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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时代的童工奴隶 *

［比利时］克里斯蒂安 · 拉埃斯  文  杨美姣  译 ** 

摘要： 这篇文章利用文学、法律、碑文、和纸草学的资料，旨在对古

罗马时代童工奴隶案例进行全面的研究。本文也参考了考古学、骨骼学以

及图像学的证据。童工奴隶的工作和任务是分门别类的，许多例子可以证

明这一点。最后，事实证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童工

奴隶的生存状况和奴隶制的概念，还对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

及古罗马人对儿童期的总体看法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关键词： 儿童  奴隶  古罗马

一、 赫库兰尼姆海滩和古代史

L.卡帕索和L.迪多梅尼科托尼欧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他

*　这篇文章最初宣读于以古代奴隶制为主题的多哥 · 萨蒙会议（Togo Salmon Conference）之上。2007年9
月，该会议在加拿大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召开。我对米歇尔 · 乔治组织了一场

如此精彩而发人深思的会议表示深切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期刊匿名审稿人对

我文章的准确阅读及宝贵的建议。威利 · 克莱瑞斯（Willy Clarysse）在这一课题的纸草学证据方面给我提供

了很多帮助。我也由衷地感谢我以前的同事雨果 · 科曼斯（Hugo Coomans）在帮助翻译这篇文章方面所做的

努力。2007年4月雨果逝世。谨以此文纪念雨果。

**　本文译自Christian Laes, “Child Slaves at Work in Roman Antiquity”, Ancient Society, 38 (2008), pp.235—283。
感谢刘津瑜教授从原文所发表的期刊《古代社会》获得翻译授权，并对翻译文中的拉丁铭文和罗马法规条文

提供了许多帮助。原文作者克里斯蒂安 · 拉埃斯多次拨冗指教，尤其在拉丁语和希腊语引文的翻译方面，在

此表示感谢。也感谢唐莉莉通读全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作者克里斯蒂安 · 拉埃斯（Christian Laes）是安

特卫普大学拉丁语与古代史教授，古罗马儿童史领域的权威，代表作为《罗马帝国的儿童： 内部的局外人》

（Children in the Roman Empire: Outsiders With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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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初步报告，其研究结果在古代历史学家和国际新闻界中都引起了相当大

的反响。1982年3月，意大利人类学家有了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赫库兰尼姆

（Herculaneum）从前的海滩上发现了139具骨骸，其中51具为男性，49具为

女性，39具为儿童。这一发现之所以非常罕见，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都

是死于生命旺盛期，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古罗马人死后大部分都实行火葬。a

他们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由于长期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许多尸体上都带

有损伤： 头部、上臂或者肩膀不断地活动（常常是由于人力划船或耕作土地）

造成的肋锁韧带断裂（costoclavicular syndesmoses）。41.3%的男性骨骸以及

6.5%的女性骨骸上都存在这种损伤，并且令人惊奇的是，在11.5%的儿童骨

骸上（15岁以下，甚至是20岁以下的青年人中的24%）也有这种伤。上身肌

肉的严重损伤（即所谓的突触核蛋白病 syndesmopathies）特别出现在男性成

年身上： 在32具呈现这些特征的骨骸中，23具是20岁以上的男性，2具是女

性，7具是儿童或20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在7到10岁之间的孩子们身上都

已经发现了严重的伤痕。男孩和女孩都有。还有一个孩子在5岁时就已经受

到了轻微的身体损伤。在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及女性骨骸中，也存在一些这

样的迹象，即从儿童时代起，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无休止的繁重工作和劳

动。不太可能总是能确定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之性质。考虑到庞培城的地理位

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很可能不仅有农业劳作，还有港口（装卸货物）或

划小渔船的活动。b

公元79年，一场火山爆发给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也给研究者留下

了丰富的骨骼学方面的证据，卡帕索和迪多梅尼科托尼欧并不是第一批考察

这些证据的人。澳大利亚学者S.比塞尔那两篇相似的文章震惊了学术界，就

文风的活泼性而言，它们与A.巴特沃斯和R.劳伦斯合著的一本书很接近，c

这本书描写的是庞培城的日常生活。恰好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在一个房间

a　骨骸的留存限于奉行土葬的时期，也就是说时间应该在公元200年之后。见M. Harlow, R. Laurence eds., 
Age and Ageing in the Roman Empire, Portsmouth: T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2007, p.15。

b　L. Capasso, I fuggiaschi di Ercolano, Rome: L’Erma Di Brestschneider, 2001, pp.1028—1031.

c　S. Bisel, “The People of Herculaneum AD 79”, in Helmantica, 37 (1986), pp.11—23; S. Bisel, “Human Bones at 
Herculaneum”, in RSP, 1 (1987), pp.123—129; A. Butterworth & R. Laurence, Pompeii: The Living City, London: St. 
Marin’s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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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孩的骨骸，她大约14岁，手里抱着一个11个月大的婴

儿。这个婴儿戴着青铜装饰品，这表明他来自上层社会。但这个女孩不可能

是婴儿的母亲，因为她仍处于青春期。此外，很明显的是，这个女孩并不来

自上层社会。对她的牙齿进行分析后发现，她1岁时病得很严重或者说是营

养不良。她的许多臼齿存在脓肿，并且在她去世前不久，已经拔掉了一些牙

齿。她肩膀上的肌肉也表明，她以前长期搬运重物。比塞尔据此推断，她很

可能是个童工奴隶： 繁重的劳动使她羸弱不堪，不再适合其他劳动，于是主

人便安排她照顾婴儿。

2001年，两名意大利人类学家在做了大量工作之后，发表了一部著作，

这使得骨骼学的研究达到顶峰。这部名为《赫库兰尼姆大逃亡》（I fuggiaschi 

di Ercolano）的著作超过1100页，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篇医学报告，并包含

了许多关于牙齿和骨骼的激光特写图片，但是它对我们了解意大利行省城镇

的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奇怪的是，研究儿童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

部著作。a尽管最近社会历史学家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其他领域转移到了

骨骼考古学方面，但是，对人类骨骼与骨骸的研究似乎只限于研究庞培城或

赫库兰尼姆的专家。而在大不列颠多赛特地区人们发现了关于古罗马时代的

证据，通过对这些证据考察后发现： 在古罗马时代，存在一些环境刺激因素，

它们会影响婴儿在儿童时期长不到正常身高，这些刺激因素的数量实际上在

增加。儿童时期的劳作或者（父母的）暴力，也是影响儿童健康的一个可能

因素。b

通过调查研究儿童自身，c骨骼考古学的研究路径为了解他们的童年时代

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机遇，正如在赫库兰尼姆的例子中，这种路径也不受传

统模式的阻碍。d不消说，甚至这种骨骼学的证据也有其局限性。除了古代

a　B. Rawson, “Education: the Romans and US”, in Antichthon, 33 (1999), pp.81—98; B. Rawso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上述作品也没有提及这篇文章。

b　R. Redfer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upon Childhood: An Osteological Study of Iron Age and Romano-British 
Dorset”, in Harlow & Laurence, 2007, pp.171—194. 根据死者的年龄，骨骼—考古学上关于生物的或骨骼的年龄

与坟墓中物品存在关联的可能性之研究也参见Gowland, 2007。

c　A. James, “From the Child’s Point of View: Issu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 in C. Panter-brick, 
Biosocial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3.

d　W. Scheidel ed., Debating Roman Demography,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2001, p.27.



历史学的国际化　/　专 论

87

历史学家完全依赖医学和骨骼学上的诠释这一事实之外，以一架骨骸为依据

就判断一个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很明显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假设每个奴

隶都带有繁重劳作的印记。因此，在赫库兰尼姆地区是否存在童工奴隶尚未

可知，因此那儿的发现并非是无可置疑的证据，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

是至少，它们给出了好的指向。为了纠正古代历史学家对此的沉默态度，在

附录中，就童工奴隶可能存在的证据，我做了完整的总结。意大利的“绰号”

经常会揭示生动的故事。学术界正在等待E.拉泽（E. Lazer）的最新综述，因

为他不仅准备着手重新调查庞培城和赫库兰尼姆地区骨骼学上的证据，也将

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a

二、 童工、奴隶： 方法论方面的解释

在古罗马的社会历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童工问题。b目前的研究采用了一

种全面的分析路径，它对不同资料中的每个证据进行了整合。这种研究也主

张在微观历史学的视角下，通过从个案入手也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了

解在古罗马时代作为一名童工奴隶和一个儿童分别意味着什么，我引用多面

的经历，但并不忽视那些主宰奴隶生存状况的总体权力机制。全面的分析路

径和强调微观历史学的分析路径，这两种路径可能都需要一一阐明。

a　这篇报告宣读于2008年。E. Lazer, “Victims of the Cataclysm”, in J. J. Dobbins & P. W. Foss, The World of 
Pompei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670—677，书中并没有提及童工方面的任何内容。关于赫库兰

尼姆妇女的故事，参见 J.Daehner ed., The Herculaneum Women: History, Context, Identities, 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2007。

b　并非仅仅古罗马时代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想要了解过去对童工的文化盲点，参见K. Simon-musched, 
“Indispensable et caché. Le travail quotidien des enfants au bas Moyen Âge et à la Renaissance”, in A. Stella ed., 
Les dépendances au travail, Grenoble: PU Vincennes, 1996, pp.97—107; K. Kamp ed., Children in the Prehistoric 
Puebloan South west,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2, pp.71—89; M. Harlow & R. Laurence, 

“Introduction”, in Harlow & Laurence, 2007, p.11。从2006年开始，在我的一篇综合性的报告中—用荷

兰语写的一篇很长的报告，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报告的英文版本，我已经在努力弥补这种缺失

了。关于童工方面的内容，参见Laes, 2006, pp.124—197。早期的研究包括Chr. Laes, “Kinderarbeid in het 
Romeinse rijk. Een vergeten dossier? ”in Kleio 30, 1 (2000), pp.2—20; W. Petermandl, “Kinderarbeit im Italien der 
Prinzipatszeit. Ein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Kindes”, in Laverna, 8, 1997, pp.113—136; E. Herrmann-otto, 
Ex ancilla natus: Untersuchungen zu den “Hausgebore-nen” Sklaven und Sklavinnen im West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es, Stuttgart: F. Steiner, 1994; K. Bradley, Slavery and Society at Rome, Cambridge, 1994; S. Knoch, 
Sklavenfürsorge im römischen Reich, Hildesheim-New York-Zürich, 2005, pp.149—155，主要是其中关于奴隶劳工

的（Arbeitsbeding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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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社会各个层面搜集关于童工奴隶的资料： 包括小型农场和工业采

矿、大庄园、大量富裕的城市家庭、工匠的小作坊，等等。为了还原童工奴

隶的状况，我参阅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资料： 文学资料，以及铭文资料、纸莎

草纸上的告示、法律文本以及考古发现。偶尔也会有影像资料，但是这需要

对其自身的真实性进行研究。a每一类资料都有其特点及难点。提及童工奴

隶工作的古代作家经常是一些谴责过分行为的道德家，例如塞涅卡，或者是

用怪诞手法描述事物的讽刺作家，例如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或马提亚

尔（Martial）。然而，他们只提及读者认可的那些情况： 虽然故事本身并不完

全是“真实的”，b但其中仍有某种真实性。在碑文资料中找到关于童工奴隶

的描述并不容易： 一个简单的名字可能隐含着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并不必

然如此（这对希腊名字而言并不适用—因为自由儿童有时也会使用单一的

名字）。最近，H.西吉斯蒙德—尼尔森认为，古罗马碑文中提到的大多数没有

家庭背景的儿童，实际上都是由于庇护关系（patronage）或劳作才被铭记的。

就奴隶而言，她认为，作为奴隶子女被纪念的，即便没有注明工作，也可认

为是从事劳作的，因为他们作为家庭奴隶的身份是明确的。因此，我们可以

假设奴隶其所属的家庭中工作。c碑文经常不记载明确的日期： 它们大部分

属于“铭文习惯”（epigraphic habit）的高峰期，就古罗马的铭文而言，时间

大约是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虽然没有明确的日期记载，但我们也不用太担

心，因为我研究的是长时段的历史： 公元1世纪存在着童工奴隶，在公元5世

纪同样存在。铭文必须放在考古语境下进行考虑，因为语境经常会透露出童

工奴隶所处的社会环境： 很明显，在富裕家庭的集体墓室（columbaria）中被

纪念的奴隶来自大家族。法律资料显示，儿童奴隶主要是被用来当作补偿。

但是，就此断定这些儿童只具有物质价值还是有些轻率： 这一点也适用这一

a　L. Schumacher, Sklaverei in der Antike: Alltag und Schiksal der Unfreien, München: C.H. Beck, 2001, pp.91—

238，书中编辑了不同种类奴隶劳工的证据，并用图像资料进行阐释他的研究。但是，他的综合索引并没有

提及《儿童》（Kind）这本参考书。

b　关于运用虚构的和讽刺的资料作为介绍古罗马社会的例证，参阅G. Woolf, “Writing Poverty in Rome”, in 
Atkins & Osbourne, 2006, pp.83—99。

c　H. Sigismund-Nielsen, “Children for Profit and Pleasure”, in Harlow & Laurence, 2007, pp.37—54.显然，对于

那些只有奴隶儿童的名字，而没有指明他是否工作的罗马碑文，我不会都进行讨论（根据Sigismund-Nielsen
的例子，只有一百多个碑文明确指出了儿童奴隶所参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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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奥地利的法律，其认为对第三方之工具造成物质伤害与一个儿童死亡相

比，前者对承保人而言代价更大！ a在纸草资料中，希腊语παιδάριον（小孩、

奴隶）或者πάις（孩子、奴隶）的含义模糊，这使得辨别童工奴隶和成年奴

隶比较困难。b因为在古代艺术中，为了突出奴隶的卑微社会地位，他们经

常被刻画成身材矮小的人。但是就方法论而言，认为每一个较为矮小的人物

形象都是童工，是不恰当的。c

一些历史学家误解了微观历史学和案例的功用。他们认为，以福格特

（Vogt）为代表的德国学派更加关注主仆关系中具体的人际关系，而正因为如

此才达到古代奴隶制是比较人性化的解释，而M. I. 芬利（Finley）及其盎格

鲁—撒克逊学派以权力的意识形态及其机制为基础，做出了更加严格的判断，

这从本质上使得对古代奴隶心理或心态进行研究毫无意义（我们只是通过奴

隶主的压迫性影响而获知奴隶的心理或心态）。d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学

派一直将其全部精力倾注在个别方面。只有在具体的故事和历史重塑中才表

明了作为奴隶到底意味着什么（与研究 19世纪奴隶制的历史学家相比，古

代历史学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没有日记、访谈和当事人的报告可供参考）。

单一的奴隶经历（心态、心理）并不存在，因为在古代，存在许多不同的奴

隶生活，它们的性质又各不相同。奴隶之间的社会差异非常巨大，私人秘书

的生活与金矿上劳工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这些迥异的故事并不能

让我们对那些决定每个奴隶生活的根本机制视而不见。K. 布莱德雷对奴隶

a　R. Willvonseder, “Kinder mit Geldwert. Zur Kollision von Sachwert und per-sönlicher Wertschätzung im 
römischen Recht”, in Bellen & Heinen, 2001, p.97.

b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P.Scholl, Corpus der Ptolemäischen Sklaventexte, Vol.3, Stuttgart, 1990; H.Schulz-
Falkenthal, pp.792, 795, 868—869(P. Lond. Ⅶ ,2061以及2065; P. Petr.Ⅱ ,4:2)。

c　关于一些例子，参见Petermandl, 1997, pp.120—121和Bradley, 1994, p.194。G.Coulon, L’enfant en Gaule 
Romaine, Paris, 1994, pp.181—182展示了一些来自高卢地区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我们能了解到童工。在庞培

城，我们看到一幅图片，上面描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在修补一个锅，他的父亲在接待顾客。参见Baldassare, 
1991, pp.113—124。

d　R. Gamauf,“Zur Frage ‘Sklaverei und Humnanität’ anhand von Quellen des römischen Rechts”, in  
Bellen & Heinen , 2000, pp.51—72，引文在pp.52—53。对芬利观点的坚决否认以及对古人深奥人性之强调，见

W.Waldstein, “Zum Menschsein von Sklaven”, in Bellen & Heinen, 2001, pp.31—49（甚至引用了如今奥地利的

高流产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这场辩论的恰如其分的评论以及对芬利研究方法的重估，见W.Scheidel, 
“Slavery and the Shackled Mind: on Fortune-Telling and Slave Mentalit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in AHB, 7: 3 
(1993), pp.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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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状态做了恰当的描述，即充满了不稳定性、耻辱和暴力。评论家们责

备他研究角度单一。然而，他从来就没有认为这些是每个奴隶必须面对的问

题，而是说，这些方面是奴隶生活中一个始终存在的威胁。人们可能会把儿

童当作物品在市场上出售（有时要与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相分离），一场

突如其来的变故或奴隶主的去世就会拆散奴隶们的家庭，他们始终有遭受惩

罚或折磨的可能。a虽然，揣测过去之人的感受和心理确实是件冒险的事，

同时，进一步往下分析有满布主观投射和时代误植的荆棘，但是K. 霍普金斯

和K. 布莱德雷确信，相反的态度（即认为关于古代奴隶的感受，我们提不出

什么明智的看法，因为实际上，他们对于我们而言完全是陌生人）反倒证实

了那是一种过分的谨慎，一种固执的或不可救药的无知。b

三、 法律资料

在开始列举童工奴隶的具体案例之前，我拟查看规范性的法律资料，这

些资料能大致指出各种行业活动中的童工奴隶。

古代作家认为，如果一个劳动力服侍另一个人，那么就意味着前者屈从

于后者。c在古代人的眼中，奴隶并没有“工作”，他们只是在做主人吩咐的

事情。在法律思想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奴隶的身体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是相

互分离的，但这种情况针对的是将奴隶的服务出租给第三方的问题。在那种

情况下，人们需要辨别两类人，一类人是奴隶主，他具有对奴隶之身体处置

a　关于这种共情的研究例子，见Chr. Laes, Kinderen bij de Romeinen: Zes eeuwen dagelijks leven, Leuven, 2006, 
pp.140—147.

b　Bradley, 1994, pp.179—181中指责了拒绝接受这种共情的挑战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是傲慢和徒劳无益的。

此外，他声明那种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历史关联性的观点正反映了关于古代的传统观点。K. Hopkins, “Novel 
Evidence for Roman Slavery”, in P&P, 138 (1993), pp.3—27，引文在pp.26—27。在他一篇关于伊索的奴隶小说的

文章中（见其开篇的注释，他的同事是阅读他文章的首批读者：“其中，跟故事的主人公伊索一样，文章造

成同样的反应；出于尊重，我将其做了些许改动”），他也同样强烈要求将“移情、修辞、心理的领悟和叙

事”作为古代历史研究者的工具。N. Mckeown, The Invention of Ancient Slavery?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7, p.78将Bradley的观点刻画为“对于高尚目的的充满热情的承诺”，但质疑他的一些结论。关于Bradley运
用及处理故事的方法，也见Mckeown, 2007, pp.77—123。

c　Paulus, Sent. Ⅱ 18.1.参见Y. Thomas, “Le corps de l’esclave et son travail à Rome: Analyse d’une dissociation 
juridique”, in Moreau , 2002, 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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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另一类人则对奴隶行使权力目的是从其劳动中获利。a

乌尔比安（Ulpian）在其一篇关于奴隶劳工之补偿金（例如，出借或遗

失的情况）方面的文章中讲到，奴隶从5岁开始就被当作劳动力： 

Si minor annis quinque vel debilis servus sit vel quis alius, cuius nulla 

opera esse apud dominum potuit, nulla aestimatio fiet.（Dig. Ⅶ 7.6.1）

如果一个奴隶不满5岁或者有残疾或有其他情况以至于不能为其主

人劳动，那么，就不能对其做任何估价。（《学说汇纂》Ⅶ 7.6.1）

补偿金不适用于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无法实施的奴隶服务（还是乌尔比安

的观点）： 

ut puta agerotante servo vel infante, cuius operae nullae sunt, vel defectae 

senectutis homine.（Dig.Ⅶ 1.12.3）

例如，当一个奴隶生病了或者仍是一个不能提供劳动服务的孩子，

或一个年老体衰的奴隶。

在遗产或借款的案例中，人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个孩子的工作能力。只有

超过了5岁或7岁这样的年龄界限（区别于婴儿的标准界限），对童工工作的

估价（aestimatio operae）才能进行： 

Si infantis usus tantummodo legatus sit, etiamsi nullus interim sit, cum 

tamen infantis aetatem excesserit, esse incipit.（Dig.Ⅶ 1.55）

如果对婴儿之使用权进行遗赠，那么，一旦该童奴年龄超过童年，

使用权即发生，哪怕用益权在此前这段时间里还未曾有效。

a　关于这种“司法上的分离”，见 J. A. C. Thomas, “The Case of the Apprentice’s Eye”, in RIDA, 8 (1961), 
pp.357—372。 一篇犀利的文章，这种情况暗示至少对奴隶的工作有一定程度上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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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奴隶是否有能力进行劳动之时，身体发育的成熟程度（14岁到达

青春期）并非特别重要： 

Ceterum cum de fructibus servi petiti quaertur, non tantum pubertas eius 

spectanda est, quia etiam impuberis aliquae operae esse possunt.（Dig.Ⅵ 1.31）

此外，当说到被要求返还奴隶的孳息问题时，应当不仅只考虑适婚

奴隶的孳息，因为有些劳动也可以由那些未适婚奴隶来承担。

这些规定对奴隶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对于自由的罗马男孩而言，7岁是

一个重要的节点： 意味着孩子开始上小学，及从婴儿期（infantia）到童年期

（pueritia）的转变。奴隶的生命中只有两个节点： 5岁意味着婴儿期结束了，

以及可能作为童年期a终点的30岁（即他可以被正式释放的年龄）。对于那些

不享有被释特权的人而言，余生都被定义为“孩子”（puer）—“孩子”是

一个只针对奴隶的惯用拉丁词汇。b第三个节点可能就是60岁的退休年龄。c

自由民的婴儿期和奴隶的婴儿期在时间上相差一二年，这是现代研究关

注的一个点，不应该过分强调它。一个5岁的婴儿和一个7岁的婴儿在发育过

程中虽然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许多文明中，从婴儿期到童年的过渡大

约处于6岁左右。d

法律资料也认为，通常需要年轻的奴隶来履行职责。很明显，对儿童的

需求很大： 

（sc.mancipia）simpliciora esse et ad ministeria aptiora et dociliora et ad 

omne ministerium habilia.（Dig. ⅩⅪ 1.37）

a　Gaius, Inst I 17. 关于一些可能的例外（minores ⅩⅩⅩ annis），见Gaius, Inst. 118.

b　Hermann-Otto, 1994, pp.307—310.

c　根据Dig.Ⅶ 1.12.3 en ⅩⅩⅨ 5.3.7 为一个60岁以上的奴隶申请工作是禁止的。见T. Parkin, Old Age in the 
Roman World: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20—221.

d　Rawson, 1999,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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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将会被训练得更加顺从，对各类事物都能很快上手，更易

培训，做起任何事情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乌尔比安提到年轻释奴（10岁多一点）的原主人可要求他们做的一些工

作：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童工奴隶通常被授予相关技能。

Dabitur et in impuberem, cum adoleverit, operarum actio: sed interdum 

et quamdiu impubes est: nam huius quoque est ministerium, si forte vel 

nomenculator vel calculator sit vel histrio vel alterius voluptatis artifex.（Dig. 

ⅩⅩⅩⅧ 1.7.5）a

当一个未成年人长大的时候，主人才会安排他做事，但是有时候也

会在其未成年时期就让他进行服务；如果他碰巧是抄写员、传名者、簿

记员、演员或者用其他方式娱乐于人的匠人或艺人，那么这个未成年人

也可能会进行服务工作。

在后来的《学说汇纂》中再次提及一些职责： 

Potest tamen et impuberes operas dare, veluti si nomenculator sit vel 

histrio（Dig. ⅩL 12.44.2）

如果未成年人担任的是传名者（私人传达者）或者演员，可以让他

们服务。

在文学和碑文资料中，都证明了这些职业确实是针对儿童的，接下来会

得到进一步阐释。传名者（nomenculator）类似于私人传达者（private heralds）

或者点名者（roll callers），calculator类似于一种簿记员或者甚至是数学老师。

a　想要了解服务（ministerium）的释义，见Dig.ⅩⅩⅩⅧ 1.1: ministeria operae sunt diurnum officium，奴隶的

主顾可能将每天的服务强加到奴隶的自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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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riones这个词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表演者。artifex这个词暗示受过教育或指导。

法学家确实对职责（officium）和手艺（artificium）进行了区分，因为就职责而

言，奴隶可以不需要接受训练。（在《学说汇纂》ⅩⅩⅫ 65.1中讲到，搬运垃圾

箱是职责［officia］的其中一例，厨师和织工则是手艺［artificia］的例子）。这

种区别表明存在着对教育和训练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价值的初步概念。a

很明显，对古罗马时期的律师而言，童工的现代概念完全是陌生的。规

定极低的年龄界限仅仅是为了裁定可能出现的赔偿问题，它仅适用于奴隶，

这或多或少类似于设定老年奴隶工作的最大年限。但着并不是来自道德观念

或教育观念。

在购买奴隶及其价格波动方面，我们的资料很少。W. 沙伊德尔最近所做

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元首制时期，相对于每日的工资和谷物价格而言，奴隶

的价格要高一些。b但是所有证据都表明，童工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承认

的。直到古典时代晚期，据纸草上的销售文件载，没有父母或家庭的儿童被

出售。c一些是15岁或者年龄更小的女孩。有一个女孩年仅 3岁，另一个6岁

的女孩和一个2岁大蹒跚学步的孩子被一起售卖。在公元 221年，一个14岁

的当地女孩又被卖给了第三方，这已经是她第14次被贩卖了。在纸草上的销

售文件中，也提到了15个不到15岁的男孩，他们被再次贩卖。8岁的那喀索

斯（Narcissus），是一个家生奴的儿子，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在市场上被

重新贩卖。一个9岁的马其顿奴隶被船运到了埃及，然后被卖到了当地，此

外，一个14岁的高卢男孩被卖到了腓尼基的阿斯卡隆。d

a　R. P. Saller, “Women, Slaves and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Household”, in Balch & Osiek, 2003, p.192.

b　W. Scheidel, “Real Slave Prices and the Relative Cost of Slave Labor”, in Anc-Soc, 35 (2005), pp.1—17.

c　关于这方面的卓越研究，见 J. A. Straus, “Liste commentée des contrats de vente d’esclaves passés en Egypte 
aux époques grecque, romaine et byzantine”, in ZPE, 131 (2000), pp.135—141和 J. A. Straus, L’Achat et la Vente des 
Esclaves Dans l’Egypte Romain: Contribution Papyrologique Dans une Province Orientale de L’Empire Romain, 
Paris: Walter de Gruyter, 2004, pp.270—276， 关 于 家 庭 纽 带 的 断 裂；K.Bradley, “Child Labour in the Roman 
World”, in K. Bradley, Discovering the Roman Fami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3—125; Dalby, 
1979。也见S. Bussi, Schiave: “prezzi e tasse sul lavoro”, in A. Buonopane & F. Cenerini eds., Donna e lavoro nella 
documentazione Epigrafica. Atti del I Semi-nario sulla condizione femminile nella documentazione epigrafica, Bologna, 
21 (novembre 2002, Faenza, 2003), pp.277—286。只有一份纸草记录了两个儿童的售卖，这两个儿童并非来自埃及

而是来自Tell Nessana: P. Ness. 89(公元6世纪晚期—公元7世纪早期 )；虽然，这些是否是儿童并不确定，但是

低廉的价格也暗示了有可能是儿童。在会议期间，Noel Lenski给我提供了这个例子，对此我很感谢。

d　对于这些例子，参见P.Oxy.Ⅱ 263; P.Mich.Ⅴ 278; P.Vindob.Boswinkel 7; SB Ⅴ 7573; PSI Ⅻ 1254; BGU Ⅰ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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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儿童也许是奴隶主做的一项有计划的投资。超过30%的女奴被购买来

时处于生育能力最旺盛的时期，即20岁到25岁之间。买来的那些14岁到20岁

之间的奴隶数量也几乎占同样的比例。销售文件的附文显示出，他们的新主人

也会考虑是否购买童工奴隶。在女性奴隶做准妈妈的过程中，她们会承担各种

各样的家务活。在购买男性奴隶时，奴隶的年龄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风险，很

明显的是，奴隶主更乐意买不到15岁的奴隶。这些男孩10岁就可以干杂活和一

些小活计。所以很显然，购买年轻的奴隶并训练他们，这种买卖比较划得来。

公元301年，戴克里先的价格敕令给许多产品规定了最高价格，其中包

括奴隶在内。

表1  公元301年  戴克里先价格敕令§29.1—7规定奴隶价格（用罗马银币denarii表示）a

年    龄 男性奴隶价格 女性奴隶价格

0—8 15000 10000

8—16 20000 20000

16—40 30000 25000

40—60 25000 20000

60+ 15000 10000

这些是无技能的奴隶价格。根据§29.8，有技能的奴隶的价格可能是上

述奴隶价格的两倍。b此外，在这些同类奴隶中，处于最佳年龄阶段的奴隶

价位最高： 在8—16岁这一栏中，16岁大的奴隶价格是20000，20出头的奴

隶价格可能是30000。c这个敕令部分地反映出了书面资料中所显示的年龄等

级。7岁就代表着婴儿期结束了，8岁则跟7岁非常接近；16岁跟通常所谓的

14岁、15岁隔得不远（也见： 60岁是老年时期［senectus］的开端）。与19世

a　见M. Giacchero, Edictum Diocletiani et collegarum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 I.Edictum, Genova, 1974, p.208。
在这个问题上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有Scheidel(1996)和Saller (2003)。

b　pro mancipio arte instructo pro genere et aetate et qualitate artium ... ita duplum praetium statutum in mancipium 
minime excedere.（关于有技术的奴隶： 依据族裔、年龄以及技能水平，……其价格不能超过规定价格的两

倍。）根据Philo, Spec.Leg.Ⅱ  33—34 μέγεθος（高大）、κάλλος（貌美）和 εὐεξία（体健）在奴隶价格的构建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c　W. Scheidel, “The Most Silent Women of Greece and Rome: Rural Labour and Women’s Life in the Ancient 
World Ⅱ”, in G&R, 43: 1 (1996), pp.1—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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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美国的比较研究没有证实8岁到16岁之间的女孩和男孩具有同等的价值。

正如上面所言，在古代，这些女孩也许很受重视，因为不久她们就能够生儿 

育女。a

公元530年，査士丁尼发布了一个类似的价目表。这些价格仍为最高 

价格。

表2 《查士丁尼法典》(Cod Iust.) Ⅶ 7.1.5规定的奴隶价格（用金币Solidi表示）

身  份 年  龄 职  业 价  格

男奴与女奴

（servi+ancillae）

低于10 10

高于10 没有手艺的人 20

超过10 手艺人 30

超过10 记录员 50

超过10 医生 60

超过10 助产士 60

未成年阉人

（eunuchi minores）
低于10 30

成年阉人

（eunuchi maiores）

超过10 无手艺者 50

超过10 手艺人 70

与《学说汇纂》Ⅶ 7.6.1中将5岁设为界限相比，把10岁设为年龄界限看

起来更加现实，5岁应该是年龄的绝对下限。此外，人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

不到10岁的孩子看成未经完整训练的奴隶，但并不排除他们能做一些特定的

零活（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些活计不那么受重视）。

晚期古代的法律也证明了，10岁是一个节点，儿童的教育开支指限于其

前10岁。b有一些关于被阉割奴隶的详细描述。10岁以下的阉人非常稀少，

但价值很高： 一个年轻的阉人与一个技术精湛的成年工匠一样昂贵。c罗马

a　Scheidel, 1996, pp.71—74. Scheidel 所引用的来自美国的价目表也显示出，8岁和16岁是年龄阈限。

b　Sent.Syr. 77, 98（叙利亚；5世纪）和Lex Visig.Ⅳ 4.3（西班牙Hispania；6世纪）。

c　Sin vero eunuchi sint servi communes maiores decem annis (...) minores etenim decem annis eunuchos non amplius 
triginta solidis aestimari volumus.（但是假如超过10岁的阉人是普通奴隶的话［指的是无技能的普通奴隶］，我

觉得不到10岁的阉奴的价值不应该超过30金币。）根据《学说汇纂》 Ⅸ 2.27.28，阉割一个奴隶男孩提高了他

的价值（《阿奎利亚法》［Lex Aquileia］不适用于这些例子）。关于昂贵的阉奴，见苏维托尼乌斯，《图密善

传》7.1；老普林尼，《博物志》Ⅶ .129； 《学说汇纂》ⅩⅩⅩⅨ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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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禁止阉割年轻奴隶，但这样的价格规定不禁让人对此禁令的效能产生了

严重的质疑。a

四、 乡村生活

1. 大地产

在理论研究和专门著作中，古罗马的作家都谈到了大地产（latifundia）

的运作问题。法律资料也涉及大地产中儿童的问题。乌尔比安给大农场中的

“工具”（instrumentum）下了一个定义： 有助于生产、收获和存储粮食的设备

和劳动力。除此之外，也有“使用工具的工具”（instrumentum instrumenti）： 

在属于“工具”的那一类中，对衣、食、住负责的人员。b典型的工作就是

烘焙面包，维修房屋；做这些工作的典型职业有，厨房女仆、女织工和女厨

师。c乡村地产及其“工具” 可留作遗产。较大的遗产就是所谓的“配备完

善的房产”（fundus instructus）： 即带有“工具” 以及有助于为新家主（pater 

familias）提供更好设备的所有东西的乡村地产。这种“配备完善的房产”

（fundus instructus）也包括女性奴隶和他们的孩子。d这些孩子都属于“使用

工具的工具”，将孩子和妇女连带一起包含在遗产中，被认为是最合适的，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夫/妇和/或子女之间残酷的分离（dura separatio）。e因

此，妇女和儿童所从事的劳作被赋予的是某种边缘化的地位。最终，这两类

人都不属于奴隶劳工这类“工具”。f

根据科路美拉（Columella）、瓦罗（Varro）和《学说汇纂》 ⅩⅩⅩⅢ 7的描

述，可以列出农场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清单。从理论上来讲，可能其中的很多

a　关于图密善皇帝发布的这一禁令，见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Dom. 7.1和Cassius Dio LⅧ 2.4。关于类

似的禁令，见Paulus, Sent Ⅴ 23.13和Dig.ⅩLⅤⅢ 8.8.2。

b　Dig. ⅩⅩⅩⅢ 7.8 pr（工具 instrumentum）；Dig. ⅩⅩⅩⅢ 7.12.5(使用工具的工具 instrumentum instrumenti).

c　Dig. ⅩⅩⅩⅢ 7.12.6.

d　Dig. ⅩⅩⅩⅢ 7.12.33.

e　Dig. ⅩⅩⅩⅢ 7.12.7和Paul, Sent Ⅲ 6.35.

f　关于女性奴隶的地位的影响，见Saller, 2003, pp.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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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都适合儿童去做，a不过对此，这些作家经常没有明说。

瓦罗非常鄙视童工。富裕的地主当然不会让他自己的孩子做工，穷人也

一样。对于更加重要的任务，地主当然会优先使用雇佣的劳动力。这些雇员

最低年龄当是22岁。贵族对奴隶缺乏信任可能是基于这个假设，即后者不会

关心主人的财产。b

科路美拉认为，奴隶劳工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力发展。他列举的很

多工作都适合奴隶和他们的孩子做（因为“孩子”这个词可以描述两者，

所以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科路美拉所指的是否只是孩子）。c此外，在科路

美拉时代，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不能再提供大量的奴隶，于是，他将注

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他自己奴隶的孩子教育上。他不允许儿童工作一整天。

我们可以想象出孩子们在院落和菜园中玩耍的情景。科路美拉建议菜园不

要对孩子们开放。d为了防止苹果树下的土太干燥，一个男童奴隶就必须定

期地用木铲或芦苇铲给它松松土。e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科路美拉认为儿

童的性纯洁也使得他们很适合在厨房里帮工。出于卫生考虑，与食物相关

的人须是儿童或戒性的人。f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家务之外，其他的小活计

也需要他们去做。给葡萄园松松土，修剪葡萄枝，或者剪掉庞杂的枝叶也

许是适合孩子做的理想工作，虽然在这方面，农业学家很少提到孩子。g巴

尔多（Bardo）博物馆（突尼斯，4世纪）的一镶嵌画，显示了尤里乌斯名

a　Brasley, 1994, pp.59—60列举了40种不同的职业。

b　Varro, RR I  17.2—3.参见A.Gonzales, “A pueritia rusticis operibus edurandus: Le travail des enfants à la campagne 
chez les agronomes latin”, in Myro, Casillas, Alvar, & Placido , 2000, pp. 240—241。关于终身劳工，见D.Rathbone, 
Economic Rationalism and Rural Society in Third-Century A.D.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88—147；关于埃及的临时劳工，见pp.148—174。

c　Gonzales, 2000, pp.241—245.

d　Columella, RR X 1.V.33—34： 应该用墙和篱笆把菜园围起来。农神（Priapus）的阴茎会吓坏男孩，他的镰

刀吓跑盗贼。

e　Columella, RR Ⅻ 42.2.

f　Columella, RR Ⅻ 4.3(aut impubi aut certe abstinentissimo rebus veeriis).

g　例如，见Columella, RR Ⅳ 5和Ⅳ 27。尤其是RR Ⅺ 2.44: Ab idibus Ianuariis usque in calendas Iunias 
veteranam vineam priusquam florere incipiat, iterum fodere oportet,eandequem et ceteras omnes vineas identidem 
pampinare.Quod si saepius feceris, puerilis una opera iugerum vineti pampinabit.（从1月15日［引文如此，但有的

版本中没有1月（Ianuariis）一词］到6月1日，宜在葡萄开花之前为旧葡萄园松土，并且修剪这些旧园及其

他的园子。假如你经常做这些的话，一个孩子［指童工］用一天的工夫就可以修剪一个英亩大小的葡萄园。）

RR Ⅱ 2.13: Verum et si subinde nascentem falce decidas, quod vel puerile opus est.（但假如你用镰刀砍新生的草，

那是孩子［都能做］的工作），也很可能是对童工奴隶的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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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大型非洲农场的活动： 为了采摘、收获橄榄，儿童用棍子敲打橄榄

树。a监管小鸡是典型的工作： 一个人管理 200只小鸡被认为是很正常的。

年迈的妇人也经常做这项工作—很明显，儿童跟外人一样，重要性微不

足道： 年龄既小，也没有生育能力。b儿童也会放牧小群的家畜。每天，放

牧的儿童会将家畜带回到农场，但是，成年的牧羊人则日夜待在田地里。c

不管怎样，这些年轻的牧羊人都生活在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中，接受一个

在年龄和经验上都超过他们的年轻人管理。d儿童也可能会放牧牛群： 会

有不同的人在前面引领牛群，如果需要的话，牛群的后面会跟着一个孩子，

拿根棍子不让牛乱跑。看守驴也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儿童工作。e奴隶主在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前瞻性体现在主人培训管家（villicus）的指南之上，要使

其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对乡村的劳动熟络起来。一个训练有素、忠心耿耿的

管家能确保任何一个大地产（latifundium）的兴盛。f

因此，来自大地产的证据预示童工一直存在。虽然这些词语的含糊其辞

使得大家不可能清楚的辨别释奴奴仆、儿童奴隶和成年奴隶，但毫无疑问的

是，大部分童工都是奴隶。实际上，那些各类人群在一起生活和劳动，所以

a　M. Yacoub, Chefs-d’Ouvre des Musées Nationaux de Tunisie (Maison Tunisienne de L’Edition, 1978, pp.187—

197)指出，在迦太基发现了这种图画，并且推测这些小的人物形象确实是儿童。Dunbabin,1978, pp.119—120 
(pl.XLIII n.109)和p.252(n.32)认为这些图画应该属于公元380年到400年之间，但是她怀疑是都有儿童：“有两

个微小的人物穿着农民的带帽子的斗篷，他们正在将橄榄从树上打下来，并把它们装在篮子里。”她增加了

这种可能性，即有可能会描述社会的低级阶层。关于从事类似工作的儿童（收获橄榄），见Petermandl,1997, 
pp.117—119，其中也提到，在后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b　Columella, RR Ⅷ 2.7（年龄较大的妇女和儿童会照料小的家禽，比如多达200只鸡）；Palladius, Agr.1.28.1
（年龄较大的妇女照料鸡）。边缘位置： Gonzales, 2000, pp.249—250。

c　Varro, RR Ⅱ 10: Ad maiores pecudes aetate superiores,ad minores etiam pueros... Itaque in saltibus licet videre 
iuventutem, et eam fere armatam, cum in fundis non modo pueri sed etiam puellae pascant. （较大的牧群交给年纪

稍长的人，较小的牧群甚至可以交给孩子……所以在牧场会见到年轻人，通常携带武器；但在农场上，不仅

男孩而且女孩也放牧。）

d　Varro, RR Ⅱ 10: Qui pascunt,eos cogere oportet in pastione diem totum esse, pascere communiter,contra pernoctare 
ad suum quemque gregem, esse omnes sub uno magistro pecoris; eum esse maiorem natu potius quam alios et peritiorem 
quam reliquos, quod ei qui aetate et scientia praestat animo aequiore reliqui parent. Ita tamen oportet aetate praestare, ut ne 
propter senectutem minus sustinere possit labores. （这些牧人整个白天都应该在牧场上，一起放牧；但晚上应该各

人和自己的牧群一起。所有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是头领，他应该比其他人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因为其他牧

人更愿意听从比他们年长、更有经验之人。但他的年龄也不能大到因年老而不能承担辛劳。）

e　关于照料牛群： 虽然Columella, RR Ⅵ , pr.6—7并没有提到儿童，但是Gonzales, 2000, p.247, n.24则从影像

资料中推断出存在儿童的劳动。照料驴： Columella RR Ⅶ1.2: Tum imprudentis custodis negligentiam fortissime 
sustinet。

f　Columella, RR Ⅺ 1.7: a pueritia rusticis operibus edurandus. （必须从幼年起就经受农活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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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存条件并没特别不同。农业作家从未承认过那些儿童在经济上的重

要作用（只是因为庄园主主要依靠自家生养的奴隶，因为等奴隶成年之后，

还能继续在这里干活）。农业理论家曾含蓄的承认儿童参与经济，但是他们

从未明确地提到过，也从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他们

的理解中并没有童工这一概念。a

2. 贫困的家庭

农村人口是古罗马帝国中沉默的大多数。虽然农民占据了三分之二的

人口（甚至有些估测认为有 80%），但是在文学和碑文资料中，却几乎没有

提到过他们。这当然包括那些比较贫穷或者介于贫穷与极富之间的小农。当

然，在古代社会中，贫穷这一问题是一个难题，不仅是因为决定人们困苦的

因素十分广泛（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贫穷），还因为新的分析报告指出，在古

罗马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分野，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中产阶层和贫困阶

层，而贫困阶层的人数大概占了总人口的一半。b按照现代的标准，在过去，

大部分农民都过着一种担着风险、挣扎维持生计的生活，歉收导致的饥荒、

盗窃抢劫和暴力，或疾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生活在城镇的同时代的

人甚至更加依赖农村供应的食物。c

几乎没有农民能雇得起奴隶。他们大部分自己也经常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一起照管田地，正如瓦罗所认为的那样： 

a　Laes, 2006, pp.189—190.

b　W. Scheidel, “Stratification, Depriv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tkins & Osbourne, 2006, pp.40—59. 在“中产”

阶级和穷人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挑战了对古罗马社会的传统观念，也见Veyne 2001。关于穷人的

传统职业和工作，见Dio Chrysostom, Or. 7.103—151,以及Parkin & T.Parkin & A.Pomeroy, Roman Social History: 
A Sourcebook,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216—223对此的翻译和评论。

c　关于罗马帝国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之估算，见W. Jongman, Slavernij en verstedelijking: De 
transformatie van Italië in de tweede en eerste eeuw v.Chr., in Lampas 33, 3 (2000), p.255和W. Scheidel, Progress 
and Problems in Roman Demography, in Scheidel , 2001, pp.1—81, 49—72。关于农民，见 D.Flach,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München: C. H. Beck, 1990。关于生活条件和饥荒，见P. Garnsey, Non-Slave Labour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1980. P.Garnsey, “Retour sur Non-Slave Labour: à propos du choix des travailleurs 
agricoles dans le monde antique”, in J. Annequin, E. Geny & E. Smadja eds., Le travail: Recherches historiques,Table 
ronde de Besançon, 14 et 15 novembre 1997, Paris 1999, pp.101—114; p.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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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es agri coluntur hominibus, servis aut liberis aut utrisque, liberis autem, cum 

ipsi colunt ut plerique pauperculi cum sua progenie, mercenariis.（Varro, RR Ⅰ 17.2）

所有的田地都由人来耕种： 由奴隶或自由人奴或两者耕种；自由人

自己耕作田地，正如大部分穷人和其子孙一起劳作一样；由雇工来耕

种。（瓦罗，《论农业》 Ⅰ 17.2）

一些奴隶家庭被主人留在偏远地区经营小农场。阿普列乌斯虚构了一小

群鲜明的奴隶形象。他们和妇女及孩子住在远离主人的地方。他们照管着一

家作坊，照料着牲畜。在简陋和严酷的环境下，他们生活得很贫困。当一个

放驴的年轻人在森林中被一头熊攻击致死，人们发现他的驴和一个旅客在一

起，并暴揍了旅客一顿。当奴隶们得知主人的死讯之后，就开始逃亡。在逃

亡的过程中，他们路过一座由租户（coloni）照管的庄园，那些租户以为他们

是一伙盗贼，于是带着看门狗一直追赶他们。不久，他们到达了一座村庄，

在那里，一个奴隶管家经营着主人的土地。后来，这个管家由于做错了事，

主人将其处死了。a古代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将这些显然虚构的证据不当回事。

由于远离主人，管家确实像专制统治者一样经营着小庄园，但是当主人回来

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畏惧主人。b

毫无疑问，大多数农民都生活在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环境中，虽然他们

也未必是赤贫。正如纸草上偶有记载的那样，这些人和他们的妻儿一起耕种

着土地。c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对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我们需要重新回

到比较研究之中。一个家庭构成（由于死亡、离婚、兵役）的改变会牵涉到

工作的变化，也可能会暂时雇佣妇女和儿童来做各种农活。在意大利，封

a　Apuleius, Met.Ⅶ 15—28; Ⅷ 1; Ⅷ 15—23（关于揍旅客，见Ⅶ 24；关于他们被从庄园中赶出去，见Ⅷ 17；

不忠诚的 vilicus，见Ⅷ 22）；也见Bradley, 1994, p.71。

b　跟Nonius Marcellus对比，De comp.doctrina 242（ed.Lindsay: longe ab urbe vilicari, quo erus rarenter venit, id 
non vilicari sed dominari est mea sententia）（管家待在远离城市的庄园里，主人很少去那里，我认为那就不是做

管家而是像主人［一样管理着那里］）；Columella, RR I 2.1(sub hoc metu cum familia vilicus erit in officio)（正因

为害怕这个，管家和奴隶们会尽责）。

c　P.Flor. I 91（一个农民和他的妻儿一起耕种皇家土地： 1.18—19： σ 9 γυναικὶ καὶ τέκνοις）。关于希腊语境

下的埃及俗体语例子，见ZÄS 133（2006）, p.611.17（“我的妻子［的］tftf和孩子的劳动”）。也见p.631.18
（“我的妻子关于做工的钱，和孩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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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群落的男人更常让妇女和儿童工作，在那里，不会有管闲事的人（noisey 

parkers）干扰他们，也不会受到对这个社会之外的人的诟病。在这样的群落

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会被随意践踏。妇女和儿童既要做着他

们惯常做的工作，也要做一些通常属于男人的活计。a在这些情况下，儿童

奴隶也会做同样的工作： 收获橄榄、照料牛群、捡柴、打扫房屋、从田里搬

走石头、打碎土块—这些只是日常劳作的一小部分内容。b

3. 采矿

在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时代，矿井上使用童工是很普遍的现象。1869年6

月15日的一项德国法律规定，禁止雇佣13岁以下的儿童，但是允许13岁的儿

童一天最多工作6个小时，14岁的儿童一天最多工作10个小时。煤矿允许对儿

童实施8小时工作制，从上午5点到下午1点。1938年4月30日颁布的一个新规

章规定，如果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开山或采矿的话，只允许他们做一些准备性

的工作。c在法国，1810年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10岁以下的孩子在矿井中做

任何工作。在意大利，1866年的一项法律也对那些不得不在矿井中工作的孩子

规定了同样的年龄限制；并规定那些在矿井外工作的孩子最低年龄为9岁。d

关于古代采矿业篇幅最大的描述见于希腊历史学家克尼多斯（Cnidos）

的阿伽撒尔基德斯（Agatharchides，公元前2世纪）的《红海记》。其中有一

段很有趣，写的是古代金矿中儿童的故事。e

a　W. Scheidel, “The Most Silent Women of Greece and Rome: Rural Labour and Women’s Life in the Ancient 
World”, in G&R, 42: 2 (1995), pp.202—217, 210—213,讲述了拥有一个家奴的（过）高代价，家庭生活周期，以

及偏僻社区的角色模式。

b　收获橄榄： Palladius, Op.agr. 16.14; P.Fayum 102.一个小女孩和两只山羊： Ovidius, Fasti Ⅳ 511.抱着其他

孩子的孩子： Phylarchus 81 F61a=Aelianus, VH Ⅵ 29。关于 gerulae: Tertullian, Adv. Marc. Ⅱ 13.2; de An.19.8.虽
然实际上 gerulae指的是保姆，Shaw 1987, p.42认为他们是儿童。关于希腊语的证据，见M. Golde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Classical Athens, Lond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2—37,128—129（也

点出了影像学资料）。

c　D. Woelk, Agatharcides von Knidos, Ueber das Roten Meer, Ue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diss. Bamberg, 1966, 
pp.120—121.

d　A.Giardina, Bambini in miniera: Quartulus e gli altri, in G. Paci ed., Miscellanea Epigrafica in Onore di Lidio 
Gasperini, 2 Vol., Tivoli, 1998, pp.414—415.

e　Photius（Bibl.p.447.21—p.449.10a）收集了Agatharchides关于金矿（fr.23—29）文章，并且Diodorus Siculus
（Bibl. Ⅲ 12.1—14.5）对文章做了些许改动。现代学术界观点认为Photius的文章实际上更接近于原型。对

Agatharchides的文本从童工的角度所做的详细分析，见Laes, 2006, pp.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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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伽撒尔基德斯描述的获得黄金的过程，这些黄金是战俘或罪犯历经

“无尽的艰难困苦”（fr.23）而凑出来的。阿伽撒尔基德斯讲到，他们遭受了

“最残酷的奴役这最大的不幸”。“一些人与妻儿一起承受着这种折磨，另外

一些人则是自己承受着。”他们日夜被锁链锁着，一直辛苦劳作。逃跑是不可

能的，因为他们被外国士兵看守着，他们之间语言不通，无法交流（fr.24）。

首先，年轻力壮的劳工沿着金矿矿脉，用镐头和锤子凿透岩石，开辟了一

条路。这个工作极其耗费体力。在狭窄的通道里，他们几乎无法站立，为

了看清楚东西，不得不在额头上绑一个灯（fr.25）。然后，孩子们花费很大

力气爬进通道，收集卵石和石头，然后将它们带到外面（fr.26： 孩童ἄνηβοι 

παῖδες）。a30岁以上（或不到30岁？）b的成年男人将这些石头碾碎，然后，

妇女将他们铺在磨坊的地面上。在迪奥多鲁斯（Diodorus）的说法中，阿伽

撒尔基德斯怜悯地放大了这些人的无尽苦难： 他们脏乱不堪、赤身裸体，甚

至包括妇女、老人、病人或伤员在内，都无一例外，他们不断地受到鞭笞。

对于这些人而言，死亡比活着更是一种解脱（fr.26）。c

此外，其他能证明矿井中使用了童工奴隶的证据微乎其微。我们了解

到，在路西塔尼亚（Lusitania）的尔茹斯特雷尔移民聚落（aljustrel colony）里

存在未成年人（impuberes），d在克劳狄阿努斯山（mons claudianus）采石场和

达契亚（Dacia）金矿中，童工的工资要低很多。eS. 姆罗策克（Mrozek）已

经对达契亚矿井的工作条件进行了研究。矿主通常会依靠自由工人做工，他

们的妻儿与他们一起住在劳工移民聚落中做些零活，以保障家庭收入。在阿

尔布尔努斯 · 玛伊奥尔（Alburnus Maior）的矿山，一个蜡板文书记载了购买

a　在一个修辞比较中，John Chrysostom提到了儿童淘金。见 John Chrysostom, In Epist.Rom.16.1.感谢

Bernadette Brooten告知这一注释。

b　Photius和Diodorus的版本之间文本的差异。见M.L.Sanchez Leon, Grupos de edades y relaciones de 
dependencia en la Antigüedad. El mundo minero, in Myro, Casillas, Alvor & Placido , 2000, pp. 175—189, 181。

c　显然，Agatharchides作为一个侍臣对矿井中的生活知之甚少，为了使其对托勒密八世的控告更加生动形

象，他描述了这些不同肤色的矿工所遭受的残酷折磨，他很厌恶托勒密八世的统治（事实上，Agatharchides 
被他放逐了）。

d　主要见Domergue, 1983和Anchez Leon, 2000, pp.185—187。The Tabula Vipasca 13.4 提到了未成年人。

e　Cuvigny, 1966, pp.140—143和Sanchez Leon, 2000, p.186。在达契亚，金矿坐落在Alburnus Maior附近。据保

存于蜡板上的一份契约（其标注日期为公元164年5月19日—11月13日），成年人的工资定为70个罗马银币，

儿童的工资定为10个罗马银币： CIL Ⅲ 2,TC Ⅹ (pp.94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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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情况，小女孩叫帕萨亚，6岁，小男孩的年龄在10

岁到15岁之间。a

C. 多梅尔格（C. Domergue）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研究列了57个矿工。b在

路西塔尼亚的矿井中，自由人和奴隶都在移民聚落里做一些较轻的活计，他

们都能在矿井中工作，然而，显然那些真正艰苦的工作是奴隶或囚犯带着镣

铐做的。已证实的57个矿工中，有6个是奴隶出身。57人中有22人的年龄是

已知的，最多有6个是未成年人，可能只有两个是童工奴隶。

在第一个碑文中（公元2世纪），盖尔玛努斯（Germanus）这个名字可能

指的是死于15岁的那个奴隶的族裔。

Germanus | Marini serv(us) | an(norum) XV h(ic) s(itus) e(st). S(it) t(ibi) 

t(erra) l(evis). (A. Blanco Freijeiro, Antiguedades de Rio Tinto, in Zephyrus 13, 

1962, p.43)

盖尔玛努斯是马里努斯的奴隶，15岁，埋在这里。愿土地将你 

轻埋。

另一块发现于安迪努艾拉（Andinuela）的碑文可能提到了一个来自路西

塔尼亚的年轻奴隶。c

Lubecigr|emeio serv(us) | nomine T［o vel a］nginu ［s］ | Lusita ［n］

us| v(ix)it a(nnorum) Ⅹ ［...］hic si ［tus］|est. (H.A.E. 2145)

鲁贝奇吉美奥（Lubecigremeio）是个奴隶，也叫同吉努［斯］（或唐

吉努斯） · 路西塔努斯，他活了十［……］岁，埋在这里。

a　S. Mrozek, Aspects Sociaux et Admininstratifs des Mines D’Or Romaines de Dacie, in Apulum 7, 1 (1968), 
pp.307—326.关于刻在蜡板上的契约，见CIL Ⅲ 2, TC Ⅵ（女孩）和TC Ⅶ (男孩 )。

b　Domergue, 1990, pp.338—342.

c　关于Lubecigremeio的本名，见C.Domergue, Les Mines de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Dans L’Antiquité Romaine, 
Rome: Ecole francçaise de Rome, 1990, p.338, n.17所做的评论（跟H.A.E的编辑所做的版本有细微的差别）。他

认为，Tonginus 或Tanginus是奴隶的第二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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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城市生活

1. 在富有的家庭中服务

除了配有乡村家庭（familia rustica）服务人员的乡村地产之外，富裕的

罗马人在城镇中也会有一处房产，并且会配备一样多的佣人，即城市家庭

（familia urbana）。大家族是讽刺夸张作品最爱的主题。例如，暴发户特里马奇

奥（Trimalchio）有一群专业的仆人和艺人，如舞者、音乐家、杂技演员、小丑

和年轻帅气的侍从。a在马提亚尔所写的一篇毫无疑问夸大其词的讽刺诗中讲

到，由于某些特别的情况，一个叫佐伊卢斯（Zoilus）的人支配5个奴隶供其

特定需要： 一个拿着羽毛笔让他呕吐的男孩、一个扇扇子的侍妾、一个用小树

枝拍苍蝇的男童奴隶、一个男按摩师和一个在其如厕时帮忙的阉人。b在马提

亚尔的作品中还描写到，两个在竞技场打扫卫生的男孩遇害，因为管理员控制

不住一头通常比较温驯的狮子—这些男孩是服务于竞技场工作人员的。c

在大家族中，对于儿童来说，餐桌服务是个常规工作。按照科路美拉的观

点，出于对卫生的考虑，负责食物安排的仆人应该是未成年人。尤维纳利斯提

到过在桌边服侍他的小仆人，乌尔比安也谈到过在宴饮厅（triclinium）服侍他

的奴隶，他们在杂役学校（paedagogium）接受训练。d来自庞培城的一个壁画

描绘了4个孩子在一场盛宴上忙碌服侍的场景： 一个年轻的仆人在帮一位客人

脱鞋；另一个男孩给那个客人拿过来一个大酒杯；第三个年轻奴隶搀扶着一个

男人，显然他在呕吐；然而第四个男孩（很明显具有深色皮肤）正被搂着。e

J. 达 姆 斯（D’Arms） 对 三 类 负 责 正 式 宴 会（epulae） 和 私 人 晚 餐

a　关于Trimalchio的手下，见Baldwin, 1978。关于这个例子以及罗马家庭中有大批服务人员的例子，见 
Bradley, 1994, pp.63—64。

b　Martial, Ep.Ⅲ 82.

c　Martial, Ep.Ⅲ 75.

d　Juvenal, Sat.Ⅺ 145—160; Columella, RR Ⅻ 4.3; Dig. ⅩⅩⅩⅢ 7.12.32.亦见CIL Ⅸ 1880=CLE 100。

e　那不勒斯的博物馆： Inv. no.120.029.见Le Collezioni del Museo Nationale di Napoli,Rome,1986, p.170, 
No.342 和 J.F.Gardner & Th.Wiedemann, The Roman Household: A Sourcebook, London-New York, 1991，
ill.14。Petermandl, 1997, p.125认为，壁画描绘了一个男性同性行为的场景。不过，进行拥抱的那个人物形象

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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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ivia）的奴隶进行了区分。第一类奴隶负责接待宾客： 邀请宾客的侍从

（vocatores）负责请帖，传名者（nomenclatores）负责传达到来的宾客，搬

运工（ianitores）是负责搬运行李的人，餐工（triclinarchiae）负责管理餐桌。

第二类奴隶负责食物。除了一般的炊事人员及在厨房打下手的人，采购员

（obsonatores）负责采购精美的食物。男侍（pueri ministri）（在和提利玛尔奇

奥尼斯［Trimalchionis］的晚宴中，至少有35个主菜）负责把食物端进来。负

责斟酒的奴隶属于第三类，他们给豪华的宴会大大增加了光彩。这些奴隶年

纪轻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蓄着长卷发，对于那些可能对他们的性服务感

兴趣的宾客而言，他们必须有吸引力才行。a谈到富裕家庭中奴隶的性服务这

类的文献很多，主要都是跟皇帝有关的： 性奴有时被称为宠儿（delicium）。b

碑文中也记载了大家族及其分工专业化的仆人之情况，例如，在利维

亚（Livia）的墓碑上就有记载。来自朱里亚 · 克劳狄王朝时期的另一些精英

家族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总的来说，已发现将近90个不同的职业名称或对职

责的描述。c从贸易（金匠、鞋匠、裁缝），行政职责（职员、秘书、档案保

管员），医疗职责（医生、接生婆、外科医生、眼科医生），负责教育的人员

（保姆、送孩子上学的奴隶），娱乐（音乐家、歌手、侏儒、男侍者），厨房

人员（厨师、糕点师、餐桌仆人、试吃者）到看门人、窗户和雕像的监工或

寄送请帖的人，他们的职责各不相同。

科路美拉在谈到农场一段中解释了这种极端的专门化，这种专业化也适

a　关键的文本是Philo, De vita contempl. 50—52（译文见 J. Pollini, Slave Boys for Sexual and Religious Service: 
Images of Pleasure and Devotion, in A. J. Boyle, W. J. Dominik eds.,  Flavian Rome: Culture, Image, Text, Leiden-
Köln, 2003, pp.149—166,154—155，评注见 H.Szesnat, “Pretty Boys in Philo’s ‘De vita contemplativa’”, in 
StudPhilon, 10 (1998), pp.87—107）。提笔略（Tiberius）在他的酒会上使用了裸体女孩： Suetonius, Tib.42.2.关于

有魅力的男孩奴隶，见Horace, Sat. Ⅱ 8.69—70; Petronius, Sat 41; Lucianus, Sat 17.24和Symp.15.Seneca，Ep.47.7
和95.124将宴饮（convivium）上的服务和卧室（cubiculum）中的性服务联系了起来。见 J.H.D’Arms, “Slaves at 
Roman Convivia”, in W. J. Slater ed., Dining in a Classical Contex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pp.171—183, 173—176和Polloni, 2003, pp.161—166。

b　C. A. Williams, Roman Homosexuality: 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1(“对提到男人对他们的男性奴隶和女性奴隶的性利用的文本进行全面编目，

这个任务十分之重”)；p.34讲的是关于皇帝和鸡奸。关于delicia，也见Laes, 2003，关于鸡奸方面的更多讨

论，见Laes, 2006, pp.220—225。

c　关于朱利亚 · 克劳狄的家族，见S.Treggiari, “Domestic Staff at Rome in the Julio-Claudian Period, 27 B.C. to 68 
A.D.”, in Histoire Sociale/Social History, 6: 12 (1973), pp.241—255；关于利维亚的家，见S.Treggiari, “Jobs in the 
Household of Livia”, in PBSR, 49 (1975), pp.48—77。Bradley, 1994, pp.61—64调查了一系列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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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城市家庭： a将某一个特定的职责分配给一个奴隶，那么当这个工作完

成得不好时，这个奴隶就绝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因此，在工作中，这样

做会促进奴隶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显然不存在于从事比较卑微但很必要的

职责的奴隶身上，如清洁工、清扫夫，维持卫生的工作墓碑上就没有提及。

数年间，奴隶可能会有晋升的机会。在那种情况下，他会骄傲的谈及他

的职责，因为劳动是唯一能证明他自己价值的事情。b虽然在这些碑文中很

少提及年龄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无风险地推断出，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

开始做些简单的活计了。

大家族经常自己训练年轻的仆人。特里马奇奥幼年时期是个奴隶，上学

期间读了《荷马史诗》。占星家马克西姆斯明确地报告了教育家中仆人的情

景。根据佩特罗尼乌斯的观点，我们了解了训练成理发师的年轻奴隶；碑文

中提到了生产镜子的学徒，甚至在大家族中专门训练一些又帅气又精致的男

孩子（glabri）。c

杂役学校（paedagogium）是训练年轻奴隶的地方。d普林尼就拥有这样

一个地方，以及一个作为奴隶健身房的房间，两个都可能在他的劳伦提亚庄

园（laurentian villa）中。普林尼那些受过教育的奴隶是否出自他自己的培训

学校，不得而知。塞涅卡抱怨说，这些训练场地内部装饰奢华，这样做是为

了炫耀其主人的富有。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学生都身着华丽的服装。科路美拉

的抱怨暗示这些男孩是堕落奢侈的仆人。e按照老普林尼的观点，来自杂役

a　Columella, RR I 9.5—6.

b　Artemidorus, on.2.15和2.30是关于奴隶的升职。见Bradley, 1994, pp.68—69。

c　Petronius Sat.48.7 & 94.14。ILS 1779碑文证据（praepositus...discentibus speclariaris 学习做镜子的人的头

领）；AE 1899, 206（paedagogus glabrorum 漂亮精致男孩的培训师）；AE 1991, 248（paedagogus puerorum男孩

培训师）。

d　关于奴隶训练的早期研究包括S. L. Mohler, Slave Educ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in TAPhA, 71 (1940), 
pp.262—280和Rorbes, 1955, pp.334—336。同样参见A. Booth, “The Schooling of Slaves in First-Century Rome”, in 
TAPhA , 109 (1979), pp.11—19; Hermann-Otto, 1994, pp.315—323; K.Vössing, Schule und Bildung im Nordafrika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Brussel, 1997, p.415, n. 1408; Prtermandl 1997, pp.223—225.

e　Pliny, Ep.Ⅱ 17.7; Ⅶ 27.13 ＆ Ⅸ 36.4. Pliny称呼这些奴隶为“我的财产”。也见塞涅卡Tranq.an.1.8; Vita 
Beata 17.2。关于不同的训练机构，见Columella, RR I, praef.5: Scholas rhetorum...geometrarum musicorumque vel, 
quod magis dicendum est, contemptissimorum vitiorum officinas.（有修辞学校……几何学校、音乐学校，更有甚

者，还有较最令人鄙视之邪恶的学校［指的是烹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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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男孩会陪着主人去浴场。a

皇家杂役学校（paedagogia）从提比略时代（所谓的帕拉丁杂役学校

［Palatine paedagogium］）直到卡拉卡拉时代都存在。后期的学校坐落在克里乌

斯山（Coelius）上，名为“阿非利加之首”（caput africae）。学生（discentes）

的年龄跨度是从12岁到18岁。从碑文中可以了解到，在大量教工及其职责

中存在复杂的等级制度（管理员［procurator］ —教师［praeceptor］—保傅

［paedagogus］—副保傅［subpaedagogus］）。对美容的特殊关注意味着，这些

年轻的学生除了接受训练外，还在皇室担负着典型职责。在公元1世纪和公

元2世纪，迦太基也有其专门的皇家杂役学校。b

在大家族中，传统的奴隶职责有传名者（将人们的名字报告给主人），

或报信者。根据普林尼的看法，经常会使唤 15岁左右的年轻奴隶做这份工

作，但是在碑文中，并没有证实儿童传名者的存在。c信使（cursores）走在

主人的四轮马车前面，或者充当送信的人。在一个家庭中，三兄弟都是信

使，佐尼苏斯从15岁开始就做了这份差事。他死于被释放的那一天；也许，

他其实是在灵床上获得解放的： 

De t|res frat|ris cur|s||o|ris unu|s sep|arat|us es|t. || Zonisus cursor 

qui cucur|rit opere maxime q(u)i cucur|rit annis Ⅵ me(n)sis ⅠⅠⅠⅠ | qui vixit in 

iuve(n) tute | sua annis ⅩⅪ et pos(t) |morte(m) patris luce(m) vi|dit dies Ⅴ 

a　Pliny, NH ⅩⅩⅩⅢ 40.

b　关于皇家杂役学校，见Hermann-Otto, 1994, pp.319—323。这些学校里已知的最年轻的学生是12岁，见CIL 
Ⅵ 8695。关于这些学生，见Hermann-Otto 1994, p.317 n.52及p.323 n.62。关于他们的教练，见Hermann-Otto, 
1994, pp.322—323 n.61—62。碑文中提到的美容工作包括ornatrix（女性美容师），ornator glabrorum（装扮漂亮

男孩者），unctor（涂抹油膏者）这些字眼。Harris, 1989, p.147贬低这种杂役学校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所提供

的教育： 这些学校是关于服务和扮靓的。关于可能来自于帕拉丁山上杂役学校的369条涂鸦，见M. Itkonen-
Kaila, H. Solin & V. Vaananen, Graffiti del Palatino, Vol. 1, Paedagogium, Rome, 1966.

c　Pliny, Ep.Ⅱ 14.6: nomenclatores mei (habent sane aetatem eorum qui nuper togas sumpserint).（ 我 的 提 名

者［他们的年龄就快到成年了］。）铭文资料中已知最年轻的传名者为24岁： 见CIL Ⅵ 4455和Hermann-
Otto 1994, pp.333—334 n.79。AE 1959,147=1968,33=1987, 67,这位9岁的人不太可能是传名者： ［.Cor］nelius 
P(ubli) l(ibertus) Surus / ［nome］nclator mag(ister) / ［Capito］linus V a(nnis) Ⅷ［原文如此，但应该是ⅤⅠⅠⅠⅠ］ / 

［mag(ister)? s］utorum praeco / ［ab ae］rario ex tribus / ［decuri］eis mag(ister) scr(ibarum) poetar(um) / ［ludos］ 
fecit in theatro lapidio / ［ac］cens(us) con(n)s(ulis) et cens(oris).（科尔内利乌斯 · 普布利乌斯的释奴 · 苏鲁斯，

为［提名］者，九年内五任卡皮托林长官；鞋匠（协会）［长官］；公共拍卖官（praeco ab aerario ex tribus 
decurieis）; 抄写员与诗人（协会）长官；在石剧院举办了［演出］；执政官及监察官的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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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es) ⅠⅠⅠⅠ  NVIN | qui deces(s)it die man(u)mes(sionis).（CIL Ⅵ 9317）

在这三兄弟信使中，其中一个与其他两个不在一起。信使佐尼苏斯

总是卖力的奔跑传信。他传信传了六年四个月。他总共活了21岁。在他

父亲死后，他活了四个月零五天。在他被恩准自由那一天去世了。（《拉

丁铭文大全》Ⅵ 9317）

蒙 森 认 为 这 些 年 轻 的 信 使 是 服 务 于 大 工 程 督 管（curator operum 

maximorum）的，即罗马城督（praefectus urbis）的一个直属下属。不过，为

私人服务的信使也得到证实。d

簿记员（calculator）是一个家庭的记账人。美里奥尔（Melior）是个13

岁的家生奴隶，一则碑文赞扬了他的聪慧与旺盛的精力。有大量证据表明在

行政管理存在着年轻人。e有一个助理书写员（subsequens librariorum）、皇

室奴隶，大约15岁，很可能来自达契亚。f在科隆，年轻的速记员克桑提阿

斯（Xanthias），显然是主人的心腹。从各个方面而言，这则用快捷的抑扬

格写就的碑文都很有趣。前八行主要描写的是一位来自同一家庭中的吹笛

者，名叫西多尼乌斯（Sidonius）。两个男孩奴隶的年龄一样大（第六行： par 

aetas erat），尽管他们的确切年龄不得而知。他们的名字表明，他们有希腊

或东方血统。阿乌索尼乌斯（Ausonius）为一个抄写员（notarius）创作了一

d　在CIL Ⅵ中Mommsen对此的评论。关于服务于私人的信使，见Petronius, Sat.28.29。也见G. Cicoline, 于
《铭文辞典》（Dizionario Epigrafico）Ⅱ (1910), pp.1403—1404。

e　CIL ⅪⅤ 475. 这个男孩也是一本手册的作者： Hic tantae memoriae et scientiae / fuit, ut ab antiquorum 
memoria usque in diem / finis suae omnium titulos superaverit / singula autem quae sciebat volumine potius / quam 
titulo scribi potuerunt nam / commentarios artis suae quos reliquit / primus fecit et solus posset imitari si eum / iniqua 
fate rebus humanis non invidissent.（他的记忆和知识是如此渊博，他掌握了从古代的记忆到他自己生命的终点

所有的著作。他所知道的东西可以写成一卷而不是一章。他是第一位留下他自己技艺的评注的人，也只有他

自己能够效仿［他的技艺］，假如对人不公的命运不曾嫉妒他的话）对于他实际上是一个数学老师还是一个

簿记员，学者们存在异议。关于这一争论，见Hermann-Otto, 1994, p.333, n.78。

f　CIL Ⅲ 1314： D(is) M(anibus) / Iustinus Caes(aris) n(ostri) / verna subseque(n)s / librariorum / vix(it) an(n)is 
ⅩⅤ ［...］ / Tertius verna / Valdenio /pientissimo / b(ene) m(erenti) p(osuit). 关于其他年轻抄写员的史料并没有明

确表明他们的奴隶出身： CIL Ⅵ 41420a=8410=CLE 1388（一个非常年轻的抄写员notarius；1.2: teneris ... sub 
annis; 1.6: annis parve quidem sed gravitate senex）；CIL Ⅲ 7572(librarius leg. V; 18岁时已服务了一些年 )；CIL 
Ⅲ 1317(17岁以上的 librarius)；CIL Ⅲ 5435 (librarius cons.19岁以上 )；CIL V375（18岁以上的 librarius）；AE 
1990, 213(19岁的 librarius和notarius)；GV 592 (军队中的正字员，20岁 )。Librarii和notarii都是书写员和秘书。

Teitler 1985列举了所有已知抄写员（notarii）的谱系名单，但是没有讨论他们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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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歌，其中提到： 在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存在类似的文学—文化环境（阿

乌索尼乌斯过去确实在特里尔工作过）a。根据21—22行的描写，克桑提阿斯

（Xanthias）这个男孩正在顺利的一步步发展成为主人的心腹。

hoc carmen, haec ara, hic cinis,| pueri sepulchrum est Xnthiae|qui morte 

acerba raptus est | iam doctus in compendia | tot literarum et nominum | notare 

currenti stilo | quot lingua currens diceret.| Iam nemo superaret legens, | iam voce 

erili coeperat | ad omne dictatum volans | aurem vocari ad proximam.| heu morte 

propera concidit,|arcana qui solus sui | sciturus domini fuit.（CLE 219, 9—22）

这首诗、这个祭坛、这骨灰是一个叫克桑提阿斯的男孩的墓，他被

心酸的死亡夺走。他已经能够熟练地用速记飞快地记录从人们嘴里说出

的那么多字母和单词。在阅读方面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他已开始被主人

召唤听心腹之言，飞向来自主人的声音的每个召唤。唉，他匆匆离世，

只有他将要学会主人的秘密（技能）。b

伴读奴隶（capsarii），是陪伴小主人去学校的年轻奴隶，他们需要带着

小主人上课用的必需品，也可能跟主人一起上课，并在家充当主人侍从。他

们自己也仍然是年幼孩童。c

通常认为，这些家庭奴隶要比乡下的奴隶生活得更舒服。然而，比较研

究表明，情况也不必然如此。在美国的种植园中，家庭奴隶生活的环境很肮

脏，但与他们的遭遇截然不同的是，他们主人的生活却很奢侈。每天他们都

与主人生活在一起，并且经常遭受骚扰和残忍的对待。d从虚构的作品到历

史传记，各种古代资料都表明家庭奴隶受到虐待。奴隶犯一丁点的错误，他

a　Ausonius, Ephem, 7th ed, Green.

b　关于这首诗歌的详细注解，见E. Courtney, Musa Lapidaria: A Selection of Latin Verse Inscriptions, Atlanta, 
1995, No.131和A. Chessa, “Aspetti letterari in un’ inscrizione metrica di Colonia: CLE 219”, in BStudLat 34, 2 
(2005), pp.590—603。

c　关于一个年轻的主人和他的男侍从，参见CGL Ⅲ 379—380关于侍读奴隶的更多学术研究，也见Hermann-
Otto, 1994, p.333, n.79。

d　D’Arms, 1991, p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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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可能会遭到鞭笞、抽打或铁烙。a古代作家曾对此做过委婉的评论，这

提醒了人们，奴隶的生存状况是多么不稳定： 主人盛怒，于是用芦苇笔击伤

了一个奴隶的眼睛；奥古斯都的仆人由于收了小费，骨头被打断了；因为浴

室热水池（calidarium）里面的水太热了，12岁的康茂德让人把一个沐浴侍从

扔进了炉子里；伊索的主人使尽浑身力气鞭打伊索，想让他狡猾的奴隶诚实

的供述原委。b在一篇说教的文章中，塞涅卡提到了在盛大的宴会上，一群

奴隶站在旁边随时待命，看着主人寻欢作乐。他们一整夜都站在那里，稍微

发出点声音就会受到鞭笞，饥肠辘辘和百无聊赖是他们的宿命。c

2. 行业与工匠

碑文中提到了从事某些特定行业的儿童奴隶。我们并不总能确定，这种

情况是否发生在富裕的大家庭中。帕古斯（Pagus），可能是一个主人家的家生

奴隶，作为一名金匠而出人头地。据他的诗体墓志铭，他去世时年仅12岁。

Quicumque es puero lacrimas effunde viator

Bis tulit hic senos primaevi germini annos,

Deliciumque fuit domini spes grata parentum.

Noverat hic docta fabricre monilia dextra

Et molle in varias aurum disponere gemmas.

Nomen erat puero Pagus, at nunc funus acerbum

et cinis in tumulo iacet et sine nomine corpus.

Qui vixit annis Ⅻ

Mensibus Ⅷ diebus ⅩⅢ ho(ris) Ⅷ

 (CIL Ⅵ 9437=CLE 403)

a　Petronius, Sat. 34.6（因偷了一个杯子而被打）；Juvnal, Sat.14.15—22（因为偷了纸巾而用受到烙铁的痛

苦）；Ammianus Marcellinus ⅩⅩⅩⅧ 4.16（热水拿来的太慢而挨了300下鞭子）。D’Arms, 1991, p.175列举了一个

完整的清单，里面写的是家奴受到的各种惩罚和可耻的对待。

b　Galenus, De proprii animi cuiuslibet affectuum dignotione et curatione 4.7—8(5.17 Kühn); Suetonius, Aug. 67; 
SHA, Comm.1.9; Vita Aesopi 6=58.77a .参见D’Arms, 1991, p.179。

c　Seneca, Ep.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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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的人啊，无论你是谁，为这位男孩流泪吧。

他12岁，年纪轻轻。

他是主人的爱宠也是父母美好的希望。

他掌握制作项链的娴熟技能；

擅长用柔软的金子镶嵌各式各样的珠宝。

他名叫帕古斯，但是现在他有了凄惨的葬礼，

他的骨灰、无名遗体躺在墓中。

他活了12岁

8个月13天8个小时

在这种家庭中，一个男孩奴隶既要充当主人的宠物，同时也要在他父母

的作坊里做一些特定的工作。9岁的金匠维肯提阿（Vincentia）可能是个奴

隶。她是否也在一个大家庭里做工，这件事并不确定。但是，她的父亲确实

为她立了一块墓碑。

Vicentia dul|cissima filia | aurinetrix qae (sic) | vixit an(nis) ⅤⅠⅠⅠⅠ m(enses)ⅤⅠⅠⅠⅠ . 

(CIL Ⅵ 9213)

维肯提阿，最亲爱的女儿，是个金匠，她活了9岁9个月。

从碑文中我们了解到四个幼年美容师（ornatrices）可能是奴隶出身。他

们的职业要求一定的技巧性，可能与美容护理相关，并且需要经过至少两个

月的训练才可以工作。除了《拉丁铭文大全》第十卷（CIL X）中来自那不

勒斯的那一篇碑文之外，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这些年轻的美容师中，有任

何人在大家庭中做过工。不过，第三篇碑文中可能提到了一家店，其中既有

奴隶又有释奴。在S. 特雷贾里的著作中提到：“来自罗马的其他美容师，或者

可能从事着像现代的理发师一样的行业。”a

a　Treggiari, 1976, p.80.奴隶至少培训两个月 (Dig. ⅩⅩⅫ 65.3)，见Hermann-Otto, 1994, p.335, n.81。



历史学的国际化　/　专 论

113

Pieris | ornatrix | vixit | an(nis) ⅤⅠⅠⅠⅠ | Hilara mater posuit. (CIL Ⅵ 9731)

皮埃利斯是个发型师，她活了九岁。她的妈妈希拉拉立了这块碑。

Anthis ornatrix | an(norum) Ⅻ  filia | Antonial（sic pro Antoniae）

l(ibertae) Eronis. (CIL Ⅵ 9726)

阿提斯是个发型师，她活了12岁，是安东尼阿尔（当为安东尼娅

的）女儿 , 安东尼娅是埃若尼斯的女释奴。

Q.Lollius Eros | Caetennius Flor(us) | Sponde Caetennia sibi | Bremonti 

v(ixit) a(nnos) Ⅷ Lado f(ilio) | Erotis orn(atrix) v(ixit) a(nnos) ⅪⅩ m(enses) 

Ⅵ | Sperata orn(atrix) v(ixit) ann(os) ⅩⅢ. (CIL Ⅵ 9728)

昆图斯 · 罗尔利乌斯 · 艾洛斯、凯坦尼乌斯 · 弗罗如斯和斯彭

戴 · 凯坦那为他们自己（立了墓碑），为布莱蒙提斯（立了墓碑），他活

了8岁；为拉鲁斯，艾洛斯之子（立了墓碑）。一位女发型师活了19岁6

个月。斯佩拉塔是个女发型师，活了13岁。

Clymene orn(atrix) | puerorum v(ixit) a(nnos) X | v(ivo) Lucrio Pison

［is］. (CIL X 1041)

克吕麦奈是男孩子们的发型师，她活了10岁。为卢克林乌斯，皮索

的儿子当他在世的时候（立了这块墓碑）。

同样地，跟身体护理紧密相关的职业还有调香师（unguentaria）或女按

摩师，正如一个9岁大的调香师来自纳邦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她服侍

的是庞培娅 · 伊菲革涅亚。

—］miae unguentariae Pomp(eiae) Iphigeniae

—］ an(nos) Ⅸ m(enses) Ⅺ d(ies) ⅩⅩⅢ et sibi vivi fecer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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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 Ⅻ 1594, Lucus Augusti)

—】献给庞培娅 · 伊菲革涅亚的女调香师，

—】活了9岁11个月23天，在世时他（她）们为自己立了（墓碑）。

马提亚尔写过一个在理发修面方面技艺高超的男孩奴隶，已知年轻理发

师还有一位，载于一篇碑铭。a

Pistus | N(oni) Vibi Sereni tonsor | Pistus et inpubis situs hic – crudelius | 

ultra quid quaeris – formam nec | minor ipse sua | in lachrumas dedit ossa novas 

| revocatus in iram surge dolor | tacite ne cadat hora gravis. (CIL Ⅵ 9938=CLE 

989)

皮斯图斯是诺尼乌斯 · 维比乌斯 · 塞莱努斯的修面剃须师。皮斯

图斯还未成年，葬在这里 — 你能想到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他

自身样貌也不差。他为他的骨灰一掬新泪： 悲痛再续，心有怨怒，起来

吧！（你们）请缄默，以避免致命的时刻降临。

释奴路奇乌斯 · 阿尼奇乌斯 · 菲利克斯（L. Anicius Felix）是高档服装裁

缝（vestiarius tenuarius）。因为他年仅4岁（他比奴隶的年龄下限还小一岁），

所以他可能和其他裁缝一起在一个大家族中工作。由于他很小就被释放了

（或者也是在其临终之时才获得了解放），他可能预定要在主人的家里工作较

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被死亡打断。b

L. Anicius L(ucii) l(ibertus) | Felix | vestiarius | tenuarius v(ixit) a(nnos) 

Ⅳ . (CIL Ⅵ 6852)

a　Martial, Ep.Ⅵ 5.2 (稚年puerilibus annis)。关于一个叫ἀρτιφυή的理发师，见GV 1350。Philogelos 199和200
提到了学徒理发师，但是没有提及他们的年龄。

b　这个碑文属于Monumentum Vineae Aquariorum。有专业技能的年轻奴隶较早获释，见Hermann-Otto, 1994, 
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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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奇乌斯 · 阿尼奇乌斯 · 菲利克斯，路奇乌斯的释奴，是制作高端

服饰的裁缝，他活了4岁。

阿非利加可能有个10岁的羊毛工（或织工 lanarius），虽然史料解读和

其奴隶身份都值得怀疑。a一个女童奴隶因为纺织工作做得很出色而获得 

赞誉。

C(ai) Paguri C(ai) l(iberti) Gelot［i］s. | Hospes resiste et tumulum hunc 

excelsum aspic ［e］ | quo continentur ossa parvae aetatulae | sepulta heic sita sum 

verna quoius aetatulae | gravitatem officio et lanificio praestitei | queror fortunae 

cassum tam iniquom et gravem | nomen si quaeras exoriatur Salviae.| Valebis 

hospes opto ut s<ei>s felicior.(CIL V 6808=CLE 63, Eporedia, Ivrea)

这是盖尤斯 · 帕古利乌斯 · 盖罗提斯的墓碑，他是盖尤斯的释奴。

客人啊，停下来，看一看这高大的墓吧，这里面葬的是一个年幼女孩的

骨灰。我是一个家生女奴，我被埋在这里。我幼小的年龄给我的职责和

纺羊毛的工作带来庄重感。我抱怨命运的如此不公和沉重的灾难。如果

你想知道我的名字，我想说我叫萨尔维娅。再见了，客人啊，我祝愿你

们要比我快乐幸福。

一般情况下，不管是来自小家庭中的自由儿童还是奴隶儿童，他们都

是在家从父母那里学的手艺。出自庞培城的一幅画显示了一个女人拿着（东

西），一个小女孩在协助她。b在帝国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家庭产业。或许从安

全的角度考虑，出身自由的女孩要待在家里，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a　ILA fr 396: ］rius | ［...］pius vi\\［xit ann(nos)］ X lanari LO | ［...］CAR ［—. 关于一个17岁的羊毛工，见

CIL Ⅴ 4505。（lanarius指与羊毛打交道的人，可以是在处理羊毛程序中各环节的专业工作人员，也可能是纺

织工，也可能是贩卖羊毛的商贩。—译者注）

b　见K. A. Kamp, “Working for a Living: Childhood in the Pre-Historic South-Western Pueblos”, in K.A., 1981, fig. 
90和G. Zimmer, Römische Berufsdarstellungen, Berlin, 1982.,p.120中的例证。Avidius Felix，13岁，他的墓碑上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是一个梳羊毛的工人，但他并不是奴隶： CIL Ⅸ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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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契约中没有提到过她们。因为她们在家学习手艺。a在关于玛丽的幼年

的伪福音书中，3岁的玛丽就满腔热情投入到纺织羊毛的工作中。b实际上，

一个学徒女孩与一个年轻女仆的每日生活是很相似的： 很可能她们要一起学

习，一起工作。

保存在纸草上的学徒合同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情况。这样的合同是主人和

学徒的父母、监护人或主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中规定了工作的性质、培训时

间、开支、实际的规章制度、工作时间和假期。c只有一次，学徒的年龄是确

切给出的，是作为织工的安提努波利斯地区的一个14岁女奴。d然而，我们可

以这样认为： 签学徒合同之时，大部分儿童的年龄都是十二三岁： 在偶尔少数

情况中，会明确的提及年龄问题，并且差不多都是父母中的一方、主人或其

他亲戚来协商合同。由于学徒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人们也会与其主

人协商合同事宜，并且如果学徒不能达到要求的话，签订合同的人就必须缴

纳补偿金。e合同会涉及自由儿童（31，即总数的75%的人，其中只有几个女

孩）、男女奴隶（见附录）。显然，自由女孩在家学手艺。f所有的女性奴隶都

接受编织训练。没有任何行业和自由或奴隶身份联系在一起。父母或主人会根

据经济状况的不同，再决定让孩子在哪个特定的行业接受训练。就他们所从事

的行业与缺乏自由选择这方面而言，奴隶和自由儿童日常现实生活之间的区别 

a　P. Van Minnen, “Did Ancient Women Learn a Trade Outside the Home? A Note on SB ⅩⅦ 13305”, in ZPE , 
123 (1998), pp.201—203.

b　Ev Ps.—Math.《伪马太福音书》6.1: Insistebat autem in lanificio, et omnia quae mulieres antiquae non 
poterant facere, ista in tenera aetate posita explicabat. 她专心纺羊毛，尽管她年纪尚幼，却能理清老年妇女理

不清的线。（后半句字面的意思是： 所有老年妇女做不到的，那些她都能理清，尽管她年龄尚幼。—译

者注）

c　M. Bergamasco, “Le didaskalikai nelle ricerca attuale”, in Aegyptus, 75 (1995), pp.95—167做了最详细的调研。

也见Bradley, 1991, pp.103—125和Schulz-Falkenthal, 1972。自从Bergamasco的报告开始，其他的契约也被重

新编辑，或提出了新的解读（见 Kruse 1996）；M. Bergamasco, “Una petizione per violazione di un contratto di 
tirocinio: P.Kell. G 19”, in Aegyptus, 77 (1997), pp.7—26; M. Bergamasco, La didaskalikß di PCol. Inv. 164, in ZPE, 
158 (2006), pp.207—212.和V I. L. Forsel, Registration of an Apprentice: p.Osl. inv. no. 1470, in SO, 73 (1998), pp.116—

124。

d　PSI 241.

e　未成年人用ἀφῆλιξ（P.Mich.Ⅲ 172）或“未到年龄”（μηδέπω ὥν τῶν ἐτῶν，BGU Ⅳ 1124）来表达。

Bergamasco, 1995, p.125讨论学徒在法律上的缺失。

f　在Bergamasco的报告中，Bradley, 1991, p.108。P.Heid. Ⅳ 326是唯一一个出身自由的女学徒的学徒契约。

KSB 145（来自8世纪的一个科普特语写的纸草）和SB ⅩⅧ 13305 收纳了自由学徒女孩的证据资料。见Van 
Minne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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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

在主人和学徒的日常生活方面，一些合同透露了较多的信息。在某

些情况下，工作时间从日出直到日落，学徒们傍晚才能回家。还有一些

学徒会在师父家里过夜。a到父母家的距离或的师父期望也可能会产生影

响。在《学说汇纂》中讲到，一个人带着一个当学徒的男童奴隶去了外

地，然而合同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这个男孩在外地被杀害了。b在一些合

同中规定，师父必须供应衣食。在其他纸草的资料中，规定了假期的时

间（一年中有 18 到 20 天），也明确规定了当学徒生病或延工的时候应该

怎么处理。在四个文本中都显示了，训练期满后，学徒必须在其他人在

场的情况下参加测试。一个工匠坚持要求，应该由一个外来的师父而不

是与他自己的父亲一起决定他的受训时间。c显然，这种由家人以外的人

作证更能保证客观性。如果结果是不合格的话，师父还要自己归还一部

分钱。d

我们的资料不能清楚地表明这些年轻人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只要跟行业

有关的事情，学徒就得服从师父的安排，不排除残酷的折磨。e在这方面，了

解了卢奇安（Lucian）的故事之后，就知道出身自由的学徒也可能会受到严格

的规定限制，因为他遭到了师父（也是他的叔叔）的毒打，而当他再见到主

人时，卢奇安拔腿就跑。《学说汇纂》中提到一个鞋匠，他用鞋楦把一个笨手

笨脚的学徒奴隶打瞎了。奴隶遭受暴力是家常便饭；儿童在学校遭受毒打也

屡见不鲜，那时候的生活迥异于现代情感。f在《学说汇纂》中也讲到，有学

徒逃到了他母亲那里： 如果是为了逃离惩罚才逃跑的，那么学徒就不能被认

a　日常工作：“每天从日出到日落”καθʼ ἑκάστην ἡμέραν ἀπὸ ἀν[ατολῆς] ἡ[λίου] μέχρι δύσεως（p.Oxy. 
Ⅳ 725）。不得离开：“黑夜或白天都不得离开师父家”οὐ γινόμ̣ενος ἀπόκοιτος οὐδ ἀφήμερος ἀπὸ τῆς τοῦ 
διδασκάλου οἰκίας（P.Oslo Ⅲ 141）。

b　Dig ⅪⅩ 2.13.3.

c　Bergamasco, 1995, pp.129—130（假期）；p.131（生病或缺席；签订契约的人必须付给主人赔偿金）；

pp.133—134（测试）。名叫那喀索斯（Narcissus）的年轻奴隶，其主人为了让其学习长笛： εξεταθησεται υψ’ 
δμοιοτεχνων τριων，就把他送去当学徒，关于这个故事，也见BGU Ⅳ 1124。

d　P. Oxy.Ⅱ 275（未能正确的教授一门技艺的老师将会被罚款）。

e　E.g. P.Oxy. Ⅱ 322: διακονουντα και ποιουντα τα εργα παντα τα επιτασσομενα αυτω κατα την γερδιακην τεχνην.
参见Bergamasco, 1995, pp.125—126。

f　La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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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逃犯。a17世纪的资料中显示，在伦敦，学徒会受到主人或稍微年长点

的其他学徒的残酷虐待。L. 斯通指出，在1640—1800年期间，工匠和农民用

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待儿童。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他们既强调儿童的经济价值，

同时也在儿童做学徒的开始殴打他们，并以此作为巩固其尊严的手段。b

然而，古代的法律资料并不认为暴虐行为是正常的。在《学说汇纂》

中，乌尔比安明确地表明，他自己不赞同尤利安（Julian）的解释。对乌尔

比安而言，根据《阿奎利亚法》（Lex Aquileia）的赔偿规定确实能投诉那个

残暴的鞋匠。师父的过分残暴不容姑息。c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去世了，主

人或学徒相互之间会撰写葬礼的碑文以表达感谢和怀念。d来自尼科米底亚

a　Lcuian, somn.1—5;  Dig. Ⅸ 2.5.3: Si magister in disciplina vuluueraverit servum vel occiderit, an Aquilia teneatur,quasi 
damnum iniuria dederit? Et Iulianus scribit Aquilia teneri eum, qui eluscaverat discioulum in disciplina: multo magis igitur 
in occiso idem erit dicendum. Proponitur autem apud eum species talis: sutor, inquit, puero discentu ingenuo filio familias, 
parum bene facienti quod demonstraverit, forma calcei cervicem percussit, ut oculus puero perfunderetur. Dicit igitur 
Iulianus iniuriarum quidem actionem non competere, quia non faciendae iniuriae causa percusserit, sed monendi et docendi 
causa.（一个教师如果在授课时伤害或杀死一个奴隶，那么依据《阿奎利亚法》，他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有人因

为其不法行为造成损害呢？尤里安认为，在课上将学生的眼睛打瞎的人，也要依据《阿奎利亚法》负责。如

果这人被打死，那么情况更是如此。于是，他描述了下面的例子： 一个自由人的儿子给一个鞋匠当学徒，当

这个学徒未能按照他的指点很好的干活时，这个鞋匠就用鞋楦向学徒的脖子打去，结果打坏了学徒的眼睛。

所以，尤里安说，实际上这不产生伤害诉讼的问题。因为鞋匠没有故意加以伤害，而只是想去警告和教训学

徒。）在Dig.ⅩⅩⅨ 2.13.4—5中有同样的例子。见Thomas, 1961。最近，Sigismund-Nielsen, 2007将这篇文章当作

罗马人“功利主义”的利用儿童的代表性文章。关于逃跑，见Dig.ⅩⅪ .1.17.5。

b　L.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Harper & Row, 1977, pp.167—169, 
468—470. Smith 1973是关于伦敦男童学徒的经典研究。

c　Dig. Ⅸ 2.5: ... an ex locato,dubitat,quia levis dumtaxat castigatio concessa est docenti: sed lege Aquilia posse agi non 
dubito. Dig. Ⅸ 2.6: Praeceptoris enim nimia saevitia culpae adsignatur.（……他斟酌道，或许可以适用雇佣诉讼，

因为教师只能对学生施以轻微的惩戒。然而，我不怀疑可以按《阿奎利亚法》予以诉讼。Dig. Ⅸ 2.6: 实际

上，教师的过分严厉被视为过错。）

d　有一则碑文中表达了最直接的感激之情，（这则碑文）明确提到出身自由或被释的仆人。RIT 447: Iulius hic 
fuerat nomine summo artificioque Statutus / tractabatque viris aurum mulieribus atque puellis / plenus omni ope moribus 
vita discipulina beatus / non uno contentus erat pluribus gaudebat amicis / h(a)ec illi semper vita fuit et sexta lavari \ reliquit 
suboles suae posteros stationis futuros / per quos ut statio statutiq(ue) nomen habebit \ ［t］res paene aetate pares artificio 
ministros / scripsi haec unus ego ex discipulis prior omnibus illis / Secundinius Felicissimus ego set(!) nomine tantum \［h］
oc quot potui magister tibi contraria munera feci \ ［a］ddo scriptura tuis tumulis sensus sive exter ubique \［s］erves utque 
tuos amicos meque cum illis / ut quotienscumque tibi annalia vota dicamus / ut et voce pia dicamus Carnunti sit tibi terra 
levis. 这里是尤里乌斯 · 斯塔图图斯，名声与手艺皆卓著。他为男人、女人和女孩做金制品。富足，幸福，（无

论）在生活方式、人生（还是）手艺上。他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朋友而是享受拥有很多朋友。他的生活一向如

此，早上和六点都洗浴。他留下作坊的继承人，三个年纪相仿、技艺相当的仆人，通过他们，作坊以及斯塔图

乌斯之名都将得以传承。本人，塞孔蒂尼乌斯 · 费里奇斯姆斯但只是名字上（是费里奇斯姆斯）（费里奇斯姆

斯意为“最幸运的”—译者注），作为一名学徒，学徒之首，写下这些。师父，我尽我所能了，我给您献了

能配得上您的礼物，我以这些话为您的坟墓添上情感，无论您在何处，您可保留您的朋友以及我在其中；每当

我们为您做周年祝愿，我们用虔敬的声音祝祷，愿卡尔努图姆的土地轻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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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media）的一篇用希腊语写成的诗体悼念碑文证明了一位名叫欧普拉斯

（Euphras）的裁缝对其主人维塔利斯（Vitalis）的感激和自豪之情，主人35

岁去世。主人去世时的年纪不大，再加上第八行中所用的 ἐξέθρεψε（“他抚养

大”），这两点就意味着，欧普拉斯可能是个弃婴或养子（alumnus），所以从

儿时起他就住在维塔利斯的家里。在他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他感受最多就是

主人的仁慈善良。a在来自科尔多瓦（Cordoba）发现的一篇碑文中，一位雕

刻方面的能工巧匠（anaglyptarius）悼念他的学徒兼养子，这个学徒去世时11

岁5个月零6天。但是，这种解释具有争议，因为这也可能是一个40岁左右

的男人（如果读作40岁［annorum ⅩL］而不是11岁［annorum Ⅺ］的话），

这个男人是某个叫盖尤斯 · 瓦勒里乌斯 · 泽普鲁斯的人的养子和继承人。b

Valerius | ［—］ m Tuccit(anus) | caelator anaglyptarius | incrementum 

maximum | annor(um) Ⅺ | men(ses) V dier(um) Ⅵ | p(ius) i(n) s(uis) h(ic) 

s(itus) e(st) s(it) t(ibi) t(erra) l(evis). | C. Valerius Zephyrus | succesorem suum 

li(bertum) | et alumnum indul|gentissimum hic consecravit.(CIL Ⅱ 7, 347)

瓦雷利乌斯 · ［—］姆 · 图克奇坦乌斯，是一个技能高超的雕刻师，

他在世十一岁五个月零六天，对家人恭敬有礼，他埋葬在这。愿土地轻

埋他。盖尤斯 · 瓦勒里乌斯 · 泽普鲁，悼念他的继承者、释奴、极为体

贴的养子。

共情可揭示男童奴隶的某些生活状况。那时的受教于老师，老师传授

他们一些初级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而学徒们经常日夜和师父待在一起，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他的教育包括了年轻人的一生。这个工匠就好像

他们的另一个父亲一样。对他而言，教育是一个培养整个人格性情的过

程。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学徒们想要效仿的榜样和模范。对于那些和主人在

a　Verse 5 ：“你带着种种仁慈善意（εὐνοίας）传授技艺”。这个铭文已由 Merkelbach 与 stauber 编辑

（Steinepigramme aus dem griechischen Osten 3，München, 2001）以及Drexhage, 2002所发表的评论。

b　见CIL Ⅱ中对此的注解。不太常用的一个词 indulgentissimum（极为体贴的、极温和的）证明了主人和养

子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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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当学徒的男孩奴隶而言，由于他们不断的日常交往，因此不能排除他

们彼此间日益增进了解。a不管怎样，这与学校教师（ludi magistri）相比而

言，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学校教师只会在识字和文学方面每天教他们的

学生几个小时而已—学生们对这些科目不熟悉，尤其是对下层社会的学

生而言更是如此，况且乍看之下，这些科目跟日常的生活体验几乎没什么 

联系。

3. 艺人和表演者

文学资料和碑文中都提到过儿童充当艺人的情况： 舞者、演员、哑

剧艺人、杂技演员、走钢索者、杂耍演员—男女都有。b表演艺人并

不受尊敬： 在这种家庭产业中，经常子承父业。c儿童艺人可能会在一个

有条件享受这种奢侈娱乐的富裕大家庭中长大，也可能是江湖艺人中的 

一员。

有一些例子讲述了一些在一个家庭中充当艺人的年轻奴隶。d一些富裕

的家庭有他们自己的演员进行表演。e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科隆碑文中，记录

了年轻的西多尼乌斯和年轻的簿记员克桑提阿斯的故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他们与一个大家庭之间的联系。

a　R. Frasca, “Il Profilo Sociale e professionale del Maestro di Scuola e Del Maestro D’Arte Tra Reppublica e Alto 
Impero”, in G. Firpo, G. Zecchini eds., Mag-Ister: Aspetti Culturali e Istituzionali. Atti del Convegno, Chieti 13—14 
novembre 1997, Alessandria, 1999, pp.150—153.

b　G. Prosperi Valenti, “Attori-Bambini del Mondo Romano Attraverso le Testimo-Nianze Epigrafiche”, in 
Epigraphica, 47 (1985), pp.71—82和Petermandl, 1997, pp.127—128进行了重要的整理—这里我用我自己的发现

进行补充。

c　Hugoniot, 2004, pp.233—234提到了一则碑文CIL ⅪⅤ 2408，碑文中提到了 adlecti scaenicorum： 60个之中有

4个是儿子，27个有同样的氏族名（nomen gentilicium）。

d　关于年轻艺人的其他碑文至少怀疑了奴隶的出身。C.Asinia Doris是一个11岁大的年轻舞者，她父母的族

名相同，都是Asinius Olympus 和Asinia Doris。最可能的是，他们是一对释奴夫妻（CIL Ⅵ 10142）。Phoebe 
Vocontia诗歌12岁的 emboliaria，其父母是来自两个不同家庭的释奴（CIL Ⅵ 10127）。Eucharis，13时就作为

唱诗班的舞者而知名，她是Licinia的一个自由女孩（CIL Ⅵ 10096）。15岁的长笛演奏者Fulvia Copola也是一

个自由女孩（CIL Ⅵ 33970）。

e　C. Gourdet, “Pantomines et Grandes Familles sous le Haut-Empire”, in Chr. Hugo-Niot, F. Hurlet, S. Milanezi, 
Le Statut de L’Acteur dans L’Antiquité Grecque et Romaine. Actes du Colloque Qui est Tenu à Tours les 3 et 4 mai 
2002, Tours 2004, pp.3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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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 hos sepulcrum respice | qui carmen et Musas amas | et nostra 

communi lege | lacrimanda titulo nomina. | Nam nobis pueris simul | ars varia 

par aetas erat. | Ego consonanti fistula | Sidonius aera perstrepens. (CIL ⅩⅢ 

8355=CLE 219.1—8)

任何喜爱诗歌、缪斯女神的人和任何将会对人终有一死的共同律法

哀婉的人们，看看这座坟墓，读读我们共同墓碑上可为之哭泣的名字。

我们都是男孩，年龄一样大，但是掌握的技艺不同。我叫西多尼乌斯，

擅长吹奏音调优美的长笛。

虽然还不清楚体操员（gymnici）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与艺术追求有关

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能从欧普路斯（Euplus）、埃兰凯乌斯（Elenchius）和

文肯提乌斯（Vicentius）这体操三兄弟（gymnici fratres）的名字辨别出他们

是奴隶，他们的父亲巴塞琉斯（Basileus）也一样是奴隶。这三位年轻的兄弟

被当作养子，在家里接受教育，都受到了主人们的悼念： 

D(is)M(anibus). | Hic positi gymnici tres fratres. | Euplusq(ue) vix(it) a(nnos) 

Ⅴ m(enses) Ⅷ/d(ies) ⅩⅢ . | Elenchus q(ui) vix(it) a(nnum) I, m(enses) Ⅶ . 

| Vincentius q(ui) vix(it) a(nnos) Ⅴ m(enses) ⅥⅠⅠⅠ d(ies) ⅩⅩⅤⅠⅠⅠⅠ. | Patroni 

alumnis suis | b(ene) m(e)r(enti)bus | et Basileus fecerunt pater. (CIL Ⅵ 10158)

致亡灵！这里埋葬着体操员三兄弟。欧普路斯活了5岁8个月零13

天。埃兰凯乌斯活了1岁7个月，文肯提乌斯活了5岁9个月零29天。他

们的主人们，和他们的父亲巴塞琉斯一起，为他们自己的养子们立墓

碑，他们值得。

同样，也可以从名字判断出，萨利奇乌斯（Sarricius）是个男童奴隶。

D(is) M(anibus). | Sarricio | infanti | gymnico | dulcissimo |qui v(ixit) 

a(nnos) ⅠⅠⅠⅠ | m(enses) Ⅷ d(ies) Ⅲ | parentes. (CIL Ⅵ 1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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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亡灵！这里纪念的是一个叫萨利奇乌斯的幼儿，可爱的体操员，

他活了4岁8个月零3天，他的父母为他（立了这块墓碑）。

这些体操员，也许是一类小丑、艺术体操选手或杂技演员，并且他们都

非常年轻。即使在今天，艺术体操运动员也会在幼年时期就接受训练。a5岁

的帕里狄翁（Paridion），是尤利娅 · 霍斯提利娅（Julia Hostilia）的一个家奴，

他是一个ὀρχηστής，即舞蹈—杂技演员。他的名字是帕里斯（Paris）的昵称，

是哑剧演员的一个常见绰号。

帕里狄翁是一个舞者—杂耍者（ὀρχηστής），活了5岁。他是尤

利娅 · 霍斯提利娅的家奴（θρεπτός）。（BE 1961, 586=Rev. Phil., 1985, 

pp.51—53）

小舞者弗拉维娅 · 狄翁尼西阿斯（Flavia Dionysias）是一个生在主人家的

奴隶（verna），她12岁。她的名字和 verna这个称呼意味着她获得了自由。b

extremum tenui quae pede rupit iter | cuius in octava lascivia surgere 

messe | coeperat et dulces fingere nequitias | quod si longa tuae mansissent 

tempora vitae |, doctior in terris nulla puella foret. (CIL Ⅵ 18324=CLE 1166 

vv.2—6)

她用柔嫩的脚步勉强度过人生最后一程。她8岁时开始嬉戏，开顽

皮玩笑。如果你能活得更久一些，在这方面也没有女孩能比你更有才。

比歇勒（Bücheler）认为，第二行很清楚地说的是位个舞者，但是并不

能肯定。这个年轻的女艺人很小就接受了训练（相当有才，doctior）。

a　Prosperi Valenti, 1985, p.79.

b　参见CIL 1166: pra ̄ escriptum: d.M.Flaviae Dionysiadis, quod nomen in carmine breviorem accepit formam (sc.
Dionysia), subscriptum: Vixit annis Ⅶ  m. Ⅺ  diebus ⅩⅤ : fecit Annia Isias vernae suae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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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舞者提阿斯（Thyas）居住在迦太基的麦提利娅 · 鲁菲娜（Metilia 

Rufina）家中。她的对象塔拉姆斯（Thalamus）也是奴隶。

Thyas saltatrix | Metiliae Rufinae | vixit annis ⅩⅠⅠⅠⅠ | Thalamus sponsae 

suae. (CIL Ⅷ 12925=ILS 5260)

提阿斯是麦提利娅 · 鲁菲娜家的女舞者，她活了14岁。塔拉姆斯为

其未婚妻（立了这块墓碑）。

15岁的乐师（musicarius）卡罗凯鲁斯（Calocaerus）是家生奴（verna），

为他立墓碑的达普努斯（Daphnus）是同主人的奴隶。a

D(is)M(anibus) | Calocaero | vernae dulciss(imo) | et musicario | 

ingeniosissimo | qui vixit ann(os) ⅩⅤ | bene merenti fecit Dapnus. (CIL Ⅵ 

9649=ILS 5254)

致亡灵！这里埋葬的是卡罗凯鲁斯，他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家奴，也

是一位卓越的乐师，他活了15岁。非常值得受人怀念，达普努斯为他设

立了这块墓碑。

小歌手贝布里克斯（Bebryx）的墓志铭是他父母组织编写的，同时他也是主

人最喜爱的一个奴隶（delicium），与本文前面曾提到的那个受宠的小金匠一样。

Formosum cantu detinet iste rogus, | delicium domini, spes expectata 

parentum. (CIL Ⅹ 4041=CLE 1075, vv.6—7)

这火葬堆让这漂亮的男孩再不能歌唱。他是主人的宠儿，父母的期望。

a　Syntrophillus是L. Sempronius. C|的一个奴隶［……来自科尔多瓦。CIL Ⅱ 2241=CIL Ⅱ 7,723: D(is) M(anibus) 
S(acrum). / syntrophillus / musicarius / L(uci) Semproni C［—(scil—.servus) / an(nos)［ⅩⅤ］.以前的编辑会武断的把

年龄加进去： 参考 CIL Ⅱ 17中的评论： nescio unde （碑文现在的断代是公元2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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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奴隶为富裕的主人及其家庭充当表演者，而其他的年轻艺人则受雇

于巡演的班主（locator），给有钱的客人表演才艺，a尽管他们很有可能与富裕

人家之间存在着关系，只是未被提及。

杂耍演员（petauristarii）是一种在特里马奇奥（Trimalchio）的宴会

上表演才艺的杂技演员或杂技表演师。一个行动迟缓的大块头扶着梯子，

一个小男孩在梯子上表演戏法。b10岁就去世的年轻小女孩阿达乌根达

（Adaugenda）可能是个奴隶。c

阿 达 乌 根 达 是 一 位 哑 剧 表 演 者（μιμάς）， 她 活 了10岁。(CIG 

6355=IG ⅩⅣ 2179)

6岁大的斯图狄奥苏斯（Studiosus）是一个 λυδιαστής。这个词很可能指的

是舞蹈和哑剧。d

别了，斯图狄奥苏斯，他活了6岁，是一个戏剧演员。（RAS, 1900, 

p.48, n. 12）

法国昂蒂布（Antibes）的剧院里，人们有两天时间可欣赏一个叫塞拉皮

翁（Serapion）的小男孩的演出。

Dis Manibus | pueri Serapionis annor(um) Ⅻ qui | Antipoli in theatro | 

biduo saltavit et pla|cuit. (CIL Ⅻ 188=ILS 5258)

致亡灵！这个叫塞拉皮翁的男孩活了12岁，在安提波利斯的剧场跳

了两天的舞蹈，受到欢迎。

a　Prosperi Valenti,1985, p.72.

b　Petronius, Sat. 53. 亦见 Juvenal, Sat.4.122: pueros inde ad velaria raptos年轻的杂技演员在帆上跳。

c　关于她的名字，见 Prosperi Valenti, 1985, p.76。

d　Prosperi Valenti, 1985, pp. 72—78.这个词出现在Diomedes, Art.Gram., p.487.4(ed.Kei)与演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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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不勒斯，支持者为一个年仅2岁8个月大练体操的奴隶（gymnicus）立

了一块墓碑，这一行为震惊了《拉丁铭文大全》的编辑们，他们不敢相信这是

真的。a

D(is Manibus). Augurio gymnico | incomparabili |dulci exsitioso | vixit 

annis Ⅱ m(enses) Ⅷ amatores hoc | non merenti f(ecerunt). (CIL X 2123)

致亡灵！这里埋葬的是阿乌古利乌斯，无可比拟的、可爱的杂技演

员。他活了2岁8个月。他本不该受到命运的折磨。他的崇拜者为他（立了 

墓碑）。

4. 城市里的穷人

在我们的资料中，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古代城市中的穷人及生活在城市边

缘之人的记载。虽然这里可能住着很多逃亡奴隶和释奴，但在这个满是劳工

的环境里，奴隶显然是少有的。

被遗弃的儿童与奴隶制确实存在联系。这些被遗弃的孩子被扔在城镇郊

区的垃圾堆中，他们可能会被奴隶贩子捡走，被教育成奴隶。b而大部分孩

子都未能活下来。c

在严峻的经济条件或个人困境之下，遗弃儿童是一个家庭的生存策略。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某些孩子不能成为家中的一员： 这个家庭中，婴儿

的生存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而言是一个威胁。他们会将孩子暂时寄宿出

去，这有别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不过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等孩子稍微大

点，并且或多或少能自立的时候，这个孩子仍然可以返回家中，因为从法律

a　见对那篇铭文的评论：“或出错了或是演出中的幼儿”（erratum est aut infans in ludis exhibitis）。

b　 Juvenal, Sat.6.603.关于穷人和垃圾堆的关联，见 Artemidorus, On.2.9。

c　Philo, Spec. Leg. Ⅲ  20. 115; Seneca, Contr. X4.21; Ps.—Quintilian, Decl. 278, pp.134, 306, 204; Firmicius Mathematicus, 
Math. 7.2; Tertulianus, Apol.9.7和Nat. I 15.4.更多的参考资料见E. Eyben, “Family Plann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 in AncSoc 10 (1980—1981), pp.5—82, p.19, n.55; A. Scobie, “Slums, Sanitation and Mortality in the Roman 
World”, in Klio, 68: 2 (1986), pp.399—433, p.419, n.152, W.V.Harris, Child Exposure in the Roman Empire, in JRS 84 
(1994), p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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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而言，家庭的纽带并没有中断。a

除遗弃儿童之外，文学和法律资料中也提到了贩卖或临时出租儿童（如

果必要的话，可以把儿童作为抵押或债务奴隶）。b从埃及的特布图尼斯

（Tebtynis）地区登记机构（grapheion）的资料中（公元42—46年）中，我

们了解到有婴儿在两年哺乳期间被委托给债务人；如果到期未还款，他们

就成了债务人的奴隶。c极端情况下，父母会自己去充当债务人的奴隶。到

底怎样的饥饿（fames）、穷困（inopia或paupertas）和需求（necessitas）会

使父母采取这种行为是一个修辞主题，可追溯到希罗多德那里。这对基督

教作家而言尤其重要。他们的描绘充满了巴洛克式的哀婉。在这些文章

中，它与现实无关（它可能会告诉我们，例如，这些例子发生的频率），而

是单纯的修辞学问题。然而，这些作家会提到读者极其熟悉的情况。奥古

斯丁在一篇布道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自己拥有法律权利的教区

是如何攻破了盗贼的巢穴，释放了120名囚犯，其中有五六个孩子已被父

母卖给了奴隶贩子，对此，奥古斯丁并没有胡编乱造。d金口约翰（John 

Chysostom）将世间与神圣国度做一个修辞上的对比，他描述道： 恶魔诱惑

我们的心灵，正如奴隶商人用糖果、蛋糕和玩具诱惑孩子一样。e不过再次，

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也适用于早期，只是这个比喻是典型的晚期古代的说法 

而已。

法律资料充分关注到了儿童贩卖。直到晚期古代，法律文章还在表达同

a　V. Vuolanto, “Selling a Freeborn Child. Rhetoric and Social Realities in the Late Roman World”, in AncSoc, 33 
(2003), pp.206—207指出了弃婴和贩卖之间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别。

b　M. Memmer, Ad servitutem aut ad lupanar … Ein Beitrag zur Rechtsstellung von Findelkindern nach römischen 
Recht-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77, 98 Sententiae Syriacae, in ZRG 108 (1991) pp.21—93.列举了丰

富的法律资料；Humbert 1983和Gebbia 1987里面列出了奥古斯丁时代的证据。Vuolanto, 2003是解决这一问

题所有方面的重要研究。

c　M. Manca Masciadri, O. Montevecchi, I Contratti di Baliatico, Milan, 1984. J. Marquardt, Das Privatleben der 
Römer, 2 Vol., Leipzig 1889, pp.13—16.

d　关于贩卖自己孩子的文学资料的最全面整理，见Vuolanto, 2003, pp.170—179。最令人感动的文章在Basil，
Hom.Ⅱ  in psalm.ⅪⅤ 4 (PG 29, 277)和Hom.in illud Lucae destruam 4 (PG 29, 268—269).关于奥古斯丁，见他的

serm. 10*.2.3 & 10*.7.3。见Kleijwegt, 2004, Col.927; R. Finn, Portraying the Poor: Descriptions of Poverty in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Late Roman Empire, in Atkins & Osborne, 2006, pp.130—144.和L.Grig, Throwing Parties for the Poor: 
Poverty and Splendour in the Late Antique Church, in Atkins & Osbourne, 2006, pp.145—161。

e　John Chrysostom, Adv.Iudaeos orat.1.1(PG 4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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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关怀。核心问题是孩子群体的身心健康而非个体层面的。从法律的角度

而言，以自由民的身份被贩卖的人，被出租和出借，也永远不会沦为奴隶，

而一直拥有自由身份（ingenuus）。a没有明文规定（expressis verbis）如何处

罚贩卖或出借儿童，因为这是属于父家长（pater familias）的权力。然而，将

孩子寄宿在离父母特别遥远的地方则是禁止的。显然，孩子必须在附近的某

个地方工作。b法律也谅解一些可能迫使父母做出这个决定的极端情况。c

但是，问题来了，一个自由男孩暂时作为债务奴隶、作抵押或受雇当

学徒这三者之间是否真的有多大区别呢。古代法学家和作家经常混淆各种概

念。公元527年，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描述了在一个市场上正在贩

卖男孩和女孩的情景。在他看来，具有奴隶身份对这些孩子而言倒是一种优

势。他们的父母会在城镇中给他们找到雇主，让他们做一些更轻松地工作，

而不是去乡下做苦工。根据上下文人们可以推断出，在这一案例中，从严格

意义上来说（strictu sensu），卡西奥多鲁斯指的并不是奴隶，而是指被父母再

卖给第三方的出身自由的男孩和女孩。d

通过贩卖或借出，儿童从父亲的权力（potestas）转了出去，其地位变成

了新主人的奴隶（mancipium）。事实上，这样的孩子没有自由想去哪里就去

哪里。e显然，其待遇和生活质量依赖于他最终所跟随的主人、他与亲生父

亲的关系（是经相互达成共识的协议或将孩子抵债），以及他将要从事的行

a　见Cod.Th.Ⅳ 8.6=CJ Ⅷ 46.10: Libertati a maioribus tantum impensum est, ut patribus, quibus ius vitae in 
liberos necisque potestas permissa est, eripere libertatem non liceret.（先祖关于自由有如此规定，对子女拥有生杀

大权的父亲不可剥夺他们的自由。）关于法学证据的综述，见Vuolamto, 2003, pp.179—188。

b　CJ Ⅳ 43.1和Nov. Val. 33应该这样理解。见Memmer, 1991, p.45和Vuolamto, 2003, pp.186—187。

c　Cod.Th. Ⅺ 27.2: abhorret enim nostris moribus, ut quemquam fame confici vel ad indignum facinus prorumpere 
concedamus（我们若容忍有人死于饥饿或被逼到犯此罪愆，于我们的精神殊为相悖 )和Cod.Th.Ⅲ 3.1: omnes 
quos parentum miseranda fortuna in servitium, dum victum requirit, addixit, ingenuitati pristinae reformentur（因父母

之悲惨境遇而被卖为奴之人，只要仍需抚养，可恢复原先的自由身份）。参见Vuolanto, 2003, pp.182,188。

d　Cassiodorus, Var. Ⅷ 33.4: Praesto sunt pueri ac puellae diverso sexu atque aetate conspicui,quos non fecit captivitas 
esse sub pretio sed libertas: hos merito parentes vendunt, quoniam de ipsa famulatione proficiunt.（男孩和女孩在场，因

性别与年龄而引人注意。是自由而不是被掳让他们在此待售： 他们的父母将他们出售是有理的，因为他们可

以从奴役本身获利。）Cassiodorus确实用奴隶（servi）这个词来指那些孩子。见Vuoalmto, 2003, p.192。

e　关于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见Memmer, 1991, pp.77—78和Vuoalmto, 2003, pp.189—197。有一条罗马法规

可能暗示儿童和年轻人可以当作债务奴隶直到他们25岁为止，但是对这个措施的解释还不确定（见Cod.Th. 
Ⅳ 8.6和Augustine, Ep.10*.2.1,在Vuoalmto, 2003, pp.189—190）。在PSI Ⅴ 549中，一个女人将她自己出租了99

（！）年。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合法地规避了沦为奴隶的风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乎没有给她的生活

带来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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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公元4世纪，为了偿还税款，酒商帕蒙提奥斯（Pamonthios）签了借款

合同。当不能偿还债务时，他就卖掉了包括衣服在内的所有财产。因为这样

做还不够，于是债权人还带走了帕蒙提奥斯的孩子，这些孩子所充当的可能

是抵押物。帕蒙提奥斯的一个朋友海尔伊埃奥乌斯（Herieous），尽力赎回孩

子们的自由。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是否依然在法律上具有自由身份没多

大区别。a之后的法律再一次规定，卖掉孩子的父母只要多付给买主20%的

利息以补偿买主养育孩子的费用，父母就可以赎回孩子。b

对于那些不管是弃儿还是贫穷家庭的孩子而言，即便他们存活下来，他

们将来的生活也不那么令人羡慕。古代作家偶尔会提及： 有些儿童奴隶为

了引起人们的同情，故意将自己致残，作乞丐讨钱，在后来的时代和其他

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c后来，有些儿童奴隶为了挣钱，会要求阉割了 

自己。d

当然也会存在幼童卖淫的情况，很多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在从事这一行

当。e法律文本中也提到了一些专门让孩子在妓院工作的猖狂皮条客。f基督

教作家还对此进行了描述。如果一个父亲去逛妓院的话，他可能会冒这样的

风险： 他以前遗弃的儿子或女儿可能现在就在妓院卖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a　P. Lond. Ⅵ 1915—1916. Gregory the Great, Epist描述了类似的情况。3.55.见Vuoalmto, 2003, pp.195—196。自

由人被当成奴隶，关于对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的全面描述，见A.Söllner, Irrtümlich als Sklaven gehaltene freie 
Menschen und Sklaven in unsicher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n,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0。

b　法规上的演变： 在Cod.Th. Ⅲ 3.1(公元391年 )，父母不用交钱就可以将孩子要回来。但是Nov .Val.33(公
元451年 )认为，应该付一个总金额。颁布这则法律大概是为了鼓励潜在的买主购买孩子，从而这就为那些养

不起自己孩子的父母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公元534年，査士丁尼汇编了法规，见CJ Ⅳ 43.1—2。见Vuoalmto, 
2003, pp.185—186.

c　Seneca the Elder, Contr. Ⅹ4.7(特别指出了mancipia)和 John Chrysostom, Hom. In Ep.I ad Corinth. 21.5 (PG 
61,176—179).关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见Stone, 1977, p.475 (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格兰 )；
Marquardt, 1898, p.83(地中海地区 )；Boswelll, 1988, p.113, n.77(中国 )；Prakin, 2006, pp.71—73。

d　Dig. ⅩLⅧ 8.4 ＆ 6.

e　儿童卖淫的主题很普遍。关于通过绑架儿童让他们卖淫而获利，见普劳图斯（Plautus）的《缆绳》

（Rudens）和《布匿人》（Poenulus）中多处。见Plautus, Cist. 38—40; Asin. 127—152; Mil.102—110.在Terence的
Heaut, 639—640中，一个父亲相信，他的女儿还活着，做了妓女。这样的片段是从希腊喜剧中抄过来的，尤

其是从米南德（Menander）处，但是这种情况至少已经被罗马的观众所熟知了。关于男孩卖淫，见Renkell, 
1979；关于卖淫的总体讨论，见Varrone, 2003。

f　Nov. 14, prooem.: Quosdam autem sic scelestos existere, ut puellas nec decimum agentes annum ad 
periculosam deponerent corruptionem（有一些如此邪恶之人，他们将还不到十岁的女孩置于危险的堕落

之中）。根据Martial, Ep. Ⅸ 5.6—9和 7.1—5的描述，因为图密善立法反对母亲迫于贫困将孩子卖给皮条客

(len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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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会跟他们发生乱伦关系。在乌奥兰托（Vuolanto）看来：“父母强迫孩

子卖淫这类常见主题是一种实际的做法，用来标记某种特定的背景或标明

（有可能）认为生活屈辱、道德沦丧的态度。”a虽然在妓院发生乱伦的几率会

非常低，但是这一争论中包含着一个事实，那就是，被遗弃的孩子实际上最

终真的可能会从事卖淫行业。妓院中也有卖淫的男孩（pueri meritorii）。b为

了训练被遗弃的孩子当角斗士，训练者（lanista）会收养他们，仅在伪昆体

良（pseudo-Quintilian）的口述文学中提到过这种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好像确

实存在。c

这里还是要避免笼统化。还有些遭遗弃的孩子确实可能受教育成了家

庭奴隶（就是所谓的养子）。他们后来有时会被分配到机要位置上，主人

和他们的养子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很紧密。这样的奴隶获得释放是很正常的 

事情。d

*　*　*

本文详尽的资料整理揭示了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和儿童生活的一些重要

特点。

各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都主张采用微观史学，因为它可以避免泛泛归纳，

同时还能把焦点集中在日常社会相互作用的现实上。从方法论上来讲，以一

种过于严格、绝对的方法来分析奴隶制是有缺陷的，就好像生活的质量和劳

动完全由他是否是奴隶而决定的一样。实际上，这其中存在很多互嵌的地

方。一个身份自由的儿子被送去工匠那里作学徒，或者主人把他的奴隶送到

工匠那里当学徒： 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是很相似的。我们也可想到其他例子： 

a　Vuolanto, 2003, p.176.

b　Clemens of Alexandria, Paed. Ⅲ 3.21和 Juatin, Apol.1.27。见Kleijwegt 2004, Col., 924—928。当然，孩子pueri
这个模糊的词没有说清楚他们到底是奴隶还是自由男孩。关于男妓（pueri meritorii），见Krenkel（1979）和

（1988）。Clemens of Alexandria, Paed. Ⅲ 3.21很明显女孩和男孩都提到了： παιδὶ πορνεύσαντι καὶ μαχλώσαις 
θυγατράσι（卖淫的男孩与女孩）。

c　见Ps. —Quintilian, Decl. 278 p.134和Leclercq 1907, pp.1293—1294(一个养子，很明显是一个年轻人，角斗士

的形象 )。

d　B. Rawson ed., 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 New Perspectives, London-Sydne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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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庭中充当金匠的自由仆人与也充当金匠的年轻奴隶，都会让他们父母

和主人感到自豪并受到喜爱。跟随一群艺人到处巡演的自由儿童与小奴隶可

能吃一样的食物，同甘共苦。在晚期古代，法律规定，一些工匠和佃户的孩

子必须继续从事他们父亲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并

且他们的经济负担很重。a更悲惨的是： 当一个冷酷无情的皮条客收养了一

个被遗弃的自由男孩时，他会强迫男孩在妓院卖淫，对于这个自由男孩而

言，虽然法律上并没有承认他是奴隶，但是这又有多大意义呢？这个男孩与

另一个被买来当性奴的人之间有区别吗？对于在矿井干活的自由矿工的孩子

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们和童工奴隶做同样的工作。在此，具有“客

观中立”特点的骨骼学研究发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不能单单因为他们

都受到同样严重的伤害就断定他们是否是奴隶。奴隶和自由民的生存条件都

很恶劣。虽然我们可能会惋惜没有详细的案例和档案资料，但是碑文向我们

展示了奴隶是如何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应付生存问题。来自科隆的年轻簿

记员克桑提阿斯（Xanthias），帅气的小歌手贝布里克斯（Bebryx），来自纳邦

（Narbo）的年轻红人塞拉皮翁（Serapion），虽然他们都是奴隶，但都设法尽

最大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不会天真地寻求什么积极的解释。

因为古代奴隶制的悲惨总是存在背景中。虽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残酷

的剥削，但却是一种随时都能降临的危险。“能告诉你什么是奴隶制的不是

旁观者—而是亲身经历者”，正如19世纪逃跑的奴隶约翰（John Little）所

说的那样。b诚然，偶尔会有古代作家而非奴隶自身的资料提及同样的残酷： 

关于惩罚儿童奴隶的法律条文，塞涅卡的叙述中的站着随侍的仆人，或者科

路美拉的描述，讲到挥之不去的恐惧也甚至也威胁着管家。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研究童工奴隶能让我们知道，其实未成年奴隶和

自由民是很重要的。当然，从经济上来讲，不管是具有自由民身份还是奴隶

a　H. Wieling, “Fälle geminderter Freiheit: Von Purpurschneckentauchern, Waf-fenschmieden und Landarbeitern”, 
in E. Hermann-Otto ed., Unfreie Arbeits-und Lebensverhältnisse von der Antike bis in die Gegenwart, Hildesheim-
Zürich-New York, 2005, pp.103—116.恰当地将之称为Fälle geminderter Freiheit（“自由受损的情况”）。人们可能

认为，富裕贵族家庭的儿子们几乎不用担心他们要从事什么行业： 家族传统已经为他们的未来铺好了道路。

因此，对他们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不需要困难的选择，而很显然，他们的生活更加舒坦。

b　引自Scheidei, 1993,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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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儿童，在古罗马时代都非常的重要。针对年轻奴隶的投资相当多，并

且，对于一个行业的未来而言，对奴隶的训练具有很大的价值。瓦罗和科

路美拉在其著作中认为，如果没有童工奴隶的话，将会严重耽误工作，扰乱

日常秩序。对于矿井上的一些工作，童工奴隶是必不可少的。在城市的富裕

家庭中，童工奴隶的工作缓解了日常琐事，并且他们在各种家务劳作中都很

有帮助。工匠需要在自己的后代中或学徒中（不管是奴隶还是释奴）寻找继

承人： 他们比成年人更廉价，通过收取学徒费用，还能带来额外的收入。许

多没有奴隶的贫困家庭也会依靠儿童。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做家务、看护婴

儿，因为父母双方都要在田间劳作，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婴儿。在古罗马时

代，人们会用“必不可少而隐蔽”（indispensible et caché）这样的说法来描述

童工现象。a对童工的各种可能形式的细致分析能够细化古代社会完全依赖

成年奴隶充当劳动力的理论。b例如在埃及，奴隶仅占人口的一小部分，那

么就不能低估自由儿童的经济价值。c当时的经济学家指出，所谓的杂务和

零工对国家幸福安宁非常重要。d

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古罗马时代并没有童工这个概念。e罗马人并不

知道这个词，也不知道使用童工属于一个道德问题（正如儿童或奴隶没有人

权一样）。当考虑到奴隶的经济价值时，才会存在年龄限制。道德上的抗议

仅仅是指买卖和遗弃儿童这种极端情况，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他们从事具有屈

辱性的工作。正如这种抗议并不会质疑童工的使用一样，它也不会在道德上

谴责奴隶制本身的任何问题。

自由儿童和奴隶儿童的生活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处。他们都需要听从教

导者的一些基本命令。f年轻的奴隶和那些度过与学校教师（ludimagister）在

一起的时光之后就上不起学的下等儿童一起工作。对奴隶儿童和自由儿童而

a　Simon-Musched, 1996 运用这个标题研究了中世纪的儿童劳工。

b　Garnsey, 1999指出了在古代农业中，非奴隶劳工的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c　对罗马时期的埃及的评价，见Westermann, 1955: 7%是奴隶 , Biezunska-Malowist, 1977, pp.156—158： 至多

10%是奴隶；Scheidel, 2001, p.61： 在埃及有很少数量的奴隶（6%至7%是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外）。

d　见http： //www.admin.uiuc.edu/NB/95.10/01womenstip.html,其中认为，算上家庭主妇做的未付报酬的工

作的话，会提高三分之一的GNP。见Saller, 2003, p.191。

e　Laes, 2006, pp.194—197.

f　关于童工奴隶和其他有学校老师的低等阶级儿童一起生活的可能性，见Booth, 1979 和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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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没有什么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向工作的剧烈转变，因为工作也是熟悉

的环境中的一部分。

比起其他案例，童工奴隶的史料证实了罗马人对儿童采取的是一种实用

主义的态度。近来，H. 西吉斯蒙德—尼尔森已展示了应该如何通过解码碑文，

可能发现更多“盈利和供人取乐的儿童”的案例。无可争议的是，实用主义

的路径是古罗马人的态度与当代西方观念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但是，将这

一论断与质疑儿童在古罗马社会是否很受欢迎且是否受到尊重的道德结论连

在一起，则是另外一件事，后者是B. 罗森综述的主要观点之一。

当然，那时的童年并不像今天这样受重视，并且古罗马人度过童年的方

式和我们的有明显的区别。a然而，儿童在经济上很重要这一点不可否认，

儿童其实很受欢迎并且他们也很重要—甚至情感上喜爱他们也是有可能

的，不止一篇文中已讨论的碑文中的微观历史清楚的描写了这一点。

我们完全了解奴隶生活的残酷，但是同时也要避免以偏概全。其实，童

工这一概念的缺乏以及将儿童卷入劳作的急剧社会化证明了儿童确实隶属于

成年人的世界，而且比起当今的孩子，那时的孩子在成年人世界里融入性更

强。就其本身而言，童工这一主题也阐述了儿童的普遍生活状况以及在古罗

马世界中童年的概念。

附录

1. 骨骼学证据

编号和考古别称 页  码 年龄和性别 症状与劳动印记

E5年轻女孩，脊柱侧弯

La giovinetta scoliotica
121—125

15—16岁
女

由于搬运重物，肩膀和上臂承受了持

续的负荷。惯用右手。脊椎侧弯。

E7生病的小女孩 
La fanciulla malaticcia

134—137
5—6岁

女
可能的劳动印记。

E9驼背的小妈妈 
La piccola madre accoviata

143—147
30—35岁

女

上臂带有持续体力劳动的印记。她

经常弯着腰坐着。

a　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每天我们都面临着至少让我们感到完全陌生的童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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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和考古别称 页  码 年龄和性别 症状与劳动印记

E18年轻的牧羊人 
Il giovane pastore

210
20—25岁

男
由于穿不合脚的鞋袜，脚部有伤痕。

E25渔民小伙

Il ragazzo pescatore
246—248

14—15岁
男

渔夫，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印记。

E28脊柱弯曲的小伙子

Il giovane con la schiena curva
270—275

17—18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这

种劳动造成了脊椎损伤。

E30搬运工

Il facchino
286—288 25—30岁

搬运工，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

印记。

E33小艄公

Il piccolo rematore
303—309

12.5岁
男

耕犁的人或者划船手，持续的肩膀

负重证明他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E41梯子上的劳力

L’operario sulla scala
369—374

20—25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42童年艰辛的左撇子

Il mancino dall’ infanzia difficile
375—383

30—35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45脊柱侧弯的左撇子

Il mancino scoliotico
396—400

25—30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和负重的印

记。惯用左手。脊椎侧弯。

E52孕妇

La gravida
460—472

20—25岁
女

怀孕的妇女，由于负重而带有持续

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55 挠头的年轻人

Il giovane che si grattava la testa
494—500

20—25岁
男

痛苦的皮肤感染，右腿的不平衡生长导

致了持续的疼痛。负重导致脊椎侧弯。

E56 短颈

Brevicollis
501—506

16—18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从

事船上装卸工作。

E60 年轻女奴

La giovane schiava
537—540

17—18岁
女

一生遭受慢性疼痛和慢性病。患有

脊柱炎和疝气。上臂带有持续性重

体力劳动的印记。

E74 有龋齿的小男孩

Il fanciullo con la carie
622—625

7—8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牙

齿不好。

E78 负重的年轻女人

La giovanetta portatrice di pesi
636—640

20—25岁
女

由于负重而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

的印记。死前至少怀过一次孕。

E83 小女孩劳工

La piccola lavoratrice
658

10—11岁
女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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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和考古别称 页  码 年龄和性别 症状与劳动印记

E91 小妈妈

La madre minuscola
696—699

25—30岁
女

由于负重而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

的印记。身高只有148.7厘米。

E92口袋里有梅子的小女奴

La schiavetta con la prugna in 
tasca

700—702
9—10岁

女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104 出生于公元71年的小

女孩

La fanciulla nata nel 71 D.C.
749—750

8—9岁
女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121 年轻船夫

Il giovanottone caiacco
835

20—25岁
男

长期只用一个桨划船导致了一侧的

肩膀和上臂带有损伤。

E124 左撇子的小伙子

Il ragazzo mancino
838—841

13—14岁
男

身体健康的强壮男孩，劳动使他更

结实了。

E125 自幼劳作的小女孩

La giovane operaia dall’infanzia
842—844

13—14岁
女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129 大约四岁的小男孩

Un fanciullo di quasi 4 anni
861—865

3.5—4岁
男

可能由于持续性重体力劳动而产生

的印记。

E132牙齿不好的小女孩

La bimba col mal di denti
873—875

8—9岁
女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

E150 带链子的年轻人

Il giovane con il cardine
908—913

25—30岁
男

带有持续性重体力劳动的印记。有

疝气。

2. 纸草证据

纸草文书 日  期 职  业 性  别 培训时间 地    点

BGU Ⅳ 1125 前13年
长笛

演奏者
男 1年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P.Mich.Ⅴ346a 13年 编织工 女 2年6个月 特布图尼斯（Tebtynis）

St.Pal.ⅩⅩⅡ 40 150年 编织工 女 1年2个月
索克努派欧 · 内苏斯

（Soknopaiou Nesos）

P.Oxy.Ⅳ 724 155年 速记员 男 2年
奥克西林克斯

（Oxyrhynchu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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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草文书 日  期 职  业 性  别 培训时间 地    点

P.Grenf.Ⅱ 59 189年 编织工 男 20个月
索克努派欧·内苏斯

（Soknopaiou Nesos）

P.Oxy.ⅪⅤ 1647 2世纪末 编织工 女 4年
奥克西林克斯

（Oxyrhynchus）

P.Oxy.XLI 2977 239年 理发师 男 5年
奥克西林克斯

（Oxyrhynchus）

P.Mich.inv.5191 a 271年 编织工 女 1年 卡纳尼斯（Karanis）

BGU Ⅳ 1021 3世纪 理发师 男 3年
奥克西林克斯

（Oxyrhynchus）

PSI Ⅲ 241 3世纪 编织工 女 1年
安蒂努波利斯

（Antinoöpolis）

P.Kell.1,19 a 299年 编织工 女 2年 喀里斯（Kellis）

（克里斯蒂安 · 拉埃斯，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拉丁语与古代史教授；

杨美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