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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汉时期，在土地私有制和家族墓地盛行的背景下，伴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受墓葬风俗和争地冢讼

信仰的共同影响，买地券产生于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买地券在六朝区域广泛传播，随着移民大潮的

涌荡直达两广，承载了那个悲惨时代的精神印记。唐代时买地券使用减少，但至五代宋元，成为一种相当普

遍的习俗。买地券伴随着土地私有制和人口流动而产生，又因人口流徙而广为传播，此小小方物，实为风云

变幻的中古社会在冥世的一个缩影。中古人口迁徙与信仰变迁相互交融，此历史大势有诸多生动表现，买地

券不过其中微小一例。今天所有对买地券某方面特征的认识，皆不应忽视人口流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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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买地券，并非顾名思义的普通土地买卖契约，而是一种用于墓葬的明器，约产生于东汉早期，并一直

使用至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买地券”之名现在虽然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但是根据张传玺先生的研究可知，

其历史称呼多种多样，如约、券、券约、券书、契、牒、地券、买地券等，并不固定。[1]现今普遍使用的

称谓，不过是最近四十年来学术界取宋元之际周密《癸辛杂识》的记载约定俗成：“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

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2] 

 



 

 

买地券是一种内容丰富的历史资料，迄今为止，学界对其研究除文献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以外，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向。首先是在土地制度史视角下，讨论买地券的性质、功用、起源、演变过程、真伪等问题，其

中买地券作为土地买卖契约是关键话题。[3]这类研究延续了几乎整个 20 世纪，因与古代土地、经济、法律

等制度密切相关，故在历史学界受到广泛关注与响应。其次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买地券的宗教属性受到较

多关注，在宗教史视角下出现不少新探索。[4]第三是最近十多年来，买地券的经济属性被进一步淡化，出

现几种综合性研究成果，涉及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5] 

 

买地券信仰自东汉以来绵延两千年，至今在全国不少地区仍为常见习俗。它虽然是一种墓葬契约，但

包含多方面的信息，对历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关于买地券内容性质的认识虽然国内外学者经过

一个世纪的探索，然而至今仍有明显分歧。其实，买地券虽小，但它并非某单一历史因素的产物，这种情况

下我们特别需要从多维度来推进认识，其中最关键的几个因素包括人口流动、土地制度和冥界信仰，以往关

注基本都在后两个方面，而忽视人口流动视角，此即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关于买地券内容性质的研究史 

 



近代学术界对买地券的研究肇始于罗振玉。民国初年，罗振玉在《蒿里遗珍》一书中搜集著录买地券

4 种，根据内容分为两类，一为世间土地买卖合同，二为冥界人鬼契约，其“吴浩宗买地券”条考释云：“至地

券之制，前籍未详，以传世诸刻考之，殆有二种。一为买之于人，如建初、建宁二券是也。一为买之于鬼神，

则术家假托之词。如此券及晋杨绍、南汉马氏二十四娘、宋朱近等券是也。”[6]1930 年，罗氏《贞松堂集

古遗文》卷十五《铅券》著录买地券增至 7 种，并根据此前分类原则，将世间土地买卖合同称为“买地铅券”，

冥界人鬼契约称为“镇墓券”。 

 

 

 

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买地券的研究较早。1938 年，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开拓者仁井田陞发表《汉魏

六朝の土地买卖文书》一文，将汉魏六朝买地券全部视为现实生活中的土地买卖文书，进而研究相关法律制

度。[7]1952 年，仁井田陞又发表《中国买卖法の沿革》一文，继续将买地券作为土地契约使用。[8]这两篇

文章后来收入仁井氏的代表作四卷本《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土地法·取引法》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

所，1960 年）。仁井田陞的观点主要在日本学界有较大影响，但国内亦屡见有学者援引或利用 [9]。 

 

罗振玉关于买地券性质的二分法对 20 世纪下半叶的国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1956 年，史树青关于

买地券的分类观点即直接继承自罗振玉：“我国各地出土过不少的汉代以来的‘地券’，其内容可分二种：一种



是实在用的地券，多铸铅为之，上面刻上某人向某人买地，钱地两清的券文，例如洛阳出土的房桃枝买地券

（见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一种是迷信用物，俗称‘买山地券’，或称‘地莂’，最初是把券文用朱砂写在陶

罐上或砖上，后来渐渐的刻在砖上或石板上，例如会稽出土的杨绍买地莂（杨绍买地莂系会稽出土，见……

及罗振玉蒿里遗珍……）。”[10]1973 年，方诗铭撰文《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开篇即言“属

于土地买卖契约的两汉‘地券’，是研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项重要史料。”[11]1979 年，他进一步从时间上

发展了罗氏的分类标准，认为汉代的地券属于土地买卖文书，其后的则属于镇墓券：“东汉以后，真正属于

土地买卖的‘地券’几乎绝迹，所谓‘地券’，都是属于‘镇墓券’性质”。[12] 

 

直到 1978 年，李寿冈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包括汉代在内所有的买地券都不是真正的土地买卖文书，

而是明器：“一般土地买卖契约决不会埋在土里，也不一定是铅制的。原来这种地券并不是活人社会的土地

买卖契约，而是出于迷信，埋入墓葬，供死者‘执掌’的契约摹式。”“一、这种‘地券’并不是人间的土地买卖契

约；二、是用于墓葬，以瓦石或金属作成，价值和证人都是出于虚拟；三、这种风俗从汉代到明代都沿袭不

改。”[13]1981 年，陈柏泉在讨论宋代买地券时也有类似看法：“地券既是专门用作墓葬的一种幽契，因而

它就不可能是现实社会的土地买卖的契约，而仅只是一种所谓由权势大神发给死者执掌而供冥府公验的凭

证。”[14] 

 

然而，自此以后更为普遍的看法是明器说与罗振玉观点的折衷，既肯定买地券全为明器，又强调部分

买地券（主要是汉代买地券）的土地契约属性。例如 1981 年，俞伟超讨论墓地土地所有制时说，“正因墓

地的自由买卖，东汉就出现了随葬买卖墓田契约那种明器的习俗。这种明器习称为‘买地券’，其实叫‘买墓地

券’才准确。现知最早的一件是传出山西忻县的《建初六年武靡婴买墓田玉券》。以后就愈来愈普遍。不过

从《延熹四年钟仲游妻买墓地券》起，已经开始同道教内容的《解除文》结合在一起，离开真正的契约形式

愈来愈远了；但‘买墓地券’的存在，总是反映了墓地买卖这个简单的事实正在继续进行下去。”[15]1982 年，

吴天颖一面肯定所有买地券都是明器，一面又认为早期券与真正的土地买卖文书很接近，故而将买地券分为

甲、乙两型：“早期买地券一般是铅券，券文内容基本上是摹仿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真实性较强，史料价

值较高，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甲型买地券。晚期买地券，券文千篇一律，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解放前甚

至有以木刻纸印而焚化者，无多大史料价值，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乙型买地券。”“买地券的发展演变过程，

大致经历了土地实物（簿土）或模型（陶田）——摹仿真正土地契约的甲型买地券——纯迷信用品的乙型

买地券等阶段。”[16]1990 年，林甘泉利用买地券讨论汉代的土地买卖和土地价格，认为六件东汉铅券“虽

是随葬明器而非真实的土地契约，但它们的内容显然是按照当时买地券通行的程式书写的。”“这种买地券虽

属明器，但它们的内容对于研究汉代的土地买卖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17]再如 1995 年，张传玺亦承认“买

地券是随葬品，是葬家为死者虚构的一种置买墓地的契约”，但又认为“东汉时的买地券刚刚行用，所写内容

与人间契约几乎完全相同，史料价值很高。东汉末及魏晋以后，买地券内容的迷信化程度日益加深，其史料

价值也相应地降低了。”[18]甚至宋元时期的买地券，李裕群也主张分为摹仿真正土地契约的甲型、纯迷信

的乙型和介于二者的中间型。[19] 

 

2006 年，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一文对汉代买地券的性质进行了综合研究，提

出三条意见：（1）今见东汉买地券均为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而是“实在的冥世土地买卖契

约”；（2）今见东汉镇墓文在功用、性质方面与买地券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之殁亡，并

祈求得到地下鬼神的接纳与保佑，只不过镇墓文以铅人、金玉奉献给地下土神以解除丧葬动土对地下神的冒

犯，而买地券通过向地下鬼神购买葬地以得到地下鬼神的保佑；（3）买地券与镇墓文之源头，至少可上溯

至西汉前期墓葬所出之告地策。[20]该文实际上发展了李寿冈的主张，主要特点是否定二分法，将买地券与

镇墓券在性质和功能上等同，认为所有买地券包括东汉买地券都不具备世间土地买卖文书的属性，券中所涉

及的买卖双方、见证人均为亡人，买卖的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田亩面积、价格、所用钱数等

只有冥世意义。 



 

2018 年，黄景春对将买地券的内容完全冥世化解读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这与将买地券视为世间土

地买卖契约一样极端：“罗振玉对买地券‘买之于人’的说法，让一些学者产生误解，以为部分买地券如实记录

了当时的土地交易，并以此为依据研究古代土地价格，至今仍有人把买地券中的地价当做真实交易价格来利

用。与此相反，近年有人对汉魏时期买地券的解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买地券所涉及的买卖双方、见

证人均为亡人’，‘所买卖之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对汉代买地券做完全冥世化解读恐难成立。

理解买地券的关键是，券文所描述墓地是一种现实墓地与地下阴宅的双重存在……完全虚拟化的解读也是不

可靠的。”他提出一种折衷解释，实际是此前学界观点的延续，认为“买地券中有写实成分，也有虚拟成分，

所占比例大小不一。”“买地券的内容，总的来说包括买地、镇墓两个方面。买地内容所占比例越大，仿真程

度越高；反之，镇墓内容越多，‘迷信’成分也就越多，仿真程度越低。所谓‘仿真’，就是书写格式模拟现实地

契的写法。”[21]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买地券内容性质的认识主要有四类观点，即认为买地券：（1）

为世间土地买卖契约；（2）部分为世间土地买卖契约，部分为镇墓券；（3）为冥界人鬼契约，但部分与

世间土地买卖契约很接近；（4）为完全虚拟化的冥界人鬼契约。对买地券内容的认识，从完全真实到虚实

相间，再到完全虚拟，一个世纪的研究不仅没有形成共识，反而从一端走向另一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究竟如何去看待买地券呢？ 

 

二、人口流动与东汉买地券的滥觞 

 

目前所知，买地券最早出现在东汉初期，传世的几件西汉券普遍被视为赝品。因此要探寻买地券的性

质，东汉买地券是最直接的材料，不过迄今发现的数量并不多，如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著录 13

种，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著录 16 种，李明晓《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著录 19 种。以下讨论以鲁西奇的整理以及另外两种著作补充的姚孝经券、龙桃杖券、□孟叔券和李叔雅买

地券[22]共 17 种买地券作为依据。为了避免分歧，讨论的切入点选择诸家共同肯定的真实内容，主要为墓

主籍贯、葬地、冢田来源等，以下首先按照时间顺序将诸券有关信息作梳理分析。  

 

例 1 姚孝经买地券，券文云：“永平十六年四月廿二日，姚孝经买桥伟冢地约亩。出地有名者以券书从

事。”不言墓主籍贯或居地、葬地，出土于河南偃师县城关镇北窑村，墓周围未见其他姚姓墓葬。  

 

例 2 武孟子男靡婴买地券，券文云：“武孟子男靡婴买马熙宜、朱大弟少卿冢田……东陈田比介，北、

西、南朱少比介。”“武孟”或释为地名，但大多认为是人名，当是。券文不言具体葬地，出土于山西忻州。从

墓葬比界推测，墓主并非葬于家族墓地。 

 

例 3 钟仲游妻买地券，券文云：“平阴偃人乡苌富里钟仲游妻薄命蚤死，今来下葬。自买万世冢田……”

不言卖地人，墓主为平阴偃人乡苌富里（今河南孟津县）人，具体埋葬地址不明，出土于河南孟津县。  

 

例 4 王末卿买地券，券文云：“河内怀男子王末卿从河南河南街邮部男子袁叔威袁买皋门亭部什三陌西

袁田三亩”。墓主本河内郡怀县人，死后买河南郡河南县冢地安葬，显然生前客居于河南县。  

 

例 5 孙成买地券，券文云：“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卖所名有广德部罗陌田一町，贾钱万

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墓主生前为左骏厩官大奴，身份

低贱，虽居雒阳城中，但籍贯很可能在外地，从墓地四周比邻可知，其孑然一身，显非葬于祖茔。  

 



例 6 刘元台买地券，券文云：“广[陵都]乡乐成里刘元台从同县刘文平妻[买得]代夷里冢地一处，贾钱

二万，即日钱毕。[南]至官道，西尽坟渎，东与房亲，北与刘景□为冢。时临知者刘元泥、枕安居，共为卷

书，平执。”墓主生前居乐成里，死后买代夷里冢地安葬。其墓地虽然东邻“房亲”（家族近支宗亲），但明显

非其自家祖茔地。 

 

例 7 曹仲成买地券，券文云：“平阴都乡市南里曹仲成从同县男子陈胡奴买长谷亭部马领佰北冢田六

亩……田东比胡奴，北比胡奴，西比胡奴，南尽松道。”墓主居于市南里，买长谷亭部冢地安葬，周围别无其

他曹氏墓。 

 

例 8 李叔雅买地券，券文云：“成睾（皋）男子李叔雅，从巩男子左叔陵、子男苌生买所名有□亭部北

勇上一佰（陌）北田南头西畔田十四亩，买（价）钱……钱毕。田中根生伏财，上至仓（苍）天，下到皇（黄）

泉，悉行。田西比左卅贤，东比左卅贤，北卅贤，南至佰（陌）。钱千无五十。时旁人……”墓主为成皋县人，

买临近巩县地安葬，周边均为他姓，显为客葬。 

 

例 9 王当等买地券，券文云：“青骨死人王当，弟[伎]、偷及父元兴[等]，从河南□□[左仲敬]子孙等，

买谷郏亭部北佰西袁田十亩，以为宅……田本曹奉祖田，卖于左仲敬等；仲敬转卖□王当，当地伎、偷，父

元兴。”券文虽不言墓主籍贯或居地，但系王当父子一家同买，可以说是初创家族墓地，故疑当等为外来移

民。按此墓田本曹奉祖田，先卖于左仲敬一家，仲敬又转卖给王当一家，林甘泉认为，“这附加的券文当是

抄自真实的买地券。土地买卖文书中要注明产权变动的情况，这是为了防止他人冒认田业或原来的业主另生

枝节。后来的上手契，当即滥觞于此。”[23] 

 

例 10 刘公买地券，券文云：“太原太守中山蒲阴县所博成里刘公……早死，今日合墓……青骨死人刘公，

则自以家田三梁……”墓主籍贯为中山蒲阴县所博成里，但生前既为太原太守，当居治所晋阳县。券文称葬地

为“自以家田三梁[亭]”，不在所博成里，但在自家田内，至于是否其祖茔所在地，无法断定。鲁西奇猜测刘

公即刘质，“盖刘质或籍平原，而居里则在刘氏祖居之地蒲阴县，故死后葬于蒲阴县境内。”[24]若果真如此，

则其葬地与籍贯不同。 

 

例 11 戴子起买地券，券文云：“都乡戴子起自有父世一丘一顷田，南至海，北至陆，东自陌，西至千，

上半天，下入渊。子起□知之。子起薄命，蚤来归土，十月卅日葬。为子起买冢田，万三百……”虽不言具体

葬地，但系墓主父亲之田。鲁西奇认为，这段话说明“券文所云之买田，与实际上墓地是否属于亡人所有并

无关系”。[25]此言并不确切，问题的关键是该田地是否戴氏祖茔所在。从券文“子起薄命，蚤来归土”及“墓

主魂神，无责子起妻子、兄弟、父母。欲责生人，待乌白头、马生角”来看，戴子起系早逝，当时其父母兄

弟妻子俱在。又据墓地四邻，可以确定此田并非戴子起祖茔所在。 

 

例 12 樊利家买地券，券文云：“平阴男子樊利家从雒阳男子杜謌子、子弟□买石梁亭部桓千东比是陌

北田五亩……田南尽陌，北、东自比謌子，西比羽林孟□。”墓主籍贯为平阴县，死后买雒阳冢地安葬，墓地

四邻亦证明其为孤葬移民。 

 

例 13 房桃枝买地券，券文云：“雒阳大女房桃枝，从同县大女赵敬买广德亭部罗西造步兵道东冢下余

地一亩……田东、西、南比旧冢，北比樊汉昌。”墓主当居于雒阳城，买郊区冢地安葬，与四周比邻无亲属关

系。 

 

例 14□□卿买地券，券文云：“雒阳男子□□□，从同县男子申阿、仲节、季节、元节所名有当利亭部大

阳仟北高坫佰西垣冢田一町……田东比沐君谦、沐君高、沐□□，南比章延年、章仲千、章阿□，西比申阿、



申仲节、季节、元节，北比申阿、申中节、季节、元节。时旁人泠阿车、王伯玉、刘唐、许伯雁、王元□、

师□金，皆知券约。”墓主当居于雒阳城，买郊区冢地安葬，墓四周皆为外姓冢宅。  

 

例 15 龙桃杖买地券，券文云“建安廿四年十月六日，龙桃杖从余根买㓻上冢地”，不言墓主籍贯、居地

及具体葬地，出土于南京市。 

 

例 16 甄谦买地券，券文云“……东……西……里故茂陵令甄谦，字孝恭……命……买……”，明显是关于籍

贯和葬地的内容，但残缺严重不可辨识。墓主生前为茂陵令，当居长安，墓葬则位于今河北无极县。根据北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和今人的考古调查可知，无极（汉代为中山毋极县）为甄氏一支家族墓地所在。

[26]不过，该家族墓地究竟始于何时，甄谦的原籍和葬地到底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  

 

例 17□孟叔买地券，券文云：“河南男子□孟叔从雒阳男子王孟山、山子男元显、显子男富年买所名有……

田□亩……”可知墓主为河南县人，生前客居雒阳县，死后在当地买冢地安葬。  

 

表 1  东汉买地券墓主籍贯与葬地 

 

 

迄今为止全国发掘的汉墓数量十分庞大，[27]而发现的买地券不过区区十余件，于墓葬数量而言如九

牛一毛，故其非汉代普遍信仰无可疑也。不过样本虽少，但统计数据仍能透露出一些关键信息。其一，信仰

地域。17 种券中出自江苏 2、安徽 1、河南 11、山西 1、河北 2，而河南 11 种均在洛阳及其附近，表明买



地券当时主要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地带。其二，信仰阶层。有学者将汉代墓葬按等级规模分为皇

帝陵（特大型墓）、诸侯王墓、列侯墓、二千石官吏墓（大型墓）、中下级官吏墓和庶民墓（中小型墓）等

几类。[28]若以此标准观之，17 种券所在墓葬只有 1 座（例 10）属于二千石官吏墓，其余均为中小型墓，

表明当时买地券的使用者主要为社会中下阶层民众。[29]其三，出现时代。17 种券集中出现在东汉后期，

尤其是灵帝时期，这是东汉政权土崩瓦解的大动荡时期。其四，土地买地。17 种券有 14 种记载了明确的买

地信息（例 3、10、11 除外），共涉及 15 桩土地买卖（例 9 包含两次），全系私人间行为。无论卖地人是

否为亡人，[30]都应重视这种现象与现实土地买卖的关系。其五，17 种券中墓主葬于非祖茔地的至少有 13

人，比例高达 76%。其中异县客葬 4 人（例 4、8、12、17），同县异乡里葬 5 人（例 5、6、7、13、14）。

鉴于买地券密集出现在社会剧烈动荡的东汉后期，这些人是否移民需要特别注意。以买地券集中的洛阳为例，

据葛剑雄介绍，东汉任职洛阳的官员户籍仍在故乡，退职或死后都应返回。但这项制度实际执行并不严格，

一些人死后葬于当地，由于大多是大家族，附庸人口如门生、故吏、奴仆很多，因此实际产生的移民相当可

观。[31]买地券中孙成即为奴仆，当是此类移民。 

 

以上所举东汉买地券诸特点，此前多被学界关注，如地域、阶层、时代、土地买卖等，但客葬与非祖

茔葬问题未见讨论，大多数买地券见于此类墓葬，会是偶然的吗？买地券的产生是否与东汉社会中下阶层民

众异地购买墓地安葬有关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以下从两条线索来试做分析。  

 

第一条线索是墓葬风俗。汉代时，客死他乡者归葬故里的风俗很盛，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对此

有详细考证，其“丧葬·归葬”节云：“死于他乡，率归葬。”其下列举很多例证，有父母待其子丧之返者，有国

家赐冢地而亲属仍乞归者，有已葬赐地数年又改归者，有由亲属往丧所迎归者，有由朋友、故吏、部民、国

家使者或地方遣使送归者，等等。[32]而归葬故里的实质是回归祖茔。同章“祔葬”一节云：“子孙从其父祖葬

为祔葬，所谓归旧茔，是也。”下引数例，如《汉书·韦玄成传》：“玄成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

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上许焉。”[33]此观念在中国至今仍根深蒂固，实际上主要形成于汉代。为何如何

重视返故里归旧茔？东汉《太平经》卷五十《葬宅诀》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

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为害也。五祖气终，

复反为人。天道法气，周复反其始也。”[34] 

 



 
 

“葬”的要义在当时是“本先人之丘陵居处”，这一点亦可从考古学上得到证明。俞伟超先生早先指出，

从商周到汉代，墓地制度发生了从公社所有制到私有制的变化，商代的氏族墓经过周代的祖坟墓，到汉武帝

以后发展成个体家庭或嫡长制家族的私有莹地。[35]后来韩国河进一步论证了秦汉家族墓的发展轨迹及特点，

认为“家族墓和族坟墓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家系为中心的独立墓地存在，不再受宗法观念的限制，转以私人

权力或财产关系而选定墓穴。”他还特别关注到中小型家族墓的情况，如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家族墓，安徽

芜湖贺家园曹姓家族墓，洛阳烧沟墓群中的郭氏、赵氏、商氏、吴氏、肖氏等家族墓，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

墓群中的羊氏、唐氏、刘氏家族墓，以及洛阳金谷园西汉中期以后的左氏、唐氏、樊氏、郑氏、郭氏、王氏、

闾氏等家族墓。[36]不难发现，这类家族墓地在中原地区尤其洛阳一带很盛行，这一区域恰恰是早期买地券

集中出现的地区。 

 

当然，当时也有不归葬的情况。譬如崔瑗，“临终，顾命子寔曰：‘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

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形骸，勿归乡里。其赗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遗令，遂留

葬洛阳。”[37]不过，具备“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觉悟和精神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不归葬者大多

有客观原因制约，或者因为贫困，或者因为道远，等等。[38] 

 

客居他乡者死后葬于居地附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墓地问题——倘若不是极少数获朝廷赐与冢地，或

者自身拥有土地，那么只有自行购买，这便涉及到第二条线索土地制度。林甘泉先生曾指出，从先秦到秦汉，

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周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到春秋战国时期趋于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汉

代的土地所有制存在着三种基本形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除此之外，还有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和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残余。”在这些所有制形式中，国有土地主要包括

山林川泽、苑囿园池、牧苑、垦田和荒地，面积虽然很大，不过处于支配地位的却是私有制。[39]关于墓地

在私人间的买卖，早在买地券出现前的西汉武帝时期便已蔚然成风。据《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从弟李



蔡位至丞相，获赐冢地却多占取并倒卖获利：“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

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40]而到了东汉时期，有证据表

明即便是朝廷名臣，葬于他乡也需要购买冢地。《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死后因谗言受到皇帝刘秀猜

忌，“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槀葬而已。”[41] 

 

以上两个方面是理解东汉为何产生买地券的重要线索。概而言之，笔者认为买地券的出现主要是在东

汉土地私有制和家族墓地盛行的背景下，伴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的宗教信仰现象。如果在外为官或者其他原

因亡于他乡，而不能归葬原籍祖茔，这是滋生买地券产生的重要客观条件。以往在探讨买地券产生的原因时，

人口流动因素没有被纳入考虑范畴，现应予以纠正。——可以想见，无论买地券上的土地买卖内容是否虚拟，

其背后大多存在真实的土地买卖行为。 

 

三、人口流徙与六朝买地券的传播 

 

汉代的人口流动大多属于正常社会现象。然而汉末以降至南北朝近四百年间，地覆天翻的动荡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导致人口持续大规模迁徙，期间充满了悲痛与血泪。在此流徙大潮之下，买地券信仰随波逐流，

渐次涌向南方，直达两广之地。通过对不同阶段的买地券进行分析，既可观察人口迁徙与信仰变迁相互交融

的历史大势，又能更深刻地理解买地券的本质，以下分别从孙吴、两晋、南朝、北魏四个时期来讨论。  

 

1、孙吴时期 

 

今见三国时期买地券 14 种，全部出自孙吴地区，其中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著录 12 种，李

明晓《新见魏晋至元买地券整理与研究》补录 2 种（颜黄买地券与公孙新徒买地券），以下根据二书予以分

析。 

 

例 1 浩宗买地券，券文云：“九江男子浩宗以□月客死豫章。从东王公、西王母买南昌东郭一丘，贾□

□五千。”墓主为九江郡人，客死豫章郡后葬于当地南昌。鲁西奇猜测，浩宗或在汉末淮水中游地区人们向豫

章移民期间由九江迁徙来豫章，应当是第一代移民。 

 

例 2 郑丑买地券，券文云：“吴郡男子郑丑，年七十五，以六年六月□□□江夏沙羡县物故。今从主县买

地立冢”。墓主籍贯为吴郡，葬于江夏郡沙羡县（今武昌）。鲁西奇认为“主县”非阳间沙羡县令，而是阴间主

县，可从。 

 

例 3 颜黄买地券，券文云：“女子广陵江都都乡里颜黄从土公买地一丘，直钱二万，其界东西南北，广

长自极，以为冢椁。……”该买地券出土于江西南昌，但墓主为广陵江都（今扬州）人，显为客葬。  

 

例 4 公孙新徒买地券，券文云：“忌告下邳女子公孙新徒薨□。崔小买土宏（安）葬，三顷五十亩，直

（值）钱三百五十万，即日毕讫……”该买地券出土于湖北鄂州，但墓主为下邳县（今江苏睢宁）人，显为客

葬。 

 

例 5 萧整买地券，券文云：“郎中萧整从无湖西乡土主叶敦买地三顷五十亩，贾钱三百五十万，即日交

毕。”[42]只记墓主葬地为无湖西乡（安徽芜湖南陵县），不言籍贯。不过萧整墓与另外三座墓并列，出土

报告认为墓葬所在地“系萧氏家族的茔地”。其中三号墓墓主萧礼为丹杨宣城人，故萧整之籍贯亦应为丹杨宣

城。需要注意的是，萧氏虽然家族多人聚葬在一起，但并非原籍祖茔，仍属客葬他乡。  

 



例 6 黄甫买地券券文云：“大男九江黄甫，年八十。今于莫府山后南边起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宅，

雇钱三百。”墓主籍贯为九江郡，葬于建业莫府山（今南京）。 

 

例 7 张□买地券，券文云：“大男江夏竟陵张□，□九十，将□□□□起立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宅，雇

钱□□。”墓主籍贯为江夏郡竟陵县，葬地信息残缺，出土于南京。 

 

例 8 陈重买地券，券文云：“立武都尉吴郡陈重，今于莫府山下立起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宅，雇钱

五百。”墓主生前为吴国立武都尉，吴郡人，葬于建业莫府山。 

 

例 9 宋□买地券，券文云：“大女宋□□□，今□□蒹东北白石莫府山前，茆立冢宅。从天买地，从地买宅，

雇钱三百。”不言墓主籍贯，葬于建业莫府山。 

 

例 10 彭卢买地券，券文云：“丹杨石城都乡□□校尉彭卢，年五十九，寄居沙羡县界。……物故……今

造百世□冢，□□丘父土主买地”。墓主生前为某校尉，丹杨石城都乡人，寄居于沙羡县并葬于当地。  

 

例 11 缪承买地券，券文云：“相府吏缪承，今还丹阳建业□乡梅府里，卜安冢宅，从地主古糸买地三

顷五十亩，直钱三百五十万。”墓主生前任职于相府，从“今还丹阳建业”之语来看，似乎为当地人，但根据发

掘简报可知此墓并非家族墓形式，况且券文称“卜安冢宅”，可以断定缪承并非葬于原籍祖茔，当系寄居建业。  

 

例 12 处士□□买地券，券文云：“处士徐州广陵堂邑□□，买丹杨江乘□□□地三顷，直钱三百万。”墓主

为徐州广陵堂邑（江苏六合县）人，葬于丹杨江乘（南京）。鲁西奇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推测，墓主当

为因魏吴战争而南徙江南者。 

 

例 13 孟赟买地券，券文云：“吴故夷道督、奋威将军、诸暨都乡侯、会稽孟赟，息男壹，为赟买男子

周寿所有丹杨无湖马头山冢地一丘，东出大道，西极山，南北左右各广五十丈，直钱五十万，即日交毕。”

墓主为会稽人，生前仕吴，葬于丹杨无湖马头山（安徽当涂县）。此券买地写法类似于东汉，从墓地四邻来

看，买周寿地当为人间事实。 

 

例 14 诸□买地券，券文云：“扬州丹杨郡□南卿诸□□□□北极居左……今作冢廓，从天买土，从地买宅，

直钱一千万”。墓主籍贯详址与葬地都不可辨识，出土于南京江宁区。 

 

表 2  孙吴买地券墓主籍贯与葬地 



 

 

以上 14 种孙吴买地券中墓主相关信息完整的有 12 种，其籍贯与葬地全都不同，或因在外为官，或因

流徙他乡，而客葬于寄居之地。这个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买地券本质的体现。这一时期买地券普遍重视记载

墓主的籍贯与葬地，而且两次出现“客死”、“寄居”之语，实乃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流徙在精神世界留下的痛苦

印记。尤可注意者，像萧整这样家族多人聚葬在一起，但由于客葬他乡，仍然使用了买地券。与东汉买地券

相比，孙吴诸券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即买地对象发生了变化，多种券不言具体某人，而云“从天买地，从地

买宅”，或云从东王公、西王母买地。以往多认为这是买地券向迷信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其实这很可能恰恰

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变化。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人口稠密[43]而土地私有制度发达，故墓地经常需要通过私人

途径购买。而三国时期孙吴地广人稀，即便是耕地普通人也很容易拥有，“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地广

人稀，[44]只要有劳动力，就不难有土地。”[45]在这种情况下，于荒山野岭中寻得一块墓地，或不需实际购

买，于是便有了买地券内容的上述变化。 

 

2、两晋时期 

 

两晋买地券鲁西奇著录 7 种，其中 4 种出于南京及其附近，3 种出于浙江绍兴、平阳与江苏镇江。李

明晓《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著录 16 种，但除去有争议和未公布的 9 种外并无新增者。

下面根据鲁西奇著录作介绍。 

 

例 1 杨绍买地券，砖券，正面题“晋都乡杨绍买冢地券”，券文云：“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东极

阚泽，西极黄腾，南极山背，北极于湖”。明朝出土于山阴（今浙江绍兴）。按鲁西奇引杜春生《越中金石

记》跋语，认为券文中阚泽、黄腾皆指其墓地。虽然墓主杨绍很可能就是山阴都乡人，并葬于当地，不过从

墓地四极来看，显然非杨氏祖茔所在。 

 

例 2 曹翌买地券，券文云：“吴故左郎中、立节校尉、丹阳江宁曹翌，字永翔，年卅三亡，买石子岗坑

虎牙之田，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不得有侵抵之者。”此券出土于南京江宁，墓主即丹阳江宁人，但

不能确定冢田是否在曹氏祖茔处。 

 

例 3 王母买地券，此券残缺严重，墓主籍贯或居地、葬地都无法辨别，出土于南京柳塘村。  

 



例 4 李达买地券，券文云：“鄱阳葛阳李达，年六十七，今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

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英戊己。”此券出土于江苏句容，可知李达客葬在此。  

 

例 5 侯□买地券，券文云：“杨州庐江郡枞阳县大中大夫、汝阴太守□□，□丹阳郡[江]宁县赖乡漈湖里

地，方员五顷八十亩，直钱二百万，即日交毕。西方庚辛，北方壬癸，中英戊己。”同墓砖铭有“太中大夫高

平太守侯府君年七十三薨”、“大中大夫高平太守侯七十三薨”、“居丹杨江宁赖乡齐平里”等内容。墓主为生前

为较高级官员，杨州庐江郡枞阳县人，客居丹杨江宁赖乡齐平里，葬于赖乡漈湖里。  

 

例 6 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券文云：“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晋陵丹徒朱曼故妻薛，从天买地，从地买宅”，

故朱曼原籍为晋陵丹徒县。据鲁西奇介绍，该券发现于浙江平阳县南乡鲸头村（现属苍南县），东晋时地属

临海郡横阳县，可知薛氏系客葬，或云其为孙皓废后朱氏之戚属，流放或逃亡至此。  

 

例 7 冯庆买地券，券文云：“□治□里司马冯庆，从天买地，从地买窄”，墓主籍贯残缺不清，出土于江

苏镇江。 

 

表 3  两晋买地券墓主籍贯与葬地 

 

 

关于两晋买地券与孙吴券的关系，黄景春曾根据券文写法风格将二者归为一类，称之为“江浙型”买地

券。[46]而据本文分析，其 5 种信息完整的有 4 种确定并非葬于墓主祖茔，其中 3 种身份属移民，这一特征

与孙吴时期亦基本相同，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两晋墓葬的发掘不知具体规模如何，但有学者如此概括东晋

的墓葬特征：“东晋是家族制度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家族墓葬的鼎盛时期。很少有能游离于家族组织之外

的社会成员，也就很少有能游离于家族墓群之外的墓葬。”[47]以此背景观察两晋买地券，其本质特征更加

明显。 

 

3、南朝时期 

 

南朝买地券鲁西奇著录 17 种，其中出江苏 1 种、湖北 2 种、湖南 2 种、广西 9 种、广东 3 种。李明

晓《两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补充数种，但有疑伪者。以下分别介绍（鲁著以外的买地券

注明资料来源）。 

 

例 1 王佛女买地券，券文云：“□□□□郡□□□都乡仁义里王佛女，薄命□□，□□□□，下归黄泉。今为王

佛女占买彭城郡[彭城县]北乡[垞]城里村南龟山为墓田百亩，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

雇钱卌九□□□。”墓主籍贯残缺，鲁西奇认为是彭城郡彭城县都乡仁义里，不知何所据。葬地在彭城郡彭城

县北乡垞城里村南龟山，乡里与居所地明显不同，又据“占买”二字，综合判断葬地至少非其家族墓地所在。 



 

例 2 徐副买地券，券文云：“宋元嘉十年太岁癸酉十一月丙申朔廿七日……荆州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

里界官祭酒代元治黄书契令徐副，年五十九岁，以去壬申年十二月廿六日，醉酒寿终，神归三天，身归三泉，

长安蒿里。副先人丘者旧墓乃在三河之中，地宅侠窄，新创立此。本郡县乡里立作丘冢，在此山堽中。”鲁

西奇言徐副为临湘县北乡白石里人，实为误解。券文明确交代，徐副祖茔在“三河之中”，此为新立墓地。《史

记·货殖列传》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48]可见徐副原籍中原，生前在临湘县北乡白石里传道。副亡于宋元嘉九年（432）十二月，翌年十一月方

下葬，停葬几乎 1 年，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例 3 蕑谦买地券，相关券文有数段，如“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平里男□蕑谦，年六十五岁，以今己卯

岁二月九日巳时，醉酒命[终]，□[归]三泉，长安蒿里……下地宅[狭]迮，自从祖父母来葬在此石龟环里。”“武

昌郡武昌县都乡石龟环里地下先人，蒿里父母……共买此地，从□□亩，与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平里前罗江□

□邑县令蕑谦，直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从军乱以来，普天

下之死人，听得随□□□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葬埋。”据此可知蕑谦生前曾担任罗江（今浙江省内）及某邑县

令，常居地为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平里，葬地为其祖墓所在地武昌县都乡石龟环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蕑谦

的籍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武昌县东乡新平里人。这个问题的线索是“从军乱以来”一句，还见于下面多种买

地券，完整的说法是“从军乱以来，普天下之死人，皆得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葬埋”。刘昭瑞在讨

论另一种妳女买地券（例 4）时认为，这句话说明妳女及其家人是从内地迁入者。[49]而鲁西奇在讨论熊薇

买地券（例 12）时则认为，该表述“虽不能断定亡人即为北方之移民，然可推断诸券所引之《玄都鬼律》，

当成于东晋以后，盖唯于‘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移入南方、卒后无法归葬故里的背景之下，方能形成

此条‘鬼律’。”[50]实际上，这句话为道教在特定时期对特定对象的宗教安慰，不可能随意言之，有此内容，

可大胆断定墓主为移民客葬。于蕑谦而言，自其祖父母时便流徙至武昌县，石龟环里可以视为其家族墓所在

地，但与原籍祖茔不可同日而语。类似的情况已见孙吴萧整之例，无需多言。  

 

例 4 妳女买地券，券文云：“[元嘉十九年]大岁壬午十一月癸卯[朔]廿四日丙寅，始兴郡始兴县[东乡新

城里]□□，□□□五岁，以十一甲戌岁四月廿七日戌时没故。玄都鬼律、地下□□□、□□□□，从军乱以来，普天

下死人，皆得听随生人所在郡县葬埋。妳女，[始兴]郡始兴县东乡新城里夕口村前掘土冢作丘墓。”墓主情况

类似例 3 蕑谦，生前客居始兴郡始兴县东乡新城里，亡于元嘉十一年（434），葬于元嘉十九年（442），

停葬 8 年。 

 

例 5 田和买地券，券文云：“元嘉廿一年太岁甲申九月癸巳……始兴郡曲江县□乡太平里田□□□，以去

元嘉廿年十一月廿六日，平，醉命终，神归三天，身归三泉，长安蒿里。亡田□先人丘墓乃在三河之中，地

宅夹小，□□□立此社。本郡县乡里立作丘冢，□□□□下，□土老塔□上□□，新立作丘冢在此坑中。”“亡田□先

人丘墓乃在三河之中”，说明墓主原籍在中原，流徙在曲江县，故须“新立作丘冢”。其亡在元嘉廿年（443）

十一月，葬在翌年九月，停葬近 1 年。 

 

例 6 罗健夫妇买地券。此券李明晓著录，但释文多有误，现据最新考释摘录：“宋元嘉廿二年太岁乙酉

八月丁亥朔十日丙申朔（时），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刘阳县开国男罗健年八十岁，妻旳年八

十岁，醉酒命终，当归蒿里。（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得随生人

所在葬埋。今葬丹杨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中，（从）地下先人……买此冢地，纵广五顷……”[51]墓主署籍为

堂邑郡高山县（释文指出，此地系都城建康的侨置郡县），曾任兰陵太守，受封刘阳县开国男，死后葬于丹

杨郡湖孰县，显属客葬。 

 



例 7 罗道训买地券。墓主罗道训为罗健夫妇之子，故放在一起介绍。券文云：“宋元嘉卅年太岁癸巳七

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子（时），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地下先人……共卖此地，纵广一顷余地，

与彭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以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诏书除袭父封刘阳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地方卅五

里。到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甲子，诏书除武原令。元嘉四年七月一日癸酉，诏书除魏郡广川令。到六年六月廿

一日辛巳，诏书除南广平太守。到其年十月十九日丙申，诏书除龙骧将军。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诏书除

左卫殿中将军。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诏书除南平昌太守。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诏书除行参征

北将军事。……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

地葬埋。今皆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丧……”[52]墓主曾在多地为官，与父母葬于同地，但其籍贯与葬地却

改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释文作者已有说明，认为是当时土断改籍所致。所以罗道训虽然与父母同葬，但

仍属移民客葬。 

 

例 8 龚韬买地券，券文云：“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地下死人……武夷王等，共卖此地，纵广五亩，

与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州从事史、男死人龚韬，得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

地下女青诏书：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居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藏 埋。”

墓主龚韬生前担任州从事史，系外来移民，客居于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并葬于当地。  

 

例 9 欧阳景熙买地券，券文云：“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没故道民欧阳景熙，今归蒿里。亡人以钱万

万九千九百九文，买此冢地。”券出土于广西桂林，与例 11、12、13、14 出土地邻近，书写风格相同，且

墓主多为道民，从例 14 熊薇券墓主为移民来看，其他几位墓主不宜随便判定为当地土著，此例从疑。  

 

例 10 刘觊买地券，券文云：“齐永明三年太岁乙丑十一月甲子……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支里、宋武陵

王前军参事、□□□□□参军事刘觊，年卌五，以齐永明二年□□四月十五日□命□，□归三天，身归三泉，长安

蒿里。父元山，宋衡阳王安西府主簿、天门太守，宋南谯王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祖肃，将军参军事、

给事中。旧墓乃在荆州照心里。中府君今更新其丘宅兆，在此江夏郡汝南县孟城山堽。”鲁西奇认为，刘觊

墓所在是刘氏家族墓地，其父、祖原葬荆州，觊生前即将其移葬至江夏郡汝南县孟城山，觊死后亦葬此地。

此说似有误。据券文介绍，刘觊一家原籍为北方南阳郡，后南迁至荆州，其父、祖亡葬于当地。而后刘觊来

到江夏郡汝南县，齐永明二年四月亡，永明三年十一月葬于孟城山堽，停葬 1 年有余，无论其父、祖是否移

葬，刘觊都属于客葬。 

 

例 11□餀买地券，券文云：“始安都乡牛马里□[餀]，薄命终，没归豪里。今买得文坑圃上，纵广五亩

地，立冢一丘自葬，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文。”“立冢一丘自葬”，窃以为这是一种固定表述（参见例 14 熊

薇买地券），暗示墓主孑然一身，葬地自然非其祖茔所在，至于是否移民从疑。  

 

例 12 黄道丘买地券，券文云：“始安郡始安县牛马覃癿里男民黄道丘，[薄]命终没归[豪]里。今买得本

郡县乡里覃坍圃上，纵广五茔地，立冢一丘自葬，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文。”此例亦有“立冢一丘自葬”表述。  

 

例 13 秦僧猛买地券，券文云：“湘州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男民秦僧猛，薄命终没，归豪里。今买

得本郡县乡里福乐坑□□，纵广五亩，立冢一丘，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文。”“立冢一丘”当为“立冢一丘自葬”

省略说法。 

 

例 14 熊薇买地券，券文云：“梁天监十五年太岁丙申十二月癸巳朔四日丙申，始安郡始安县都乡牛马

王暦里女民熊薇，以癸巳年闰月五日醉酒命终，当归蒿里。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自军乱以来，普

天下死人皆听随生人所在郡县停邑葬埋。薇今从此始安县都乡牛马九癿里域，地下先人……买此冢地，纵广

五十步，立冢自葬丧尸，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即日毕了。”墓主熊薇当为外来移民，居地为始安县



都乡牛马王暦里，葬于牛马九癿里。鲁西奇注意到一个事实，熊薇亡于癸巳年（天监十二年，513）闰三月，

葬于天监十五年（516）十二月，停葬近 4 年，而券文使用“自军乱以来”无奈表述，莫非墓主此前有归葬旧

茔之意图耶？ 

 

例 15 覃华买地券，券文云：“齐熙郡覃中县都乡治下里覃华，薄命终没归蒿里。今买宅在本[乡]骑店

里，纵广五亩地，立冢一丘自葬，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墓主居于齐熙郡覃中县都乡治下里，葬于

同乡骑店里，且云“立冢一丘自葬”，疑非其祖茔地。 

 

例 16 何靖买地券，券文云：“桂阳郡晋宁县都乡宜阳里女民何靖，年二十九，先已□□运墓，旧名曰毛

□□堤中。”墓主为道民。“先已□□运墓”一句不可解，鲁西奇结合考古报告内容推测指其地为墓主先人或先亡

之夫的墓地，不知是否属实。 

 

例 17 熊悦买地券，券文云：“始安郡始安县都乡牛马杨田里没故女民熊悦，归豪里。玄都鬼[律]地下

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听随生人所在始安郡始安县都乡覃癿里停邑，地下先人……置此

冢地，纵横五亩，于中掘土作[墓，葬]悦尸丧，倾钱万九千。”墓主熊悦为移民，出土地与例 14 熊薇在同一

村庄，二人可能有亲属关系。 

 

例 18 周当易买地券，券文云：“象郡新安县都乡治下里没故女民周当易，醉酒命终，今归里豪，置宅

在本郡县乡里来会癿上。” 

 

例 19 佚名买地券，此券据称出土于广西灵川县，但残缺严重，墓主相关信息无法辨识。  

 

表 4  南朝买地券墓主籍贯与葬地 



 

 

以上 19 种买地券，分布于宋、齐、梁三朝，与以往情况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需要强调。第一，更

加凸显墓主的移民身份。相较于孙吴买地券中的“客死”、“寄居”等简单词汇，南朝买地券流行三种新的书写

模式。其一是“先人丘者旧墓乃在三河之中，地宅侠窄，新创立此”，用以委婉说明墓主本为中原人士，何以

不归葬原籍祖茔而在客居地新立坟墓。其二是“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得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亭邑葬埋”，

更是道出墓主葬于他乡的无奈心情。[53]其中“军乱”一词不知何所指，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西晋末期导致北人

大规模南迁的永嘉之乱，不过刘昭瑞认为它应该指东晋孙恩、卢循起义之事。[54]19 种券中共有 7 种使用

该表述（例 3、4、6、7、8、14、17），出土地按时间排列为湖北鄂州、江苏南京、广东始兴、广东广州、

广西灵川，显示出由北向南传播趋势。第三种相对比较弱化，为“立冢一丘自葬”，但意蕴与前两种相似。第

二，多见停葬现象。19 种券中有 5 位墓主停葬（例 2、4、5、10、14），时间从 1 年、4 年到 8 年不等，

且全部为客葬者。第三，受道教影响强烈。19 种券中至少 14 种券文明显与道教有关（例 11、12、13、15、

19 除外），比例高达 74%，出土地从北到南包括江苏徐州，湖北鄂州、武昌，湖南长沙、资兴，广东始兴、

仁化、广州，广西桂林及灵川、鹿寨等，墓主身份包括道教祭酒、道民、普通民众、朝廷官员等，而且绝大

多数是移民，表明南朝买地券的传播与人口迁徙和道教的推波助澜都有密切关系。  

 

4、北魏时期 

 



买地券本起源于中原地区，然而东汉以后在北方几乎绝迹，直到二百多年后方才在北魏地区零星冒出。

据鲁西奇介绍，今见北朝买地券共有 7 种。数量虽然不多，但情况比较复杂，实用或明器、真或伪等意见不

一，这里仅据鲁西奇的整理介绍其中两种。[55] 

 

例 1 申洪之买地券，券文云：“君姓申，讳洪之，魏郡魏县人也……年五十有七，以魏延兴二年十月五

日，丧于京师。以旧坟悬远，归窆理难。且羸博之葬，盖随时矣。考谋龟筮，皆称云吉。遂筑堂于平城桑干

河南……先地主文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吐根、高梨高郁突四人边买地廿顷，官绢百疋，从来廿一年。”

据券文可知，申氏一族原籍魏郡魏县，后颠沛流离，墓主洪之亡葬于北魏当时的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 

 

例 2 孙抚夫妇买地券，券文云：“魏延昌元年太岁壬辰十二月丁巳朔八日甲子，吉，土下女清诏二千石：

并州故民孙抚、孙抚妻赵丑女用银钱一万，买墓地四方十顷，上下诸官，莫横使侵夺。时人张坚固、李定度。

急急如律令。”只笼统言墓主籍贯属并州（治晋阳，时领太原、上党、乡郡等多郡），具体葬地与出土地均

不明。 

 

以上两券中申洪之属典型客葬，他尤其强调“以旧坟悬远，归窆理难。且羸博之葬，盖随时矣。”而孙

抚夫妇券中则有道教影响因素（土下女清诏二千石、急急如律令）。另鲁西奇推测，这些券的出现都有可能

是受南朝文化影响。[56]若果真如此，则说明北魏买地券的出现本身就是人口迁徙的结果。 

 

5、总结 

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买地券在其发源的中原地区难觅踪迹，却在六朝区域广泛传播，涵盖今江苏、

安徽、湖北、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数省。关于其在魏晋北方地区的销声匿迹，当与两个原因有

关。其一是魏晋的薄葬制度。考古学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埋葬习俗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曹魏

的薄葬制度，一扫秦汉厚葬奢靡之风，以往墓葬石碑、神道石刻石祠、大型多室砖墓、墓室壁画或画像石以

及大量放置贵重随葬品等现象，都从曹魏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消失。第二次是西晋在继承曹魏薄葬制度的同

时出现新的厚葬趋势，在墓室形制、墓志以及随葬品方面均有新发展。[57]其二是魏晋对道教及民间宗教的

严格限制。曹魏西晋时期，道教及民间宗教受到严厉打压，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反观六朝地区，以上两种

不利因素完全不存在，故而买地券能够随着人口流徙持续不断地传往南方，直达边陲之地。买地券因东汉人

口流动而产生，又因魏晋南北朝人口流徙而广为传播，此不可不审知也。 

 

魏晋南北朝人口流徙的背后是无数悲惨的命运，我们无法得知每个人流过多少血泪，但买地券的本质

契合了时代浪潮，在畸形的土壤里恣意生长的过程中，自然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像孙吴券中的“客

死”、“寄居”，南朝券中的“旧墓乃在三河之中，地宅侠窄，新创立此”、“从军乱以来，普天下之死人皆得听

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葬埋”，北魏券中的“以旧坟悬远，归窆理难”等等，无不在悲怆地向地下神灵诉

说。与此同时，道教不失时机地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一面慰藉无法告乡的亡灵，一面与继续在外飘荡的生

人交融在一起。 

 

四、买地券在唐宋元的承续与流变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人口流徙大潮为买地券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关键条件，那么社会比较稳定的唐代按

理应该不利于买地券的发展。现今公布的唐代买地券有 15 种，若加隋 1 种，共 16 种，从数量分布来看确

实与此前的流行趋势不合。事实究竟如何，以下参照鲁西奇的整理并黄景春补录张锋妻史氏券、李明晓《新

见魏晋至元买地券整理与研究》补录罗清券与谢某券（王公券信息不详，暂不引用），将隋唐买地券的情况

略作分析。 

 



例 1 陶智洪买地券，这是仅见的一种隋代买地券，券文云：“没故道民陶智洪，今居长沙郡临湘县都乡

吉阳里，今寄巴陵郡湘阴县治下里中东堽太阳山买地百亩，东至甲乙，南至丙丁，西至庚辛，北至壬癸，中

央戊己，东南西北堺域……今用雇钱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东阳山堽，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该墓主为道

民，生前居长沙郡临湘县都乡吉阳里，客葬于巴陵郡湘阴县治下里。 

 

例 2 伍松超买地券，券文云：“润州丹徒县丰[乐乡]丰乐里居住新安坊、故人伍松[超]，身谢天地，今

葬金山乡堺□西丙向地，地下先人……买此冢地，纵广五十亩，于中掘土，葬埋松超 [尸]。”墓主为丹徒县丰

乐乡人，居于城内，死后葬于郊区金山乡一座山上。 

 

例 3 陈聪慜夫妇买地券，[58]券文云：“南潘郡南巴县曲谭乡进墨里、故大首领前南巴县令陈聪慜，载

八十有三；妻向，载八十有二，薄福身化，葬此地山宅。于土府将军、土公将军买此山宅，直钱五佰贯……

今龟蔡协从，以为安厝。谨用五色彩帛，诸杂倍奠，买此宅地二亩。”墓主陈聪愍为南潘郡南巴县曲谭乡进

墨里大首领，据出土地点判断，其葬于籍贯所在地。 

 

例 4 张公买买地券，券文云：“南阳张公谨以清酌之奠，谨因今日今时良功吉日，用钱五十千贯文，帛

练五十疋，谨于五土将军买宅地一段，东西南北各廿步。”此券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乌尔塘（高昌故城东北），

鲁西奇认为墓主及下券张无价可能系虚托“南阳”郡望，但根据张无价券“异域安宅兆”之语来看，这种猜测没

有足够依据，故均应以客葬对待。 

 

例 5 张无价买地券，券文云：“西州天山县南阳张府君张无价，异域安宅兆。以今年岁月隐便，今龟筮

协从，相地袭吉。宜于州城前庭县界西北之原，安厝宅兆。谨用五彩杂信，买地一亩。”墓主生前居西州天

山县，葬于州城前庭县，券文所言“异域安宅兆”当是针对原籍南阳而言。 

 

例 6 乔进臣买地券，券文云：“元和九年九月廿七日，乔进臣买德地一段。东至东海，西至山，南至釰

谷，北至长城。用钱九十九千九百九文……涿州范阳县向阳乡永乐村敦义□理南二里人乔进臣碟。”此券由叶

昌炽购得，出土地不明。 

 

例 7 罗清买地券，券文云：“越州余姚县凤亭乡新义里罗清还归宅兆，□□□乡祯阳湖西山下，向□□□□

□□之□□西南□□北□高□□□得安厝。东南西北四邱……”据券文介绍，墓主为余姚人，葬于当地，是否祖茔不

得而知。 

 

例 8 姚仲然买地券，券文云：“唐故将仕郎试洪州建昌县丞姚府君墓地券一所。信州弋阳县新政军如里

姚仲然，年七十七，开成二年九月廿日，因往南山采药，遇仙不回，遂即致死。今买当乡地作墓，东至甲乙

青龙，南至丙丁五岳，西至庚辛白虎，北至壬癸奔牛。当地价金银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根据同墓材

料得知墓主原籍吴兴长城，先仕洪州建昌县丞，后至信州弋阳县，并亡葬当地。  

 

例 9 刘元简父买地券，券文云：“刘元简为亡考押□刘□□墓于定州安喜县□虞乡晖同村，于百姓乔元静

边，用钱伍拾伍贯文，买地壹段，壹拾亩，充永业墓地。”此券墓主刘元简之父为官员，原籍未交待，但言

于百姓乔元静旁边买墓地，可以断定此地非刘氏祖茔。鲁西奇根据其他材料推测此券近似实用契约。又据《通

典•食货》关于永业田的记载（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释“永业墓地”为可传诸子孙之墓地。由此推测，刘元简之父应是客葬，于当地首创刘氏墓地。  

 

例 10 张锋妻史氏买地券，券文云：“故史氏太夫人□□年正月廿七日身化，□□龟筮协从，相地袭吉，

生□城邑，死□宅兆，宜于定州西北卅里唐县唐城乡原，谨用金钱物买地五亩，东至青龙……主人内外安□，



急急如律令。女青苻（符）。”根据《张锋妻史氏墓志》与《张锋墓志》可知，[59]史氏为泾源节度使史论

之女，其夫张锋上谷人氏，生前居定州宁国坊私第。史氏先其夫两年而亡，葬于“定州西北卅里唐县唐城乡

原”。而《张锋墓志》云史氏系“权厝北郊”，张锋逝后与其合葬，具体地址为“唐县唐城乡东张村古原之礼”。

综合推断，张锋夫妇应属客葬。另券文有道教因素，不知是否与史氏信仰有关。  

 

例 11 王楚中买地券，券文云：“漳州龙溪县永泰乡唐化里没琅琊府君、押衙兼南界游奕将[和]孔目官

王楚中，行年五十三。咸通二年六月五日身亡故，十一月十五日移就祖宗。今用白银钱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

就土下卅六神买得信义里箭竹洋村祖墓西北边乾山岗华盖之前圹地一所，长九尺九寸九分，阔三尺三寸三分。”

墓主生前居漳州龙溪县永泰乡唐化里，券文强调其“移就祖宗”、“买得……祖墓西北边乾山岗华盖之前圹地”，

可知葬于祖茔附近。然而，券文又言“没琅琊府君”，表明墓主原籍或郡望在琅琊，鲁西奇猜测其家族或早移

入漳州，或本为当地土豪而攀附汉人大姓。按移民家族墓地使用买地券已有孙吴萧整、刘宋蕑谦先例。 

 

例 12 熊氏十七娘买地券，券文云：“洪州南昌县敬德坊殁故亡人熊氏十七娘，□□□□，寿命已终，别

无余犯。今用铜钱玖万玖阡玖百玖拾贯，□□□□百疋，就蒿里父母……买得此地。”墓主生前居南昌县城内，

于郊区安葬。 

 

例 13 秦温买地券，券文云：“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大道弟子秦温，就当县界普安乡沙坎里，将信钱九

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地，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墓主秦温为道士，原籍不明，葬于居地附近。  

 

例 14 谢府君买地券，券文云：“维天祐十五年岁次戊寅四月癸卯朔十九日辛酉。没故亡人陈留郡谢府

君天命寿终时，用金银钱九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得杨（扬）州江都县同轨地界墓地一所。”此

券用天祐年号，且归于唐。墓主谢某为陈留郡人，死后葬于扬州，属客葬。 

 

例 15 陈氏买地券，券文云：“□诃世界南赡部洲大唐国福建道管内漳浦县嘉岭乡□[惠]里□□保[没故]□□

陈氏林，宅兆□□□月□□□除向阳，当归[呵]里。”此券出土于今漳浦县城东部，也即墓主居地附近。 

 

表 5  隋唐买地券墓主籍贯与葬地 



 

 

隋唐买地券数量不多，但地理分布较广，涉及今湖南、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四川、河北、新疆

等地，不过从墓主原籍来看，范畴与唐以前情况基本相当。15 种券中至少 8 例墓主属于客葬，超过半数，

其中例 5 张无价券使用了“异域安宅兆”的措辞，不过非强烈情绪表达。又买地亦不言具体对象，这些特征表

明，隋唐买地券的性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一致，只是使用偏少，不知是否与人口流动减少有关。  

 

然而，这种趋势从 10 世纪开始突然发生变化，直至宋元时期，买地券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墓葬风俗，

其表现有三： 

 

其一，买地券出土数量成倍增加。根据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统计，五代 50 年间买地

券见有 28 种，宋元券粗略估计不少于 500 种，是历代最多的。当然，这种增加也与地域有关，据说四川的

宋元墓葬几乎都有买地券，而山西则很少见。[60] 

 

其二，文献记载买地券在当时蔚然成风。宋元之际周密所著《癸辛杂识》云：“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

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及观元

遗山《续夷坚志》，载曲阳燕川青阳坝有人起墓，得铁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

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时，然则此事由来久矣。”[61]周氏所记为“村巫风俗”，又鲁西奇根

据《宋史》卷一百二十四“凶礼•诸臣丧葬等仪”的记载推断，“宋代士大夫官宦之家营葬，亦或使用买地券”。

[62] 

 

其三，出现官方性买地券模板。鲁西奇注意到宋代堪舆地理著作的两种买地券模板，现节略转录如下：  

 

《地理新书》：某年月日，具官封姓名，以某年月日殁故。龟筮协从，相地袭吉，宜于某州某县某乡某原，

安厝宅兆。谨用钱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东至青龙，



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分掌四域……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  

《茔原总录》：维年月朔日某州某县某坊住人某甲，伏缘父母奄逝，未卜茔坟，夙夜忧思，不□所厝。遂令

日者择此高原，来去朝迎，地占袭吉。地属本州本县某村之原，堪为宅兆。梯己妯将钱綵买到墓地一方，南

北长若干步，东西阔若干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管分擘四域……急急

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63]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宋元买地券的使用与中古时期大有不同，尽管移民用券现象仍然多见，但此特征

已弱化，至于具体原因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争地冢讼与买地券何以入墓 

 

 

人口迁徙为买地券的产生和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它被埋入坟墓，尚有信仰层面的关键需求。

不过这种需求是什么，古人从未明确解释，直到当代学术界才开始探索。 

 

最初时，受封建土地制度研究影响，学者普遍认为买地券是现实土地私有制度的反映。以吴天颖提出

的土地占有说为例，认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土地私有观念的高度发展，必然或迟或早地反映到存在于人

们头脑里的茫茫冥世中来，人们不仅渴望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土地，而且期待死后继续占有土地，于是，汉代

买地券便应运而生。”[64]也有从精神信仰方面的解释，如陈柏泉提出一种镇墓慰藉说，认为买地券“仅只是

一种所谓由权势大神发给死者执掌而供冥府公验的凭证。因此，它是被当作一种神的权力的象征，在墓中是

起着震慑邪魔，保卫墓主灵魂的作用的。同时，券文中常见有既为死者祈祷，又为生者求福的内容，因而它

又具有一种精神慰藉的作用。”[65]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则提出一种冥界买地说，认为“它们的

用处很清楚：死者家属要为死者向地神买墓地。当时人们有一种信仰：挖地修墓等于侵犯地神的领土。”“这

个想法有些类似一田两主的制度：田底属于神，田面属于人。假如人要用神所有的土地，就得向神买地。”

[66]鲁西奇肯定这一思路，并补充认为，向地下鬼神禀告殁亡、祈求接纳与保佑也是买地券应有之义，汉代

土神只是管理土地，三国时才演变成为地下土地所有者。[67]其实韩森的观点还有另外一半被忽略，即认为

买地券“也用于预防阴间无休止的漫长诉讼”，“用来预防因墓地买卖不合法而引起的诉讼的，但在冥府还可能

提出其他类型的诉讼。”[68]此视角后来由高朋进一步阐释，不过他认为冢讼是一种道教理念，在墓葬中的

表现主要是镇墓券和柏人俑，与买地券的关系不大。[69]黄景春则认为，“买地的目的是建造冢墓——亡人

的阴间住宅，而不是为了占有耕地进行阴间生产和维持阴间的经济生活，所以买地券既是土地证，也是房产

证。”[70] 

 

以上解释横看成岭侧成峰。实际上，买地券经过长期发展，其特点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买地券为何

入墓终究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由于它涉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故不可不察，而答案其实就在买地

券自身叙事中。 

 

表 6 总结了六朝隋唐买地券中有关功用内容的描述。其中孙吴券和两晋券目的完全一致，均为防止冥

间争地争宅。南朝券有三种类型，其一道教形式者强调坟墓范畴的同时更重视镇墓，其二专门声明“四域之

内，生根之物，尽属死人”，其三告诫勿争其地。唐代券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冥间争地，少部分有镇墓内容。

这些叙述清晰地揭示出，六朝隋唐买地券埋入坟墓最主要的用途是不能归葬祖茔时防止冥间争地争宅。实际

上早在北宋陶穀就注意到这一关键信息，很疑惑地发问争地者是谁？其《清异录》卷下“丧葬门•土筵席”云：

“葬家听术士说，例用朱书铁券，若人家契帖，标四界及主名，意谓亡者居室之执守，不知争地者谁耶。”[71]

答案其实就在买地券文中，那就是“左右比居”、“他姓人神”、“故气邪精”、“先有恶居者”、“先有居者”之类的

地下亡灵。 



 

表 6  六朝隋唐买地券功用描述 



 

 

冥间争地争宅现象关涉冢讼信仰。六朝道教认为，生人衰祸厄病多由“冢讼”引起。 [72]而冢讼的种类

十分繁杂，据南北朝道经《赤松子章历》卷五《又大冢讼章》所述，“大略虽合八十一讼”，其中即包括“客死

之讼”与“寄死之讼”： 

 



恐某家七祖已来，过去既往，今于三官九府之中，或有溺死之讼，烧死之讼，伤死之讼，绞

死之讼，囚死之讼……寡死之讼，客死之讼，寄死之讼，裸死之讼……寡死之讼，诉无夫对。客死之

讼，诉其非旧乡。寄死之讼，诉其非本宅。裸死之讼……[73] 

 

 

 

按此说，客死指葬于他乡，寄死则非移民亦可能发生，无论葬于他乡或者他宅（指阴宅），都会导致

冢讼而致家人衰祸厄病。可见，这两类冢讼原本即与人口迁徙有密切关系。流民不易，生前亡后都需为立足

之地而奋斗不止！ 

 

《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塚墓一”中有两则故事，是葬于他人冢宅而导致争地冢讼的生动案例。其

一为王伯阳，出自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

数日，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

吾冢？”因目左右迁下床，以刀镮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一说，伯

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

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 



 

其二为闾丘南阳，出自南朝宋盛宏之所撰《荆州记》： 

 

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闾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

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

鼓角为声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闾丘为杨佺

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祟。[74] 

 

明了六朝道教的争地冢讼信仰，彼时买地券何以大多见于流民墓葬，何以与道教密切关联，何以惶惶

于他者争地争宅等，皆可释然于心。不过，我们需要探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汉代买地券埋入坟墓的原因是

否与六朝时期相同？ 

 

表 7  汉代买地券功用描述 

 



 

表 7 总结了东汉买地券中有关功用的叙述文字，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声明地下所

有权形式，少数属于镇墓祈福形式，个别二者兼具。声明地下所有权形式，其说辞如“出地有名”、“根生土著

毛物，皆属孙成”、“四比之内，根生伏财物一钱以上，皆属仲成”、“他姓不得名佑”、“田中有伏尸，男为奴，

女为婢”、“约田中根生土著伏财物，上至苍天，下入黄泉，悉□□冥有”等等。据此推断，六朝买地券防止冥

间争地争宅的功能完全继承自东汉。向者多以为争地冢讼是六朝道教的发明，实际上其渊源甚早，东汉中平

五年□□卿买地券中“当□□□讼名有地者，时诣者，营冢长丞，当不得甫卿”之语，即是最明确的证据。尤应注

意者，汉代买地券中此类形式基本全为客葬或非祖茔葬，而少数镇墓祈福形式中包括葬于自家田地的刘公和

戴子起，这绝非偶然。 

 

汉代墓葬中有专门一类文书，学术界称之为镇墓文，或解除文。按鲁西奇总结，镇墓文的主旨有二：

一是向地下鬼神通告殁亡，二是通过对鬼神祭祀而解適去灾。他认为，镇墓文“其功用与性质即与买地券并

无本质区别：二者都是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之殁亡，并祈求得到地下鬼神的接纳与保佑，只不过镇墓文以铅

人、金玉奉献给地下土神以解除丧葬动土对地下神祇的冒犯，而买地券通过向地下鬼神购买葬地以得到地下

鬼神的保佑。显然，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其实质却是基本相同的。”[75]黄景春也认为，“镇墓文

与买地券在文本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差异主要显现在文本格式上。”[76]这种思路实际上混淆了镇墓文与

买地券的区别。与买地券用于非祖茔葬不同，镇墓文相当部分明确用于归葬祖茔时，这里只略举三例东汉晚

期者： 

 

天帝白止，告天上使者：凶之吏，今有小杜里成氏后死子贝，二十一美建颁泉为距，□瓶十八

物□神药，绝鉤注、重复……[77] 

 

建宁三年九月□日，黄帝青鸟□□曾孙赵□□□造新冢，恐犯先□，岁月破煞，□□□莽者得适，□

□□以曾青□木之精置中人，根解除四方土害气消也，祐利死者，丘丞墓伯……[78] 

 

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直危，天帝使者谨为王氏之家后死黄母当归旧阅，慈告丘

丞、墓伯……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稳如故，令后增财益口，千秋万岁，无有央咎。谨奉黄

金千斤两，用镇塚门，地下死籍削除……[79] 

 

要而言之，声明地下所有权以防止争地冢讼，这是汉代买地券最重要的功能，一方面这固然是人间土

地私有观念在冥间的反映，但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因素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应被忽视。汉代买地券埋入坟墓，

争地冢讼信仰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不应因部分券文有镇墓内容，而忽视其根本特征。  

 

结论 

 

东汉时期，在土地私有制和家族墓地盛行的背景下，伴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部分在外为官或者其他

原因亡于他乡者，无法归葬原籍祖茔，他们既需要在世间购买墓地，又须提防阴间亡灵觊觎其冢宅，在多重

因素的推动下，买地券在人口密集的中原一带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时，买地券在中原地区销声匿迹，却在遥远的六朝区域广泛传播，自孙吴、两晋至南朝，

随着移民大潮的涌荡直达两广。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影响深远，冥间亦屡见回响。半个世纪前，陈寅恪先生

在评论东晋王导时曾援引新出土的晋墓砖铭：“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

土，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80]此乱世中表现一隅快乐的“永嘉砖铭”早已为学界所熟



知。其实，买地券中的“客死”、“寄居”、“旧墓乃在三河之中”、“从军乱以来”等表达，才是那个时代更为普遍

的情绪。 

 

 

 

唐代社会稳定，买地券使用减少，但基本特点与此前并无二致。五代宋元时期，由于多种原因的推动，

买地券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习俗，人口迁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总之，买地券伴随着土地私有制和人口流动而产生，又因人口流徙而广为传播，此小小方物，实为风

云变幻的中古社会在冥世的一个缩影，它虽处身地下，寂静无声，但无声胜有声，于历史认识同样能起到振

聋发聩的作用。中古人口迁徙与信仰变迁相互交融，此历史大势有诸多生动表现，买地券不过其中微小一例。

今天所有对买地券某方面特征的认识，皆不应忽视人口流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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