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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契约的签订仪式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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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至少从西汉时期起，签订契约尤其是签订田宅买卖契约，往往要举办酒席宴请有关人员。举办

宴席成为传统社会人们签定重要契约不可或缺的仪式。签约的饮酒仪式表达了酬谢、庆贺和共同作证的意

思，其深层的含义是仪式这一古老传统文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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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以前契约上买酒事项的记载

<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广汉县节宽卖布袍券)【1阳
载：

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廿郑里男子节宽卖布

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约至正月口口任

者口口口口口口(简面)正月书符，用钱十。时在旁侯史

张子卿，戌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简背)

王国维在对。时在旁侯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

约。沽旁二斗”一语考释说：

“在旁某某知卷”，即今卖券中之中人。<关黄武四

年浩宗买地券>云：“知卷者雒阳金口子”。罗君以“卷”

为“券”之别构字，引<庄子>庚秉楚释文为证，其说善

是。汉时又谓之旁人，黄县丁氏藏《汉孙成买地券>束

云：时旁人樊永、张义孙、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卷约。

。沽酒各半”，又阳端氏藏《汉建初玉买地券>云：“时知

券约赵满、何非，沽酒各二斗”。此简末亦云“沽口二

斗”。是一袍之买卖亦有中费矣!粥瑚

笔者赞成“旁人”就是中人的解释，但是，将“沽旁

二斗”解释为“中费”，似乎不妥，因为如果是中费，为什

么非要买酒呢?笔者更倾向认为。买来的二斗酒由买卖

双方和中人共同饮用。

东汉末年的<孙成买地券矽载：

建宁四年九月戊午朔廿八乙酉．左骏厩官大奴孙

成，从雏阳男子张伯始卖(买)所名有广德亭部罗伯田

一町，贾钱万五千，钱即日率。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伸

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着毛奴。皆属孙成。

⋯⋯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

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有学者解释：“沽酒各半”，就是古代的一种签约仪

式。在签定契约之后，由买卖双方各出一半钱买酒，请

。旁人”与签约人一起喝酒，表示祝贺，也通过这种仪式

向公众宣布签约这件事实。”附笔者认为，“沽酒各

半”。还不能指。古代的一种签约仪式”，它指买卖双方

各负担了买酒费用的1，2。但是，“沽酒各半”提供了土

地买卖双方和中人签约后在宴席上畅饮的信息。笔者

赞成“表示祝贺”的解释，但是，不同意“通过这种仪式

向公众宣布签约这件事实”的解释。因为这种签约饮酒

仪式并非在公众视线之下。何以“向公众宣布”呢?

北魏时期，<高昌永康十二年(公元477年)张袒买

胡奴券声载：

永康十二年闰十四日．张祖从康阿丑买胡奴益富

一人，年卅，交与贾行百三拾柒匹，贾即毕，奴即付，奴

若有人认名，仰丑了理。祖不能知，二主和舍共成券。券

之后，各不得返悔，々者罚行贰百柒拾肆匹，入不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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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私要，要行，沽各半。请宋忠书信。时见：祖疆迦奴、

阿养、苏高昌、唐胡。

北魏时期的张祖买胡奴一人，“沽各半”，说明买卖

双方各负担了买酒费用的1尼。有学者说：“对于‘沽酒

各半’一词，是否还可理解为：买酒酬谢证人时，不论沽

酒数量多少，其负担由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古代券

契中常列有‘旁人’某某，并且要沽酒酬谢，其意在写明

交易时有旁证人在场，一旦事后发生争议纠纷，好请旁

证人出面评断，这恐怕才是要买酒酬谢旁证人的真正

原因之所在。”m笔者认为。“沽酒各半”有酬谢的含

义，不过，笔者更倾向认为，宴请旁人是约定俗成的仪

式。其实，即使以后发生争议，因为契约上有“旁人”的

姓名，。旁人”也不能回避出面作证或评断是非。

隋朝时期的<高昌延昌癸卯年(583年)道人忠惠等

八人举麦券)【q蚺憎载：

延昌水(癸)9P岁四月十四日，罗口举大(麦)十二

科，次举小麦十五解，次卫口口举小麦口解究(九)斗，

次举大麦七解五斗，次道人忠惠攀小麦十三解，次道人

众保举小麦十解。次⋯⋯举小麦十五解，次张京子举小

麦二科，次曾(僧念)举个麦十三解二斗，次八斗。⋯⋯

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故(沽)各半。倩

书：张京子。时见：张显口。

看来。从西汉到隋朝，不少契券上写有。沽酒各

半”、。沽各半”等语，张传玺先生说：“在汉代，买卖田地

时，有给中人致酬之事，而且写在契约上，多为饮酒，由

买卖双方平均负担。⋯⋯买卖衣物等小件商品的契约

上。不见书有给中人致酬之事。⋯⋯知借贷契约亦有给

中人致酬者。唐宋以后，契约上一般不写对中保人致酬

事。”弹嘲笔者赞同张传玺先生考证契约上饮酒的记

载，但是，完全是为了。给中人致酬”的解释未免过于绝

对。

<汉书·食货志>日：。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代

的饮酒场合很多。但是比较重要的不外是两个方面。第

一是礼仪用酒。汉代祭祀、随葬用酒等。都是把酒作为

封建礼仪的必须品。相传酒可以驱邪祛病，故汉代各种

礼仪都少不了酒。第二是喜庆用酒。酒历来有‘美酒’之

称，汉代逢年过节及重大事件的宴饮、赏赐，酒是必须

品，能够增添喜庆气氛。’’即看来，签订买卖契约时举

办宴席，应该从社会中盛行的饮酒仪式来理解，因为重

大商品的买卖是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大事情，卖主出卖

了商品，换来了金钱，买主出钱购买到了商品，中人撮

合成了一桩买卖，可喜可贺，因此，买卖双方各出一半

酒钱买酒是为了庆贺他们的交易成功。其中也包含酬

谢中人的意思，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只用酒酬

谢中人．而不给中人钱呢?

在唐宋元明朝代，在民间契约中，笔者未发现买酒

事项的记载，但是在地券中有宴席仪式的记载。例如，

唐(769)张无价契：“谨用五彩杂信，买地一亩。⋯⋯今

已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北宋(1108)徐大娘

券：“谨用钱九万九干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

地一段。东西一百步，南北一百步⋯⋯今以牲牢酒饭。

百味香新，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分付。”元齐口口券：。谨

备钱彩，买到地一段，南北长一十六步，东西阔一十四

步一分八厘七毫五系⋯⋯今备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

为信契。财地交相分付。”明潘云券：“谨用金钱九万九

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帛，送土府开皇土主门

下，给取券书执照⋯⋯谨以牲醴之仪，共为信契，财地

交相分付。”呼—枷这可能反映，唐至明代期间，民间契
约签订时，同样要举办宴席仪式。不过在清民国时期，

有少量资料记载了签约后置办酒席一事。

二、清民国时期的签约宴席仪式记载

清代1857年海南的<邓尚典向刘老二立卖田契>雕
载：

立卖田契人系乐善里九甲邓屋面前地村邓尚典同

男子两人朝生、朝兴。今因祖父遗得上名碑头田二处，

高低大小共六十四蚯，交界相连。⋯⋯四至分明，并无

包僭他人寸土在内。原坐官银八分正。仓米五升三合。

欲将土换土，情愿出卖与人。先问房亲户族人等，各不

承买。次问到府峨村刘老二人头承买。两面议定买价铜

钱十千正。即日煮酒宰牲。请共同男子二人到家。当众

立下断契一张。现日钱契两交明白。此系明卖明买。并

无迫勒等情。⋯⋯今恐人心难信，立下断契永远为照。．

邓尚典亲手的笔。从侄邓朝会同见，签证人蔡生知。成

丰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立契。

邓尚典和儿子邓朝生、邓朝兴将田出卖给刘老二。

刘老二“即日煮酒宰牲”，在家宴请邓尚典及两个儿子，

并当众签订了断卖契。这说明在清代的海南是由买主

出钱设宴举行签约仪式。另外，同样偏远的贵州也有签

约举办宴席的记载，例如，<姜氏林氏等卖田契>啷秭

载：。当日凭中实受过断价银柒拾六两整并画字酒水在

内。母子亲手收回应用。”

在大量遗存的徽州契约文书中．记载设宴举行签

字仪式的文书实不多见，但在个别地契中，还能看到支

付酒席钱的记载，例如，清代1739年安徽的<休宁汪姓

誊契簿辑要>111胁椰载：

四都十图立当契人汪可堂。仝侄大宏，今因生母病

故，使用无措，自情愿将承祖连下八得田乙业，⋯⋯凭

中立契出当与族叔名下为业。当时得受价九七色拾五

两整。其银当成契日一并收足。⋯⋯今恐无凭，立此当

契存照。其牙用酒酌计银六钱正。康熙五十三年正月

日．立当契人：汪可堂押。全侄：汪大宏押。中见亲伯：汪

显炳押、汪可洪押、汪可城押。此田是全五手。乾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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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当前屋孚中侄名下得原当价银拾五两正。其银九五

兑，九五色。外中资酒酌银六钱。中见：有侄、汪东侄、德

正侄、龙侄。

汪可堂和侄大宏将田地出当给族叔。得当银十五

两。25年后，又原价转当给孚中侄。两次当田，出当入

都从承当人处得到中资酒酌银六钱。这说明两次当田

都设有酒宴。

但是，契约上没有记载酒资事项，并不意味不办酒

席。笔者在清朝徽州人詹元相的<畏斋日记》中发现，在

徽州婺源县，签约后举办酒席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詹元

相在康熙三十九年(1670)的日记道：

文富叔央楹叔典本家索木丘屋。当晚付银十两(内

九七色六两．九三色四两)，立欠约二两，共十二两正。

付伊典契一纸。言定腊月讨酒。典契文：“立出典屋契人

詹起濡。本家有棱屋一局，坐落土名索木丘，今出典

与××弟名下．当得典价银十二两正。⋯⋯自今出典之

后．一听典人进屋无阻。银不起利。屋不起租。下边厨屋

并在典内。今欲有凭。立此出典为照。⋯⋯康熙三十九

年十月十七日立。出典屋契人詹起濡。见：弟延枢、廷

楹、侄元楷。”【1钠啪
詹起濡出典楼屋一所，书写了典契，并且钱契两

清。“言定腊月讨酒”，说明当晚并未举行宴请仪式，而

是约定两个月后再置办酒席。

康熙三十九年(1670)的日记载：

原匠门日章与本家树槐堂内地屋一局，计价十两。

后又买『卖1与绑卫社，本家失业。今文静叔买来邻卫社

业，拆去旧屋造屋，本家契在洵叔【处1收执，未付众，故

不便讲。其屋问壁屋系臭女兄买【卖】与坤资者，坤资至

本家求便北头滴水，增送价一两四钱，批契与之。其银

清伯会去四钱七分，果兄会去四钱七分。身家会四钱七

分。坤费致酒，淳伯、清伯、果兄共饮。文静叔愿致酒相

求。送果仪六钱缴契，因洵叔家要私手，故不成。I剃
詹元相的一处房产卖给了那卫社。文静叔又将房

产买去，并将旧屋改建。它的屋间壁屋是臭女兄卖给坤

资的，坤资卖了詹元相的北头滴水，并契价两清。。其银

清伯会去四钱七分，果兄会去四钱七分，身家会四钱七

分。”应指清伯、果兄和詹元相各得中资四钱七分。。坤

资致酒，淳伯、清伯、果伯共饮。”是指坤资设酒席宴请

淳伯、清伯、果兄，当然还包括詹元相。不过，淳伯并不

是中入，也参加了酒宴。看来酒席上并非仅仅买卖双方

和中人，也许还有其他利害关系人。

有学者说“唐宋以后。契约上一般不写对中保人致

酬事；但致酬事一直是存在的。有用宴请的形式，也有

送银钱的。送给中人的叫做‘中礼银’，送给代书人的叫

做‘笔资银’。”嗍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在上述日
记中可以看出，举办宴席和给参与签订契约的人，如中

人、代笔人．致酬费用是分开的。在清代广东的契约文

书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情况，例如，广东平洲地区

的《麦贻燕堂向东西堂、同保堂立卖民地契矽螂载：“依

口还实价时银五十两正，另签书另供墨每两三分，席金

一大员．书契利市一中员。”席金一大员”是指举办酒

席的钱。“签书另供墨每两三分”和“书契利市一中员”

是指书写契约的纸墨费用和给签字人、代书人、中人以

及其他参与签约人的酬谢费用。因此，给了“中礼银”不

等于不再举办宴席。

清代诸暨知县倪望重所编<诸暨谕民纪要y13}啪载

有一判牍。其中断令承租人翁竹生将洋银八元，限期转

给业主徐孝贤收领。“以还旧欠两年租钱及承租置酒之

资。”清人熊宾在湖北做县令时撰写了<三邑治略>，载

有“讯蒋化成一案”，蒋化成欲买郭惠人的业，由于郭惠

人的胞叔郭敬臣没有到场签押，被认定无效，而后来经

胞叔郭敬臣转卖的交易被认定为有效，并从这次多卖

的二十四串钱中，“以四串补蒋化成酒席”。【邮清代四

川巴县的一纸契约载：“实计田价银足色纹银一百二十

两整，书画一包在内，酒永在外。叫哪以上记载说明浙
江、湖北、四川等地都有签约举行宴席仪式的习俗。

再看民国时期的契约。甘肃西宁的<中华民国十年

(1921)党生让买地连二契>【Iql硒载：

立卖山坡旱地文契人东有杰，因为缺钱使用不便，

今将自己祖遗上阴湾阴坡妾刀把旱地一段。⋯⋯自己

情愿出卖。自己央请中人汪顺鲤、党统德、党统辰、东有

禄四人来往说合。问到本庄隶谊党生让名下承(卖)

f买1为业，兑中三面言定，得受卖价九八厘钱一百四十

串文整。当日交清，并不欠少分文，白卖之后，应纳差二

斗一升，纳番粮二升，酒席画字(以)【已】并在内。户内

人等不得异言争论，⋯⋯同中人：东有禄(押)礼银钱六

百文、竟统德(押)礼银钱六百文、汪顺鲤(押)礼银钱六

百文、党统辰(押)礼银钱六百文。同堂兄：东有兴(押)

画字钱六百文；(东有)年(押)画字钱六百文、(东有)顺

(押)画字钱六百文、(东有)谦(押)画字钱六百文。代笔

人东春轩忠礼银钱八百文。中华民国十年古十二月十

二日立。卖契人：东有杰(押)、侄子尕满子(押)画字六

百文。

。酒席画字(以)【已】并在内”，表明买主拿出的酒席

钱和画字钱两项都在卖价中。中人、亲族和代笔人的画

押后写有礼银钱或画字钱的具体数额，说明了画字钱

的支出情况，酒席钱应该解释为专用于置办酒席的钱。

据民国初年的民事习惯调查，山西省夏县有“会邻

割事”的习惯：

买卖不动产，成约时，由买主设席邀请四邻并中人

会食．如无异辞。即仝中丈量定界，业价两交。意盖会邻

交窖I，藉免日后纠葛。故名日“会邻割事”。按：此项习惯

系据夏县知事张柳星报告。会同四邻踩界．可免日后经

界之争．普省各县大抵有此习惯，历见本会前此各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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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习惯说明买主为了买到没有纠葛的田地。邀请

四邻和中人一起吃饭，然后烦劳四邻和中人丈量定界，

此宴席表示酬谢四邻和中人。

江西省安义县有“吃合食”的习惯。

凡承租他人之田地以耕作者，如因自己人力有限。

或资本不足。于是自行招人合伙共同耕作，其取得之果

实，即以备人所出之人力，或资本为比例而分配之，或

各半，或四六，或三七，均以双方当事人之协议定之。惟

此项协议因当事人目不识丁。且合伙耕作者。必系平素

性情相投之人。故并不设立何项书据，只以当事人彼此

口头说明，即属已足。惟既无书据。事后或恐发生争执，

于是当事人又有置酒，公请地邻到场作证之举，将舍伙

耕作及协议各事当众声明。以免争端，俗称之日“吃合

食”。自吃舍食之后。当事人不得再翻前议，即有恚见不

合．亦须俟年终声明解约。如有争执，一以到场地邻之

言为凭。此项习惯在农圃之家。业已相习成风，实为一

种最有力之口头契约也。ll聊
江西的“吃合食”是口头契约的一种公示方式，承

租人与四邻一起吃饭饮酒，有共同作证的含义。

清朝末年。江苏的句容县县令许文浚在“高财生控

高焕才”的案牍中说“典赎田地，有亲邻、有酒叙、有茶

叙，此共见共闻之事，非个人做得到之事。彼此皆知，断

难作伪。竹II目憷许文浚在“韩全兴控周秀庚”的案牍中说

。今即就活契而言之，议价时有中，成契时有中，回赎时

又有中．即加典时亦无不有中。邀中必备饭，俗所谓办

东也。多则两三席，少亦六七人。谁家田地，谁家典受，

于何时出典，何时赎回，田地几亩几分，钱银几千几百，

坐落何处，毗连何田。众所共见，亦人所共闻。叫1目旧许

文浚的话包含着举办宴席有共同作证的作用。

总之，在传统社会。签订重要的契约，尤其是签订

田宅买卖的契约。往往在宴席上进行，是先人签订重要

契约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当事人因贫困买不起酒，他

们喝茶吃饭也要举行宴请仪式，例如，清代甘肃的<马

得才出卖土地契文)【哪载：。得到卖价小白银二两五

钱。对中(人)言明交付完足。出茶食画字在外。”隋代

以前，酒席的费用由买卖双方均摊，清代民国时期，宴

席的费用一般由买主承担。签订契约举行的宴席具体

表达了酬谢、庆贺和共同作证的意思，至于哪一种意思

表达比较明显，这与签订契约的时代、契约的性质以及

各地的习俗有一定关系，但其深层的含义是仪式这一

古老传统文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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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刊论文 王建华.刘怡.董晶.林琦.马林慧 上海市"中小学校--科普教育基地" 共建结对签约仪式在上海昆虫博

物馆举行 -生物学教学2005,30(7)
    2005年6月4日上午,由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主办,上海昆虫博物馆、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协办的"上海市

中小学校--科普教育基地共建结对签约仪式"在上海昆虫博物馆举行.签约仪式由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施新泉理事长主持,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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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刊论文 邯郸市委、市政府与中棉工业总公司联合打造国际棉机研发制造基地合作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棉

花加工2008(3)
    邯郸市委、市政府与中棉工业总公司联合打造国际棉机研发制造基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于2008年6月5日下午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顾国新、邯郸市委书记崔江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监事会副主任林乃基、邯郸市常务副市长丁英辉、中棉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齐虎生等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邯郸市委、市政府、市发改委、市财政局有关领导,总社有关部局及部分直属企业负责同志,国家财政部、国家开发

银行、北京银行、中棉工业总公司、邯郸金狮棉机有限公司等单位共50余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5.期刊论文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阶段参股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高新区2009(5)
    4月21日,科技部、财政部与首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阶段参股项目承担单位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财政部副部长

王军出席签约仪式.在签约仪式上,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作为引导基金出资人代表,分别与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阶段参股项目协议书.

6.期刊论文 高宝向中国书刊印刷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引进3台高宝利必达印刷机签约

仪式举行 -印刷技术2008(23)
    10月30日,德国高宝公司与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原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合作引进3台高宝利必达对开多色印刷机签约仪式在北

京乙十六号会所畅悦厅隆重举行,北京佳信达欣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雅琴,总经理付宝云,副总经理赵力忠,德国高宝集团总裁兼CEO许内曼、亚太区销售

副总裁海杜克、大中华区总经理岑寒、中国区销售总经理王联彪、中航技国际工贸公司副总经理张军,以及各主要行业媒体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共同见

证了高宝向中国北方出版印刷领域迈出的这一历史性的一步.

7.期刊论文 赵伟凯 发挥协会纽带作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标准化协会与法国施耐德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举行标准化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中国标准化2008(5)
    2008年4月9日上午,中国标准化协会与法国施耐德公司标准化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孙晓康,中国

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林聪以及中国标准化协会各部门负责人,法国施耐德公司战略市场总监Noel Girard先生,施耐德(中国)投资公司总裁Guy

Dufrdi sse先生以及施耐德(中国)投资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共计20多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8.期刊论文 方正电子 《平版制版工国家职业标准》合作编写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印刷世界2008(7)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方正电子")受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委托,将参与<平版制版工国家职业标准>的编写工作,2008年7月11日双方在北京举

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副司级巡视员王晓平女士、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于永湛先生、方正集团总裁张兆东先生参加了这次签约仪式

并致辞.

9.期刊论文 刘婷.LIU Ting 鸿得利与柳工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2010,23(10)
    9月29日,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公司与广西柳工集团在南宁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这是上海鸿得利重工2008年来实现股份制改造后又一重要举措

,更是鸿得利为实现"混凝土机械前三甲"战略发展目标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广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李新元、柳工集团王晓华、杨一川、曾光安等领导,上

海鸿得利重工董事长徐沛良及蒋光明、陈然方等股东代表一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10.期刊论文 陈志宏 悍马科技与富轮集团股权置换签约仪式在富阳举行 -轮胎工业2008,28(6)
    2008年4月28日,杭州悍马轮胎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富轮集团股权置换签约仪式在浙江省富阳市举行.富阳市、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相关

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此次股权置换的成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轮胎企业诞生,为高科技轮胎产品产业化打下良好基础,在不久的将来企业将形成20万条·a-

1半浇注型聚氨酯工业车辆轮胎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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