实祗是百字，如什与伍耳。

“欠陌”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且长
期行用之交易惯例，铸行铁钱引发货币
贬值 （这里特指铁钱）、物价暴涨则是
形成“欠陌”形成之直接原因。魏晋南
北朝之际币制无常，榖帛兼用。“省
陌”支付方式应运而生。据《隋书·食
货志》载：

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
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
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
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
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
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
钱。

萧梁时各地钱陌差异，实际上是各
地通货数额在流通领域的直接反映。即
使“长钱”，亦非足陌。短陌交易惯例对
市场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以致奸商
渔利、谷贱伤农。中大同元年（546 年）
七月丙寅，禁用短陌，诏行足陌：

顷闻外闲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
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
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
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
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
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

唐代欠陌的成因

“短陌”产生的根源，在于铜钱自身
价值与价格的矛盾，是通货与商品比例
悬殊的必然结果。唐代“欠陌”的出现，
存在较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
东晋、萧梁以来行用短陌的交易惯例在
民间具有深远影响。中大同元年（546
年）诏并未改变当时严峻的“短陌”问题，

《隋书·食货志》载：“诏下而人不从，钱陌
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短陌数额更加低迷。其后币制杂乱，盗
铸难禁。实际上，唐代民间支付，长期沿
袭短陌旧例。天宝九载（750年）二月十
四日敕有“除陌钱每贯二十文”的规定
即可为证。由于开皇至开天之际，官府
主要精力集中于整饬盗铸、沙汰恶钱，欠
陌支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官方“除垫”税制是促成民间“欠陌”
支付的直接原因。“除陌”在唐代具有多
重含义，是一种“扣除百分之几”的计算
法。德宗贞元四年（788 年）李泌“以度
支有两税钱，盐钱使有莞榷钱，可以拟经
费，中外给用，每贯垫二十，号‘户部除陌
钱’”，此以千钱二十折扣法，征纳费
用。元和十一年（816 年）因讨伐吴元
济、王承宗，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
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
赡军。”除垫数额升至七十文，以九百三
十文作千钱行用。以“贯”或“百”为单
位，官方按照一定比例折扣支付的计算
方式，对唐代“欠陌”惯例的形成产生了
直接影响。此外，除垫规则还被应用于
算学题目。据《夏侯阳算经》载：“今有钱
五千四百六十三贯四百五十文准例每贯
纳五十文充垫陌，问：合垫几何？”可见，
除陌计钱在当时应为通例。

与此同时，两税改革造成的通货骤
减及钱重物轻问题，是加剧中晚唐欠陌
支付的原因。建中元年 （780 年） 正
月，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比来新旧
征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輙率一钱
者，以枉法论”。“两税法”按田亩纳米
粟，按户等纳钱。推行之初，天下便
之，“自是轻重之权，始归扵朝廷”。
但百姓需出售绢帛杂物兑换税钱，商贾
牟利，钱重物轻，而民弥贫。“人不能
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
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 中唐宰臣杜
佑深谙经济之道，曾于税赋征纳角度，
批评两税征钱之弊：“随其受田，税其
所植。焉可征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
所无者哉！” 两税法推行十余年后，陆
贽曾上《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请两
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两篇奏议，集
中批评两税之弊端。其中涉及两税与货
币关系者，值得关注：

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
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
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
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
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
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
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

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
受纳钱应税、通货阻滞、富贾私贮、

销钱铸器等因素影响，通领域钱重物轻
等问题日益凸显，引发官府高度警惕。
元和七年（812 年）二月敕：“钱重物轻，
为弊颇甚。详求适变，将以便人。所贵
缗货通行，里闾宽恤，宜令群臣各随所见
利害状以闻。”元和十五年（820 年）八
月，元稹呈《钱重物轻议》：“臣伏见中书
门下牒，奉进止，以钱重物轻，为病颇甚，
宜令百寮各随所见，作利害状类会奏闻
者”，此奏当针对穆宗诏敕所议。唐代
治理“欠陌”的时间节点，恰与问题基本
吻合，或许可以认为，因赋税改革引发通
货紧缩等造成“欠陌”支付的重要因素。

唐代欠陌规则

宋人洪迈曾曰：“唐之盛际，纯用足
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
为百”，此论与唐代短陌用钱的客观现
实不符。唐代官定除陌标准，可溯至天
宝九载（750年）二月十四日敕：“除陌钱
每贯二十文，”即官府支付，千钱扣除二
十文行用，此为官方认可欠陌之始。安
史之乱后，欠陌支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
题。官府对民间欠陌支付政策发生逆
转。贞元九年（793 年）三月二十六日

《禁欠陌钱敕》是官府对于“欠陌”问题的
首次表态，此与唐代税制改革、军费激
增、钱重物轻等因素直接关联：

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
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
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
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
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
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
须干扰。若非因买卖，自将钱于街衢行
者，一切勿问。

“行”是坊市内设立的管理机构，“市
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
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市
场交易中欠陌支付之举告责任，主要由
行头、居停主人、牙人等承担；买卖以外
之典当、借贷等交易行为，允许欠陌支
付，此敕后为元和四年（809 年）闰三月
敕文引据准用。元和时，民间垫陌之风
日炽，至有以七十为百者。而使用铅锡
钱、欠陌钱犯罪者多属诸军、诸使，府县
竟不能治。“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
本使莅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
而京兆府遣人莅决。”元和十四年（819
年）六月《禁铅锡钱敕》：凡以欠陌钱交易
者，有司收禁决罚：

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

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
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
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
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

由于“欠陌”支付惯例由来已久，
积弊难除，甚至开始蔓延至金银、盐米
等相关领域。据《新志》载：“穆宗即
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
百钱垫七八。” 长庆以后，官府被迫放
弃足陌用钱幻想，允许欠陌交易，统一
除垫标准。长庆元年 （821 年） 九月

《定钱陌敕》 一改旧时禁绝欠陌立场，
确立九百二十文成贯标准，此为“欠
陌”合法化之重要标志：

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
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
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
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
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
加除及陌内少欠。

“从俗之所宜”云云，中晚唐欠陌支
付这一公私惯习之生动反映。 长庆元
年（821年）敕确定的九十二钱为“足陌”
标准，在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正月三
日《南郊赦文》中得到重申：“宜却令依前
行垫陌钱，每垫八十文。”同时，为减轻
欠陌交易对百姓的剥削，令公私交关，五
贯以上，一半折用疋帛。但是，此后交易
并未执行九十二成百的标准，其后官府
可能一度将足佰标准降至八十五钱。河
南府等地八十文为足佰交易者，已成惯
例。据天祐二年（905年）四月丙辰敕：

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
除折，顿爽旧规。付河南府（指挥），市肆
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
移。

需要指出的是，与萧梁时期存在东、
西钱类似，唐代欠陌亦存在地域差异。
据《珍席放谈》：“唐京师钱陌八十五，自
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为陌”，此
当为天祐二年四月敕强调八十五文为陌
之故。

唐代欠陌影响

唐末交易实践形成了“八十为陌”惯
例，对五代、宋、金影响深远。五季丧乱，
钱法阻滞，八十为陌惯例仍被反复强
调。同光二年（924年）敕：“度支造请牓
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
使八十陌钱。”天成二年（927 年）七月
十二日度支以三京、邺都并诸道州府市
肆人户，市肆买卖短陌转换长钱行用事，
奏请买卖使八十陌钱，此为官方文件首
次使用“短陌”一词：

度支奏：“三京、邺都并诸道州府，
市肆买卖，所使见钱等，每有条章，每
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街坊市
肆人户，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
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若不条约，
转启幸门。请更严降指挥，及榜示管
界州府镇县军人、百姓、商旅等，凡有
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兼令巡司、厢
界节级、所由点检觉察。如有无知之
辈，依前故违，辄将短钱兴贩，便即收
捉，委逐州府枷项收禁勘责。所犯人，
准条奏处断讫申奏。其钱尽底没纳入
官。”奉敕：“宜依度支所奏。”

五代旧钱支纳，皆以八十为陌。
乾祐三年（950 年）十一月，三司使同
平章事王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
七，谓之省陌。”《困学纪闻》载：“唐
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
钱，始有省陌之名。”旨在夺民之利，
聚敛资财。

北宋初年，“省陌”钱数跌破八十，
钱陌有七十二、七十四、七十五、七十
七等。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丁
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每千钱
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钱，民
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据铜给其
直。”大中祥符三年（1010 年）八月，
皇城司言察知京城用钱贸易，不依宣
命条约，“每百不盈七十四五，有虽称
省陌由贯，除钱三十。”据欧阳修《归
田录》载：“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
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今市井交
易，又克其五，谓之‘依除’。”此以王
章“省陌”为基础增除五文，钱陌跌至
七十二文。至于民间用钱，因购置对
象不同，钱陌更为紊乱：

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
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
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
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长使用。

短陌问题至南宋更为严峻，淳熙
五年（1178年）二月十二日，京西漕司
主管官张廷筠言京西盗贩解盐事，“易
盐皆中国之钱，闻唐、邓间，钱陌以一
二十数当百，盐之至境，有数倍之
利。”私盐易钱严重侵害市场秩序，孝
宗诏本路帅、漕臣（皆为官职名）集议
杜绝贸易解盐，条具闻奏。

金国长期行用欠陌惯例，钱陌经
历六十、七十、八十等不同阶段。 民
间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
之长钱。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
右正言（宋代官职名）王淮言两淮间私
相贸易之弊，“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
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金国行用

欠陌之盛亦由此可证。大定二十年
（1180 年）二月，“大名男子斡鲁补者
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
陌，遂为定制。”

晚唐五代欠陌惯例至明、清犹
存。沈寿《瑟榭丛谈》记载，各地钱陌
不一，其比值又有 50%、33%、17%不
等：

今京师用钱以五百为一千，名曰
京钱；宣郡以三百三十三为一千，名
曰宣钱；通州以东至山海关，以一百
六十六为一千，名曰东钱。不知起于
何时，相传前明兵饷不足，以故减短
之数因地而异。

顾炎武云：“今京师钱以三十为
陌，亦宜禁止”，由此可知顺治至康
熙初年京城钱陌之低。经由历史考
察可知，受恶钱与钱荒因素叠加干
扰，历代王朝铸币多难以保持长期坚
挺，官钱之市场信用之损耗与日俱
增。欠陌惯例形成与适用的过程，是
铸币自身价值与市场价格逐步分离
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铸币信用货币
性质日益彰显的重要标志。各地钱
陌的差异，正是不同地域流通手段与
商品数量之间比例的直接参照。

钱陌规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通
货自身调节的客观行为，唐代是中国
古代欠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唐代
立法者因势利导、措俗成法，天宝九
载（750年）敕首次以法令形式确认短
陌惯例的合法地位，其后贞元、元和
时期虽有禁令，尚不能阻止民间省陌
交易。长庆以后，官定钱陌，国家依
据市场客观情况调整钱陌数额，天祐
之际，确立八十成陌规则，五代、宋、
金皆以此为钱陌法则之基本参照，此
可谓措法成俗之典范。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西
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阿尔贝·加缪，法国存在主义文
学大师，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异乡人》 是其小说代表作之
一。这部小说篇幅不长，共两部分，
从“我”（小说的主人公默尔索） 参
加母亲的葬礼开始，讲述了“我”枪
杀一个阿拉伯人，并为此受审的故
事。该书从受审者的视角描述了审判
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反面的隐喻，即
面对陌生的“方言”（法言法语） 和

“风俗”（法律制度），“我”如何成了
漂泊在法律领地的“异乡人”。笔者
将本书看作对司法工作者的一种警
示，它告诫我们：不要让当事人陷入

“司法的迷雾”，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
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陌生的“异乡”

在“我”眼中，法律完全是一片
陌生、令人手足无措的“异乡”。

这块领地上，人们穿着奇怪的服
饰。“我”的律师在大热天里“还是
一身深色西装打扮，直挺挺的燕子领

衬衫，打着怪异的黑白粗条纹领带”，
出庭的时候则换成了律师袍，由许多同
僚簇拥着；两位身着黑袍、一位身着红
袍的法官坐在俯瞰全场的法官席上，

“红袍法官在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取下
帽子摆在面前，拿手帕擦拭他的小秃
顶”；检察官身穿红袍，戴着夹鼻眼
镜；陪审员在我的对面呈一排坐着，全
是好奇的面孔，眼睛全盯着“我”。

这块领地上，人们有着奇怪的习
惯。明明“我”才是审判的焦点，但记
者、法警和听审的人们“互相行礼，聚
集交谈，就像在俱乐部里，同一个圈子
里的人再度聚首那样融洽”，“我”的律
师则与媒体记者握手寒暄、谈笑风生，
他还反复要求“我”——“别说话”，
因为“那对您的案子没有好处”。对

“我”的审判，所有的过程却都没有
“我”参与的余地，这使“我怪异的感
到自己是多余的，仿佛一个误闯进来的
入侵者”。

这块领地上，人们有着奇怪的逻
辑。“我”开枪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但人们——不管是法官、检察官，还是
律师、陪审员或听审的群众——似乎并
不关心这些，他们不断地纠缠和争论

“我”在参加葬礼时“无动于衷的态
度”，以及这种态度的意义。然后检察
官根据这些在“我”看来毫无关联的事
实，指控“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谋杀
者，并求处极刑。

“我”尝试参与庭审，可是“当我
略作思考以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
好说的”，只有眼睁睁地坐在被告席
上，听别人谈着自己。这一切，使

“我”既困惑，也惶恐。缺乏参与和理
解的判决当然未能得到“我”的认同，
面对被斩首示众的判决结果，“我”无
法接受，因为“我”觉得，“在奠定这
个结果的判决和宣判后不可动摇的执行
过程间，存在着荒谬和失衡。像是判决
宣读时间是晚间八点而不是下午五点、
裁决的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做出判决
的是些经常更换衬衣的人，还是名义上
代表法国国民这样不精确的概念……这
些变量，大大降低了决定本身的严肃
性。（原译文如此）”

何以成为“异乡”

何以法律的领地成了“异乡”？何以
当事人成了法律领地的“异乡人”？对这
个问题，其实并不难作出回答。

首先，法律知识的专业性。法律是
人们定分止争的工具，经过人类社会长
期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精密的系
统。这套精密的系统不但像其他行业和
领域一样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话”，其
中一些制度设计更可能与一般的生活经
验并不一致。民法上物权无因性理论即
是典型的一例。王泽鉴教授在其《物权
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一文中对此有

精妙的论述，“此项制度违背生活常情。
例如现实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
事人多认为仅有一个交易行为，但物权
无因性之制度将此种交易割裂为一个债
权行为，二个物权行为，与一般观念显有
未符”。小说中，“我”受审的案件同样也
可说明法律知识的专业化。刑法上罪与
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确定，既要考察客观
要件，也要考察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上，
对于“我”开枪打死阿拉伯人的事实，无
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都是没有
争议的；有争议的在于“我”在开枪时的
主观要件，即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
失抑或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等。主观要
件是当事人行为时的主观状态，只能通
过行为来推定，这是为什么检察官抓住

“我”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不放的原因。
当然，以一个人彼时之行为来推断此时
之心理状态确有可议之处，但没有受过
法律训练的“我”却无法理解检察官的逻
辑脉络。

其次，法律职业的垄断。波斯纳法
官在其《超越法律》一书中曾论述称，“传
统的法律职业是一个卡特尔，向社会提
供相关的服务”。法律职业设定了严苛
的进入门槛，我们可以看一下1960年在
美国成为一个律师的基本条件——“4
年大学本科教育，加上在获得资格认定
的法学院学习3年，加上在候选律师希
望从业的那个州通过律考，再加上该州
律考委员会对候选人的道德品质表示满

意”。其他国家对法律职业也都设有
一定的准入门槛。法律职业的垄断阻
隔了人们对法律知识学习的热情，因
为哪怕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如果
他不能从事法律职业，那么这些法律
知识能带给他的回报就极其有限——
一个人可能很少（有些人甚至一生也
不会）在法院起诉或应诉。从“我”经
历的从预审到开庭到宣判的整个过程
可以看出一个普通人与法律的隔阂，
正如律师在初次见面时对“我”的评
价：“很明显，您从来没跟司法打过交
道。”

变“异乡”为故乡

在小说的结尾，“我”拒绝了监狱
牧师对“我”灵魂的拷问。当他继续喋
喋不休时，“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无名
之火在我体内爆发开来，我扯着喉咙
对他破口大骂，要他别为我祈祷。我
抓住他长袍的颈带，在喜忧参半的迷
乱中，将心底的怨气一股脑儿朝他宣
泄。”这正是书封面上的那个震撼人心
的发问：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
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在笔者
看来，这又构成了一个隐喻：裁判的结
果“我”无法改变，只有接受，但“我”将
保持内心的异议。如果法律领地上尽
是些不知所措的“异乡人”，那么恐怕
会有大量的当事人像“我”一样认为判

决充满了“荒谬和失衡”。
小说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提

供答案。作为司法工作者，在警醒
之余，当然应该思考如何改进。德
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言：“民众
对法律生活的积极参与会产生对
法律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又
是他们主动参与这类活动的前
提。”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为我们
指出了方向。笔者认为，可从两个
方面着手：

其一，普法。法律的专业性是
不可避免的，就像手术只能由医生
操刀一样。但是，医学知识的普及
却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应对各种疾
病：小磕小碰，用家里的医药箱的
药解决；头疼脑热，去社区医院；疑
难杂症，到大医院。法律知识的普
及也有同样的功效，它指引人们的
行为，争取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最
终使法治成为人们的信仰。

其二，参与。只有参与到社会
生活中，“异乡”才会变为故乡，司
法领地中也遵循同样的规律。让
人们参与诉讼，一个途径是更科学
地选任陪审员，避免陪而不审，让
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审判了解司法；
另一个途径是在审判的过程中，多
听取当事人本人的意见，对于法律
的概念进行适当的解释，让当事人
心服口服。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