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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图书馆馆藏徽州文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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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山东图书馆所藏徽州文书多件，既包括年代较早的宋元时期文书。也包括此前未见的明代孤

品，具有很高的文物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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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有幸在山东图书馆古籍部得见徽州

文书29件，其中时代最早的为宋宝祜四年(1256

年)，最晚的为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涵盖宋、元、

明三个朝代，跨度近400年，其中不乏珍品。由于此

前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在治徽学者亦未

曾听闻有人谈及，可称为徽州文书的一次新发现，

现将其概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宋代徽州文书的新发现

山东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包括宋代、元代各

l件。其中元代的延祜七年(1320年)祁门县郑元胜

等卖山地赤契，因契文载明祁门县，可确定为徽14,1

文书。而宋代的宝{；占四年(1256年)赤契，契内并无州

县名称．收藏时只将其定为宋代地契，而不能确定

其地域所属。亦未给出准确名称，需要略作考证。

该宋契长约35厘米，宽约24厘米。全文10

行。每行15．22字，底部略有损坏，第六行底部约有

2字已磨损不见。契内盖有宋代官印格式与此前已

公开发表的宋淳祜二年(1242年)祁门县李思聪卖

山、田赤契⋯五基本一致。将此契标点后全文如下(字

迹已损者用口代替)：

武山乡尤昌上都第十甲李通。今将自己分帐内

山一段．在儒教上都芦坞源楼字三十九号夏山一亩

二角，其山地东止小田坞口及兄郑商弼田。南止坞

心及塘，西止降，北止垄抵郑支地。今将前项四止内

山地出卖与胡二秀才。三面平议。价钱十八界官会

二贯文省。其钱当立契日两相分付。并无少欠。其山

未卖已前，与家外人郎无交易，如有交加不口口，是

出产人自行承当，不涉买人之事，今恐人无信，立此

文契为凭。

宝佑四年四月初八日李通(押)

今领去前项卖楼字三十九号契内价钱十八界

官会，尽数交领足讫。别无碎领，只止一领为照。

宝祜四年四月初八日李通(押)①

按，南宋歙县罗愿所著《新安志》记载，对宋代

=}-Bf-]县的乡都建制有详细记载：

其乡七，其都二十有三。制锦乡在西南，其都和

光、遐岑、日新、安福：归化乡在东。其都归仁、义成、

沙溪；武山乡在南，其都化成、尤昌；福广乡在北，其

都万石、泉水、善和；孝上乡在西，其都文溪、顺定、

儒教；仙桂上下乡在西。上乡其都昼锦、新丰，下乡

南塘、安定，而安福、尤昌、善和、儒教四都又各分上

下．凡二十有三。【2】

今将契内所载地名武山乡尤昌上都、儒教上

瓠，与《新安志》记载相对照，一一相符，可确定该契
属于宋代徽州祁门县无疑。武山乡尤昌上都即今祁

门县祁红乡一带。按黄山学院徽州文书编辑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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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名为“宋宝祜四年祁门李通卖山地赤契”，在徽

州文书中属于时代相当早的宋代契约，契内所载内

容对考察宋代徽州土地交易状况有一定价值。该契

契纸完整、字迹清楚、墨色如新。属难得一见的宋代

徽州文书精品，也是一件相当珍贵的文物。

二、明代徽州文书中的珍品

山东图书馆藏有明代徽州文书27件，全部为

赤契，其中建文年间l件(原契作洪武三十五年，即

建文四年)、永乐年间1件、洪熙年间l件、宣德年间

l件、景泰年间l件、正德年间7件、嘉靖年间5件、

隆庆年间2件、万历年间3件、泰昌年间l件、崇祯

年间3件，多数为土地交易文书。这批明代文书中

不乏精品．略作简介如下。

1．黄册文书

黄册是明太祖朱元璋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

“既是明朝制定的户籍编造之法，亦是明代实行的

基本赋役制度，”1311对它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的重

视。但由于时代久远，明代黄册档案难得一见，以至

学者多单纯依据典籍文献进行论述，缺乏直接的黄

册文书佐证。直到20世纪80年代，徽州文书中的

黄册文书档案为学者发现并受到学术界重视。在徽

州文书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论述黄册制度，有力

地促进了黄册制度的研究。山东图书馆藏有明代嘉

靖年间歙县黄册文书l件，是相当珍贵的史料。

此件黄册文书属宫府印制颁发的制式文书，长

约32厘米，宽约23厘米，四周有花边，黑色套印，

共8行，盖有歙县官印，全文可标点如下(字迹模糊

者用口代替1：

歙县赋役黄册事。照得通县丁口已经本县清审

送府覆审矣，后应增应除，斟酌停当，大约不失额

数。诚恐里书作弊，私有增改，拟令出纳户内付照，

为此今将本户实在丁口填会收照。以后但有增减口

除里书私弊。许执此赴告盘究不怨，须至给省。

计开：廿三都十四图乙甲一户程世瞻

成丁 乙

不成丁 无

右给付程世瞻。准此。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日给

(印)⑦

按，明代黄册制度虽对人口与事产的编审作了

非常严格的规定。但自确立之始，即奸弊不断，而里

长伙同书手、算手，利用编造黄册之机，上下其手，

鱼肉乡民，尤为弊之大端。颐炎武引山东《曹县志》

称：

查里书当审户之年，增减人地，权握在手．索诈

多方，贿赂公行，穷书立富。而遐陬之民，悉来听审，

盘费颇多，又有托求察者，不惜数十金以乞一书。其

县前酒饭铺店，指此为一年肥润之计。此一审而邑

中所费。不下万金。【3脚

里书作弊，重要的一项是在人丁编审上。明代

人曾详论其作弊手段：

其大户，或十数姓相冒合籍，而分门百十家。其

所报人丁不过十数；小户，或二三门，或单门。先因

无钱使用，人丁巳尽，报册后或死亡，或败绝，而里

书以其无新丁替补，不与开除，以后照册论丁编差．

小户多累逃窜，以致民不聊生。盗贼易起。14J

为防止里书作弊，有明一代不断有官吏尝试以

各种方法或机制防范里书作弊。嘉靖四十年至四十

二年，熊秉元任歙县县令。任内于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遇黄册大造，他在造册报徽州府审查后，发

放了黄册执照，即造册呈报后按实在丁口如实填

写，发给百姓执照，遇有里书私自任意增减丁口，即

可作为凭证进行控告，山东图书馆所藏黄册文书即

是当年遗留下的实物。可见。熊秉元对里书之弊是

有清醒认识的，这张官府发给的覆审执照，对象程

世瞻这样人丁稀少的小户。多少能够起到一些保护

作用。歙县旧志记熊秉元其人称：“熊秉元，字仁卿。

丰城人，嘉靖中任。尊上士，约己裕民，性刚直，权贵

莫教干以私，诸监司奏最。”㈧熊秉元后调任河南宁

陵县，“建社学，置经籍其中，设社仓，开衢路，凿水门，治

政二百年中所仅见者。”㈣可见，作为一位刚直清廉、

办事干练的官员。熊秉元颇受各方好评，发放黄册执

照亦是当年的爱民政绩之一。以笔者闻见所及，在

目前已公开著录的黄册文书资料中尚未发现有同

类的文书存在．此件执照实属难得一见的孤品。

2．税契文书

据学者考证。中国的财产交易税契制度产生干

晋代，17】导言,14此后历代沿仍，到明代，税契制度已经非

常完备。明代法律规定田地山塘买卖必须严格遵守

税契制度：“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答五十，仍追田

宅价钱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

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㈨到明代中

期，产生了一种新的税契文凭——契尾。目前能看

到的揭诸契尾之名的最早的文书为明弘治五年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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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黄士则买地税证。Ⅲ二I五七此后契尾的格式日益严格，

一律由官府印刷。并钤有官印和半印勘合字号，在

田宅报官税契后发给买主。它既是税契证明，也是

买主财产权合法性的重要凭证。山东图书馆藏有明

代契尾7件．对研究明代的税契制度很有价值。

税率是考察税契制度的重要内容。据明洪武年

间的徽州税契文书。当时的税契税率为“三十分取

一，”f3两即实行3．3％的税率。然而明代典章律法中

虽对税契征收和罚则作了严格规定，却没有制定固

定的税率，税契的税率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山东图

书馆所藏嘉靖年间的3件契尾对了解此一变化颇

有帮助。

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休宁县契尾，长约38厘

米，宽约30厘米，四周有花边，黑色套印，共ll行，

契内无买主姓名，全文可标点如下：

直隶微州府休宁县为清查税粮以备储蓄事。奉

府帖帖抄，蒙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詹批，据本府经历

司呈．及奉钦差总理粮储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陈批，据本府申俱为前事。内开：今后

凡买民田地山塘者．每价银一两令出税银一分五

厘，十两出银一钱五分，收贮在官，候秋成类后发买

稻上仓。等因．奉此检会到大明律内一款：“凡典买

田宅不税责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一半入官，钦此，”

钦遵外，今据本县 都 图 ．于 年 月 日用

价银九两三钱五分整买到 都 图 户内经理

字号 ．土名四至在契，赴县投税验价。照例征税买

稻外，所有契尾粘连印发须至出给者。

右给付买主 收执。准此。

嘉靖十三年十月 日

典史钱皋承

县(印)③

依契内所载“每价银一两令出税银一分五厘”．

可知嘉靖十一年时税契税率为1．5％，不及洪武年间

的一半，这个税率是相对较轻的。然而，嘉靖二十一

年的税契文书表明。税契的税率被提高到了3％。ITlal9

据山东图书馆藏嘉靖三十一年休宁税契文书，税率

仍为3％。该税契长约34．2厘米，宽约32．2厘米，四

周有花边，蓝色套印，共12行，全文可标点如下：

直隶徼州府休宁县为陈愚见筹边饷以少裨安

攘大计事。奉府帖．奉户部刹会前事。内开：一应置

买田产之家照契书银两多寡，随宜坐以税银。亦要

陆续解库，以备边用。仍造税粮青册，明开过割人户

田亩粮税各数目。随黄册同解赴司查兑．仍行严禁

稽查。不许花销浪费。中间买田产入户．如产业已经

过割，而无税银贮库，即系各官吏侵费．定行从重参

究治罪。奉此，又奉抚按察院割案，仰今后买业人户

该纳税银照依定议。每价一两追收税银三分贮库．

年终解府类解。但有人民收买产业者不行报税，依

律合追价银一半入官，等因，奉此。除依奉遵行外，

今据本县五都五图户头郑才旺户丁郑广于嘉靖年

月买到西北隅二图户头户丁户内．用价fit=_两

五钱。该税银乙钱五分。今给天字百七十四号契尾

粘连。印发须至给出者。

右给付买主郑广收执。准此。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给

县(印)④

到嘉靖末年，税率有所降低，山东图书馆藏嘉

靖四十一年休宁县契尾表明，当时的税率已经下调

到2％。该件契尾长约35厘米，宽约30厘米，有花

边，黑色套印，共12行，契内有半字勘合字号，无买

主姓名，全文可标点如下：

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为税契事．伏规大明律内一

款：“凡买田宅不税契者。笞四十，仍追价钱一半入

官，”钦遵外，嘉靖四十年七月奉府帖，为申明税契

以杜欺罔以实国课事。内开：人民凡置买田宅者，价

银一两纳税三分筘库，方许过割，如违依律究治，奉

此已经遵行外。续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奉府

帖，为乞究民情以公国课事，中奉抚按两院议允，照

以歙、绩二县每价银一两纳税二分聍库，奉此拟舍

即给契尾遵行，须至出给者。据本县都 图 ，买

到 都 图 。用价银 ，该税银。

右给付买主 收执。准此。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日给

契尾囝

依据这3件嘉靖年间休宁县契尾。可以看出，

在嘉靖十三年至四十一年的28年时间内，税契的

税率经历了一个下降一÷上升_+再下降的历程，但即

使是嘉靖末年的再次下降后的税率亦较初期为高，

总体上看是有所上升的。这说明，在明代，不仅不同

帝王时期的税率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帝王的不同时

期，税率相差也很大。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明王

朝的财政收入。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是足

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史载嘉靖帝

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斋醮，

营建繁兴，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之渐替矣。”19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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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税率的总体上升，恰恰反映了在内外多故而

统治者骄奢淫逸的大背景下人民负担加重的史实，

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结语

徽州文书号称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的“第五

大发现”，有学者估计徽州文书的存世数量约在50

万件左右。如此众多的徽州文书中，以清代和民国

年间的为常见，明代中后期的也有一定数量，明代

前期存世的数量不多，而宋元文书则相当少见。现

已公开著录的宋代徽州文书主要集中在《徽州千年

契约文书》和《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两书中，包

括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5个

收藏单位的9件宋代文书。据50年代在屯溪古籍

书店参与收购和出售徽州文书的当事人回忆，当时

售出的宋代文书约有30件。这个数字大大多于目

前公开著录的数量，显见当年流传到外地的宋元时

期的徽州文书中。还有相当数量未被挖掘出来。根

据山东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介绍，笔者此次见到的

宋、元、明时期徽，J1、f文书。应当就是50年代该馆从

屯溪古籍书店购得的。山东图书馆是国内有影响的

图书馆之一．但此前很少有人知道馆中收藏有徽州

文书，而且既有宋元时期的珍稀文书，也有明代文

书中的孤品，其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很高。山东

图书馆所藏文书若能早日整理面世，对促进徽学研

究，探寻挖掘徽州珍稀文书，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①山东图书馆古籍部藏，编号善3368。

②山东图书馆古籍部藏，编号善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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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f Documents Concerning Huizhou Collected in Shandong Library

Feng Jianh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documents concerning Huizhou collected in Shandong library not only include the early

material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but also include those in Ming Dynasty that haven't been discovered

before．All the documents are precious historical relics and valuable for the study of Huizhou．

Key words：Huizhou；documents；Shandong Library；Song Dynasty；Yuan Dynasty；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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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刘道胜 明清徽州宗族关系文书研究 2006
    徽州文书，被认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新资料的第五大发现。在丰富的徽州文书中，宗族文书为其大

宗。无论是数量与类型，还是其研究价值，宗族文书对于从整体上认识徽州文书，并藉此探索明清徽州民间万象与地方社会实态，乃至研究中国封建社

会后期历史来说，均具典型意义。本文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关系之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

内涵，以揭示明清徽州宗族所固有的种种社会关系，进而考察国家和宗族制度规范与民间实际运作之间的差异。      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

二部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徽州宗族文书作总体性考察。第三、四部分则以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阐发。

第一部分考察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的形成、遗存及其形态。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徽州经济文化，致使公私交往频繁，产生了大量文书资料。徽州宗族文书

的形成是徽州区域发展之特定背景下的产物。而宋代以后徽州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以及徽州民间素有重视记载与整理文书的传统，亦是徽州文书形成

的重要因素。徽州文书的保存特有其公匣制度。并考察了文书的形制与版本形态。      第二部分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的契约表达程式。对契约的

称谓与类型作出基本概括，对单契与合同的区别，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合同契约的类型，合同关系的维系等进行专门考察，对契约文书的格式规范与

民间表达等作重点分析。其中论述了个体性文书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指出，宗族内部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个体与宗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亦

是宗族关系的一种体现。      第三部分对明清徽州宗族关系文书进行分类考述。主要以其所体现的宗族与国家和地方基层组织之间、异姓宗族之间、

宗族内部的门房支派之间、宗族之于其它民间组织(如会社)、宗族之于家庭等的密切联系作为划分依据，从而将明清徽州宗族关系文书分为祭祀关系、

继承关系、会社关系、主仆关系、异姓关系、赋役关系、诉讼关系等类型。对徽州文书所反映的诸多方面的宗族关系作具体阐释。这些关系既体现功能

性和系谱性，亦兼顾地缘性和利益性。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从宗族发展与内部关系，宗族与地方社会，宗族与国家，制度规范与实际运作等

方面，对明清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作总体性概括。考察了明清徽州宗族组织的加强。宗族的组织化大体经历了从亲属群体到社会组织，从强

调敬宗祀祖到侧重社会功能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的社会性日益增大。宗族在置产、教育、赋役、赈济乃至婚丧嫁娶等事务上对家庭发挥着功

能性作用；家庭作为宗族的个体，其交往范围、生存价值及社会地位亦在很大程度上系之于宗族关系网络。个体及其家庭在生产经营、生活互助、社会

交往等方面与宗族存在着密切联系。同姓宗族间的统合更多体现的是地方意义上的社会互动。异姓宗族间在祭祀、承继、婚姻及经济活动等各方面亦体

现了广泛多样的社会关系。在地方公益事业中，徽州宗族发挥了其有效的组织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力。探讨了宗族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明清国家基层统治

机构的设置多以地方宗族组织为基础，宗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的多方面功能则从根本上配合了国家统治的深度需要。宗族与国家体现着某种契合。国家和

宗族的制度规范与民间实际运作又存在诸多差异。宗族内部的实际运作往往体现为超出制度规范而灵活多变，存在着复杂多样的民间运作模式和流动不

居的个体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宗族制度不断得以更新和调适，同时也成为弱化、冲击乃至瓦解宗族制度的重要因素。

2.期刊论文 方利山.FANG Lishan 徽州文书与徽州社会——也谈徽州契约文书的价值意义 -黄山学院学报

2007,9(2)
    徽州契约文书作为宋以来徽州社会民间生活实态本真的纪录,是徽州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是徽州学学科的重要资料基础,也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

的重要文献,在中国当代新史学的转型中有重要作用.徽州契约文书是古徽州社会调谐、古徽州先民构建和谐社会之努力的见证,是古徽州社会在时间漫长

的演进中逐步形成信用徽州、孕育契约精神的表征,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弘扬契约精神有启发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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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刊论文 俞乃华 徽州文书中的合同文书探析 -黄山学院学报2004,6(5)
    文章对徽州文书中的有关土地、房屋等财产关系中的合同文书的分类做了探讨,并对该类合同文书的形式特征、内容进行了分析.

4.期刊论文 徐国利.XU Guo-li 当代中国的徽州文书研究 -史学月刊2005(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有关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和整理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从6个方面进行总结和评述:1.徽州文书的性质和主要特点

;2.徽州文书的史学学术价值;3.徽州文书的上下历史断限,大量形成和存世多的原因;4.徽州文书的数量估测和计量方法;5.徽州文书的分类法与整理方法

;6.大陆徽州文书的收藏及其分布.

5.期刊论文 方利山.FANG Li-shan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3(2)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

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6.期刊论文 刘尚恒 徽州文献、文书繁富原因探析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2,20(2)
    作为与敦煌学、藏学并称的中国三大以地域命名的学科--徽学,是以其至今存世繁富的徽州文献、文书为依托,为根基.究其繁富的原因,盖出于其特

定的地域历史社会条件,即特定的徽州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以及二者结合的综合因素.

7.期刊论文 郑小春.ZHENG Xiao-chun 明清官府下行文书述略: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例 -巢湖学院学报2008,10(1)
    文章对徽州诉讼文书中官府下行文书的格式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明清时期官府下行指令文书,在案件审理中难以避免.下行文书都有比较固定的格

式,除了各自的运用略有差异外,其上下沟通和协调办案的作用是相同的.它展现了上下官府间在办案中行文往来、批复审转的一般实态.

8.期刊论文 王振忠 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

心 -清史研究2001(2)
    徽州文书是研究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本文以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结合新近发现的一批文书史

料,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加以初步探讨,力图揭示徽州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侧面.

9.期刊论文 刘伯山.LIU Bo-shan 关于徽州文书的计量标准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0(2)
    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关于徽州文书统计计量的标准,而这却是徽州文书整理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已发现的徽州文书,应以其形成和

留存方式的内容完整性与独立物理存在性为计量标准确定的基础,由之,确定以"份"和"部"为基本计量单位.其中,"份"的概念多运用于以页、张等形式存

在的文书;而"部"的概念多运用于以卷、册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10.期刊论文 杨恺娣.YANG Kai-di 关于建立徽州文书信息数据库的思考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8,26(6)
    徽州文书档案被公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的文献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以及其连续性、真实性、典型性

等特点决定了其重大学术价值;徽州文书的文献收集、保护、开发、利用方面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徽州文书信息数据库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出路,而建立这样的信息数据库应从五个方面的工作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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