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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契约文书校读释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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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前贤在整理和研究徼州契约文书时因忽视语言文字问题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语言文字

讹误，加以归类整理，并进行考释、校正，恢复微州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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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的勃兴，主要是由大量的徽州文书的发现

而引起的，而徽州文书中，契约文书占绝大多数。徽

井f契约文书“不仅数量大，跨跃历史时闯长，空间

广。并且还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

典型性的显著特点”111。“具有显著的文物价值和学

术价值”。幽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整理、研究徽州契
约文书的著作和论文，如张传玺的《中国历代契约

会编考释》、严桂夫、王国健的《徽州文书档案》、王

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影印本、

安徽省博物馆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第～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明清

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等等，它们为徽

学研究，也为中国近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的

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但由于绝大部分

徽州契约文书是手写体，很多书写者文化水平不

高，且几乎每件文书执笔人都不相同，其中还夹杂

了大量的俗字、方言俗词语，因此给释读、考订、整

理契约文书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由于很多学

者忽视文书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在整理和研究徽州

契约文书时出现了语言上的种种偏差，有的甚至歪

曲了文书本意。本文将前贤在整理和研究徽州契文

书时因忽视语言文字问题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

错误加以归类整理，并进行考释、校正，恢复徽州契

约文书的本来面貌。为徽学研究提供精确的历史文

献资料，以供学界参考，敬请方家指正。

一、园不识俗字而误改例

徽州契约文书绝大部分是手写而成，其中含有

大量的俗写字。整理和研究者往往因不识俗字而误

改了原文．有的地方甚至歪曲了契约文书的本意。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崇祯

六年歙县方继缵伯侄三房分山合同》：。二家清业之

后，各宜遵守，蓄木成材之日撬(弄)砍，各照分数均

派，两下毋得争论。”并注：“挢(1bng弄)：把玩，戏耍。

同‘弄’。”pJl¨5按，。挢砍”费解．“挢”当是“挤”之形

误，而“挤”即“拼”的俗写，“拼砍”即合伙砍树一起

分利。“挤”字徽州契约文书中习见，如《徽州千年契

约文书》第三卷《万历四十四年歙县汪友高卖山赤

契》：“所有松秧杂木柴薪任听砍挤。”啪“砍挤”即
“拼砍”。又同卷《万历三十九年休宁郑廷玉等承管

包约合同》：“今嘀议，’山主自情愿召与本身七人名

下承管，长养柴薪栖枝，每三春出挤。”14"概契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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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整理者因不识‘‘}弃”字而误录且注释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清徽州社会

经济资料从编》第二辑《万历十六年祁门章廷轩卖

山赤契》：“东至峰(降)，西至弯及坑。”p]521按，核此

契影印件，“峰”乃“犟”之误录，脚而“车”即“降”的省
写。概整理者因不识“降”的俗写而误改。又同契“再

批：内除洪村坟墓不在契内。”核此契影印件，“村”

原契作“材”，“坟墓”原契作“坟茔”，《丛编》当改正。

二、因不明词义而误改例

徽州契约文书中含有大量明清时期方言口语

词，确实给契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

度。整理和研究徽州契约文书时。不能按今天的语

言习惯、语法规则来要求古人，否则就会歪曲文书

的本意。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嘉靖三十四

年祁门县吴墨兄弟分房合同》：“今因人众，住歇不

便，凭中言议，除正堂屋外，将本边基地并菜园余地

作田字，前后相搭，两半均分，名为仁、义二勾。”并

注：“勾：当作‘股’。”刚町按，此处“勾”不烦改，“勾”

本有股、份的意思。《正字通·勺部》：“俗谓除去日

勾。”(51堪-概分家时，要将财产好坏品搭，分成几份，

并画图作阄，按所拈阄得到的字号在图上画勾，表

示除去此份．进而“勾”引申义有“股”义，今方言中

“勾”还保留“股”义，如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

七：“山林组合有他的股份，街里烧锅的股份，他有

三勾的一勾。”I邸12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万历三

十一年王世芳等卖山赤契》：“侄孙王世芳同弟世

珍．今承祖九保土名大园下王贤坟后茶科(棵)山一

块．东至良驾山，西至世兴山，南至坟，北至口。”[73s19

按，“科”即“窠”的音借字。徽州方言中“窠”是树丛

的意思，如“树林窠”即灌木丛。[8121“窠”本义是鸟的

巢穴。概树丛与鸟窝的形状相似，故在方言口语中

将低矮的茶树丛或草丛称作“茶窠”、“草窠”，安徽

岳西方言中也有此说。《丛编》的整理者因不明“窠”

的方言义而误改字。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万历三

十四年休宁张士第卖山赤契》：“五都四图立卖契人

张士第，今因缺用，自情愿凭中将承父祖续置民山

一业。坐落土名厚塘住后山，与众共业。新丈剑字五

千六百三十三号。四至册定。本身仍(剩)该山税三

厘九毫。”ffl531按，“仍”不是“剩”的讹字，不烦改，因

为此处“仍”是副词，仍然的意思，并非动词“剩下”

义。契约文书整理者因不明“仍”的意义而误改字。

《明清徽少I,I社会经济资料从编》第二辑《万历二十一

年休宁吴汶卖田赤契》：“四至自有保簿该(记)载。”呷

按，此处“该”并非“记”的讹字。不烦改，“该”当是副

词“详细”义，不能改成“记”。“该载”即详细地记载，

此词《汉语大词典》已收，且徽州契约文书中习见，

此不赘述。

又同契“未卖之先。即无重复交易，及(如)有内

外人占拦一切不明等事，尽是卖人之当，不及买人

之事。”171ss按。此处“及”不宜改成“如”，因为有些契

约文书含有很多当时的口语成份，忠实地记录了当

时的口语习惯，整理契约文书时不能按今天的语法

习惯去更改古人的口语习惯．此处“及”是连词，表

示立契人前后没有“重复交易”、“内外入占拦一切

不明等事”的情况。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洪武二十二

年祁门县王阿许分产标帐》：“今思年老，若不标分

各人管业，诚恐日后互相争战(竞)不便。”[31tom按，

“战”不当改为“竞”，“战”当是“占”的同音字，“争

战”即“争占”。“争占”与“争竞”义相近，但不能用意

义相近的字更改吉籍原貌。此契后文有“倘有争占，

准不孝论”。正好印证了“争战”即“争占”。

三、因字形相近而误录例

由于绝大部分徽外l契约文书是手写体，其中有

些文字形体相似，从而导致整理和研究者误判，遂

产生文字上的讹误。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万历三

十二年祁门方有明卖山赤契》：“又取八百四十一号，

张甫见伯罔业。夏山三亩二角。”[71530核《万历三十二

年祁门方有明卖山赤契》影印件瞅，“罔”为“囝”之
误录。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天启二

年朱世保卖田白契》：“土名石壁下，佃人吴的囝。”【】1哂

按，核此契影印件，“的”乃“昀”之误录。概因“的”、

“昀”字形相近导致整理者误录。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万历三

十六年祁门谢阿胡卖田赤契》：“其田内先年取四秤

卖与谢口大、天汉讫。”lvp3按，核此契影印件I俩，“天

汉”原契作“吴汉”．概“吴”的俗写与“天”字相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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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整理者误录作“天”，《从编》当改正。

四、因不明上下文义而误改例

有些整理者因不明契约文书上下文义而误改

契约文书原貌。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万历三

十二年卒lSfq方有明卖山赤契》：“又取八百四十二号

叶应元见(及)朱四太业，夏山三亩二角。”171530按，

“见”字不能改，它不是“及”的讹字。“见”当是“现”

的本字，此句的意思是：八百四十二号山原是叶应

元佥业．但现在是朱四太佥业。显然，立契人是在交

待八百四十二号山的来历。但《从编》因不明上下文

义而误将“现”的本字“见”改成连词“及”，不妥，当

校正。此句标点当断为“又取八百四十二号叶应元、

见朱四太业夏山三亩二角”。

五、因不明词义而误删例

有些整理和研究者因不明词义而将词语当作

衍文处理，更有甚者因不明词义而直接将词语删

除。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成化四年祁

门县毕仕文划分山界合同》：“五都毕仕文，曾于上

年间承租管业葬坟，在所在五都五保，土名塘坞，其

山一向栽木葬坟管业至今。”并注：“在所：二字衍。’唧嘶

按，“在所”并非衍字，而是一个词，《汉语大词典》第

1166页已收：“在所：犹言所在地。”《中国历代契约

会编》因不明“在所”的意义而误删原文。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天启元

年祁门郑阿汪等卖山赤契》：“其有税粮，随即卖人

户内自行起割，推入买人户内办纳。”I't1542按，核此契

影印件19P6，“纳”字后为残缺，但下一行开头有“差”

字，故残缺处当为“粮”字无疑。而《丛编》因不明上

下文义竞将“粮差”二字径删，且不加注明，不妥，此

二字当补。

此契最后画押处有多人姓名，但整理者只录

“郑阿汪”．其它人姓名如“同侄郑尚理，中见人郑三

九、天夏，依口代笔人郑富筵”径删，当补。

六、因不明词义而误注例

徽外l契约文书中有相当部分是方言口语词，在

2009盘

整理和研究契约文书时不能按传统的训诂学的方

式来解释．否则就会歪曲文书的本意。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洪武八年祁

门县冯喜得卖山田白契》：“其山东至田；西至岭陇

半山，抵銮友祖山；南至大岭，抵木瓜坞山，上至降，

下至木瓜坞口田；北至弯坞心坑及銮友吴坑坳山．

下至路及谢闰身山。”并附校注：“降：下。此处指山

坡至平地交界处。”[31700按：“降”字误注，此处“降”当

是山岗的意思。徽I、I'I契约文书中“降”是“岗”的同音

字，即山岗。《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注解不妥，当

改。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洪武八年祁

门县冯喜得卖山田白契》：“其田东至坑及朱家山，

西至路，南至坑，北至螃。”并附校注：“螃，地畔。沟

塍之畦处亦日垮。”[7I"／00按：“螃”是徽巾H方言的特征

词。一般指坝Isl2，，并非地畔。故此处“垮”不当注解作

“地畔”。《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因不明徽州方言

词“螃”的意思而误注。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明洪武二十二

年祁门县王阿许分产帐》：“今从标分后，务要承接

香火，奉祀祖先，轮流供膳，侍奉阿许百年，毋得争

论。”并附注：“香火，香烟灯火，用于祭祀鬼神祖

宗。”f3J嘶按，此处“香火”并非字面义“香烟灯火”，而

是引申义后嗣的意思，“承接香火”即传宗接代。《中

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将“香火”注释为“香烟灯火”

不妥，当改。

七、因不识俗字而以空缺符号“口”代替例

有些整理和研究者因不识文书中的俗字，往往

将这些难认的俗字直接录成“口”．大大降低了整理

成果的学术价值。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从编》第二辑《天启元

年郑廷玉卖地赤契》：“今因缺少埋妻使用，情愿凭

中将承祖土名大石坞张家口二处竹园一段。”啪
按。核此契影印件，。口”原契作“圾”聊，概因《丛编》
的整理者不识“煅”为“段”的俗字而以空缺符号

“口”代替。不妥，当改。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天启元

年王音卖山赤契》：“本山口坌亦在契内无异。”晴1

核此契影印件，“口”原契作“去”19120。“去”即“力”的俗

字。概因《丛编》的整理者不识“力”的俗写“去”而宜

接以空缺符号“口”代替，不妥，当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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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万历三

十六年{：Bi'q谢阿胡卖田赤契》：“其田内先年取四秤

卖与谢口大、天汉讫。”m按，核此契影印件，141676

“口”原契作“惶”，概因《丛编》的整理者不识“憧”字

而直接以空缺符号“口”代替，不妥，当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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