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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是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算书中一篇内容独
特、涵义丰富的文章，本文公布其全部竹简的照片，发表其现代汉语翻译和一批
数学史家与古文字学家的笔谈。他们从不同角度疏解这篇文献的疑难点，揭示
其丰富内涵和学术意义，涉及字词的训释、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医
学、数术、城建以及数学史理论等诸多方面，以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数学史
和上古思想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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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陆续出现了一批记录在简牍上且篇幅较大的数学著作 ，它们正极大地丰
富着我们对于中国上古数学史的认识 ，甚至改写了部分结论。 北京大学收藏的多种秦简
算书，是其中数量最多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批 。这批算书目前正在陆续整理和发表中 ，已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最近，其中内容非常独特的一篇《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的释文
和详细注释刚在《北京大学学报 》发表，本文特发表该篇所有竹简的照片和白话译文，并
特邀一批国内外专家以笔谈的形式，围绕这一全新的材料发表看法，以推动这一领域的
研究。
为便于普通读者阅读，我们对各位专家写的笔谈稍做整理 ： 如无特别需要，“《鲁久次
问数于陈起》”一律简称为“《陈起 》篇 ”； 在引用《陈起 》篇原文时，异体字、通假字一律写
作通行字； 改正了有的文章中的明显错误； 对于引用的古代文献中的正文和注文，为明显
起见，在编排上做了技术性处理； 参考文献和注释在格式上做了统一 ，个别地方做了补正。
其他方面一仍其旧。

收稿日期： 2015-04-15； 修回日期： 2015-05-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 项目批准号： 10＆ZD090） ； 北大秦简牍的
入藏与整理得到冯燊均国学基金会资助；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重大项目的
子课题“中国早期数学知识的创造与形态特征———以若干典型案例为中心的研究”。

韩巍等：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

2期

1

233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释文语译（ 韩巍①）
北京大学 2010 年入藏的秦简牍中，与数学相关的文献所占比重很大，包括《算书 》

甲、乙、丙三种。 其中《算书 》甲种篇幅最长，抄写于编号为“卷四 ”的竹简卷册正面②。
《算书》甲种的开头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共有 32 枚竹简 （ 图 1） ，
816 字 （ 含重文 ） 。 这篇文
章原无篇题，我们按照出土简帛古书的命名习惯，取其篇首文字命名为《鲁久次问数于陈
起》（ 以下简称“《陈起》篇”） ③。
在先前发表的《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 以下简称《初读 》） ④一文中，
我们已经公布了该篇的全部释文，并做了详细注释。 为避免重复，本文将《初读 》一文的
“注释”大部省略，读者如果对字词的具体解释有不明之处，可参看《初读 》。 另外为便于
读者理解，本文还尝试对该篇简文做了白话翻译。《陈起》篇简文原为连抄不分段⑤，内容
包括“鲁久次”的三次提问和“陈起 ”的三次回答，下面的释文和译文就根据这“三问三
答”分为三段。
《陈起》篇释文⑥：
魯久次問數于陳起曰： “久次讀語、計數弗能竝勶 （ 徹 ） ，欲勶 （ 徹 ） 一物，可 （ 何 ）
物爲急？ ”陳【04-142】起對之曰： “子爲弗能竝勶（ 徹） ，舍語而勶（ 徹 ） 數，= （ 數 ） 可語
殹（ 也） ，語不可數殹（ 也） 。”
久次曰： “天【04-144】下之物，孰不用數？ ”陳起對之曰： “天下之物，无不用數者。
夫天所蓋之大殹（ 也） ，地所【04-145】生之眾殹 （ 也 ） ，歲四時之至殹 （ 也 ） ，日月相代
殹（ 也） ，星辰之生 ＜ 往 ＞ 與來殹（ 也） ⑦，五音六律生殹（ 也 ） ，畢【04-141】用數。 子其
近計之： 一日之役必先智（ 知） 食數，一日之行必先智（ 知） 里數，一日之【04-140】田必
先智（ 知） 畝數，此皆數之始殹 （ 也 ） 。 今夫疾之發於百 （ 體 ） 之尌 （ 樹 ） 殹 （ 也 ） ，自
足、胻、腂 （ 踝 ） 、厀 （ 膝） 、【04-143 】股、脾 （ 髀 ） 、 （ 尻 ） 、族 （ 膂 ） ⑧、脊 、背 、肩 、應

①
②

韩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2012 年第 6 期，第 85 ～ 89 页。该文将抄写于竹简“卷四”正面
参看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
的文献称为“《算书》甲篇”，抄写于“卷四”背面的称为“《算书》乙篇”。后来在《北大秦简〈算书〉土地面积

类算题初识》一文中（ 载《简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将“《算书》甲篇”改称“《算书》甲种”，
“《算书》乙篇”改称“《算书》乙种”，另外将抄写于竹简“卷三”的文献称为“《算书》丙种”。
其后郭书春先生来信指出这一定名容易与现代数学中的“数论”
③ 最初在介绍这篇文献时曾暂定名为《数论》，
④
⑤

产生混淆。我们觉得郭先生的意见很有道理，遂改易今名。
载《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第 29 ～ 36 页。
其中简【04-131】仅抄 7 字，下有大片留白，但此句文意未完，其前后文意连贯，因此应非有意的分段，而是后
来补入。

⑥

为保证释文与原简文一致，采用繁体字形，除个别常见字外，均依照原简文严格隶定； 凡通假字、异体字均在
其后用圆括号括注破读后的通行字，错字用尖括号在其后标明正字。释文中插入的简号是揭取竹简时的原
始编号，用【】号置于每简释文之后。

⑦ “生”应是“

（ 往） ”的讹字。

指胫骨上部。《说文·肉部》： “胻，胫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端，犹头也。胫近膝者胻。”“ ”
⑧ “胻”，
“敖”
从
声（ 古音属疑母宵部） ，读为“尻”（ 溪母幽部） ，即臀部。“族”当为“旅”之讹，读为“膂”，指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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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膺 ） 、手 、臂 、肘 、臑 、耳 、目 、鼻 、口 、頸 、項 ，茍智 （ 知 ） 其疾發之【04-147】日 ，蚤 （ 早 ）
莫 （ 暮 ） 之時 ，其瘳與死畢有數 ，所以有數故可殹 （ 醫 ） 。 曰 ： 地方三重 ，天【04-148 】
員 （ 圓 ） 三重 ，故曰三方三員 （ 圓 ） ，規椐 （ 矩 ） 水繩 、五音六律六 （ 閒 ） 皆存 ①。 始者
（ 諸 ） 黃帝、【04-139 】諯 （ 顓 ） 玉 （ 頊 ） 、 （ 堯 ） 、舜 之 智 ，循

（ 鯀 ） 、禹 、睪 （ 皋 ） 匋

（ 陶 ） 、羿 、 ＜ 箠 ＞ 之巧 ②，以作命 下之灋，以立【04-138】鐘之副，= （ 副） 黃鐘以爲
十二律，以印久（ 記）

下爲十二時，命曰十二字，生五音、十日、廿八日【04-137】宿③。

道頭到足 ，百 （ 體 ） 各 有 笥 （ 司 ） 殹 （ 也 ） ，是 故 百
曰 ： 大方大【04-136】員 （ 圓 ） ，命曰

（ 體 ） 之 痈 ，其 瘳 與 死 各 有 數 。

（ 單 ） 薄 之 參 （ 三 ） ； 中 方 中 員 （ 圓 ） ，命 曰 日 之

七 ； 小方小圓 ，命曰播之五 。 故曰黃【04-149】鐘之副 ， （ 單 ） 薄之參 （ 三 ） ，日之七 ，
播之五 ，命爲四卦 ，以卜天下 。”
久次敢問： “臨官【04-150】立（ 莅） 政，立 （ 度） 興事，可 （ 何 ） 數爲急？ ”陳起對之
曰： “夫臨官立（ 莅） 政，立 （ 度 ） 興事，【04-151】數无不急者。 不循睯 （ 昏 ） 墨 （ 黑 ） ，
喿（ 澡） 漱絜（ 潔） 齒，治官府，非數无以智 （ 知 ） 之。 和均【04-152】五官，米粟
桼（ 漆） ，升料 ＜
（ 栝） 【04-135】

（ 髹）

＞ 斗甬（ 桶） ④，非數无以命之。具爲甲兵筋革，折筋、靡 （ 磨 ） 矢、
⑤，
非數无以成之。 段 （

鍛） 鐵

（ 鑄 ） 金，和赤白，爲楘 （ 柔 ） 剛，磬鐘

竽瑟，六律五音，【04-134】非數无以和之。錦繡文章，卒 （ 萃 ） 爲七等，藍莖葉英，別爲
五采（ 彩） ，非數无以【04-133】別之。 外之城攻 （ 工 ） ，斬離 （ 籬 ） 鑿豪 （ 壕 ） ，材之方員
（ 圓） 細大、溥（ 薄） 厚曼夾（ 狹） ，色（ 絕） 契羨杼⑥，斲【04-132】鑿楅 （ 斧 ） 鋸、水繩規椐
（ 矩） 之所折斷，非數无以折之。高閣臺謝（ 榭） ，戈 ＜ 弋 ＞ 邋 （ 獵） 【04-146】置 （ 放 ）
御（ 禦） ⑦，度池旱（ 岸） 曲，非數无以置之。和攻 （ 功） 度事，見 （ 視 ） 土剛楘 （ 柔 ） ，黑白
【04-153】黃赤，蓁厲（ 萊） 津如（ 洳 ） ，立 （ 粒 ） 石之地，各有

宜，非數无以智 （ 知 ） 之。

今夫數之 【04-154】利，賦事見 （ 視 ） 攻 （ 功 ） ，程殿冣 （ 最 ） ，取其中以爲民義 （ 儀 ） 。
凡古爲數者，何其智 （ 知 ） 之發【04-155】也？ 數與

（ 度 ） 交相勶 （ 徹 ） 也。 民而不智

”之“ ”应读为“閒”，“六閒”即十二律中的“六吕”，因其位于“六律”之间，故曰“六閒”。《国语·周

① “六

语下》伶州鸠有“为之六閒，以扬沈伏，而黜散越”之语，韦昭注： “六閒，吕在阳律之閒。……吕，阴律，所以侣
閒阳律。”
② “

”字下部作“番”，疑为“垂”之讹； “箠”应读为“垂”，亦作“倕”，古书引《世本》有“倕作规矩准绳”、“垂作

耒耨”、“垂作耜”、“垂作钟”、“垂作铫”等语，或曰黄帝之臣，或曰尧之巧工，或曰舜臣，说法不一（ 参看《世本
1957 年，第 360 页） 。
八种》之秦嘉谟辑补本，商务印书馆，
③ “廿八日宿”的“日”字应为衍文。
④ “料”疑为“
⑤ “

”的讹字，“

”可能是量制单位“半斗”的专用字。

”读为“栝”，指箭杆末端与弓弦接触的位置。“ ”疑为箭羽之专用字。“栝

”就是往箭杆末端安装箭

羽。
义为“断”。“契”义为“契刻”。“羨”有“多余”之义，此处指木料上多余的部分，是“绝”的宾
⑥ “色”读为“绝”，
语。“杼”本义为织布之梭，引申为尖的东西，此处指尖状的木构件，是“契”的宾语。
“邋”读为“獵”，“弋獵”即弋射，是用系有长绳的箭射鸟或鱼。古代弋射多在水边，且多
⑦ “戈”为“弋”之讹字，
建造高阁或台，居其上放箭，以增加视界与射程。“ ”同“放”，义为“放纵”； “御”同“禦”，义为“禁止”，与
“放”相对； “ ”上之“置”字应是涉下文而误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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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數，辟（ 譬） 猶天之毋日月也。 天若毋【04-156】日月，毋以智 （ 知 ） 明晦。

【04-131】民若不智（ 知） 度數，無以智（ 知） 百事經紀。故夫數者必頒而改，數而不頒，
【04-130】毋以智（ 知 ） 百事之患。 故夫學者必前其難而後其易，其智 （ 知 ） 乃益。 故
曰： 命而【04-129】毀之，甾（ 錙） 而垂（ 錘） 之，半而倍之，以物起之①。 凡夫數者，恒人
之行也，而民弗【04-128】智 （ 知 ） ，甚可病也。 審祭 （ 察 ） 而鼠 （ 予 ） 之，未智 （ 知 ） 其當
也； 亂惑而奪之，未智（ 知） 其亡也。【04-127】故夫古聖者書竹白 （ 帛） 以教後枼 （ 世 ）
子 （ 孫） ，學者必慎毋忘數。凡數之保（ 寶） 莫急【04-126】酈 （ 隸 ） = 首 = ，（ 隸首 ） 者
筭之始也，少廣者筭之市也，所求者毋不有也②。”【04-162】
白话译文③：
鲁久次向陈起请教“数”： “久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
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 ”陈起回答说： “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 ’，先通晓
‘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代替‘数’。”
鲁久次问： “天下万物 ，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 ’呢 ？ ”陈起回答说： “天下万物 ，
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 ’的 。 天所覆盖的广大 ，地所生养的众多 ，一年四季的
节令 ，日月的更替 ，星辰的往来 ，五音六律的产生 ，都要用到‘数 ’。 请你先从身边
的事情算起 ： 一天的劳役必须先知道食粮的总数 ，一天的出行必须先知道里程的总
数 ，一天的耕作必须先知道田亩的总数 ，这些都是‘数 ’的源头 。 假如疾病从人体
这棵大树中生发出来 ，无论是发自足 、胫 、踝 、膝 、股 、髀 、臀 、膂 、脊 、背 、肩 、胸 、手 、
臂 、肘 、臑 、耳 、目 、鼻 、口 、颈 、项等任何一个部位 ，只要知道疾病发生的日期 、早晚
的时刻 ，那么究竟能否治愈还是导致死亡都有其‘数 ’，正因为有‘数 ’才可以医治 。
话说方形的大地分为内外三层 ，圆形的天空也分为内外三层 ，所以叫‘三方三圆 ’，
规矩准绳 、五音六律六吕皆在其中 。 始于黄帝 、颛顼 、尧 、舜的智慧 ，遵循鲧 、禹 、皋
陶 、羿 、垂的技巧 ，以创建命名天下的法则 ，以确立黄钟的辅佐 。 分黄钟为十二律 ，
给天下打上印记 ，分为十二月 ，用十二地支来命名 ，从中衍生出五音 、十干和二十
八宿 。 从头到足 ，人体各个部位都有其主管 ，因此人体各部位的疾病究竟能否治愈
“命而毀之”似指减法、除法一类算题而言。“甾”读为“錙”，“垂”读为“錘”，皆重量单
① “毀”有“减损”之义，
位。《说文 · 金 部》： “锱，六 铢 也”，“锤，八 铢 也”。《算 书》甲 种 之 后 附 有 衡 制 换 算，也 说“甾 （ 錙） 六 朱
（ 銖） ”、“錘八朱（ 銖） ”，与《说文》相合。“錙而錘之，半而倍之”似指加法、乘法类算题而言。“物”或指具体
的例题，“起”有“启发”、“开导”之义。此四句形式类似口诀，概括了数学学习的要领，其具体含义尚不十分
清楚，需要继续探讨，下面的译文只是初步尝试。
《史记·历书》司马贞《索隐》引《系本》（ 即《世本》） 及《律历志》有
② “酈首”即传说中的黄帝之臣“隶首”，
“隶首作算数”的记载。“少广者筭之市也”，是将“少广”术比喻为一个市场，学习算术者所需要的各种知
识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隶首者筭之始也”似不能简单解释为“隶首是算术的始祖”，“隶首”在这里不是
人名，而有可能是“九九表”的别称。因为《陈起》篇之后是抄写于八枚竹简之上的“九九术”表格，然后就
是“少广”术，所以《陈起》篇的末句既是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又暗示了《算书》甲种的篇章结构 （ 参看《初
读》） 。
③

在我们初步完成白话译文之后，内蒙古师范大学罗见今先生也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做出了一份译文。我们
参考罗先生的译文对初作进行了少量修改，特向罗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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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导致死亡都有其‘数 ’。 话说天地结构中最大的方和最大的圆称为‘单 薄 之
三 ’，中等的方和中等 的 圆 称 为‘日 之 七 ’，最 小 的 方 和 最 小 的 圆 称 为‘播 之 五 ’。
所以‘黄钟之二’、‘单薄之三’、‘日之七’、‘播之五 ’合称‘四卦 ’，用以占卜天下
的玄机 。”
鲁久次又问： “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
‘数’是最紧要的呢？ ”陈起回答说： “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
务，没有什么‘数 ’是不紧要的。 官吏清晨不顾天色昏黑就起身，洗漱洁齿，处理政
事，没有‘数’就无法知道时刻。 协调官府各部门的工作，征收、储运粮食和漆料，需
要用到升、 、斗、桶等量器，没有‘数’就无法确定其体积。 制造铠甲和兵器，加工筋
条和皮革，割断筋条、磨光箭杆、安装箭羽，没有‘数’就无法成功。锻炼钢铁，铸造铜
器，熔合红铜、白锡，调节柔韧度和硬度，制作磬、钟、竽、瑟等乐器，调和六律五音，没
有‘数’就无法使它们和谐。锦绣等丝织品的纹样，汇聚为七个品类，从蓝草的茎、叶
和花中提取颜料，区别为五种色彩，没有‘数 ’就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 野外的筑城
工程，砍削篱笆，开凿壕沟，木材的方圆粗细、薄厚宽窄，截断多余的木头，契刻尖状的
构件，运用斲、凿、斧、锯和准绳、规矩来加工，没有‘数 ’就无法准确裁断。 在水边建
造高阁、台、榭，于其上采用弋射来猎取飞鸟，掌握放箭和停止的时机，需要测算池塘、
堤岸和弯曲水道之间的距离，没有‘数’就无法安排。 因工程和农事进行土工作业 ，
要先考察土地的软硬 ，以及黑 、白 、黄 、红等土色 ，无论是生满荆棘杂草还是低洼潮
湿 ，或是布满砾石的土地 ，各有其适宜的工程或作物 ，没有‘数 ’就无从了解。‘数’
的好处 ，在于分配职事 、考核功效 ，评出最坏的和最好的 ，取其中间值作为普通民
众的标准 。 那些古代研习数学的人 ，他们的知识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 是来自数字
和标准互相贯通 。 人民如果不懂得标准和数字 ，就像天上没有了日月一样 。 天上
如果没有日月 ，就无从认识光明和黑暗 。 人民如果不懂得标准和数字 ，就无法了解
各种实际事务如何操作 。 因 此‘数 ’———数 字 和 标 准 ———一 定 要 由 统 治 者 制 定 并
公开颁布 ，然后再加以改进； ‘数 ’如果不能公开颁布 ，人民就无法知道各种事务的
利害所在 。 所以学习数学的人一定要把困难的部分放在前面 、容易的部分放在后
面 ，其知识才能 有 所 增 益 。 因 此 有 句 话 说 ： 确 立 一 个 整 数 然 后 再 减 或 除 ，由 锱 到
锤 ，将‘半 ’加倍 ，用具体的例题来启发学习者 。 凡是与‘数 ’有关的知识 ，都是普通
人应该掌握的 ，但老百姓却不明白这一点 ，真是堪忧啊 ！ 统治者审慎考察之后将数
字标准颁授给人民 ，人民不知道适当地运用 ； 统治者昏乱迷惑 ，夺走这些标准 ，人
民也不知道已经失去 。 因此古代的圣人将数学知识写在竹简帛书上以传授给后世
子孙 ，学习者一定不能忘记数学 。 数学的珍宝没有比‘隶首 ’更重要的，‘隶首 ’是
算术的 开 端，‘少 广 ’就 像 算 术 的 市 场 ，学 习 者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没 有 不 包 括 在 其
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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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39

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 原简长在 22. 6 至 23. 1 厘米之间，约当秦一尺。照片发表时为适应版式略有缩小。每简上端数字为该简在本篇
中的序号，下端数字为该简的原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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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起》篇的结构并不复杂，语言也不算艰深，但其中有不少前所未见的术语，因此目
前还存在一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地方，需要学界同仁集思广益、共同探讨。《陈起 》篇
在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揭示和阐发 ，本文和《初读 》一文仅仅是公
布资料，权充引玉之砖。由于我们学力有限，以上的释文和译文肯定存在很多错误和疏
漏，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2 《陈起》篇笔谈（ 郭书春①）
816
北京大学所藏的秦简《算书》甲种②的篇首是《鲁久次问数于陈起》，虽仅 32 枚简，
字③，却是中国传统数学著作中闻所未闻的难得的一篇重要文献 。
整理者将其定为《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并简称为“《陈起 》篇 ”，突出了陈起，而不是
鲁久次，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此篇通过陈起回答鲁久次问，阐发了重要的数学思想。中国
历史上曾发生过因误解而封爵不当的事 。 北宋大观三年 （ 1109） ，礼部、太常寺决定将自
古以来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陪祀孔子，“画像两庑，请加赐五等爵 ”④，竟然将于数学
“未能通类”的荣方封为第二等“伯爵 ”，而漏封教导荣方的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陈子。 大
约定算学的张邦昌等只注意到《周髀筭经 》中“昔者荣方 ”几个字，忽视了更重要的“问于
陈子”。将“陈起”加入篇名，预先防范了不求甚解者的错误。这是别话。
人们看到“陈起”，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 他与《周髀筭经》中的陈子是不是同一个人？
很遗憾，这个问题无法做肯定的回答。首先，陈子在答荣方问时指出数学知识是“类以合
类”，数学方法具有“言约而用博”的特点，因此学习数学要能“通类”。做到“类以合类 ”，
“问一类而以万事达”，才能谓之“知道 ”。 陈子认为，学习数学需要“用智 ”，充分发挥自
己的智力。学习中有博、习、知三个层次。博就是必须有广博的数学知识，习就是深入研
究，知就是“通类”⑤。据考证，陈子活动在公元前 5 世纪，他的论述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数
学知识的总结，也规范了后来中国传统数学著作的特点与风格 ⑥。 而陈起答鲁久次问中
指出： 如果“读语、计数弗能并彻 ”，应该“舍语而彻数，数可语也，语不可数也 ”。 陈起指
出：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接着，他论述了数学在各方面的应用。显然，陈子着重于论
述数学的特点和学习数学的方法 ，而陈起侧重于数学在人类知识结构中的地位 。其次，尽
管两人都谈到数学的作用，但是他们的话没有一句是相同的。 因此，除了都姓“陈 ”之外，
目前还没有任何二陈可能是同一人的证据 。 当时陈姓已是大姓，自然不能由都姓陈贸然
断定为同一人。
郭书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2 年第 6 期，第 85 ～ 89 页。
韩巍： 《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 2 期，第 29 ～
③ 韩巍： 《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
36 页。
①
②

④

1977 年。
脱脱： 《宋史·礼志》，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
赵爽注，刘钝、郭书春点校。见郭书春、刘钝点校： 《算经十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⑤ 《周髀筭经》，
⑥

2001 年。
台北： 九章出版社，
：
《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郭书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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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数学作用的论述。《周易 · 系辞下 》云： 庖羲氏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三国魏刘徽将其写入《九章筭术注序 》，遂成为中国古
代对数学作用的代表性论述。陈起说： “夫天所盖之大也，地所生之众也，岁四时之至也，
日月相代也，星辰之往与来也，五音六律生也，毕用数。 子其近计之： 一日之役必先知食
数，一日之行必先知里数，一日之田必先知亩数，此皆数之始也。”又曰： “地方三重，天圆
三重，故曰三方三圆，规矩水绳、五音六律六间皆存。 始诸黄帝、颛顼、尧、舜之智，循鲧、
禹、皋陶、羿、垂之巧，以作命天下之法，以立钟之副，副黄钟以为十二律，以印记天下为十
二时，命曰十二字，生五音、十日、廿八日宿。”大体概括了“以类万物之情 ”的各个方面。
因此，不掌握数学知识，官府无法运作，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各种生产活动都无法进行。 所
以陈起说： “夫临官莅政，立度兴事，数无不急者。不循昏黑，澡漱洁齿，治官府，非数无以
知之。和均五官，米粟髹漆，升

斗桶，非数无以命之。具为甲兵筋革，折筋、磨矢、栝 ，

非数无以成之。锻铁铸金，和赤白，为柔刚，磬钟竽瑟，六律五音，非数无以和之。 锦绣文
章，
萃为七等，蓝茎叶英，别为五彩，非数无以别之。 外之城工，斩篱凿壕，材之方圆细大、
薄厚曼狭，绝契羡杼，斲凿斧锯、水绳规矩之所折断，非数无以折之。 高阁台榭，弋猎置放
御，度池岸曲，非数无以置之。和功度事，视土刚柔，黑白黄赤，蓁莱津洳，粒石之地，各有
所宜，非数无以知之。今夫数之所利，赋事视功，程殿最，取其中以为民仪。 凡古为数者，
何其知之发也？ 数与度交相彻也。民而不知度数，譬犹天之毋日月也。天若毋日月，毋以
知明晦。民若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事经纪。”后来刘徽释“九数”说： 方田“以御田畴界域 ”，
粟米“以御交质变易”，衰分“以御贵贱禀税 ”，少广“以御积幂方圆 ”，商功“以御功程积
实”，均输“以御远近劳费”，盈不足“以御隐杂互见”，方程“以御错糅正负 ”，句股“以御高
深广远”②。《孙子筭经序 》说： “推寒暑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 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
理从横之长短”，“立规矩，准方圆，谨法度，约尺丈，立权衡，平重轻，剖毫厘，析黍絫 ”③。
这也都是“类万物之情”的各个方面。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学的作用，统治者要将某
些生产生活中的数量的规定（ 往往称为“程”） 预先公布，正如陈起所说： “故夫数者必颁而
改，数而不颁，毋以知百事之患。故夫学者必前其难而后其易，其知乃益。”总之，“类万物
之情”概括了中国传统数学几乎全部的内容和主要作用 。
“以通神明之德”直译是为的是通达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 ④。神明本来指主宰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变化的神灵，后来演变为古代哲学用以说明变化的术语。《管子 · 内业 》认为
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⑤。《周易·系辞下》将通过事物的变化预测未来的能力
称为神，其人格神的意义已相当弱，成为哲学术语。 而“德 ”则指客观规律。 陈起说： “今
夫疾之发于百体之树也，自足、胻、踝、膝、股、髀、尻、膂、脊、背、肩、膺、手、臂、肘、臑、耳、
目、鼻、口、颈、项，茍知其疾发之日，早暮之时，其瘳与死毕有数，所以有数故可医”，“道头
1981 年。
北京： 中华书局，
① 《周易·系辞下》。见《十三经注疏》，
②
③

④
⑤

2014 年。
郭书春汇校： 《九章筭术新校》，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台北： 九章出
郭书春点校： 《孙子筭经》。见郭书春、刘钝点校： 《算经十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版社，
2009，
2010 年。
郭书春： 《九章筭术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
《管子校释》
，
1992
颜昌峣
长沙： 岳麓书社，
年。

自

242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34 卷

到足，百体各有司也，是故百体之痈，其瘳与死各有数 ”，是说用数学知识可以预测人的身
极成败之符验； 穷道德之理，
究
体的疾病及生死。《孙子筭经序》说： 数学能“采神祇之所在，
性命之情”，
则更宽泛一些。但是，
凭当时的数学水平要认识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
尤其是人
体的疾病生死，
则非常困难。因此“通神明”的作用往往将数学导向象数学。《孙子筭经》中
推算孕妇生男生女及明代数学著作中若干怪诞不经的题目，
就是这种作用的演化。
中国古代历来重文轻理，数学只是经学的附庸。 陈起关于对语和数如果不能“并
彻”，便应该“舍语而彻数”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 陈起进而说： “凡夫数者，恒人
之行也，而民弗知，甚可病也。审察而予之，未知其当也。乱惑而夺之，未知其亡也。故夫
古圣者书竹帛以教后世子孙，学者必慎毋忘数。”后来《孙子筭经序 》说： “夫筭者，天地之
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
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 稽群伦之聚散，考二气之降升。”将数学的作用推
崇到如此高的地步，可以与陈起的话互为表里。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万物皆数的
思想，这是古希腊数学家的专利。实际上，《墨经》中某些抽象性数学命题，《管子 》的重数
思想①，都表明先秦存在着某种形态的抽象数学研究 。 陈起的思想说明先秦有一种接近
古希腊柏拉图的“不懂几何者不得入”②的思潮。

3 “数”与疾病判断（ 彭浩③）
《陈起》篇以问答形式阐述数学知识的广泛应用 ，从认识天、地、人，到工程建设和日
常各种工具、用品的制造，无一离得开数学知识，是一篇颇具特色的专论。 韩巍先生已经
对它做了详细的注释，对我们阅读、理解很有帮助。
《陈起》篇中有两段涉及人体疾病与“数 ”的关系： “今夫疾之发于百体之树也，自足、
胻、踝、膝、股、髀、尻、膂、脊、背、肩、膺、手、臂、肘、臑、耳、目、鼻、口、颈、项，茍知其疾发之
日，早暮之时，其瘳与死毕有数，所以有数故可医。”“道头到足，④百体各有司也，是故百体
之痈，其瘳与死各有数。”其中两次提到“其瘳与死毕有数 ”，即疾病的治愈与不治皆“有
数”。“有数”之“数”应作何解释？
由已经公布的出土简牍材料可知，秦汉时期对疾病的判断和预后有两个不同的系统 ，
即传统的经脉之学与数术。
已知的汉代医学著作主要有： 马王堆帛书《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
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 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脉书》。⑤ 其中的

②

郭书春： 《〈管子〉与中国古代数学》，《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第一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郑州：
1998 年。
大象出版社，
1980 年。
转引自梁宗巨： 《世界数学史简编》，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③

彭浩，荆州博物馆研究员。

④

1978 年，第二版，第 46 ～ 47 页。
道，训作由、从。参见杨树达： 《词诠》，中华书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伍） 》，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87 ～ 308 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 释文修订本） ，文
2006 年，第 113 ～ 128 页。
物出版社，

①

⑤

韩巍等：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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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灸经”、《脉法》、“死侯 ”和《脉书 》中的对应内容皆论及人体中经脉走向及所主病
症，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治疗用病方，并不涉及数学运算。 因此，它们皆不在陈起所论范
围内。
在秦汉日书中多见与疾病有关的记载 ，如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问病、占疾的内容： ①
凡卜来问病者，以来时投日、辰、时数并之，上多下占〈曰〉病巳〈已 〉，上下等曰陲
（ 垂） 巳〈已〉，下多上一曰未巳〈已〉而几巳〈已 〉，下多上二曰未巳〈已 〉，下多三曰乙
345 日尚久，多四、五、六曰久未智（ 知） 巳〈已〉时，多七曰痛不巳〈已 〉，多八、九曰死。
乙 348
占疾，投其病日、辰、时，以其所中之辰间，中其后为巳〈已 〉间，中其前为未间。
得其月之剽，恐死； 得其乙 338 收，□； 得其吉，善； 得其闭，病中，虽 …… 乙 335 上□；
得其建，多余病； 得除，恐死； 得其盈，驾（ 加） 病； 得其吉，善； 得乙 335 下其臽，病久不
/ 乙 364 下
乙 358 上□，乃复病。□
占病者，以其来问时直 （ 值 ） 日、辰、时，因而三之，即直六结四百五，而以所三
□□除焉，令不足除殹，乃□□者曰□易。 如其余□，以乙 355 九者首殹，八者肩、肘
殹，七六者匈（ 胸） 、腹、肠殹，五者股、胻殹，四者膝、足殹。 此所以智 （ 知 ） 病疵之所
殹。② 乙 343
以上“问病”、“占疾”、“占病 ”各篇皆通过日、辰、时数的计算，来作出判断。 日、辰、
时的“数”见于天水放马滩秦简的记载： ③
甲九，木； 乙八，木； 丙七，火； 丁六，火； 戊五，土； 己九，土； 庚八，金；  辛七，金  ；
壬五〈六〉，水； 癸五，水。乙 180 壹-189 壹
子九，水； 丑八，金； 寅七，火； 卯六，木； 辰五，水； 巳四，金； 午九，火；  未八，木  ；
申七，水； 酉六，金； 戌五，火； 亥四，木。乙 180 贰-191 贰
平旦九，徵，□； 日出八，□□； 蚤 （ 早 ） 食七，栩 （ 羽 ） ，火； 莫食六，角，火； 东中五，
土； 日中五，宫，土； 西中九，徵，土； 夙市八，商，金； 莫 （ 暮 ） 中七，羽，金； 夕市六，角，
水； 日入五，□； 昏时九，徵，□。乙 179 肆-189 肆、乙 191 肆
安（ 晏） 食、大辰（ 晨） 八，蚤（ 早） 食、□□七，人郑 （ 定 ） 、中鸣六，夜半、后鸣五，日
出、日失（ 昳） 八，食时、市日七，过中、夕时六，日中、 日 〗入五，□□□□□，［安 （ 晏 ）
食、大晨八，夜半、后鸣五，］莫食、 前〗鸣七。乙 179 伍-190 伍
从“日数”可知，天干甲至戊和己至癸的配数都是九至五 。 天干与五行相配是： 甲乙
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壬癸配水。“辰数 ”是地支子至巳和午至亥皆配数
九至四，依次对应水、金、火、木。“时数 ”是依次与九至五循环配合，只是东中、日中皆为
“五”。
①

②

2013 年，第 213、
215、
216 页； 并参考甘肃省文物考
释文引自孙占宇：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
2009 年。以下不另说明。
古研究所编： 《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
程少轩认为“九者首殹……此所以智（ 知） 病疵之所殹”不与上文相连。参阅程氏著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指导教授裘锡圭，
2011 年，第 165 页。笔者倾向孙占宇的看法，这两简文字、内
167
容相连； 是以余数占卜（ 参看程少轩文第
页） 推测人体患病的部位。

191、
194、
195 页。
第 190、
③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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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问病”、“占疾”只是简略提及计算，多不能得知具体的方法与过程。“问病 ”较
多涉及疾病进程的判断，据日、辰、时数计算，有“上多下”、“下多上”、“上下等 ”说法，也
见于放马滩秦简“投黄钟”。①“占疾”涉及疾病的吉凶（ 预后） ，多与建除的推算有关。“占
病”所述较为详细： “以其来问时直 （ 值 ） 日、辰、时，因而三之即直六结四百五，而以所三
□□除焉，令不足除殹，乃□□者曰□易 ”。 由于部分文字缺释，不能明了完整的计算方
法，但涉及乘（ “因而三之”） 、除运算是没有疑问的。“以九者首殹，八者肩、肘殹，七六者
匈（ 胸） 、腹、肠殹，五者股、胻殹，四者膝、足殹。此所以智 （ 知） 病疵之所殹 ”，则与《陈起 》
篇“道头到足，百体各有司也，是故百体之痈，其瘳与死各有数 ”可相对应。 这三篇文献证
明，利用数术（ 占卜） 对疾病作出判断的依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 。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 》甲、乙皆有《病 》篇，《日书 》乙有《有疾 》。 现以《日书 》甲
《病》篇为例②：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桼 （ 漆 ） 器。 戊己病，庚有 〖间  ，
辛酢。若不〖酢〗68 正贰，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 69 正贰。
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得之赤肉、雄鸡、酉 （ 酒） 。庚辛病，壬有间，癸酢。 若不酢，
烦居南方，岁 70 正贰在南方，赤色死 71 正贰。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为祟，得之于黄色索鱼、堇酉 （ 酒 ） 。 壬癸病，甲有间 72
正贰，乙酢。若不酢，烦居邦中，岁在西方，黄色死 73 正贰。
庚辛有疾，外鬼伤（ 殇） 死为祟，得之犬肉、鲜卵白色，甲乙病，丙有间，丁酢 74 正
贰。若不酢，烦居西方，岁在西方，白色死 75 正贰。
壬癸有疾，母（ 毋） 逢人，外鬼为祟，得之于酉（ 酒） 脯脩节肉。 丙丁病，戊有间，己
76 正贰酢。若不酢，烦居北方，岁在北方，黑色死 77 正贰。
简文依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次序，列出致病的“祟 ”和食物； 同时排出“间 ”
（ 少愈） 、“酢”（ 愈） 之天干及“不酢”（ 不愈） 的预测； 分别对应东、南、西、北方和青、赤、黄、
白、黑色。与上引放马滩秦简对读，便可明白，《病 》篇主要是按问病的“日数 ”，通过“占
疾”得出的结果。在简文略去的式占过程中，计数是必不可少的。
从上面的简要介绍可知，《陈起》篇是从数术推算的角度来论述数学在疾病判断中的
应用。东周、秦汉时期，通过数术因病问祟、预测后果，十分流行。《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
未能置身其外，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4 《陈起》篇的四个问题（ 郭世荣③）
4. 1

与《周髀算经》两组对话的不同旨趣
《陈起》篇由三段对话组成。 鲁久次提出的三个问题是： 读语与计数“何物为急 ”？

“天下之物，孰不用数？”“临官莅政，立度兴事，何数为急？”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其重点
第 260 页。
①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第 293 页。

③

郭世荣，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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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数学的重要性和广泛应用性 。陈起的回答也是一个整体，从三个方面论述“数 ”的
重要性。首先，在“计数”和“读语”的关系方面： “数可语也，语不可数也。”其次，“数 ”之
应用的广泛性：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他指出，从研究日月星辰、天地四时、五音六律、
卦象卜占到近身日用都离不开数 。最后，举例说明“数”的重要性： “临官莅政，立度兴事，
数无不急者。”列举行政管理中 8 个方面的重要事例说明“非数 ”不可。 鉴于“数 ”的重要
性和广泛应用性，他还提出“颁数”的思想，指出若民众不知数学，就不知“百事之患”。
读《陈起》篇，容易联想到《周髀》①的两个对话场景。《周髀 》所表达的思想与陈起的
思想既有关联，又颇不相同。《周髀 》是一部讲述天文理论和历法计算的著作，主要内容
是宇宙模型与历法计算的基本理论 ，但其作者把它设计成关于数学的讨论和教学过程 ，将
其内容作为数学的应用，以数学的面目呈现全书。 整部《周髀 》从两组问答开始，一组问
答是“周公与商高问答”，另一组是“荣方与陈子问答”。两组问答之后便是陈子给荣方讲
课的内容。
周公的兴趣在于了解“周天历度 ”之数是如何得出来的，商高在回答中阐述了“数出
于圆方”的理论，引申出“积矩”之理，并总结道： “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
周公顺势又提问： “请问用矩之道？”商高的回答先讲数学测望理论，然后才结合“天圆地
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 ”，把天文历法视为用矩之一例。 矩是数学工具，积矩
之理是数学原理和方法。 其结论是： “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将“历 ”作为
“数”的应用来研究和处理。这组对话阐释“圆方 ”与“九九 ”间的关系、现在称为勾股定
理（ 或西方所称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的理论、以及基于此而引出的测望方法与理论 。
荣方所问陈子的问题是： 如何学习数理天文学，即解释太阳的运行、光照远近、二十八
宿度数、天地之广袤等天文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陈子指出： “此皆算术之所及 ”，即： 这些
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方法去理解与解释 。但他没有具体讲解，而是逐步提醒要点，让荣方反
复思考，自己探究。他讲述了数学的本质特征和学习数学的方法。 当荣方三思而不能得
时，他才最后给予详细讲解。这组对话的重点在于如何进行数学思维 ，如何把数学方法应
用于解决天文问题，以及数学的本质属性。商高所论是具体的数学方法与理论 ，陈子则重
点论述学习数学的方法，而陈起则是从宏观上论述数学的重要性及其应用的广泛性。 二
者旨趣颇不相同。
4. 2 与《孙子算经》论数学重要性的不同风格
中算史上，《孙子算经 》序是论述数学之重要性的最著名的篇章。 陈起论数的重要
性，其风格与《孙子算经》颇不相同。
《孙子算经》比较夸张和张扬： “夫算者： 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
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始终，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稽
群伦之聚散，考二气之降升，推寒署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 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纵
横之长短； 采神祇之所在，极成败之符验； 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规矩，准方圆，谨法
度，约尺丈，立权衡，平重轻，剖毫厘，析黍絫。历亿载而不朽，施八极而无疆。散之不可胜
究，敛之不盈掌握。向之者富有余，背之者贫且窭。 心开者幼冲而即悟，意闭者皓首而难

①

2000 年，第 1 ～ 5 页。
本文引用的《周髀算经》文字，据郭书春、刘钝点校： 《算经十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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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夫欲学之者必务量能揆己，志在所专。如是则焉有不成者哉？”①
而陈起则从实际出发，论述平实：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 夫天所盖之大也，地所生
之众也，岁四时之至也，日月相代也，星辰之往与来也，五音六律生也，毕用数。”所列举用
数的事物也是“食数”、“里数”、“亩数 ”、疾病发生的日期时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近身事
例。至于“临官莅政”8 项，第一项概言“治官府，非数无以知之 ”。其余 7 项，所举全部都
是官府日常管理常见之事。鉴于“数 ”的重要性和广泛应用性。 陈起提出一个重要的观
点： 要让大众百姓知道“数”，“凡夫数者，恒人之行也，而民弗知，甚可病也。”统治者应该
“颁”数： “故夫数者，必颁而改，数而不颁，毋以知百事之患。”而“学者必慎毋忘数 ”。 韩
巍已指出，所谓“颁数”应该也是指公布与数字有关的度量衡等标准 。 其实可以更大范围
地要百姓知道所有与“数 ”相关的法规。 总之，陈起论数的风格比较平实，不夸张，不张
扬，摸得着，看得见，给人真实可靠之感。
4. 3 关于“数可语也，语不可数也”的蠡测
陈起讲“舍语而彻数”的理由是： “数可语也，语不可数也。”韩巍已说明“‘语’是战国
时期一类古书的总称。 当时‘语 ’的内涵非常丰富，诸子百家之言论著作皆称‘语 ’”。
“数”与“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无疑陈起认为二者是有关联的。但这种关联是否指
“数”涵盖“语”呢？ 值得讨论。 既然“语 ”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那么也包括“数 ”，因此，
“数”是不能涵盖“语”的。若将“数可语也”之“语”和“语不可数也 ”之“数”理解为动词，
则其意可释为： “数”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而“语”是不能“计数 ”的，亦即“语 ”是普遍的、
一般的，而“数”是专业的，特殊的。一般的易解易知，而专业的难学难懂。若能学会专业
的，增加了智慧，一般的便不成问题了。 这大概就是该文后面所说的： “故夫学者必前其
难而后其易，其知乃益。”秦汉以前，“数”比今天所谓的“数学”范围广的多，实际上包括整
个数理科学的内容。数、历、律、度、易、卜，虽条分缕析，但其本则均属于“数 ”体系中，它
们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这个整体，而统一于“数学”哲学。约从汉代开始，“数 ”学的内
容才被更细化，形成多种学科。 尽管如此，到三国初，刘徽仍然认为数的范围相当广泛：
“昔在庖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至于
黄帝，神而化之，引而申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
而效焉。”“数”是专门的学问，比“语”难学，需要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才能精通“数”的内
容，才会熟练应用“数”。学“数”和掌握“数”的本质需要有良好的数学思维训练。在《周
髀》中，陈子讲到，学“数”要有良好的智力，通过“用智 ”———敏捷而通畅的思维能力———
来达到“通类”，即融会贯通，“问一类而万事达 ”，后来三国时数学家赵君卿解释为“引而
伸之，触类而长之”。能够“通类”，才能“知道”，即理解“道术”———圣人所建立的学术与
理论。学“数”的难点还在于不易做到“博”、“习”、“知”： “夫道术所以难通者，既学矣，患
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习，既习矣，患其不能知。”
4. 4 陈起论述“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的结构分析
陈起对鲁久次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其结构似不易理解。 试分析如下： 首先，给
出总论点：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接下来的论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概述宇宙间
①

2000 年，第 1 页。
郭书春点校： 《孙子算经》。见《算经十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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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离不开数学，包括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与解释，如推算天体日月运行，研究
寒来暑往和五音六律等等。这些都是数学在宏廓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不仅非专家
不能通，而且具有重要的哲学、礼仪与政治功能，属于后来秦九韶所说的“通神明，顺性
命”方面的内容。第二，举例阐述近身事物也离不开数学，如“食数”、“里数”、“亩数 ”、疾
病等，这些都是常人百姓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 ，也就是后来秦九韶所说的数学“经世
务，类万物”的方面，后面“临官莅政 ”七事都属于这方面。 第三，解释天地万物是如何与
数学发生联系的。规矩准绳、五音六律六间等是天地三方三圆中的自然存在 ，古代的圣人
们创立数学，建立了使用数学分析事物的方法，这些方法从黄钟、五音、干支、时制、廿八宿
等基本数学概念的建立开始，然后用它们推导万事万物之“数 ”，如疾病产生之“数 ”。 圣
人们又据一些基本“数”建立起卦象，“以卜天下”。

5

关于《陈起篇》中“故夫学者必前其难而后其易，
其智乃益”（ 大川俊隆①）

在近年发现的四种秦汉时期的算术书中，“少广 ”题的排列位置是在所有算题中怎么
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理解如下：
（ 1） 关于张家山《算数书 》算题的排列顺序，有两种意见。2006 年，我们编辑日文版
“汉简《算数书》－ 中国最古的数学书 － ”（ 以下称“日文版 ”） 时，根据《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2002 年 1 月） 附在卷末的“出土竹简位置示意图”，复原了算题的排列顺
序。其结果是“少广”题位于开头，“大广”题“里田”题等的算题继续位于其后面。 可是，
这个顺序跟彭浩先生《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 2001 年 7 月 ） 的顺序完全相反。 彭浩
先生的排列顺序是从“相乘”题“分乘”题开始，“少广”题却放在末尾附近。
2006 年夏天，关于这种不同，我们和彭浩先生进行了讨论，可是两者的主张没能取得
一致见解。这个讨论之后，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学者刘金华先生的论文 《试说张家山汉
简〈算数书〉的文本结构问题》（ 简帛研究网站 2003 年 12 月 8 日 ） 。 在这个论文里，关
于《算数书》算题的排列顺序，他也根据“出土竹简位置示意图 ”，提出了一个意见。 他所
提的顺序是跟我们的顺序几乎同一的 ，这给我们一个确信，就是我们的复原方法是没错误
的，结果，我们根据“少广”题位于开头的顺序，出版了“日文版”。
（ 2） 2006 年末在湖北睡虎地汉墓中出土的 2000 余枚竹简中有 200 余枚的《算术》简。
2009 年，我们访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目睹这些竹简时，该研究所的竹简整理人告诉
我们，这些竹简的保存情况比较良好，所以，包括《算术 》简在内，大部分的竹简可以复原
其排列顺序。那时，他们也说，《算术》简的开头算题是“少广”题。
（ 3） 现在，看了韩巍先生的论文《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初读 》，对于算书
《甲种》《陈起》篇的末句“少广者筭之市也，所求者毋不有也”，他注释如下：
有趣的是，算书《甲种》的第一道算题就是“少广 ”，与《陈起 》篇的末句正好形成
呼应。……还应注意到，在《陈起》篇和“少广”之间，是抄写于八枚竹简之上的“九九
术”表格。

①

大川俊隆，日本大阪产业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古算书研究会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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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注释看来，就知道，在算书《甲种 》里，《陈起 》篇放在开头，接着“九九表 ”放
在其后面，然后“少广 ”题放在其后面。 因为《陈起 》篇相当于算书《甲种 》的序文，而且
“九九表”不是算题，所以可以说，“少广”题就放在算书《甲种》的开头算题。
由（ 1） 、（ 2） 、（ 3） 的事实看来，已经没有办法复原其排列顺序的岳麓书院藏《数 》也有
可能“少广”题放在其开头。
在有关秦汉期算术书里，为什么“少广 ”题放在开头呢？ 我推测，这是因为“少广 ”题
有一个特长，就是把分数计算换成整数计算的应用性 。
“少广”题的原理是在一定面积（ 240 平方步） 的条件下，广 （ 横 ） 长如 1 +

1
1
、
1+
+
2
2

1
1
1
1
、
1+ +
+ 、…… 这样逐渐变化时，求各个纵长。 具体计算是如下： 广长是 1 +
3
2
3
4

(

)

1
1
1
1
+ 时，纵长用 240 ÷ 1 + +
的计算来能求得。 这个计算过程中，在被除数中分
2
3
2
3
数的最大分母是 3，所以对被除数及除数都乘以 6（ 《算数书 》称“积分 ”） ，结果用 240 ×

(

6 ÷ 1 ×6 +

)

1
1
× 6 + × 6 的计算，求 得 纵 长。 这 样，计 算 就 成 1440（ 《算 数 书 》称“积
2
3

步”） ÷ （ 6 + 3 + 2） ，结果所有计算是可以用整数进行了 。
“少广”题的这种特长在《算数书 》及《数 》的几个算题中已经被应用，现在举《数 》中
的两个用例：
一七三简（ 原始编号 1833） ：
田广五分步四、启从（ 纵） 三百步、成田一亩、以少广求之。
一七四简（ 原始编号 J02） ：
即以少广曰、下有三分、以一为［六］……六、凡成百卅六以为法。
一七三简里有“以少广求之”的文句，一七四简里也有“以少广曰，下有三分、以一为
［六］”的文句，这些文句都说明，这两个算 题 的 计 算 都 是 用“少 广 ”题 中 的“下 有 三 分
……”的一段公式来解答的。在《算数书》及《数》的其他算题中，虽然没有“以少广”的文
句，可是也能发现，这几个算题也可以用“少广”题的公式解答。
虽然这个“少广”题有广泛的应用性，但也有很大的问题。 除数 （ 即广长 ） 逐渐增大，
比如《算数书》及《数》中出现如下的广长：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2
3
4
5
6
7
8
9 10

出现这样的除数时，消去分数成为整数的积分是 2520，其积步是 604800。 为了加快
处理计算，不但应该记住这么大的积分及积步的数字，而且对应 1 +

1
1
1
、1 +
+ 、1 +
2
2
3

1
1
1
+ + 、……每个除数的所有积分及积步的数字也应该记住。 这样的背诵对初学者
2
3
4
恐怕非常困难的。可是只要突破这个难关，其他的问题就可以用这个“少广 ”题很容易
解答。
以上所陈述的“少广”题特长在《陈起》篇的中也有体现，即以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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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学者必前其难而后其易，其智乃益。
“其易”指除了“少广”题以外的算题。这句的意思是： 初学
这句中“其难”指“少广”题，
者应该先学会最难解而且有应用性的“少广”题，然后着手学其他比较容易的算题，这样下
去，
比较容易的算题也用“少广”题的公式能顺利解决，
这样，
初学者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增加。
只要能正确地了解这句的意思，在它前面的“故夫数者必颁而改。 数而不颁，毋以知
百事之患”及后面的“故曰： 命而毁之，锱而锤之，半而倍之，以物起之 ”意思也就能了解。
现在因篇幅有限，关于前句及后句，只陈述其概要。
前面文句中“颁”大概是“分”字，指“分数”。“患”大概是“惯”字。这句的意思是： 数
者即使是分数，也一定可以化成整数。不论是什么样的数，如果这个数不能化成分数，就
不能知道计算上的多种习惯。这个习惯恐怕指“少广 ”题的公式及其应用。 换句话说，只
要知道“少广”题的应用办法，所有的分数就能换成整数，而且所有的整数也能换成分数。
后面文句中最难解的是“物 ”字的意思，可是这个“物 ”字已经在《数 》的一五六简中
出现，其意思是比之数（ 参考田村诚，张替俊夫《岳麓书院〈数 〉衰分类未解读算题二题的
2013 年 11 月 19
解读》，《大阪产业大学论集 人文·社会科学》18 号，汉译版见“简帛”网，
日） 。“命而毁之”的“命”的意思是秦汉算书及《九章算术 》中常用的句子“不盈法者，以
法命之”的“命”，意思是： 被除数小于除数时，成为把除数为分母的分数。“毁 ”是做小的
意思。“命而毁之”的意思是： 被除数小于除数时，把被除数作为分子而把除数作为分母 ，
就成分数，小于整数。“锱而锤之”，正如韩巍先生指出的那样，是根据《说文》的“锱，六铢
也”、“锤，八铢也”的说法。为了把锱换成锤，应该对锱的数字乘以 6，然后除以 8。“半
而倍之”的意思是： ： 某数之中有“半”，先对这个“半”乘以 2 成 1，然后在计算的最终过程
除以 2，这样，所有的计算可以用整数进行下去。最后的“以物起之”这个句子是总结前面
三个句子的意思。其意思是： 为了把整数化成分数，或者为了把一个计量单位换成另一个
计量单位，或者为了把分数化成整数，都应该根据对应每个内容的比例之数进行下去 。
“故夫学者必前其难而后其易，其智乃益”及其前后句都说明，所有的数，既使有整数
或分数的差异，或者纵使有互相不同的计量单位之差异 ，也可以用正确的比之数来互相折
合，这时最重要的是可以应用“少广”题的力量。

6 《陈起》篇“计数”初探（ 罗见今①）
《文物》2012 年第 6 期发文 7 篇报道北大秦简牍，年代约在秦始皇时期，其中有 400
800 余字，论述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韩
多枚《算书》简，居首《陈起 》篇含 32 枚，
巍文称“其详尽透彻在传世文献中罕有其匹 ”②，引起学界兴趣。陈起篇首句赫然出现“计
数”一词：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曰： “久次读语、计数弗能并彻，欲彻一物，何物为急？ ”
“语”是战国时期一类古书的总称，韩巍文解释较多； 但陈起通篇论“数 ”，而“计数 ”
①
②

罗见今，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教授。
2012 年第 6 期，第 85 ～ 89 页。
韩巍： 《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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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算中较为罕见，有必要予以关注。该篇读语、计数相提并论，将计数置于全文提纲挈
领的位置，于是自然产生以下问题：
（ 1） 秦人看来，计数仅是一种与四则同类的算法，抑或是一种大类名称？
（ 2） 从陈起篇可看出计数包含哪些内容 ？ 亦即它具有怎样的内涵？
（ 3） 该篇提出的计数的内涵古今有何演变 ？ 具有怎样的数学思想史意义？
陈起篇深刻丰富，为中算史不朽文献，本文仅围绕上述计数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
（ 1） 陈起回答鲁久次： 读语、计数不能“并彻”时，应当首选计数。用一重要命题“数可
语也，语不可数也”阐明两者关系，简洁明了，耐人寻味。此种句式较少见： A 可 B，B 不可
A，动词省略，准确翻译不易。可从多角度理解： 从外延上看，数可涵盖语，语不能包括数；
从功能上看，数可解释语，语不能解释数； 从效用上看，数可代替语，语不能代替数； 数可渗
透语，语不能渗透数，等。无论加什么动词解读，A 与 B 的关系总是 A 占优先、主导、强势
的地位。该文显然有抑语扬数的倾向，为强调数，把语作为陪衬。
由此可见，由这句精彩的论断，陈起篇确实是将计数当做一种堪足与读语相对应的、
能够代表古代数学的名词，概括为“计数即算数之学”甚当，即一种学科名词。
（ 2） 陈起篇出现“用数”、“有数”各 3 次，“非数无以”8 次，“度数”、“度事”、“立度”等
8 次，本文简称之为“用数论”、“有数论”、“唯数论”和“度数论”。
用数论指出： 宇宙、日月星辰运行、四季、时间、人与生物、五音六律———“毕用数 ”，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即均在计数视野之内。
用数论迭次列举计数范围包括地方 、天圆、日月、星辰，与此同时，还多次出现五音六
律、
黄钟、十二律等词，表明秦人深谙乐律的计数之道。 战国晚期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 》
13 枚（ 193 ～ 205 号） 律书简所载十二律大数，在中算史、乐律史上均为最早记录。①这些都
体现出秦人重视天文与乐律的计数研究的传统 。
人们的数学认识始于计数，就近而言，计数包括食数、里数、亩数： “子其近计之，一日
之役必先知食数，一日之行必先知里数，一日之田必先知亩数，此皆数之始也 ”，表明计数
始于对日常生产劳动和生活需要 。
有数论： 在遍列人体 20 多个部位名称之后，陈起篇指出： “茍知其疾发之日，早暮之
时，其瘳与死毕有数，所以有数故可医 ”，是说疾病与致死各有时间性和规律性，“毕有
数”，“故可医”； 另一方面，“道头到足，百体各有司也，是故百体之痈，其瘳与死各有数 ”是
说生老病死各有其数，皆有定数可循。 结合下文： “故曰黄钟之副，单薄之三，日之七，播
之五，命为四卦，以卜天下”，虽其具体内容尚待明确，但该卦带有奇数神秘含义显然属于
术数。秦汉术数盛行： 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皆渗透早期数学思想，② 睡虎地
秦简（ 前 278 ～ 前 246） 玄戈篇 12 枚简就是用数学方法构成的一个占卜用表 。③ 可知有数
论中之计数，应包括术数之数。
①

Luo Jianjin 罗见今，“An Algorithm Analysis on the Twelve Tones in the Book Bamboo Slips of Fangmatan of the Qin
Dynasty in City Tianshui（ 《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算法解析） ，HISTOＲIA SCINTIAＲUM（ 《科学史》） ，2015，Vol．
24，No2，pp． 50-58。

②
③

1984 年第 5 期，第 40 ～ 42 页。
罗见今： 《“术数”与传统数学》，《自然辩证法通讯》，
：
《睡虎地秦简
〈日书〉
》
，
《自然辩证法通讯》
，
2015 年第 1 期，第 65 ～ 70 页。
罗见今
玄戈篇构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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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数论： 陈起篇对居官管理、容积计算、兵器制造、冶金锻铸、调和音律、锦绣彩绘、土
木建筑、军事工程等以“非数无以知之”、“非数无以命之”、“非数无以成之 ”接连八句排
比概括，皆为“立度兴事”，反映出秦统一六国后百业待兴，亟须统一制度和标准。 二十六
年（ 前 221） 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统 ） 一法度衡石丈尺。 车同轨。 书同文
字。”（ 《史记·秦始皇本纪》） 度量衡尤为重要，非数无以成事，唯数不可或缺，只有提高计
数水准和普及度量衡方可兴此大业 。陈起篇以下说“故夫数者必颁而改，数而不颁，毋以
知百事之患”应是指颁布含有计量标准的法律，不改旧法，后患无穷。
度数论之“立度”指确立法度、准则，应包括度量衡制度，田律、厩苑律、仓律等含有计
量的法律。1979 年青川出土秦田律木牍，规定“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 亩二畛，一百
（ 陌） 道。百亩为顷，一千（ 阡 ） 道，道广三步。”①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 》规定应缴
税“顷入刍三石、稾二石”； 养牛十头以上年死三分之一或养牛十头以下年死三头的，“吏
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 《仓律》规定种子“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
黍、荅亩大半斗，叔（ 菽） 亩半斗”； 明列粟、粝、糳、毇等交换比率等。② 凡此种种，各律皆有
数量化的严格规定。秦朝沿袭秦国法律之苛，立法、劾查、执法都离不开精确计数，这应是
“立度兴事”的历史背景。有关陈起尚无新资料，但他强调恪守法则，力度可谓无以复加，
甚至达到唯数为上； 若认为他系朝内之人似无根据，则他至少也应是秦律“立度 ”的积极
鼓吹者、“兴事”的坚定支持者。
“度数”既属于度量，也属于计数。“数与度交相彻 ”可理解为： 作为理论的精确计数
与作为应用的精确度量互为表里 、互相影响和促进。
文末出现： “凡数之宝莫急隶首，隶首者筭之始也，少广者筭之市也 ”。隶首造数是计
数早期最重要事件： 创立一至十、百千万等基数词，包含数的形成、记数、进制、位值，也应
涵盖九九表等四则运算。里耶秦简（ 前 222 ～ 前 208） 九九表木牍③与北大简九九表一致，
说明当时制表法已成规范。隶首造数被推崇为“数之宝”、“筭之始”，即首开筹算之先河，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少广”外计数还应包含同类算法： 不妨参考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载
《数》简（ 共 236 号） ，涵盖《九章算术》除方程外的八种名目，外加“营军之术 ”。④“少广者
筭之市”似乎可以理解成： 少广等已变成流行于市廛的普通算法知识 。
综上，用数论、有数论、唯数论和度数论———结合起来就是陈起的“计数论”。
（ 3） 计数一词古文献少见，其内涵随时代变迁。汉末《数术记遗》徐岳与刘洪问答中，
十四种古算法最后一种是： “计数： 既舍数术，宜从心计。”甄鸾 （ 535 ～ 566） 注云： “言舍数
术者，谓不用算筹，当以意计之 ”⑤。 他认为计数包括心算，举出测望术、求羊数、百鸡术
七例，计数成不为人察觉的心算，不用算具而用各种等价技巧和计谋，以获取数字结果。
在这里，计数区别于筹算、四则等算术。
①
②
③
④
⑤

1982 年 1 期第 11 页。
四川省博物馆等： 《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
1990 年，第 19 ～ 65 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年，彩版 1。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壹）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年，前言第 1 页。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贰）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算经十书·附录．
》
，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
4
1998 年，
钱宝琮
数术记遗
第 卷，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403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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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离散数学中的计数 （ enumeration 枚举，counting principle） 指数数和运算，研究正
整数及其序列的基本性质，是组合数学（ combinatorics，图论等 ） 的基础，① 其内涵比古代有
很大拓展。 例 如《数 学 评 论 》（ Mathematical Ｒeviews） 05 类 组 合 数 学，除 05-03 历 史 及
05Axx 经典组合问题外，
05A15 ～ 17 依次为： 严格的计数问题，生成函数，渐进计数等。 在
中算史中可找到属于以上不少项目的多种史料 。
总之，北大秦简提供了中算史上首次系统论述计数的文献 ，弥足珍贵； 它提示我们不
仅要从语义学、而且要从古今数学思想中去发掘计数的深刻内涵。 中国传统数学以离散
见长，未能进入连续数学（ 微积分等） 的发展阶段； 作为离散数学术语的计数贯穿古今，它
提醒人们须从新的视角探讨它的价值 ，而不是停留在率由旧章的惯性之中 。

7 《陈起》篇的意义分析（ 纪志刚②）
北大秦简中的《陈起》篇，其内容涉及先秦时期有关数学起源的认识、数学的价值和
社会意义，展示了深刻的数学思想内涵，在已出土的简牍数学文献中极为罕见，对中国古
代数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此篇文献由鲁久次与陈起的对话构成 ，三问三答，鲁
久次每一问的重点不同，陈起的每次回答既呼应了鲁久次问题 ，又在更高的层面上阐述了
他对数学意义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 1） “舍语而彻数 ”，强调数学的重要
性； （ 2） “天下之物，无不用数”，突出数学应用的广泛性； （ 3） “临官莅政，数无不急 ”，阐述
数学对国计民生的必要性。
对话起于鲁久次的发问： “久次读语、计数弗能并彻，欲彻一物，何物为急？”陈起的回
答是： “子为弗能并彻，舍语而彻数，数可语也，语不可数也。”这里陈起明确表明“读语 ”和
“计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数可语也，语不可数也 ”一句或有省文，应理解为
“（ 彻） 数可（ 彻） 语，（ 彻 ） 语不可 （ 彻 ） 数 ”，否则会认为“数 ”和“语 ”之间有着涵盖关系。
“语”和“数”是两种知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 先“彻语 ”还是先“彻数 ”，则是一种学习方
略，可以有所侧重。“彻数 ”是为了“彻语 ”，先“彻数 ”是为了更好的“彻语 ”，最终达到
“语”“数”“并彻”。
数学的重要性表现在数学应用的广泛性 ，鲁久次与陈起的第二段问答便围绕这一主
题展开。鲁久次问到“天下之物，孰不用数？”陈起首先强调“天下之物，无不用数 ”，并列
举“天下之大”“地生之众”“四时之至”“日月相代”“星辰往来”“五音六律”“天圆地方 ”
“规矩准绳”等等。或许这些现象过于宏观，所以陈起又从鲁久次平日处理的公务中举例
（ “子其近计之”） ，如： “一日之役必先知食数，③一日之行必先知里数，一日之田必先知亩
①

Bogart K． P． ，Introductory Combinatorics，Vol． 1． An Introduction to Enumeration： Section 1 Elementary Counting
Principles （ Third Edition） ，San Diego： A Harcount S ＆ T Co． Academic Press，2000，pp． 1-13．

②
③

纪志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韩巍先生将“食数”解释为服役之人所需食粮之总数（ 见韩巍： 《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 2 期，第 29 ～ 36 页） 。笔者认为“食数”应为解释为服役的用
《数》
“凡食攻（
工人数。如岳麓书院藏秦简
中
功） 之述（ 术） ”题，“食”训“用”。（ 参见肖灿： 《岳麓书院藏秦
〈数〉
，
2010）
简
研究》 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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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此皆数之始也。”
第三段问答是对话的重要部分，鲁久次的问题是： “临官莅政，立度兴事，何数为急？”
正是这一问题，给陈起论述数学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广阔空间，从而构成整篇对话的高潮。
陈起这一段的论述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陈起从八个方面阐明数学对于“临官莅政 ”的
必要性，如： “治官府，非数无以知之”、“和均五官，…… 非数无以命之”、“具为甲兵，……
非数无以成之”、“锻铁铸金，…… 非数无以和之”、“锦绣文章，…… 非数无以别之”、“外
之城工，……非数无以折之”、“高阁台榭，……非数无以置之”、“和功度事，…… 非数无以
知之”。进而，陈起从“凡古为数者，何其知之发”的追问，提出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命题，
即“数与度交相彻。”并把通晓“数”与“度”提升到上知“日月明晦”、下理“百事经纪 ”的高
度，从而强调应当把数学颁布天下并使其完备（ “数者，必颁而改 ”①） 。 最后，陈起论述了
数学学习与数学教育的策略与方法 ，陈起认为每一位普通的人都应该学习数学（ “凡夫数
者，恒人之行也”） 。通过缅怀先贤书写竹帛教育后人的事迹，陈起告诫学习者永远不要
忘记数学（ “故夫古圣者书竹帛以教后世子孙，学者必慎毋忘数”） 。
我们知道，鲜明的社会性是中国传统数学最基本的特点 ，而这种社会性突出表现在数
学为国家所设，为政府所用。李迪先生就曾指出“从商代以来，中国数学的积累与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质，民间总结出来的数学知识也会被官方有选择地掌握起来 ”。②
我们虽无法知道鲁久次和陈起的具体身份 ，但从二者对话中表现出对数学应用的关切 ，特
别是第三段鲁久次问到“临官莅政，立度兴事，何数为急？”可以推测鲁久次不是一个普通
“学算之人”，应当是一位官府的行政人员，而陈起也应该是熟悉行政事务的数学家。 此
类学者后来多以“善算命世”而执掌官府的职能部门，如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
算律历。”在秦代为“柱下御史”，入汉后任北平侯。 再如耿寿昌精于“商功分铢之事 ”，西
汉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陈起所列举的“一日之役必先知食数”，“一日之行必先知里数，
“一日之田必先知亩数”，以及“米粟髹漆”、“甲兵筋革”、“和功度事 ”，后来均成为与数学
相关的行政管理科目，如《九章算术 》中的“方田”、“粟米”、“衰分”、“均输”、“商功 ”。 可
以说，“数学的社会性”是“陈起论数”的主旋律。
“以物起数”是陈起论述的突出特色。如所周知，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因其“万物皆数 ”
的信念而被认为是数学思想史上“最早相信自然的运转可以通过数学来理解 ”③的先行者
之一，但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导致了把数学塑造成一种“抽象智力 ”的哲学玄思。 而现在
我们看到，陈起不但强调数学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在“物 ”的层面上揭示数学的实用意义。
如陈起指出“天下之物，无不用数。”因此，如要理解数学的意义，必须“以物起之 ”。 不过，
陈起所论之“物”并非古希腊数学中的“抽象之物 ”，而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具体事
务。如陈起提出数学在“治官府”、“和均五官”、“具为甲兵”、“锻铁铸金”、“锦绣文章 ”、
“外之城功”、“高阁台榭”、“和功度事 ”八项事务中的重要应用。 由此可见，东西方的数
①

韩巍先生对“数者，必颁而改”的白话翻译是： “因此‘数’———数字和标准——— 一定要由统治者制定并公开
颁布，然后再加以修改。”而“改”可解读为“该”，意为“完备”。参见王宁： “读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

②

起》散札”，http： / / www． gwz． fudan． edu． cn / forum / forum． php？ mod = viewthread＆tid = 7453。
1997，第 77 页。
李迪： 《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卷》，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③

2012 年，第 65 页。
博耶： 《数学史（ 修订版） 》（ 上） ，秦传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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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在其发轫之初，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数与度交相彻”是“陈起论数”中令人惊喜的“亮点”。“度 ”是将数学与国家法规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词汇。 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 度，从又，庶省声。“又 ”字即“手
形”。周制“五度”（ 分寸尺丈引 ） ，而“寸尺咫寻常仭 ”皆以人之体为法。 如： 寸法取人手
之寸口，咫法中妇人手长八寸，仭法伸臂一寻，皆于手取法，故从“又”。因此，“度 ”字本意
多与“法规”、“法制”相关。在先秦经典中屡见与“度”相关的词汇。 如《周礼》： “正其位，
掌其度数”。《管子》： “君道，度法而已矣”。《论语》： “谨权量，审法度 ”。 陈起把“度 ”与
“数”并列，从“先贤创制数学”（ “古为数者 ”） 的高度，指出若要“知道数学的施行”（ “知
之发也”） ，必须要对“数学与法度一并透彻把握”（ “数与度交相彻 ”） ，进而论述“民而不
知度数，譬犹天之毋日月也。”“民若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事经纪。”充分肯定了“度 ”与
“数”的同等重要性。在古人讨论数学意义的言论中，有对“数”的赞美，如周公之“大哉言
数”； 有对“算 ”的 推 崇，如《孙 子 算 经》“序 言 ”中“夫 算 者，天 地 之 经 纬，群 生 之 元
首，……。”而对“度”的意义似乎失于淡漠了。直至晚明徐光启的那篇《度数旁通十事 》，
方才再次唤醒人们对“度”与“数 ”的重新认识。 这“十事 ”是： 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
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① 几乎涵盖国计民生的主要方面，而且几乎都可在“陈
起论数”中找到相应的条目。 但是，徐光启所论的“度数 ”已是“汉化 ”之后的西方数学。
在晚清朝野认识到“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 《清史稿 · 选举志一 》） 的时候，陈
起的“数与度交相彻”的深邃思想已被埋入地下二千多年了 。

8

鲁久次与陈起的对话和早期中国数学史（ 古克礼②）

虽然我读过一些笔谈，但从未写过笔谈。我曾读过伟大学者和政治家所写的笔谈 ，如
沈括的《梦溪笔谈》，康熙皇帝的《几暇格物编 》等，但我自然不能和其中任何一个相提并
论，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不同的词，或许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随笔 ”更合适些。 因此，
这是我关于《陈起》这篇对话的一篇随笔。
如果我尝试讨论一下这篇对话在数学史上的地位 ，我应该写什么样的历史？ 我不得
不做出选择，因为历史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写 。
Jacqueline Stedall 是一个英国数学史家，她最近刚去世。 之前，她发表了一本简短但
很有价值的书，题为《数学史简介》（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③。
我希望它能很快被译成中文，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数学史研究者都应该读这本书 ，并考虑将
她的视角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在她的书中，Stedall 指出数学的历史有多种，而且迄今所写的很多数学史都可以归入
以下三个类别中。

②

1984，
徐光启： “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
载《徐光启集》（ 下册） ，
王重民辑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378 页。
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名誉研究员； 法国巴黎
CＲCAO 客座学人。

③

Stedall，Jacqueline A． （ 2012 ）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①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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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象牙塔历史 ”： 这种历史是关于孤立的个人的，他们通常被称为“天才 ”。
在象牙塔历史中，这些天才单独工作而做出数学发明。 他们没有同事，没有社会背景，不
与任何人讨论他们的工作。 他们在历史上的出现就像麒麟，写下自己辉煌的发现，而后
消失。
第二种是“垫脚石历史”： 在这种数学历史中，过去的某些伟大成就往往由若干世纪
的时空间隔分割开来，好像过河垫脚石一样。 因此，在费马大定理的故事中，我们有毕达
哥拉斯、丢番图、费尔马和安德鲁·怀尔斯。在他们之间，还有很长空白，被假设为其中没
有发生任何有趣的事件。
第三种是“精英的历史”： 我们如果在写精英的历史，我们只讨论著名人物所做的数
学。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大量的数学是由社会各阶层做的 ，正是这些数学提供了精英
数学所依赖的背景和知识基础。如果有平凡人做数学的证据，我们就忽略它。 如果不知
道有这方面的证据，我们不必因为害怕不堪而去寻找。我们如果是这样写数学史，那怎么
能避免坐井观天？
Stedall 从以前的学者撰写西方数学史的方式总结出了她的三种数学史模式 。 我不知
道她的意见是否可以一般化地适用于中国数学史 。
但我认为，她的想法能帮助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数学史 。 通过使用 Stedall 的观点，我
认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发现的中国早期数学材料能帮助我们改变看法 。
让我们考虑一下《九章算术》和刘徽的工作情况。30 年前，我们可以说，如果试图按
照“垫脚石”的方式追溯中国数学名著的过去，我们可以由这些垫脚石到达《九章算术 》。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九章》时，我们只是从刘徽的观点看《九章 》。 这是我们能找到
的最早的“垫脚石”。如果我们试图进一步寻找，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并没有能够进一步
下去。
刘徽研究这本书的来历，显然没有任何特定知识。 他以为，《九章 》之前，另一个“垫
脚石”，是远在周公的时期。在他看来，周公和刘徽之间的联系当秦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时
候已被摧毁。至于刘徽自己，他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已经学习了《九章 》，
他长大以后，他领悟了其意义。他并没有提及学习数学的任何实际的理由 。他感叹，没有
其他人有兴趣研究这个话题。这是一个认为自己是独自在象牙塔中工作的学者 。
《九章》是一部令人着迷的书。刘徽注文倾注了他大量的兴趣。那么，研究者努力理解
和解释刘徽大作的所有复杂的技术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一些学者也询问了《九章》的起源
问题，
但没有真正发现任何证据。有更少的人试图寻找刘徽数学成就的智力和社会方面的
背景，
我们不能说结果是证明了这是完全不存在的。然而，
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到了 1983 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考古学家发掘湖北省张家山汉墓，发现了一部写
在 190 枚竹简上约 7000 个字的文献，这就是《筭数书 》，其中载有大量的数学问题、答案
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第一个释文版本出版于 2000 年。我在 2004 年发表这篇文字的
完整的英文翻译①，并于 2007 年在《国际数学史杂志 》（ Historia Mathematica） 上发表的文

①

Cullen，Christopher （ 2004） ． The Sun shù shū （ 筭数书） ‘Writings on reckoning’： A translation of a Chinese mathematical collection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with explanatory commentary． Cambridge，Needham Ｒ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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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讨论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①。 两年后的 2009 年，我在《牛津数学史手册 》（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② 发表了“早期中华帝国的人与数”（ “People and
numb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
许多专业的中国学者也表达了他们对《筭数书 》的意见。 在这个随笔中我不想反驳
任何人。但是，在已经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可以看出那个“垫脚石 ”式的历史学观点。 有学
者说，《筭数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九章》的先驱。就是说，《筭数书 》是一个比刘徽已经
能够看见的东西要进一步的“垫脚石 ”。 他们的关键问题就是《九章 》这本书的什么成就
已经出现在《筭数书》里了，并很高兴地发现，一些算法是在西汉初期已经知道的。 关于
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文献《数》也有类似的讨论。
我认为不能将《鲁久次和陈起的对话 》视为《九章》的历史的一个“垫脚石 ”。 这是因
为这个文献的类型非常不同于《九章》和《筭数书》，它探讨了为什么数学是重要的和为什
么数学是有趣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这个对话在中国早期是最长且最详细的。 我们
可以与后期的资料做比较。在他的序言中，刘徽告诉我们，古圣先贤建立数学的目的，是
帮助人类深刻洞察宇宙，而不在于帮助普通老百姓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
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
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
气可得而效焉。③
两个世纪前，刘歆讨论了数学的目的，见《汉书 · 律历志 》所引。 他提到在实践中数
学的实用性：
度长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絫。④
但一般来说，他的写作完全没有提到数学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实用性 。
然而，在《陈起》中，数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开头的几个句子告知我们，数学这门
学问是至关重要的———“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 ”。怎么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的呢？ 其
证明来自普通百姓的日常经验 ———“子其近计之”。这种思路跟刘徽和刘歆完全不同。
文章的中央部分连续给出一长串的例子 ，从官员安排他们每天的工作并测算粮食的
分配，军械师制造武器，到制造金属器物的工匠、乐器制造者，以至织工、建筑商、建筑师和
农艺师的工作等。从这些例子中，文章总结道： “民若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事经纪 ”。更为
重要的是，虽然是古代圣贤创造了关于数的知识，“古圣者书竹帛以教后世子孙 ”，但其来
源则是测量实践的经验： “凡古为数者，何其知之发也？ 数与度交相彻也。”
但是，该对话和刘徽的观点也有类似之处 ： 刘徽告诉我们，在他自己的时代，数学没有
被广泛研究： “当今好之者寡，故世虽多通才达学，而未必能综于此耳。”陈起也抱怨说：
“凡夫数者，恒人之行也，而民弗知，甚可病也。”因为数学是一切有用的知识的真正基础，
①

②

Cullen，Christopher （ 2007） ． “ The Sun shù shū（ 筭数书） ‘Writings on reckoning’： Ｒewriting the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mathematics in the light of an excavated manuscript”，Historia Mathematica，
34（ 1） ： 10-44．
Eleanor Ｒobson and Jacqueline A． Stedall （ 2009 ）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④

2014 年，第 3 页。
郭书春： 《九章筭术新校》，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简体字本汉书》
，
1999
832
班固撰
北京： 中华书局，
年，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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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学者必慎毋忘数。”
我第一次读到鲁久次和陈起的对话时 ，就想起了另一段文字。 它出自一本由英国数
学家 Ｒobert Ｒecorde（ 1510 ～ 1558） 写的书①。他就读于牛津大学，后来又在剑桥大学教数
学。作为教师他有非常良好的声誉： 有人说“他向众人传播数学的能力，前所未有。”他并
没有只教大学生，他著有《通往知识之路： 含几何学入门 》，其中第一部分发表于 1551 年，
是从实用的角度为愿意学习几何学的工匠而写的 。 在前言中的一首诗里，他列出了几何
学对其工作必不可少的所有各种工匠： 造船师，木工，石匠，画家，织工，金属工以及钟表
匠，等等。他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他称赞几何学，因为这是对他们有用的。我
们可以把这与柏拉图的观点做比较。 在《国家篇 》（ 或译作《理想国 》） 中，柏拉图讨论几
何学时说：
尽管他们不得不这样说，但他们确实是最可笑的，因为他们在谈论几何的时候总
好像是在做事，他们说的话都好像直接与行动有关 。比如他们老是谈论作方形、进行
叠合以及相加，等等，而实际上学习这门学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纯粹的知识 。②
张家山的《筭数书》、岳麓书院的《数》的目的似乎不是帮助那些只是想着“完全为了
追求知识”、“悟其义 ”的人的，而是为帮助那些想要让他们的知识服务于实际用途的
人的。
在古代中国，有些专家从事教授普通人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应用数学的工作。 而在
《陈起》篇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在数学史领域，韩教授的文章是一个重
要的事件。
（ 本文曾得到邹大海和梅建军两位先生的帮助 ，谨致谢忱。）

9

读《陈起》篇札记（ 肖 灿③）

早期数学起源于生产生活，秦代数学又与官吏职司息息相关，岳麓书院藏秦简《数 》
的内容就印证了这点。读北大秦简《陈起 》篇，觉得自“临官莅政，立度兴事 ”以下列举各
项，诸如“和均五官，米粟髹漆、升 斗桶 …… 粒石之地，各有所宜，非数无以知之。”所述
都关涉官吏署理的事务，这段简文的陈述线索依循由内到外的城邑布局 ，先述城内仓廪府
库百工事务，再述修建城墙的“城工”和城郊的建设。
在“外之城工……非数无以折之 ”的土木工作之后，简文写道： “高阁台榭，弋猎置放
御，度池岸曲，非数无以置之。”此句所述应是城外园林营建，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为吏之
道》篇就写明营建管理“苑囿园池 ”④ 为官吏职责。 中国园林的源头主要有三个： 囿、圃、
台，后逐渐融合。囿，功能是畜养动物，可狩猎、可游玩，也栽培植物，如《周礼 · 地官 》所
①

Ｒecorde，Ｒobert （ 1551） ． The pathway to knowledg containing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eometrie． London，Imprinted…
by Ｒeynold Wolfe．

②

此段引文的希腊语原文在卷 7，527a。汉语译文以王晓朝译本为基础而做了改进。参考： 柏拉图原著，王晓
2003 年，第 527 页。
朝译： 《柏拉图全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③

肖灿，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990 年，第 170 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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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囿人： 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 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又《大戴礼
记·夏小正》提到： “囿有见韭”，“囿有见杏”。圃，是种植地，例见《周礼 · 地官》： “场人：
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 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 享，亦如
之。”台，是山的象征，人工筑土而成，《吕氏春秋 》高诱注： “积土四方而高曰台 ”。 台的功
能是通神、望天、游赏，《白虎通 · 释台》： “考天人之际，查阴阳之会，揆星度之验”，《诗
经·大雅》郑玄注： “国之有台，所以望气休祲、察灾祥、时游观 ”。 台的尺度可以很大，建
设工期长，刘向《新序·刺奢》称殷纣王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 ”。
台的所指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建筑物本身，二是台及周围种植所形成的空间环境，各诸侯
国多见以台命名园林，如楚之章华台，吴之姑苏台。台上不必有建筑，台上有屋谓之榭，往
往台、榭并称。基于以上释义可认为《陈起》篇中的“高阁台榭”、“弋猎置放御”、“度池岸
曲”之间是并列关系，说的是园林规划，营造建筑物、造景、游玩的项目，这些都需要用到
数学，“非数无以置之”。以“高阁台榭 ”指代园林建筑的营造，春秋战国时期园林中的台
榭已是游赏功能为主。“弋猎置放御 ”，属于当时园林具有的狩猎、畜兽功能。 如韩巍先
生释文所注，“置”为衍文，而我以为“御 ”或可读为“圉 ”，圈养畜养的意思，放御 （ 圉 ） ，释
为放养和圈养动物。秦上林苑内就有“虎圈”、“狼圈”，《长安志》引《汉宫殿疏》： “秦故虎
圈，周匝三十五步，去长安十五里”，“秦故狼圈，广八十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 ”。
“度池岸曲”是说的造园时开挖水体。 水景入园的造园手法商周时期已有，商纣以酒为
池，周文王有灵台、灵囿、灵沼，有圆形水池“辟雍”，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 “高台
深池，撞钟舞女”，《左传·哀公元年 》所记： “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 ”，又见《楚辞 ·
招魂》写道： “坐堂伏槛，临曲池些”，《国语 · 吴语》记载： “昔楚灵王 …… 乃筑台于章华之
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这是模仿九嶷山的环水，挖水池、引汉水。“度池”、“岸曲 ”
应理解为并列关系，明确描述的人工理水造景，测量、规划、开挖曲池。①
接下来的简文： “视土刚柔，黑白黄赤，蓁莱津洳，粒石之地，各有所宜，非数无以知
之。”“视土”以下文字，刚柔相对，指土质硬度，黑白黄赤是土色，各色土壤各有适宜生长
的植物。而“蓁莱、津洳、粒石”三者应为并列关系，说的土质与地表植被情况，或是沃土
植物生长茂盛、或是荒地、或土地润泽低湿，或地表多石不宜植物生长。 所以此句句读宜
为“视土刚柔，黑白黄赤，蓁莱、津洳、粒石之地，各有所宜，非数无以知之。”简文说的是勘
察城郊地理，观察土地的形色以决定其用途，这是官吏的职责，如《周礼 · 地官 》所述： “载
师： 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岳麓书院藏秦简的《为吏治官及黔首 》篇
对官吏管理农田农事也有要求，如： “封畔不正”，“草田不举”，“度稼得租 ”②，目的是保障
收取租税。《汉书·食货志》记载：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
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
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视土相地，根据土质决定用途，以尽地力，以利农耕，
以增产量，以盈租税，确实是“非数无以知之”，数学是当时官吏的必备知识技能。

①
②

2008 年第 3 版，第 40 ～ 62、
67 页。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岳麓书院藏秦简（
》
，
2010
37
28 页。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壹）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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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起》篇“命而毁之”和“数与度交相彻”（ 邹大海①）
《陈起》篇疑难问题不少，下面讨论其“命而毁之 ”句与“数与度交相彻也 ”。 它们反
映了数量的度量与比例、分数的关系。
原文： “命而毀之，甾（ 锱） 而垂（ 锤） 之，半而倍之，以物起之。”
《周髀算经》卷上云： “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或毁方而为圆，或
破圆而为方”②。“毁”与“破”互训，是分割、划分的意思。“命而毁之 ”的“毁 ”与此相似，
是划分、拆分的意思。“命”本是指派、命名的意思，在这里与“毁 ”相对，是把一个数量作
为一个整体对待，甚至加以命名的意思。 数学著作中命分的作法，与此相似。 比如《数 》
一七、一八号简： “租枲述曰： 置舆田数，…… 左置十五，以一束步数乘十五为法，如法一
两，不盈两者，以一为廿四，乘之，如法〔一朱〕，不盈朱者，以法命分。”③ 又如《算数书》“径
分”条： “径分以一人命其实，故曰： 五人分三有半、少半，各受卅分之廿三。 其术曰： 下有
少半，以一为六，以半为一〈三 〉，以少半为二，并之为廿三，即值一数，因而六之以命其
实”④。古代讲到分数时，要考虑在一个数量中的一部分所占的份数 （ 或一个数量分为若
干份，要考虑另一个数量相当于多少份 ） ，这个数量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作为标准来描述其
一部分（ 或另一数量） 的数值，这就是“以法命分 ”。也就是说，份数 （ 分子 ） 一定是相对于
一个作为整体的数量而论的。“命而毁之”可能是讲将一个数量视为一个整体，又把它拆
分成若干份。
8 铢⑤。两者本是一小一大两个重量单位，在《陈
韩巍先生已提到“锱”、“锤”是 6 铢、
起》篇中是就更一般的数量之大小而言的。“甾 （ 锱 ） 而垂 （ 锤 ） 之，半而倍之，以物起之 ”
大概是说，用更小的单位比如说像锱这样的小单位来度量一个物体的重量 ，那么得到的数
据就会变大⑥，就像用原来单位的一半为标准来度量一个量则得到的数据就要加倍一样 ，
数量标准的设置要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来进行 。高诱注《淮南子 · 诠言训》“虽割国之锱
锤以事人”句云“六两曰锱，倍锱曰锤。”⑦ 很多学者认为其数量太大，不可信。 不过，也有
12 铢。 这时，“锱而锤之，半而倍之，以物
可能“两”为“铢”之讹，那么锱、锤分别是 6 铢、
起之”的意思就是： 将度量标准做出改变比如由锱改为锤 ，量得的数据就会像由原来的一
①
②
③

邹大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1998 年，第 4 页。
郭书春、刘钝点校： 《周髀算经》，《算经十书》本，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 42 页。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贰）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订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135 页。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 2 期。
⑤ 韩巍： “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
锤，重也。”钱绎《笺疏》： “……是‘厚’与‘重’同义。……‘锤’之言垂也。下垂，故重也”。（ 见
⑥ 《方言》“錪、
④

1991 年，第 223 页。） 这是认为“锤”释为“重”由“垂”字之义而来，“垂”有
钱绎： 《方言笺疏》，北京： 中华书局，
垂下去的意思，意味着重量大，“重”又与“厚”同义。“厚”有数量多之义（ 邹大海： 《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
2001 年，第 279-280 页） ，如此说来“垂”由垂下去，可以引伸重量大，再
数学》，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⑦

引伸为数量大、数量增多的意思。
1998 年，第 1011 页。
何宁： 《淮南子集释》（ 全三册） ，北京：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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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加倍（ 成为现在的数据） 那样发生变化，而如何选择标准则要根据事物的实际来进行。
不过，度量标准由锱改为锤时，量得的结果实际应该是由原来的数据减半了 。古人大概有
点粗心，把文字表达反了。也有可能“甾”、“垂”二字误倒，“甾而垂之”当校正为“垂而甾
之”①。当然，上面校释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陈起》提到“凡古为数者，何其知之发也？ 数与度交相彻也”。这说明，古人认识到在
考察一个量时，
设定一个度量标准，
就会得到相应的数据，数据的大小与所取的度量标准有
密切的关系。反过来，
度量标准如何选择，也与对数量的理解和把握有关，比如在用两个标
准来度量一个量时，
得到的数据与所取标准的大小就呈反比例的关系。这样，
数与度就互相
通达，
对它们的认识也可以互相促进。上面关于“命而毁之”句的解释正好与此相一致。

11 Notes on the Beida Mathematical Document《陈起》篇：
Preliminary Thoughts and Ｒeflections （ Joseph W． Dauben②）
The document about to be published by 韩巍 HAN Wei in 北京大学学报 Beijing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begins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master of mathematics，
陈起 Chen Qi，and a student，鲁久次 Lu Jiuci． This may in fact have been meant as a preface
to the substantial amount of mathematical material also found among the Beida bamboo strips
acquired by the university in 2010．
The master-disciple dialogue is a time-honored literary form in both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traditions． In the West，the most prominent examples of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concerning
mathematics are two Platonic dialogues，the Theatetus and Meno． In the Theatetus，the master

①

还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甾而垂之”为”半而倍之”的特例，“命而毁之，甾而垂之，半而倍之，以物起之”的意
思是，把一个数量作为一个整体而又分划成若干份，得到的数据就会发生变化，就像度量一个数量的单位由
一半加倍比如由锱改为锤时，得到的数据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到底怎样做，要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来决
定。这里“得到的数据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是默认的，在原文中没有表达出来。
另一种是，“锤”为半之义。锱为 6 铢，是 4 分之 1 两，“釮”通“锱”，李学勤先生考证它表示 4 分之 1（ 见
2011 年，第 136-137 页。又清华大学藏战
李学勤“释‘釮’为四分之一”，《三代文明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国竹简《算表》有“釮”字，亦表示 4 分之 1。（ 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肆） 》，北京： 中西书局，第
135-143 页） 。那么按照此例，锤如果按我们对高诱注的校勘为 12 铢即半两，则可以表示 2 分之 1。“垂”通
“锤”则亦表示 2 分之 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晋国之辞仕讬者，国之锤。”俞樾云： “‘锤’字无义。《庄
子·逍遥游》篇‘其翼若垂天之云。’崔譔曰： ‘垂犹边也。其大如天一面云也。’然则‘国之锤’，犹云国之一
面。与上文‘中牟氏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文义一律。‘国之垂’犹‘邑之半’，‘垂’亦半也。”
1936 年，第 248 页。） 陈奇猷指出“锤”字非误，与“垂”的关系乃属同音通
（ 俞樾： 《诸子平议》，国学整理社，
2000 年，第 664 页。） 这些似亦可作为“垂”（ 或“锤”）
假。（ 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释为半即 2 分之 1 的旁证。“甾而垂之”即把甾变成它的一半。那么按这样的训释，“命而毁之，甾而垂之，半
而倍之，以物起之”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数量作为一个整体而又划分成若干份，得到的数据就会发生变化，比
如原来用锱来作度量的标准，而把它折半作为标准来度量时，现在得到的数据就由一半加倍了，到底该用什

②

么样的标准，要根据事物的实际来决定。
Joseph W． Dauben，Distinguished Professor，Department of History，Herbert H． Lehman College，CUNY，and
Ph． D． Program in History，The Graduate Center，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New York，N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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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us promotes an abstract discussion about knowledge with his student，Theaetetus，in
which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certain magnitudes is discussed． Mathematics figures even
more prominently in the Platonic dialogue，the Meno，wherein Socrates consider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with the sophist Meno and one of his illiterate slave boys，who is able to demonstrate
important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namely of the existence of incommensurable magnitudes
（ i． e． irrational numbers） as the result of a brief interrogative dialogue with Socrates．
In the East，philosophical dialogues enjoy an even longer tradition，but among those involving mathematics in detail either as a preface to or an integral part of mathematical documents，
the most prominent early example is the master-student dialogue that appears in the course of
the Zhoubi suanjing，in the Book of Chen Zi，where the well-known dialogue between the master Chen Zi and his disciple Ｒong Fang is recounted．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classic text written by its first commentator，Zhao Shuang，is presumed to have been written in the third century CE in the State of Wu，sometime between 222 to 280 CE． This dates the introduction to a
time very close to that of the preface to the Jiuzhang suanshu，the greates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devoted solely to mathematics． The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written by
Liu Hui of the neighboring state of Wei in 263 CE，just to the north of Wu，makes these virtually contemporary documents，and remarkably similar to the introduction to yet another of the
classic ancient works on mathematics，the somewhat later fifth-century Sun Zi suanjing． All of
these introductions and dialogues have an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 to the Beida mathematical text
under discussion here，to which I shall return in a moment．
What the dialogue “Lu Jiuci Asks Chen Qi About Numbers”raises are some very intriguing questions about the status of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eida
material to other mathematical works that have also only recently come to light，like the bamboo
slips also concerning mathematics that were excavated in 1983 – 1984 at a Western Han Dynasty tomb site near Zhangjiashan in Jiangling County，Hubei Province，namely the 算数书
Suan shu shu or Book of Numbers and Computations． Archaeologists have dated the tomb to ca．
186 BCE，and ascribe it to a Qin dynasty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 In April of
2002，more than 30，
000 bamboo strips and wooden tablets were recovered from an ancient site
at Liye，Longshan County，Hunan Province，including a Qin dynasty multiplication table，on a
board measuring 22 cm by 4. 5 cm． This bears direct comparison with bamboo slips of the Suan
shu shu devoted to 相乘 Xiang Cheng（ Mutual Multiplication） that also involve multiplication
with fractions in particular． The Beida mathematical material actually includes two versions of
multiplication tables，one on bamboo strips and the other on a wooden board．
The Beida multiplication tables are surpassed，however，by the discovery of an actual multiplication matrix among the bamboo strips that were obtained by Beijing's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08． Of 2388 bamboo slips dating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later，more accurately
by radiocarbon analysis to ca． 305 ± 30 BCE，21 slips provide an entire multiplication table
from 1 /2 times 1 /2 to 9 times 9，and then multiples of 10 from 10 to 90． Whereas the tabl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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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s or bamboo strips like the ones in the Beida collection generally list individual results
from 9 times 9 to 1 times 1，the Tsinghua version on bamboo strips also includes 
 times 
，
and because it is in matrix form，one can even perform divisions and extract roots． ①
Another set of bamboo slips important for comparison's sake with the Beida slips are those
acquired by the Yuelu Academy in 2007． Like those conserved and being studied at Tsinghua
and Beida universities，the Yuelu Academy slips are unprovenanced，having also come from an
antiquities dealer in Hong Kong． Among somewhat more than 1300 slips，those devoted to 数
Shu （ Numbers） include 231 complete bamboo slips，along with some partial slips． A recent
transcription of this work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73 computational problems in all，with 60 solution methods． ② In many respects，the mathematical slips in the Beida collection resemble
those of the Yuelu Academy's Shu that concentrates more on methods than the Suan shu shu，
that usually provides practical procedures，but since the detailed contents of Beida's 算书 Suan
shu（ Book on Computations） have yet to be published，here our attention will focus instead on
the slips constitut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Lu Jiuci and Chen Qi．
The Lu-Chen dialogue is remarkab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s and dialogues to be
found in the Zhoubi suanjing，the Jiuzhang suanshu，and the Sun Zi suanjing． The student laments his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numbers and computations and then asks for guidance． What
sets the Beida dialogue apart from the others is that the student，Lu Jiuci，admits that he has
studied both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al computation，but cannot thoroughly master
them both，and then asks the master Chen Qi which of the two is most important？ Chen Qi then
gives the ultimate mathematician's answer： “If you cannot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m both，
then give up literature and master numerical computations； numerical computation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literature，but literature cannot help us to understand numerical computations”
［slip 04 – 144］． This prompts the student to inquire further： “Of things under heaven，what
does not involve numbers？”In reply，Chen Qi simply says： “Of things under heaven，there is
nothing that does not involve numbers． ”He then goes on to enumerate various ways in which
numbers are indispensable to everything，from knowing the rotation of the seasons and the motions of the Sun，Moon，and stars，to how the five notes （ of the musical scale） and the six
（ musical） accords are engendered． Here there is a particular resonance with the ancient Greek
belief，originating with the Pythagoreans，tha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could be accorded a

①

For details，see Feng Lisheng and Xu Yibao，“The Tsinghua Multiplication Table，”Mathematical Knowledge at
Work in Ancient China，Special Symposium S115-A of the Twenty-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UK，July 23，2013： http： / / www． ichstm2013． com /
programme / guide / i /10953． html； Jeremy Berlin，“World's Oldest Decimal Times Table Found in China，”National
Geographic（ April 5，2014） ； and Jane Qiu，“Ancient Times Table Hidden in Chinese Bamboo Strips，”Nature（ January 7，2014） ： http： / / www． nature． com / news / ancient-times-table-hidden-in-chinese-bamboo-strips-1. 14482．

②

肖灿 Xiao Can，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研究 Yuelushuyuan zang Qinjian《Shu》yanjiu （ A Study of the Qin Bamboo
Book on Numbers Preserved in the Yuelu Academy） ． Dissertation： Hunan Univers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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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and they took music to be a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example of this． So too，the text of
the Beida mathematical bamboo slips，where slips ［04 – 137，136］relate how the laws under
heaven “help establish the （ musical） tones and the tone of the yellow bell as the basis / standard for the 12 tones，using symbols ［印 yin （ lit． marks） ］to denote the 12 hours / months ［lit．
时 shi（ times） ］，create the five tones （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usic system） ，the ten heavenly
stems ［lit． 十日 shi ri（ ten days） ］，and twenty-eight lodges （ of the Chinese zodiac） ． ”
Here mention of the tone of the “yellow bell”connects with another important example of
how pervasive certain numerological ideas are to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universe was fundamentally regulated by numbers． It turns out that the famous Wang
Mang standard measure，which figures with some controversy at the end of Chapter 5 of the
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features the hu as the largest of its measures． There
are five in all： 1 斛 hu = 10 斗 dou； 1 dou = 10 升 sheng； 1 sheng = 10 合 ge； 1 ge = 2 龠
yue． There is an inscription on the bronze standard measure that gives precise numbers for each
of these measures，and as James C． Y． Watt expresses it，there is a secret in the numbers：
“The standard measure of Wang Mang also embodied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an cosmology，
which is hidden in its dimensions． ”① The smallest of the volumetric measures is the yue，and
according to Wang Mang's chief advisor，Liu Xin，this was equal to the volume of the pitch
pipe note of 黄钟 huang zhong or“yellow bell． ”The huang zhong was the fundamental note of
the Chinese musical scale，from which it was believed“all musical notes and all measurements
were to be generated． ”Watt explains further： “Thus the standard measure of length was determined by the length of the huang-chung ［huang zhong］pipe，the measures of volume were def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olume of the pipe，and the measures of weight were def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weight of millet grains that filled the pipe． ”② Throughout all this，the number 9
was of cosmic force． For Liu Xin，Wang Mang's theorist i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the measurements and manufacture of the standard measure，the length of the huang zhong was 9 cun，and
its volume was ． 81 （ ． 9 × ． 9） cubic cun，or 810 cubic fen．
Also noteworthy among the Beida mathematical bamboo slips are references to specific
problems that come up in other bamboo texts，for instance in the Shu and Suan shu shu． Beida
slip ［04-135］ refers to the need for numbers to determine the equivalencies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grain measured in sheng or dou，exchanges of grains and lacquer，the manufacturing
of feathered arrows，erecting walls，digging ditches，cutting timber into squares and circles，all
of which are problems that appear in the Shu，Suan shu shu，and the Nine Chapters． Likewise，
the reference to “少广 xiao guang（ short-length） computations”on slip ［04 – 162］ repre①

James C． Y． Watt，“The Bronze Age and First Empires，”in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Taipei．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1996： 73 –
96，p． 95．

②

J． C． Watt，“The Bronze Age and First Empires”（ 1996）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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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s a subject that comes down to computations with fractions that appears in the Shu，the
Suan shu shu，and to which an entire chapter of the Jiuzhang suanshu is devoted．
Matters relating mathematical numerology to the macro-and microcosm are discussed in
terms relating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to the parts of a tree． When ill，to provid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it is crucial to know the timing of the onset of a given ailment，when
dawn and sunset occur，the times of recovery or death—all may be known in terms of numbers，
and thus determining the numbers correctly，one's destiny may also be determined． How a patient should be treated，the prognosis of recovery or death，are all knowable and even foreordained by numbers．
In fact，the essence of Chinese mathematics was embodied in the counting rods with which
all Chinese computation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counting board，and among the mathematical
artifacts acquired by Beida are several counting rods． Such rods were used by mathematicians to
carry out their algorithmically sequenced series of calculations，and there were also rods that
the prognosticator could use in divinatory practice． As Léon Vandermeersch has pointed out，
the origins of the ancient seal character for computation，筭 suan，paleographically，represents
two hands manipulating the stems of the yarrow plant：

． ① Moreover，according to 许慎 Xu

Shen's 说文解字 Shuowen jiezi （ Explaining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haracters） ，another
character equivalent to 筭 suan and 算 suan is 祘 suan，which literally has two characters 示
shi（ to show，reveal） related to something divinatory． Thus，the ancient suan with three different characters—算，筭，and 祘—may refer to computational，practical，and divinatory practice． As Jean-Claude Martzloff explains：
Thus，there may be a filiation linking the divinatory instrument and the calculating
instrument． In fact，the two usages seem to have co-existed over a long period． In the
Suishu，the monograph on the calendar refers to rods using terms which refer both to the
numerology of the Yijing and to mathematics （ positive and negative numbers） ： “［Calendrical］computations use bamboo rods 2 fen wide and 3 cun long． The positive rods are triangular （ san lian） and symbolise the positive principle （ qian） ． The negative rods （ fu
ce） are square ［］these are the rods of the negative principle （ kun） ． ②

①

Léon Vandermeersch，Wangdao ou a voie royale，recherches sur l'é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que（ Paris：
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vol． 1： Structures cultuelles et structures familiales，1977； vol． 2： Structures politiques，les rites，1979） ： 304 ； 315，note 50． See also Jean-Claude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Stephen S． Wilson，trans． Berlin： Springer，2006： 210．

②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2006 ） ： 210． I am grateful to Horng Wann-Sheng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Taipei，for his helpful comments on my translation of the Lu Jiuci-Chen Qi dialogue，and in particular for his pointing out the additional significance of 祘 suan in relation to both 筭 suan and 算 sua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vinatory meaning of these characters． I am also indebted to Guo Shuchun and Zou Dahai of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for very useful discussions of both the Lu-Qi
dialogue，and how certain especially challenging ancient characters and expressions might best be understoo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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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last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Liu Jiuci-Chen Qi dialogue is the concern it
expresses for how mathematics is disseminated． On slips ［04 – 130，129］ one finds the following：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numbers and standards will never know how to manage
all sorts of things． This is why mathematicians certainly issued corrections，but if the numbers
were not given，it was impossible to know （ how to resolve） all sorts of problems． This is why
scholars certainly found it （ mathematics） difficult before and easy after （ it was disseminated） ，
knowing it is therefore beneficial． ”Again，this is a true mathematician speaking． This thought
continues on slip ［04 – 126］： “Thus ancient sages （ wrote） books on bamboo and silk in order to teach the children and descendants of later ages / generations，and scholars certainly were
careful not to forget mathematics． Everyday mathematics is precious，and not easily attained． ”
This echoes themes familiar from the introductions to several of the mathematical classics
already mentioned． Zhao Shuang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Zhoubi suanjing laments the difficulty of mathematics but recommends its study to gentlemen who should study its mysteries： “My
sincere hope was to demolish the high walls and reveal the mysteries of the halls and chambers
within． Perhaps in time gentlemen with a taste for wide learning may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is
work． ”① Likewise，Liu Hui writes in his preface to the Jiuzhang suanshu： “But today there are
few of those who are adept ［at reckoning］，which is why although there may be many eminent
scholars，they may not be able to thoroughly comprehend this ［art of mathematics］… By investigating analogies it is possible to increase knowledge，thus even though something is remote，
distant，or slyly concealed，there is nothing that does not fit ［the chong cha （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i． e．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Erudite men of noble birth，
please read this carefully． ”②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vein，the preface to the Sun Zi suanjing is more of a rhetorical effort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emphasizing that mathematics is the key discipline among
the six arts 六艺之纲纪 Liuyi zhi gang ji（ 六艺 liuyi，The Six Confucian Arts） ． In comparison，the Lu-Chen dialogue refers more to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s．
What makes the Beida mathematical bamboo strips so remarkable is how at a time much
earlier than either of the prefaces to the Zhoubi suanjing and Jiuzhang suanshu were written，
these same sentiments appear in a very similar way： “Thus ancient sages （ wrote） books on
bamboo and silk in order to teach the children and descendants of later ages / generations，and
scholars certainly were careful not to forget mathematics． Everyday mathematics is precious，
and not easily attained； … 郦首 Li Shou （ legendary inventor of mathematics under emperor
Huang Di） is regarded as the creator of calculation / computation，and the entire subject ［lit：
①

Christopher Cullen．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Needham Ｒ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71．

②

Joseph W． Dauben，Guo Shuchun，and Xu Yibao． 九章筭术 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 A Critical Edi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ased upon a New Collation of the Ancient Text and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2013，vol．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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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shi（ marketplace） ］of 少广 xiao guang（ short-length） computations； for that which is （ earnestly） sought，surely anyone can succeed”［slips 04-126，162］．
致

谢

道本（ Joseph W. Dauben） 教授帮忙修改英文摘要，谨致谢忱。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Photographs，and Expert Commentaries
on an Excerpt from the Qin Dynasty Bamboo Strips Preserved at
Peking University： “Lu Jiuci Asks Chen Qi About Numbers”
Edited by HAN Wei1 and ZOU Dahai2
（ 1． Center for Ｒ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Lu Jiuci Asks Chen Qi About Numbers”is a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excerpt from
one of the mathematical books on bamboo strips preserved at Peki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publishes
photographs of all the bamboo strips along with a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excerpt，as well
as a series of commentaries written by a group of expert historians of mathematics and paleographers．
They explain the difficult textual points of this document and reveal its rich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including textual explanations，mathematical thoughts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medicine，divination，city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China，and theories about the historiography of mathematics． This special article is expected to promot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Keywords
mathematics

Chen Qi，unearthed mathematical books，bamboo strips of Qin dynasty，history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