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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应麟(1223-1296年),南宋末年著名经史学者。所著《玉海》共 200卷 ,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 , 分天文 、地理 、官制 、食货等 21
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 ,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②马端临(约 1254-1323年),宋元间著名学者。《文献通考》共 348卷 ,所及史实上起三代 ,下终南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

宋代《刑统赋》作者与版本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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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刑统赋》与《宋刑统》的关系及其主要内容 ,着重对其作者傅霖进行了考证 , 对于前人的不同记述进

行了辨析 , 依据史料做出相应的推断 ,并对该书留存于世的各种版本做了系统梳理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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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 and content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Criminal Law of Song Dynasty , makes textual research of its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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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统赋》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部重要律令读
本 ,它是根据《宋刑统》编撰而成的赋体文献 ,在宋元
时期广为流传。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刑统赋》

版本是元代刻印本 ,其作者题署为“左宣德郎律学博
士傅霖撰” 、“东原郄○韵释”。关于作者的年贯籍里 ,

书中没有明确记述 ,后人也没有定论。该书版本的
递嬗源流 ,也有诸多需要研究和考证之处。

1　《刑统赋》由来

　　“刑统”是“刑律统类”的简称 ,《刑统赋》则是以

歌赋形式将《宋刑统》要义编为歌诀。《宋刑统》颁
行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是一部统括性成文
法典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律 。全

书正文三十卷 ,目录一卷 ,另《编敕》四卷。内容分
二百一十三门﹐内有律十二篇 、五百零二条﹐令格
式敕一百七十七条﹐起请三十二条以及律疏。该

书原刊本早已失传﹐现在存世的仅有民国时期刊

印的重校天一阁旧藏明抄本。由于《宋刑统》科条
浩繁 ,常人也不易看到 ,而且难于通读和记忆 ,于是

傅霖将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撰为《刑统赋》 ,并自
行作注 ,解说韵文含义。全赋共八韵 ,每韵少者数

语 ,多者数十语 ,皆用对偶骈文 ,朗朗上口 ,便于记
诵。如开篇第一韵为:“律义虽远 ,人情可推。能举
纲而不紊 ,用断狱以何疑。立万世之准绳 ,使民易

避;撮诸条之机要 ,触类周知。”阐明了撰写《刑统

赋》的宗旨。元刻本《刑统赋》书首有元代延佑三年
(1316年)赵孟頫手书序 ,其中亦云:“是书流行 ,搢
绅得之 ,罔有轻重出入之失。黎庶得之 ,自无抵冒

触犯之辜。”《刑统赋》实为《宋刑统》的通俗读本 ,此
书内容确实起到概括《宋刑统》大意 ,使之广为流传

的作用 。此外 ,北宋灭亡后 ,金人占据北方 ,并制定
了《大金律》 ,这在《刑统赋》的韵释中亦可见到相关
内容 ,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

2　作者考略

　　关于《刑统赋》的撰者傅霖 ,许多文献皆称其生
卒籍里不详。元本《刑统赋》卷首题“左宣德郎律学
博士傅霖撰”。《四库全书总目》法家类存目载:

“《刑统赋》二卷 ,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傅霖撰 ,霖里
贯未详 ,官律学博士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清)莫
友芝撰卷六载:“《刑统赋》一卷 ,元傅霖撰。《续》一

卷 ,杨渊撰。钱遵王(清初著名藏书家)有元刻本 。”
查宋人文献 , 王应麟(1223 -1296 年)《玉

海》① ,卷六十六载:“傅霖《刑统赋》二卷 ,或人为

注 。”马端临(约 1254 年宋理宗宝佑二年 -1323
年元英宗至治三年)《文献通考》②亦载:“《刑统

赋》二卷 ,皇朝傅霖撰” 。宋人文献已经提及傅霖
《刑统赋》 ,可知撰者傅霖应为宋人无疑。

傅霖曾官左宣德郎 、律学博士。宋代尊左 ,职

官设左右 ,以左为尊。“宣德郎”初设于隋 ,唐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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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北宋初年为正七品下文散官 ,宋神宗元丰改制
后 ,用为新寄禄官 ,从八品 ,取代大理寺丞 、著作左

郎 。宋徽宗政和三年改名“宣教郎” 。元朝未置此
官 。由此推测 ,傅霖为官当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以前 ,并大约在世于此年代前后。“律学博士”
官职沿于三国魏时之律博士 ,宋初时国子监设律
学博士 ,置二员 ,从八品 ,掌传授律令 。

有关傅霖之生平 , 《东都事略》 、《宋史》及其它
宋代相关史料均未见记载。或许因为傅霖所作官
职仅为七八品文官 ,其事迹在史书中未记载。另

外一种可能是 ,此人与隐逸者傅霖为同一人。仅
有的线索是《宋史》中有两处提及傅霖 ,但不能确
认是否与此书作者为同一人 。《宋史 ·列传 ·张

咏传》云:“初 ,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 。
咏既显 ,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 ,至是来谒。阍吏白

傅霖请见 ,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贤士 ,吾尚不得
为友 ,汝何人 ,敢名之 !' 霖笑曰 :̀别子一世尚尔
邪 ,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 ?' 咏问:̀昔何隐 ,今何

出 ?' 霖曰:̀子将去矣 ,来报子尔' 。”张咏(946-
1015年)乃宋初名臣 ,如果此记述所指确为曾官
律学博士之傅霖 ,则二人应为同时代人 。《宋史》

中记载的傅霖不仅是隐逸者 ,还是宋代颇为知名
的诗人 ,他与诗人张咏往来所作诗曾广为流传 。
宋人赵令畸所撰《侯鲭录》 ,以评述当朝诗词并记

文人轶事为主 ,书中亦云:“傅逸人(傅霖), 真庙
(宋真宗)时人 , 《赠张忠定诗》曰:̀忍把浮名卖却
闲 ,门前流水对青山 ,青山不语人无事 ,门外风花

任往还 。' 张答云 :̀萧萧疏苇对门墙 ,见说新秋鲙
味长 ,何事轻抛来帝里 ,至今魂梦绕寒塘' 。”张忠

定即张咏。由诗中“忍把浮名卖却闲”推知 ,傅霖
似曾为官 ,而后归隐。又《复斋漫录》有云:“傅霖 ,
乃乖崖之友也 ,交甚密 ,开宝中尝会于干城 ,终夕

谈话 ,邻有病痁者 ,为之不作。公每有书与傅 ,傅
必先梦之 ,故傅有诗云:̀剧谈驱疟鬼 ,幽梦得乡
书 。' 叙实事也 。”《西清诗话》云:“张乖崖少与逸人

傅霖同学 ,公既显达 ,求霖三十年 ,不可得 ,作《忆
霖诗》云 :̀寄语巢由莫相笑 ,此生终不羡轻肥。' ”
张咏还曾作《贻傅逸人》 :“少年名节动人群 ,避俗

深居积水濆。几为典衣留远客 ,半来敧枕看闲云 。
门连酒舍青苔滑 ,路近汀沙白鸟分 。谁道无心活

黎庶 ,数篇新制咏南熏 。”
明嘉靖刻本《青州府志》卷十五“隐逸”载“宋:

傅霖 ,靑州人 ,少与张咏同学 ,霖隐不仕……”卷十

七“艺文”载“宋:傅霖 ,著《刑綂赋释义》二卷(皇宋

傅霖撰 ,或人为之注)、《傅逸人集》 。”这是目前所
见唯一把《刑统赋》撰者傅霖与隐逸诗人傅霖作为

同一人著录的文献 。《刑统赋》撰者傅霖与隐逸者
傅霖是否为同一人 ,还有待发现更确切的史料

为证。
本书第二作者韵释者郄某 ,只知其姓未知其

名 ,《刑统赋》卷首题“东原郄○韵释” ,郄字后为墨

丁 。地名东原 ,应为今山东东平 ,宋元时期亦属青
州 。据书中内容可知 ,郄某应为南宋末年至元代

人 。本书内容分为赋 、解曰 、歌曰三部分 ,郄某的
韵释 ,在“解”和“歌”中均有 ,因两部分都可见关于

金代律令变化的解说。如一韵“解曰”中有“亡金
将十二章类为律义三十卷” , “歌曰”中有“宋法刑
统 ,金改律义”之句 。

郄某的文字提到“亡金”律令的变化 ,说明其
时已在金代灭亡之后 。金代(1115-1234 年)的

统治时间早于南宋结束 ,因此 ,郄某应该生活在南
宋末年或元代。

3　版本考略

　　《刑统赋》一书最早见于著录的文献是《宋

史 ·艺文志》 。《四库全书总目》法家类存目也著
录此书 ,但所录版本不是最早版本 。关于《刑统

赋》一书的版本 ,流传可考的有元刻本 、明刻本 、清
抄本 、清刻本等。
《刑统赋》现存最早的传本为元刻本一卷 ,现珍

藏于首都图书馆 。此书版框高 19.3厘米 ,宽 12.9
厘米 ,每半叶 12行 ,行 24字 ,黑口 ,四周双边 ,有界

行。此元刻本为元代福建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印 ,书
首有赵孟頫手书上版序 ,书末有“建安余氏勤有堂
刊”牌记 。此书赵字黑口 ,纸墨俱佳 ,保存完好 ,体

现出典型的元代版刻风格。由此亦可见 ,《刑统赋》
在元代依然备受重视。但此后世事变迁 ,朝代更

迭 ,刑律变化 ,流传即渐稀少。书后钤明代嘉靖年
间藏书家“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 、“周良金印”
两枚朱印。《中华再造善本》曾以此底本原貌影印。

此书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建安余
氏勤有堂” 是宋元两代著名的雕版印刷书坊 ,初建

于北宋 ,是北宋政和间建阳人余靖安及其后裔元代
余志安等人累世经营。书坊位于福建建安县崇化
坊。流传存世的勤有堂刻本仅数十种 ,此为其一。

书后钤盖明代藏书家印鉴 ,可知此书在明代传本已
不多见 。 (下转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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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调治军严明

　　兵圣孙子将“严”作为为将者必须具备的“五
德”之一 ,强调从严治军 。[ 7] 7康熙帝重视军纪 ,认

为军纪是否严明是关系到战事成败的关键因素 ,
指出“军纪森严 ,信赏必罚”[ 11] 8是清军逢战必胜
的关键因素 ,强调“师出以律 ,可奏肤功” [ 11] 8 、“节

制不严 ,则骄惰之兵众”
[ 6]第6册 , 536

。四库馆臣继承
自孙子至康熙帝重视军纪的思想 ,主要表现于对

从严治军者的褒扬 。戚继光治军严明 ,不徇私情 ,
以至依法斩其长子以明军令 。四库馆臣认为 ,戚
继光屡胜强敌是其治军严明的自然结果:

第四篇中一条云 ,若犯军令 ,便是我的亲子侄也
要依法施行。厥后竟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可谓不
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纪效新书》提要)[1] 840

四库馆臣生活于清朝鼎盛 、儒家思想独占一
统之时 ,受传统兵法沾溉 ,又受最高统治者如康
熙 、乾隆二帝的影响 ,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 ·子

部 ·兵家类》体现出的不单纯就兵论兵 、以道德礼

义为战争之本 ,从实际出发 、强调因势变化 、注重
实效 ,重视加强武备以及讲求军纪严明等军事思

想 ,代表了当时的军事思想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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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以后至清初的印本亦极少。今可见明刻
本一卷 ,半叶 11行 22字 ,黑口 ,四周双边 ,藏于国

家图书馆;另有明万历钱塘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
书》本《新刻刑统赋》一卷 ,半叶 10行 ,行 20字 ,左
右双边 ,双对白魚尾。清后期的传本有道光二年

(1822年)黄丕烈士礼居抄本 ,今藏国家图书馆;
另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江阴缪氏刻本 ,半
叶 14行 21字小字双行字同 ,左右双边 ,单鱼尾;

清宣统二年(1910 年)江阴缪荃孙辑刻《藕香零
拾》丛书本 ,版式同前。以上各本 ,在此不做详考 。

《刑统赋》于当时和后世都曾产生较大影响 ,
很多人为之作注。据清代法学家沈家本(1840-
1913年)统计 ,金 、元之间的《刑统赋》注本有九 、

十种之多 ,分别为《刑统赋》作解 、增注 、作疏 ,如元
人王亮增注的《刑统赋解》二卷 ,元人孟奎的《粗解
刑统赋》一卷 ,清初抄本;元人沈仲纬的《刑统赋

疏》一卷 ,清抄本;归安沈氏枕碧楼丛书本 ,民国二
年(1913年)印本。上述各书均有流传 ,可见于各
公私收藏机构目录 。

《刑统赋》是我国法制史上一部重要著作 ,也

是研究中国法律发展演变的重要史料 。由于年代
久远 ,史料缺乏 ,其作者的相关情况一直少有人
知 ,今仅依据所见资料作初步考证和推断 ,确切史

实还有待发现更多史料为证 。《刑统赋》流传存世
的版本不多 ,且年代相距较远 ,但注释疏解本较
多 ,彼此之间传承关系尚比较明确 ,可以为查考 、

比对本书内容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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