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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周《 大律》 规定的以杖刑、鞭刑、徒刑、流刑、死刑为主刑的五刑制度,废除了
髡刑,并有多项创新,是当时最先进的刑罚制度。 北周五刑制度具有结构合理、等差均匀、
内容完备、轻重适中等特点,对典型的封建制五刑———唐朝五刑制度影响巨大,是封建制
五刑的雏形,其影响还远至明清。 该制度系在继承北魏刑罚制度的基础上,汲取萧梁刑罚
的部分内容,又在以《 周礼》 为蓝本的政治法律改革中汲取周朝法制的部分内容后,进行细
化、创新,并在“ 五刑” 法理的指导下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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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演变过程中,两汉、魏晋及南北朝的一些政权都对刑罚制度进行了
改革,其中北周的刑罚改革最为重要。 北周汲取前代刑罚和刑罚理论,并进行改革创新,确立了以杖
刑、鞭刑、徒刑、流刑、死刑为主刑的五刑制度。 北周五刑具有结构合理、等差均匀、轻重适度、内容完备
等特点,是隋唐五刑制度的底本,也是封建制五刑的雏形,其影响甚至远及明清。 加强对北周五刑制度
的研究,不仅有益于厘清封建五刑制度的形成过程,对进一步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及其演变也
有重要意义。 然而,囿于对北周刑律的传统认识和评价① ,学界对作为北周刑律重要内容的五刑制度
的研究极为薄弱② 。 鉴于此,本文拟对北周五刑制度的创新、特点、影响及其渊源等做初步的探讨。
收稿日期:2020-04-01
作者简介:吕志兴(1965) ,男,江苏南京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 自唐代起直至近现代,学界对北周刑律的评价一直很低,如《 隋书·刑法志》 称北周《 大律》 “ 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
烦而不要” 。 前辈学者程树德认为“ 周律名曰《 大律》 ,盖即《 大诰》 之意,……今必欲以科刑之典,丽以《 尚书》 《 周礼》 之文,削足适履,左
支右绌。 ……今古杂糅,礼律凌乱,无足道者。” 参见程树德:《 九朝律考》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409- 410 页;陈寅恪亦认为“ 北周刑律,
强摹《 周礼》 ,非驴非马,……故隋受周禅,其刑律亦与礼仪、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历数十年而天然淘汰。” 参见陈
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25 页。
② 学界对北周五刑制度,或对其略做介绍,或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 前者如张晋藩总主编的《 中国法制通史》 第三卷《 魏晋南北朝》
( 参见张晋藩编:《 中国法制通史》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和徐珍珍《 北周刑法制度研究》 ( 参见徐珍珍:《 北周刑法制度研究》 ,西南政法
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 对北周五刑制度做了简略的介绍;后者如薛菁的《 魏晋南北朝刑法体制研究》 ( 参见薛菁:《 魏晋南北朝刑法体
制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和邓奕琦的《 北朝法制研究》 ( 参见邓奕琦:《 北朝法制研究》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对北朝的流刑有
较多论述,其中涉及北周的流刑。 陈俊强的《 北朝流刑的研究》 ( 参见陈俊强:《 北朝流刑的研究》 ,载《 ( 台北) 法制史研究》 2006 年第 10
期) 对北朝的流刑做了专门的研究,其中涉及北周的流刑。 刘俊文的《 唐律渊源辨》 ( 参见刘俊文:《 唐律渊源辨》 ,载《 历史研究》 1985 年
第 6 期) 、倪正茂的《 隋律源流若干问题考辨》 ( 参见倪正茂:《 隋律源流若干问题考辨》 ,载《 法学》2010 年第 10 期) 和叶炜的《 北周〈 大律〉
新探》 ( 参见叶炜:《 北周〈 大律〉 新探》 ,载《 文史》2001 年第 1 辑) 就北周的流、徒、鞭、杖刑及赎刑等对隋唐的影响有所论及,观点也颇有
创新。 但该两部专著及四篇论文均未对北周五刑制度作专门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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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周五刑制度的创新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二月,“初颁新律” ①,谓之《大律》。 《大律》规定了北周的五刑制度,其不

仅内容丰富,而且有较多的改革创新。 由于《 隋书·刑法志》 记载的凌乱,及为下文分析的便利,在此
先对北周五刑制度的内容作一梳理。
(一)北周五刑制度的内容
北周五刑制度主要包括五刑的种类、加减、赎免、执行等方面内容。
1. 五刑的种类

据《隋书·刑法志》载,北周《大律》规定的五刑种类为杖刑、鞭刑、徒刑、流刑、死刑,其具体内容及

等差为:
“杖刑五,自十至五十。” ②杖刑分五等:杖 10、杖 20、杖 30、杖 40、杖 50。

“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 ③鞭刑分五等:鞭 60、鞭 70、鞭 80、鞭 90、鞭 100。

“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

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 ④徒刑分为五等:徒一年、鞭 60、笞 10⑤,徒二年、鞭 70、
笞 20,徒三年、鞭 80、笞 30,徒四年、鞭 90、笞 40,徒五年、鞭 100、笞 50。

“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

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
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 ⑥ 流刑分为五等:以京城为起点,从距离京城 2500 里至 4500

里,分为卫服、要服、荒服、镇服、蕃服五等,每等 500 里为差,并且分别附加鞭、笞刑,即:流卫服距京城

2500 里、鞭 100、笞 60,流要服距京城 3000 里、鞭 100、笞 70,流荒服距京城 3500 里、鞭 100、笞 80,流镇服
距京城 4000 里、鞭 100、笞 90,流蕃服距京城 4500 里、鞭 100、笞 100⑦。 流刑五等,罪犯均须在流放地服
劳服六年⑧。

“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 ⑨。 死刑分五等,按轻重依次为:磬、绞、斩、枭

(首)、(车)裂。

五刑的种类是北周五刑制度的核心内容。

①

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68 页。

③

同上注。

②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7 页。

④

同上注。

⑥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7-708 页。

⑤

这里的“笞”实际是“杖”,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只有杖的规格的规定,没有笞的规格的规定。

⑦

北周五刑制度有主、从刑之分,如徒刑后面的笞刑,流刑后面的鞭、笞刑,都是从刑,只是其主、从刑是直接地、对应地结合在一起,与

当代刑法中的主、从刑制度不同。
⑧

关于北周流刑的服役期限为六年,《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条说得很清楚:“ 流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以五百里为差,鞭笞

皆加十,至流四千五百里者,鞭、笞各一百,以六年为限。”有学者根据《隋书·刑法志》“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的记载,认为北周五等
流刑服劳役时间均为六年。 参见陈俊强:《北朝流刑的研究》,载《(台北)法制史研究》2006 年第 10 期,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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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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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刑的加减

从上述内容看,北周“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 ①。 在此基础上,《大律》对五刑二十五等的加

减做了规定:“杖十以上,当加者上就次,数满乃坐。 当减者,死罪流蕃服,蕃服已下俱至徒五年。 五年
以下,各以一等为差。” ②其意为:自杖十至死刑车裂共二十五等,依律文规定应加重刑罚的,依次加重。
若律文规定以多少日、多少匹、多少人、多少次等为加重刑罚的条件,必须达到各该数额才加重处罚。
依律文应当减轻处罚的,五等死刑均减为流蕃服,蕃服及其以下的五等流刑均减为徒五年。 五年以下
则一小等一小等地减,如徒五年减一等为徒四年,徒四年减一等为徒三年,下同,一直到杖十。 易言之,
《大律》规定的刑罚加减原则是不同的,刑之加重是加小等,即一小等一小等地加。 而刑之减轻则死
刑、流刑减大等,即五等死刑作为一等,减一等处罚均减至流蕃服,五等流刑作为一等,减一等处罚均减
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减刑才减小等。 《大律》 关于五刑加减的规定,不仅使刑罚加减的表述简明扼要,
其死刑、流刑减大等的规定,又体现了轻刑的精神。
3. 五刑的赎免

《大律》规定,五刑二十五等都可以金、绢赎免,没有犯罪性质、犯罪主体身份的限制,其标准为:

“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 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 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

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 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 赎死罪,
金二斤。 ……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匹。 徒流者,依限岁收绢十二匹。 死罪者一百匹。” ③ 其意
为:赎杖刑 10 至 50 五等,赎金自 1 两至 5 两,每等以一两为差;赎鞭刑 60 至 100 五等,赎金自 6 两至 10
两,每等仍以一两为差;赎徒刑一年至五年五等,赎金为 12 两、15 两、18 两、21 两、24 两(当时一斤为 16

两制),每等以三两为差;赎流刑五等,赎金均为一斤 12 两,即 28 两,不以流放距离远近来计流刑的内
部等级区分赎金的等差;赎死刑五等,赎金均为二斤,即 32 两,与流刑一样,亦不以死刑的内部等级来
区分赎金的等差。

如果以绢纳赎,其收取标准为:鞭、杖刑每十下收中绢一匹,其中杖刑收 1 至 5 匹,鞭刑收 6 至 10

匹;徒、流刑则按服刑年限,每年收 12 匹,再加上附加的鞭杖刑,其中徒刑五等分别收中绢 19 匹、33 匹、

47 匹、61 匹、75 匹。 流刑五等均服刑六年,均收绢 72 匹,加上鞭杖,则五等流刑分别收中绢 88 匹、89
匹、90 匹、91 匹、92 匹;死刑五等收中绢均为 100 匹。

为防止缴纳赎金或中绢的拖延,《大律》 还明确了各等刑罚赎金缴纳的期限:“ 其赎刑,死罪五旬,

流罪四旬,徒罪三旬,鞭罪二旬,杖罪一旬。 限外不输者,归于法。 贫者请而免之。” ④ 即赎死罪、流罪、
徒罪、鞭罪、杖罪的时间依次为 50 日、40 日、30 日、20 日、10 日,超出该法定期限而不缴纳者,则执行判
决确定的刑罚。 家贫无力缴纳赎金,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可以免缴赎金。
4. 五刑的执行

《大律》规定,如果判决后罪犯未按期限以金、绢纳赎,或申请免缴赎金,则按判决内容执行,其中

执行鞭、笞刑时,“鞭者以一百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 应加鞭笞者,皆先笞后鞭”;执行徒刑时,对“徒

①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8 页。

③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8-709 页。

②
④

同上注。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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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即根据罪犯的技艺及能力强制其从事相应的劳役;执行死刑时,“书其
姓名及其罪于拲,而杀于市”,即以弃市的方式公开执行。 但“ 皇族与有爵者隐狱” ①,即贵族不公开
处死。

(二)北周五刑制度的创新
与前代及同时期北齐的刑罚制度相比,北周五刑制度有许多改革创新之处,主要有:
1. 废除髡刑

髡刑在周朝即已出现,如《周礼·秋官·掌戮》 载:“ 髡者使守积。” 《 说文》 曰:“ 髡,剃发也。” 髡人

之发,因与《孝经》所倡导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观念有违,故而成为刑罚之一
种。 秦汉以后,髡常作为耻辱刑与徒刑或流刑结合使用,如秦有髡钳城旦舂( 无期徒刑),汉有髡钳城
旦舂(五岁刑),曹魏有釱右趾髡钳城旦舂加笞二百(五岁刑)、釱左趾髡钳城旦舂加笞二百(五岁刑)、
髡钳城旦舂加笞一百(五岁刑)、髡钳城旦舂( 五岁刑) ②,两晋及南朝都有髡钳五岁刑加笞二百( 五岁
刑) ③。 北魏、北齐则将髡刑与流刑结合,如北魏神龟年间,驸马都尉刘辉因与张容妃、陈慧猛二女私
通,殴打兰陵公主并伤及胎儿,皇帝下诏:“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 ④北齐流刑为:“谓论犯可死,原
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之边裔,以为兵卒。” ⑤ 对流刑罪犯仍附加髡刑。 至北周时,徒、流刑中不
再附加髡刑,实际是将髡刑予以废除。 沈家本经过考证后指出:“ 至北周以后,并无髡之名,盖亦废
之矣。” ⑥
从《晋书·刑法志》中刘颂“诸重罪亡者,髡过三寸则重髡之”的说法看,髡刑是持续的、终身的,其
给罪犯带来的耻辱感等精神痛苦也是持续的、终身的,因而是惩罚力度较强的刑罚。 北周废除髡刑,是
刑罚的重要进步。
2. 首次将“徒刑”刑名列于律典

徒刑起源于周朝的“圜土”“嘉石”制度,战国至秦汉成为主刑,但不称“ 徒刑”,而称隶臣妾、城旦

舂、鬼薪白粲、司寇、罚作、复作等⑦。 曹魏将徒刑称作髡刑、完刑、作刑⑧,两晋及宋齐将徒刑称作“ 髡
刑” ⑨,梁朝将徒刑称作“耐罪”。 北魏中前期及北齐则将徒刑称作“ 刑” 或“ 耐罪”。 北魏后期已出现
“徒刑”刑名,如《魏书·孝庄纪》 载:“( 建义二年) 夏四月癸未,迁肃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
 但“ 徒刑” 刑名只见于诏

庙,内外百僚普泛加一级。 曲赦畿内,死罪至流人减一等,徒刑以下悉免。” 

令,而未列于律典之“刑名”篇,不为正刑。 至北周时才将“徒刑”刑名规定于律典之“刑名” 篇,“徒刑”
 实指“徒刑” 刑

正式列名于正刑。 沈家本指出:“北周之徒刑即旧日之年刑也,改名为徒,实自周始。” 

①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8 页。

③

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81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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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5 页。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886 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5 页。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01 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99 页。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32 页。

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81 页。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61 页。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44 页。

吕志兴:北周五刑制度研究

名列于律典“刑名”篇,成为正刑。
3. 流刑制度化

流刑虽古已有之,但一般以唐律规定的流刑为典型。 《唐律疏议·名例》 “流刑三” 条规定:“流刑

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犯流应配”条规定:“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注:本条称加役
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 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处从户口例)。 妻妾从之。 父祖子孙欲随者,听
之。”从该两条内容看,典型的唐朝流刑制度包含四项要素:道里之差、强制劳役、终身远逐、妻妾跟随,
其中最主要的是道里之差和强制劳役,终身远逐和妻妾跟随则是选择性的,因为在唐朝中后期放逐的
期限有所变化,妻妾跟随也不再要求。 从上文内容看,北周的流刑已具有流刑制度四项要素中最主要
的两项,即道里之差和强制劳役,其中强制劳役期限与放逐期限重合,均为六年。 而流刑制度的四项要
素在北周以前甚至在较《大律》晚出的《北齐律》 ①中均不具备,比如北魏、北齐的流刑均不分等级,无道
里之差,罪犯所服为兵役而非劳役。 因而北周最早使流刑制度化( 有关流刑制度及变化,请参详下
文)。 流刑制度化对北周五刑制度的形成至关重要,也为宫刑、刖刑的彻底废除创造了条件。
4. 首次将封建制五刑由轻至重排序

秦汉时期,因未形成五刑体系,其各刑种的排序不详。 曹魏“ 更依古义制为五刑”,但曹魏及其后

的两晋、南朝和北魏、北齐的五刑都按由重至轻排序,只有北周首次将五刑按杖刑、鞭刑、徒刑、流刑、死
刑由轻至重的顺序排列,五刑的排序对刑罚加减的规定有重要意义。
此外,首次详细规定五刑的加减及赎物的缴纳期限,也是北周五刑制度的创新。 由于废除了髡刑,
并有较多的创新,北周五刑制度堪称当时最先进的刑罚制度。
二、北周五刑制度的特点
与以前各朝代及同时代的北齐相比,北周的五刑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有:
(一)律典中“罪”“刑”概念清晰
北周以前的律典,对刑罚或称“刑”,或称“罪”,特别是在徒刑上,“刑”和“罪”经常混淆不清,比如
梁律称“刑二岁以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各随伎能而任使之”实际上是徒刑,既是徒刑,
怎么又叫耐罪? 北魏徒刑称“刑罪”,如《魏书·刑罚志》 载,孝文帝太和五年(481) 制定的律典,“凡八
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 ② 这里的“刑” 即为“刑罪”,指的
是徒刑。 比北周《大律》晚出的《北齐律》仍是如此,其所确立的五刑是:“ 一曰死,二曰流刑,三曰刑罪
(即耐罪也),四曰鞭,五曰杖。” ③而北周《大律》 确立的五刑是:一曰杖刑,二曰鞭刑,三曰徒刑,四曰流
刑,五曰死刑④。 “罪”和“刑”概念已判然两分。
(二)更符合“五刑”刑罚传统

①

据《周书·武帝纪》载,《大律》颁行于保定三年(563)二月。 《隋书·刑法志》 载,《 大律》 颁行于保定三年三月;《 北齐书·武成纪》

②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877 页。

④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7-708 页。

载,《北齐律》颁行于河清三年(564)三月。 《大律》较《北齐律》早完成一年,这一点在对北周、北齐刑律进行叙述及评价时较为重要。
③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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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刑法上有一很特别的现象,即刑罚体系中的主刑都是五种,如夏、商、周时期刑罚中的
主刑都是五种:墨、劓、膑、宫、大辟;作为封建刑罚体系典型的隋、唐刑罚中的主刑也是五种:笞、杖、徒、
流、死。 其实,“五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如《尚书·舜典》 曰:“流宥五刑” “五刑有
服”。 《尚书·皋陶谟》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 夏商周时,“ 五刑” 形成传统。 那么,“ 五刑” 后面的
法理依据是什么? 是中国古代的“五行”相克的哲学理论。 《白虎通·五刑》对此有专门解释:“刑所以
五者,何? 法五行也。 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克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
者,法火之胜金。” ①
秦汉时期,刑罚制度未遵循“五刑”传统,东汉王充论及汉朝刑罚时曾指出:“今律无五刑之文。” ②
但到曹魏时,“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
七,凡三十七。” ③韩国磐认为曹魏以“死、髡、完、作、赎为五刑” ④。 倪正茂认为曹魏“七等刑罚中的髡
刑、完刑与作刑并在一起就是徒刑” “死刑、徒刑、赎刑、罚金、杂抵罪为魏之五刑” ⑤。 两晋及南北朝各
政权尽管刑罚略有差异,其主刑均为五种,但其中唯有北周五刑,不仅刑种为五种,且每一刑种的内部
等级亦为五等,五刑共二十五等,堪称“双重”五刑。
“五刑”法理作为刑罚传统,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不仅夏商周及魏至清各主要朝代的主刑基本都

为五种,有时刑罚的改革亦直接与该传统有关。 唐初曾以断右趾为贷死之刑,太宗欲改断右趾刑,受到
谏议大夫王珪、陈叔达等大臣的反对。 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与宰相房玄龄等提出:“古者五刑,刖居
其一。 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以备五刑。 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主张废除刖足,即断右趾
刑。 这次则未受到任何反对。 经“ 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
年” ⑥,断右趾刑被改为加役流。 有学者指出:“仅仅用六刑不合于五刑的意见,便使太宗同意废除断趾
法,而将其改为加役流,这样的理由远比魏晋反对复肉刑之人的立论省力得多。” ⑦ 北周的“双重” 五刑
体系,更符合“五刑”法理,更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刑罚传统。
(三)结构合理,等差均匀
在夏商周时期,其刑罚体系包括墨、劓、膑、宫、大辟五种主刑,结构基本合理,五种刑罚依次加重的
幅度也较为均衡,等差均匀。 战国及秦朝在保留奴隶制五刑的同时又发展了徒刑等刑种,刑罚的结构
及等差出现紊乱。 汉文帝、景帝的刑制改革,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 的四种
肉刑即墨、劓、膑、宫,但改制后的刑罚体系中主刑只有死刑、徒刑和笞刑,死刑分腰斩、枭首、弃市三等,
徒刑自一岁至五岁分为五等,笞刑仅 100、200 两等⑧,刑罚种类偏少,一种刑罚内部分等亦偏少,结构不
合理,各刑种之间的加重幅度也不均匀,如五岁刑的上面就是死刑,加重幅度太大,故汉代的刑罚体系

①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438 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25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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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565 页。

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4 页。
倪正茂等:《中华法苑四千年》,群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8 页。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135 页。

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9 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99 页。

吕志兴:北周五刑制度研究

有较大的缺陷,东汉末年至刘宋两百余年间多次恢复肉刑之议,即与此有关①。 曹魏虽然形成“ 五刑”

体系,但其中某些刑种是否适合作主刑仍有问题,如赎刑、杂抵罪,是对贵族官僚等特殊身份犯罪者减
轻处罚的代用刑,不适用于全体罪犯,其结构仍不合理。 经过两晋及其以后宋、齐、梁、陈和北魏几百年
的发展,五刑的结构虽有所变化,但汉初形成的刑罚不合理的等差则无实质的改观,较北周五刑晚出的
北齐五刑,其五刑的等差也不均匀。 据《隋书·刑法志》 载,北齐五刑为死、流、刑、鞭、杖,其中死分轘、
枭首、斩、绞四等;流则“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即将罪犯流放至边疆
地区为兵卒,与秦汉时期谪戍无异,且无等级的区分和道里之限;其(徒) 刑称“刑罪,即耐罪也”,刑期
自五年至一年共五等,分别附加笞刑 80、60、40、20、10,虽形成等差,但不均匀;其鞭五等之数分别是

100、80、60、50、40;杖刑分 30、20、10 三等②。 故北齐的五刑结构合理,但流刑无道里之差,即内部不分等
级,尚未形成流刑制度;鞭刑等差也不均匀;而杖刑只有三等,内部分等偏少,五刑制度不够完备。

北周的杖、鞭、徒、流、死五刑,杖刑五等,自 10 至 50;鞭刑五等,自 60 至 100;徒刑五等,自一年至五

年,分别附加鞭刑自 60 至 100,附加笞刑自 10 至 50;流刑五等,流卫服、要服、荒服、镇服、蕃服,以京城

为起点,自 2500 里至 4500 里,以 500 里为等差,并附加鞭刑 100,笞刑自 60 至 100;死刑五等,磬、绞、斩、
枭、裂,其中磬为秘密吊死,既可留得全尸,又可保全死者及家族脸面,其刑最轻;绞为勒死,可留得全

尸,但须公开执行,有伤死者及家族脸面,较磬刑为重;斩则身首异处,又系公开执行,既不能留得全尸,
又有伤死者及家族脸面,较绞刑为重;枭首既身首异处,又系公开执行,并须悬首多时,不能留得全尸,
更有伤死者及家族脸面,较斩刑为重;裂即车裂,极为残酷,也系公开执行,既不能留得全尸,又有伤死
者及家族脸面,其刑最重。 由此可见,北周五刑的惩罚力度依次加重,结构合理,各刑种内部区分等级,
每等等差完全相同。 故与前代及同时期的北齐相比,北周五刑制度结构最为合理,各刑种内部等差最
为均匀。
(四)内容完备,轻重适中
如上文所述,北周五刑制度不仅规定了五刑的种类及其内部等差,还规定了五刑的加减、赎免、执
行等,内容丰富而完备。
北周五刑制度在司法中的执行情况,史料记载极少,对其轻重程度也未见时人及后人的评价,但我
们可以其刑罚内容与后世刑罚及其变化加以比较和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
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 中褒称唐律“得古今之平”,意指唐代刑罚在中国古代最为宽
大。 与唐代刑罚相比,北周的刑罚略显残酷,这主要表现在流刑和死刑上。 北周流刑自距皇畿 2500 里
至 4500 里分为五等,距离很远,且服劳役六年,附加鞭、笞刑。 而唐律将流刑分 2000 里、2500 里、3000
里三等,服劳役时间均为一年,无鞭、笞附加刑;唐律中亦无北周五刑中的枭首、车裂酷刑。

唐朝的五刑制度在古代最为宽大,理论上得到好评,却因惩罚力度不足,不敷现实之用。 如作为降
死一等重刑地位的流刑,虽分 2000 里、2500 里、3000 里三等,但在流配地服役仅一年,期满即于当地附
籍。 宋神宗时大臣曾布对此做过评说:“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
差。 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 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致终身。 近世之民,轻去乡井,

①
②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21-922、931-933、940-942 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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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① 徒刑的服役时间尚在一年以上,多至三
年,随着“安土重迁”观念的淡化,流刑的惩罚力度甚至还不如徒刑。 故唐朝及其以后,流刑的变化最
大,惩罚力度不断加重。
唐朝前期流刑即有变化,唐高宗时对犯重罪的官员适用“ 长流” 刑,流放至岭南、黔中、蜀中等边
远、瘴疠地区,终身不许回原籍。 如《太平广记》 载:“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 后赵公
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 ②玄宗时天宝九年(750) 规定:“选人冒名接脚,实紊纪纲,比虽提防,
未全折中。 如有此色,量决六十,长流岭南恶处。” ③“长流”刑适用于普通罪犯。

五代时期,出现刺配刑,即将重罪减等的罪犯刺面后流配边远地区服重役,如后晋天福三年(938)

左街使韩延嗣为百姓李延晖冲撞而将后者殴打致死,后被判“ 徒二年半,刺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 ④。
宋朝将五代刺配刑进一步发展,“ 既杖其脊,又配其人,且刺其面”,取代流刑而成为降死一等的重刑。
对刺配刑的残酷性,宋代张方平有一说明:“刺配之条比前代绝重,前代加役流即不加杖,又役满即放,
或会赦即免。 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终身,其配远恶州军者,无复地里之限。” ⑤
至明代,又出现充军刑,即将犯重罪减死一等者发往边疆军事机关卫、所服役或屯种,其距离最远的极
边、烟瘴均在 4000 里以外。 关于充军刑的残酷性,《明史·刑法志一》 称:“(充) 军有终身,有永远。 永
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 ……论者谓既为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
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 ⑥

清代又有发遣刑,即将重罪减死的犯人发往新疆、黑龙江、吉林或各省驻防军营为奴。⑦ 发遣刑较
充军刑和流刑为重,取代流刑成为降死一等的重刑。
唐律中虽无枭首、车裂酷刑,但中唐以后,枭、裂等酷刑在惩治谋反、谋叛等重罪时皆复用之,如甘
露之变后,宦官仇士良等将宰相王涯等“腰斩” “ 枭首” ⑧。 至唐末,“ 车裂” 刑亦复用之,如昭宗天祐二
年(905)十一月,“癸丑,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贬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莱州司户。 甲
寅,斩璨于上东门外,车裂张廷范于都市。” ⑨五代以后至清末,司法中大量适用更为残酷的、俗称“千刀
万剐”的死刑执行方法———“凌迟”。 凌迟,“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
 乃中国古代最残酷的死刑执行

其闭,剖其腹,出其脏腑以毕其命。 仍为支分节解,菹其骨肉而后已。” 

方法。
与唐以后之刑罚相比,北周流刑流配距离自 2500 里至 4500 里,服劳役时间六年,并附加鞭、笞刑,

其惩罚力度较唐代流刑为强,但不如宋之刺配、明之充军、清之发遣,轻重处于唐代与宋、明、清之间。
北周五刑中的枭首、车裂酷刑,较唐代的最重刑绞、斩为重,远不如五代以后的凌迟残酷,亦处在唐与

①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008-5009 页。

③

窦仪等:《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6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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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36-237 页。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302 页。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4195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7916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8655-86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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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清之间。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北周五刑轻重适中。
三、北周五刑制度的影响
北周五刑制度对北周的影响因史料阙如难以分析,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轨迹明显。 北周五刑对后
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五刑的种类
北周以后的隋朝所确立的五刑为:“一曰死刑,二曰流刑,三曰徒刑,四曰杖刑,五曰笞刑。” ① 只称

“刑”而不再称“罪”,其蓝本显然是北周五刑而非北齐五刑。 与北周五刑相比,隋朝废除鞭刑,增加笞
刑,其他不变。 笞刑五等,数量自 10 至 50;杖刑五等,数量自 60 至 100。 虽然在刑种上与北周有所不
同,但从数量来看,应是受北周杖刑、鞭刑数量的影响,而与北齐无关。

隋朝的流刑较北周略有变化。 隋朝流刑分三等:流 1000 里、1500 里、2000 里,并分别居作二年、二

年半、三年。 虽然与北周流刑不尽相同,但隋以前只有北周流刑有“道里之差”,五等流刑均服役六年,
故隋朝流刑的等级及服役年限只可能是在北周流刑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而非对北齐流刑的继承。
唐朝五刑种类与隋朝相同,但排列顺序是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流刑的距离及服役时间亦
有区别。 唐朝常流分为 2000 里、2500 里、3000 里三等,均居作一年。 唐朝五刑与北周五刑有更多相似
之处。 唐以后各朝代之五刑种类基本与唐朝相同。
(二)五刑的排列顺序
在封建制时期,自曹魏形成五刑制度后,历代的主刑基本都是五种,但排列顺序不同。 为便于读者
比较,现将曹魏至清朝的五刑种类及排序列表如下:
魏至清历代五刑的种类及排序一览表

①

朝代

五刑的种类及排序

史料依据

曹魏

死刑、岁刑、赎刑、罚金、杂抵罪

《晋书·刑法志》

晋朝

死刑、耐罪、赎刑、罚金、杂抵罪

《唐六典》“刑部郎中”条注

梁朝

死刑、耐罪、赎刑、罚金、鞭杖刑

《隋书·刑法志》

北魏

死刑、流刑、刑罪、鞭刑、杖刑

《魏书·刑罚志》《九朝律考》

北周

杖刑、鞭刑、徒刑、流刑、死刑

《隋书·刑法志》

北齐

死刑、流刑、刑罪、鞭刑、杖刑

《隋书·刑法志》

隋朝

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

《隋书·刑法志》

唐朝

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唐律疏议·名例》

宋朝

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宋刑统·名例》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7-708 页。

11

2020 年第 3 期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朝代

五刑的种类及排序

史料依据

辽朝

死刑、流刑、徒刑、杖刑

《辽史·刑法志上》

金朝

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

元朝

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元史·刑法志一》

明朝

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大明律·名例》

清朝

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大清律例·名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周五刑最早按由轻至重顺序排列,并影响后世唐、宋、金、元、明、清等朝代。
五刑的排列顺序,其意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反映各刑种的轻重,最接近死刑的刑种肯定是重刑,
离死刑远的刑种,则是轻刑。 二是律文有刑等加减规定的,则五刑的排序应当是由轻至重,否则表述上
不符合逻辑。 第一个问题较好理解,下面对第二个问题做进一步说明。
唐律规定,罪犯犯某罪,有加重或减轻情节的则在基本刑基础上加重或减轻处罚,其表述如《擅兴
律》规定:“诸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主帅犯者,加二等。 即差发从行而违期者,
各减一等。” ①意即有皇帝亲临的大规模军事检阅而官兵违期不到的,其基本刑是杖 100,每超过三日,
加一等,即超过三日徒一年,超过六日徒一年半,以此类推。 若是主帅违期不到,在基本刑杖 100 的基
础上,每超过三日加二等,即超过三日徒一年半,超过六日徒二年半,以此类推。 若因执行上级命令而
违期不到的,在基本刑杖 100 的基础上减一等处罚,即杖 90。

唐律上述规定的前提是,其五刑由轻至重依次排列,相互衔接,前一个刑种内部等级的最高级与后

一个刑种内部等级的最低级衔接。 具体而言,第一个刑种笞刑自 10 至 50 为五等,第二个刑种杖刑自

60 至 100 为五等,第三个刑种徒刑自一年至三年为五等,第四个刑种流刑自 2000 里至 3000 里三等,第
五个刑种死刑分绞、斩两等;那么,杖 60 就是笞 50 的上一刑等,徒一年则是杖 100 的上一刑等,流 2000

里则是徒三年的上一刑等,绞刑是流 3000 里的上一刑等,五刑的内部刑等依次排列相加,共为 20 等。
罪犯犯某罪,先规定基本刑,有加重或减轻情节的,则在基本刑的基础上通过加减刑等来表述,非常简
明扼要。 但五刑各等相加,必须是五刑由轻至重排列,若是由重至轻,用加减刑等来表述则不符合
逻辑。
(三)流、徒刑加杖
隋朝及其以后不少朝代的流、徒刑都附加杖刑,如:隋朝的流刑附加杖刑:“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
百里、二千里,……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 ②
唐律中徒、流刑没有附加刑,但中唐以后流刑开始附加杖刑,如宪宗“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
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 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 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
性。 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 宜决一百,配流循州” ③。

金朝徒刑开始附加杖刑:“徒刑七:一年,赎铜四十斤,决杖六十,加杖一百二十;一年半,赎铜六十

①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1 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153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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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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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决杖六十,加杖一百四十;二年,赎铜八十斤,决杖七十,加杖一百八十;二年半,赎铜一百斤,决杖七
十,加杖一百八十;三年,赎铜一百二十斤,决杖八十,加杖二百;四年,赎铜一百六十斤,决杖九十,加杖
二百;五年,赎铜一百八十斤,决杖一百,加杖二百。” ①
元朝也规定徒刑附加杖刑:“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
七;三年,杖一百七。” ②
明清两代的流、徒刑均附加杖刑。 明朝的规定为:“流刑三:二千里杖一百,二千五百里杖一百,三
千里杖一百。”“徒刑五: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 ③ 清朝
流、徒刑加杖的规定与明朝完全相同。
隋朝以后的流、徒刑附加杖刑,应是北朝徒、流刑附加鞭、笞刑的传承。 但北朝的北魏、北周、北齐
的流、徒刑均附加鞭笞刑,只有北周是按照等级有规则地附加的,且与后世流、徒刑附加杖刑的数量有
相同之处,说是受北周流刑、徒刑附加鞭、笞刑的影响更为妥切些。
(四)五刑的加减
北周关于五刑加减的规定对后世唐、宋、明、清都有重要影响。
《唐律疏议·名例律》对五刑的加减作了详细规定:“诸称‘加’,就重次;称‘减’ 者,就轻次。 惟二

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加者,数满乃坐,又不得加至于死;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注:加入绞者,不加至
斩)。 其罪止有半年徒,若应加杖者,杖一百;应减者,以杖九十为次。” 律文后之疏议则对律文及注文
作了详细解释,并举例加以说明④。

唐以前的律典中,北周、北齐对刑之加减都有规定,如《北齐律》的规定是:“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

下就次。”北周《大律》的规定是:“杖十以上,当加者上就次,数满乃坐。 当减者,死罪流蕃服,蕃服已下
俱至徒五年。 五年以下,各以一等为差。”相比之下,《大律》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且与唐律的规定相
近,可见唐律关于五刑加减的规定,是对北周的继承。
宋朝基本法典《宋刑统》沿用《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议,对唐律中五刑加减的规定也全面继承⑤。

明、清律《名例》“加减罪例”条的规定与唐、宋律基本相同,只是明、清律无疏议,但用小注对律文进行

①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9 页。

③

《大明律》,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②
④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605 页。

参见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3-155 页。 其内容为:“ 诸称‘ 加’,就重次;称‘ 减’ 者,就轻

次。”[疏]议曰:“假有人犯杖一百,合加一等,处徒一年;或应徒一年,合加一等,处徒一年半之类,是名‘ 就重次’。 又有犯徒一年,应减一等,
处杖一百;或犯杖一百,就减一等,决杖九十,是名‘就轻次’。”“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疏] 议曰:“ 假有犯罪合斩,从者减一等,即至流

三千里。 或有犯流三千里,合例减一等,即处徒三年。 故云‘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其加役流应减者,亦同三流之法。” “ 加者,数满乃坐,
又不得加至于死;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注:加入绞者,不加至斩)。”[疏]议曰:“加者数满乃坐者,假令凡盗,少一寸不满十匹,依《 贼盗律》:
‘盗窃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为少一寸,止徒一年。 又不得加至于死者,依《捕亡律》:‘宿卫人在直而亡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虽

无罪止之文,唯合加至流三千里,不得加至于死。 ‘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依《斗讼律》,殴人折二支,流三千里。 又条云:‘ 部曲殴伤良人者,
加凡人一等。 加者,加入于死。’此是‘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注:加入绞者,不加至斩。” [ 疏] 议曰:“部曲殴良人,折二支,已合绞坐;若故

殴折,又合加一等,今既加入于绞,不合更加至斩。”“其罪止有半年徒,若应加杖者,杖一百;应减者,以杖九十为次。” [ 疏] 议曰:“ 假有县典,
故增囚状,加徒半年者,县尉知而判入,即以典为首,合徒半年。 典若单丁,决杖一百。 县尉应减一等,处杖九十,征铜九斤之类。”
⑤

窦仪等:《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8-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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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释①。 北周五刑制度中五刑加减对后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
(五)流配期限

流配期限指被处流刑者在流放地服役及居留的期限。 北魏、北齐的流刑都是犯者终身远逐,不得
返乡。 北周流刑是犯者在流放地服役六年,六年后能否返乡没有限制。 从隋文帝颁行《 开皇律》 的诏
书“流役六年,改为五载” ②的内容看,隋朝流刑犯服满劳役后,最多再居留五年即可返乡,这一期限自
六年改成,而流配期限六年,在隋以前只有北周流刑是此期限,可见隋朝流配期限系受北周流刑的
影响。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注:本条称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

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处从户口例)。 妻妾从之。 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 移乡人家口,亦准此。
若流、移人身丧,家口虽经附籍,三年内愿还者,放还。 即造畜蛊毒家口,不在听还之例。” ③ 从唐律的规
定看,唐朝流刑犯者是终身不得还乡,这与北齐的流刑相似。
但中唐以后,流刑犯者服刑一定期限后可以返乡。 宪宗元和八年(813),经刑部侍郎王璠奏准:
“自今流人准格例满日六年后,并许放还。 所冀抵法者,足以悛惩,满岁者,绝其愁怨。” 沈家本就此指
出:“据此所称,格例六年放还,是已不用役满从户口例之律。” ④ 由此可知,至宪宗时,流刑犯者终身远
逐的规定不再执行,服满劳役后六年即可返乡,不再是终身远逐,这与北周流刑相同。
(六)缴纳赎物的期限
北周五刑制度规定的缴纳赎物期限的规定对唐朝也有影响。 《唐律疏议·断狱律》 “输备赎没入

物违限”条:“诸应输、备、赎、没入之物,及欠负应征,违限不送者,一日笞四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
百。”“疏议”引《狱官令》:“赎死刑,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四十日;笞,三十日。” ⑤ 虽具体
内容与北周《大律》有所不同,但唐以前规定五刑赎免期限的只有北周,可见该规定系在北周五刑制度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从上述内容看,北周五刑制度对唐朝的影响巨大。 唐朝刑罚在五刑的种类、五刑的排列顺序、五刑
的加减、赎物缴纳期限、流配期限、流刑加杖等方面都深受北周五刑制度的影响,故北周五刑制度实为
唐朝刑罚制度的底本。 封建制五刑以唐朝五刑制度为典型,故北周五刑制度即为封建制五刑的雏形。

①

《大明律·名例律》“加减罪例”条规定:“ 凡称加者,就本罪上加重( 注:谓如人犯笞四十,加一等,即坐笞五十。 或犯杖一百,加一

等,则加徒减杖,即坐杖六十、徒一年。 或犯杖六十、徒一年,加一等,即坐杖七十、徒一年半。 或犯杖一百、徒三年,加一等,即坐杖一百、流二
千里。 或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加一等,即坐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之类)。 称减者,就本罪上减轻(注:谓如人犯笞五十,减一等,即坐笞四十。
或犯杖六十、徒一年,减一等,即坐杖一百。 或犯杖一百、徒三年,减一等,即坐杖九十、徒二年半之类)。 唯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注:二死,
谓绞、斩。 三流,谓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各同为一减,如犯死罪减一等,即坐流三千里;减二等,即坐徒三年。 犯流三千里者,减一
等,亦坐徒三年)。 加者,数满乃坐(注:谓如赃加至四十贯,纵至三十九贯九百九十文,虽少一十文,亦不得科四十贯罪之类)。 又加罪止于杖
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至于死。 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注:加入绞者,不加至斩)。”参见《大明律》,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 1999 年版,第 20-

21 页。 《大清律例·名例律下》“加减罪例”条的内容与《大明律》完全相同,参见《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3

页。

②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10 页。

④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72-273 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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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75 页。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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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周五刑制度的渊源
北周五刑制度内容完备,特色鲜明,且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该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其渊源如何?
细梳史料,可以看出北周五刑制度的内容来源于北魏刑罚、萧梁刑罚及周朝的法律,具体而言,系在继
承北魏刑罚制度的基础上,汲取了萧梁刑罚的部分内容,在以《 周礼》 为蓝本的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中,
又汲取了周朝法律的部分内容,然后进行细化、创新,并在“五刑”法理的指导下进行整合而成。
(一)继承北魏的刑罚制度
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进行了律学研究和刑罚改革,刑罚制度不断进步,至北魏已形成以死、
流、(徒)刑、鞭、杖为主刑的五刑制度①。 北周由北魏、西魏演变而来,北周继承了它们的刑罚制度,较
为明显的是,在五刑的种类、概念和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均沿用北魏刑罚的内容。

北魏的五刑为死、流、刑、鞭、杖,北魏中后期流和徒已经开始使用“流刑” “徒刑” 概念②,北周五刑

制度继承了北魏五刑种类及其概念。 北魏世祖时崔浩定律令,“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 大逆不
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 害其亲者轘之。 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 巫
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 确定死刑的执行方法为斩、绞、腰斩、轘、沉渊五种。 高祖定律,“除群行剽
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枭首”,增加了枭首。③ 北周继承了北魏的绞、斩、枭首、轘四种死刑执行方法。
(二)汲取萧梁刑罚的部分内容
在继承北魏刑罚制度的同时,北周还汲取萧梁刑罚的部分内容,主要有:
1. 徒刑的劳役原则

徒刑在秦朝成为主刑,其执行方式和劳役的内容在刑等上有表现,如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候,

但劳役期限不详④。 汉文帝时确认徒刑期限:髡钳城旦舂为五岁刑,完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白粲为三
岁刑,司寇为二岁刑,罚作为一岁刑⑤。 魏晋以后则以服劳役时间为等级,如髡钳五岁刑、四岁刑、三岁

刑、二岁刑、一岁刑,对劳役的内容则未作说明。 北周对徒刑所服劳役做了原则性规定,即“徒输作者,
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 此原则性规定系从梁律中汲取。 梁律规定:“刑二岁以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
而任使之也。” ⑥如上文所述,耐罪实即徒刑,梁朝和北周关于徒刑服役的规定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实
质相同,可以看出后者系对前者的继承。
2. 刑罚加减之法

关于刑罚加减的规定,北周以前只有梁律中有。 梁律规定,刑罚由死刑、髡钳五岁刑笞二百、四岁

刑、三岁刑、二岁刑、赎死罪、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赎四岁刑、赎三岁刑、赎二岁刑、罚金十二两、罚金八

①

《魏书·刑罚志》对北魏五刑制度无记载,据程树德考证,北魏已形成以死、流、徒、鞭、杖为主刑的五刑制度。 参见程树德:《 九朝律

②

“徒刑”之称见于上文北魏孝庄帝的赦令;“流刑”之称,可见于侍中孙腾奏言中的“ 罪止流刑”。 参见魏收:《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③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874、2877 页。

⑤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99 页。

考》,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55-360 页。
年版,第 2888 页。
④
⑥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8-163、509-510 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6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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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罚金四两、罚金二两、罚金一两构成十五等之差,再由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 200、鞭杖 100、
鞭杖 50、鞭杖 30、鞭杖 20、鞭杖 10 构成九等之差,又由免官加杖督 100、免官、夺劳百日杖督 100、杖督

100、杖督 50、杖督 30、杖督 20、杖督 10 构成八等之差,共计三十二等,并规定:“论加者上就次,当减者
下就次。” ①北周加减刑罚的规定为:“杖十以上,当加者上就次,数满乃坐。 当减者,死罪流蕃服,蕃服
已下俱至徒五年。 五年以下,各以一等为差。” ②与梁朝有区别,但也有相同部分,如“论加者上就次”与
“当加者上就次”,可以看出两者的渊源关系,只不过北周的规定更加详细和宽大。
3. 徒刑赎免时绢的收取标准

萧梁时徒刑可纳绢赎免,其规定如“ 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

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 ③。 对徒刑纳赎的一般标准是每月

一匹,一年十二匹。 北周五刑收赎是金、绢并用,对绢的收取标准是“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匹。
流、徒者,依限岁收绢十二匹” ④。 这与梁律完全相同。 由此可见,北周对徒刑纳绢收赎中绢的收取标
准系汲取自梁律,并将该标准扩大到流刑。
(三)汲取周朝法律的部分内容
周文帝宇文泰控制西魏政权后,“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遂以《周礼》 为蓝本进行官制改革。 史
载:“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 “(魏恭帝)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 周
礼》,建六官。” ⑤与此同时,宇文泰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
条之制,奏之。 七年,又下十二条制”。 大统十年(544),又“ 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
班于天下” ⑥,称作《大统式》。 其后又由廷尉卿赵肃、司宪大夫拓跋迪等撰定法律,于武帝保定三年
(563)完成《大律》。

宇文氏在西魏和北周以《周礼》为蓝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仅涉及中央官制,在地方仍沿用魏晋

以来的体制,有些不伦不类。 在此背景下制定的《大律》 亦有模仿《周礼》 的痕迹,受到后世讥评,如陈
寅恪说“北周刑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 但笔者以为这一改革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由于模仿《 周
礼》而对西周典章制度的研究对北周五刑制度的确立有积极意义,北周五刑制度中某些内容实际上是
从西周相关制度中汲取的,如:
1. 刑罚由轻至重的排序

中国古代刑罚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其五刑的排序有二种:一是由重至轻,一是由轻至

重。 奴隶制时期,夏朝五刑系由重至轻排序,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
辟五百,墨、劓各千。”而周朝五刑则由轻至重排序,如《周礼·秋官·大司寇》载:“司刑掌五刑之法,以
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尚书·吕刑》载:“墨罚之属千,劓
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罪二百。 五刑之属三千。”封建制时期,曹魏开始
确立五刑制度,但自曹魏起直至北魏五刑的排序皆由重至轻,至北周才首次将五刑由轻至重排序。 北
①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698-699 页。

③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698 页。

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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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9 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8-709 页。
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36 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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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对五刑由轻至重排序,应当是其模仿《周礼》的改革中对周朝刑罚制度的合理因素的汲取。
2. 死刑中“磬”的执行方法

磬,是周朝的一种死刑执行方法,《礼记·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郑玄注:“悬

缢杀之曰磬。”皇氏云:“如悬乐器之磬也。” ① 磬即缢杀,俗称吊死,吊死之状“如悬乐器之磬也”,故称。
周朝公族等贵族犯死罪,由官吏甸氏将其缢杀。 磬在秦汉以后的法律中无规定,至北周又成为死刑执
行方法之一,应是在模仿《周礼》的改革中对周朝刑罚的汲取。
3. 流刑中的“道里之差”

虽然在南北朝时期流刑已经成为主刑,但流刑制度最重要的因素“道里之差”在北周才确定,流刑

因此制度化。 北周将流刑分作卫服、要服、荒服、镇服、番服五等,以距皇畿远近为标准,依次为 2500
里、3000 里、3500 里、4000 里、4500 里,此“道里之差”系从《周礼》“九服”制度中汲取。

周朝以王畿为核心,以方五百里为标准将邦国分作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
藩服九等,自卫服至藩服,距离王畿依次为 2500 里、3000 里、3500 里、4000 里、4500 里②。 北周流刑五等
也是去皇畿五百里为标准划分等级,“五流”的距离与《周礼》“九服”中的后五服完全相同,甚至名称有
几个都是相同的,如距离皇畿 2500 里的都是“ 卫服”,4000 里的都是“ 镇服”,4500 里的都是“ 藩服”。
不同的是距皇畿 3000 里的,《周礼》称作“蛮服”,北周作“要服”;距离 3500 里的,《周礼》 称作“夷服”,
北周作“荒服”。 之所以做这种改变,有学者认为,北周将《周礼》的“蛮服”“夷服”改作“要服”“荒服”,
或许是北周君主宇文氏源自塞外胡种,故讳言蛮夷之故③。

北魏虽已形成死、流、( 徒) 刑、鞭、杖五刑体系,但有些刑种内部分等很不规则,比如其鞭刑只有

50、100 两等,杖刑也只有 30、50、100 三等;④ 流刑“ 无道里之差”,并附加髡刑;徒刑未规定服劳役的内
容等。 北周在继承和汲取北魏、萧梁刑罚及周朝法律中的相关内容后,废除了髡刑,将流刑制度化,调
整五刑排序,规定五刑赎免赎物缴纳期限,对五刑的加减加以细化,并在汉魏以来的“ 五刑” 法理的指
导下,对五刑内部等级进行调整和增补,最终形成结构合理、等差均匀、内容完备、轻重适中的五刑二十
五等的刑罚制度。
五、结语
在前代刑罚制度的基础上,北周进行了废除髡刑、列“徒刑”刑名于律典、调整五刑排序、细化五刑
加减规则、规定赎物缴纳期限等改革和创新,最终确立的以杖刑、鞭刑、徒刑、流刑、死刑为主刑的刑罚
制度,具有“刑”“罪” 概念清晰,更加符合“五刑” 法理,结构合理,等差均匀,内容完备,轻重适中等特
点。 其在五刑种类、五刑的排序、五刑的加减、徒流刑附鞭杖、流刑等级和时限、赎物缴纳期限等方面对
后世都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典型的封建制五刑———唐朝五刑制度的影响直接而巨大,故北周五刑制度
堪称是封建五刑制度的雏形,封建制五刑在北周基本确立。 其影响还远及宋、明、清等朝代。

①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8 页。

③

陈俊强:《北朝流刑的研究》,载《(台北)法制史研究》2006 年第 10 期,第 58-59 页。

②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864 页。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58-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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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五刑制度系在继承北魏以死、流、( 徒) 刑、鞭、杖为主刑的刑罚制度的基础上,汲取了萧梁刑
罚的部分内容,在以《周礼》为蓝本的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中,又汲取了周朝法制的部分内容,然后进行
细化、创新,并在“五刑”法理的指导下进行整合而成。
后世对北周刑律及北周五刑制度的评价较低,如陈寅恪指出:“ 北周刑律,强摹《 周礼》,非驴非
马。”陈俊强则认为:“北周订《大律》时,高齐仍在,故国土狭小,并不存在把人犯流‘去皇畿四千五百里
者’的条件,修律者不过是模仿《周礼》 而强将流刑分等罢了。” ① 从本文的内容看,北周在模仿《 周礼》
进行政治和法制改革中,汲取了周朝礼与刑中的合理成分,最终使流刑制度化,并使五刑排序更加合
理,故两位学者关于北周刑律和流刑的评价值得商榷。

JS

On the Five Penalties Institution of Northern Chou
LV Zhi-xing

(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The five penalties institution in Da Lv of Northern Chou, which contains the principal

penalties as paddling, whipping, imprisonment, banishment, and death penalty,abolished the penalty of

Kun, and also made many innovations, wa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advanced penalty institution. The five
penalties institution of Northern Chou, which had a reasonable structure, average penal intervals, complete

content as well as a moderate extent, had huge impacts to typical feudal five penalties—the five penalties
of T’ ang. It was the rudiment of feudal five penalties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even lasted to Ming and
Qing. This system was integrated based on the penalty system of Northern Wei, took in part of penalty of

Liang dynasty, and learned partial legal institution of Chou from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which based
on Chouli, then specialized and innovated,and the whole system was guided by nomology of five penalties.

Key Words: Northern Chou; the five penalties institution; Da Lv; the five penalties institution of

Feudalism; Chouli

本文责任编辑:龙大轩

18

①

陈俊强:《北朝流刑的研究》,载《(台北)法制史研究》2006 年第 10 期,第 58-5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