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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之分化与制约:
私人破产案的审理及《破产律》的实践
———以民国初年江津债务类司法档案为中心

娄 敏 曹树基
(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上海 201100)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关系虽然错综复杂，却能够以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予以清晰

表达。民国初年江津破产案件的处理，也可以被放置在这一框架里进行阐释。地权、家产及伙贸等产权

的分化与制约，导致债务纠纷不断，并对民国初年破产案件的审理和《破产律》的实践，造成极大困扰。
为解决矛盾，民国初年的县知事在“无( 民) 法可依”的司法环境下，创造了遵循传统产权划分习惯的审

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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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变法令，启动了法制的近代化进程。西方法律体系成为效法的对象。
在此背景下，近代破产法传入中国。1906 年 4 月，商部颁发《破产律》。该律以德、日的破产法为蓝

本，适用于商人和非商人群体，被称为一般破产主义。①1908 年 10 月，清政府废止了《破产律》。
1909 年，晚清修订法律馆调查员、日本法学博士松冈正义，曾拟有《破产法( 草案) 》3 篇，共 360 条，

但因时局变化，未经该馆审定，并没有成为正式立法。
1914 年，大理院三年上字第 16 号规定:“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商部奏准施行之《破产律》，已于光

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以明文废止，现在该律并未复活，自难再行援用。”②1915 年，民国法律编

查会在此基础上加以删定，编成了《破产法(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337 条。该草案内容过于西

化，没有兼顾本土的商业习惯，因此并未正式颁布施行，“对审判机关的司法裁决活动提供的指引

也极为有限”。③1935 年 7 月至 10 月，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和施行了《破产法》。从此，“我国既无破

产法，司法者每遇破产案件，苦无明文可资援引”④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针对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无法可依”的司法困境，民国时期的上海著名律师陈贻祥曾谈到:

“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固犹为无破产法之国家也。惟破产法虽未公布，而破产实例，则事实上数见

不鲜。”⑤

自 1908 年至 1935 年，中国各级审判机关虽然审理过无数的破产案例，但并无可供援引的《破

产法》作为法律依据。事实上，在 1929 年《民法典》制定前的数十年间，民国地方法官在审理包括

“破产案”在内的民事案件时，普遍存在着“无法可依”的困扰。
关于《破产律》，段宝玫认为，从清末民初各地审判机关的钱债纠纷来看，“均适时参酌了《破产

律》的相关精神和立法规定”。⑥其研究表明，《破产律》虽名义上被废止，而在实际上，被废弃的《破产

律》仍然被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那么，段氏的观点是不是与大理院判决例的规定发生了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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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律师陈贻祥说，各级审判机关在审理破产件时，虽没有明文法律可供援引，但却可以适

用三类“法理”( 或“条理”) 作为裁决的标准。其一，判例，在处理商号倒闭案件中，前清已废止之

《破产律》可作为条理，且各该地方有特别习惯法，自应先于一切条理适用。其二，破产法草案，且

草案之引用参考，应次于判理。其三，外国法条判例及法家学说论著等等，其适用次序，通常在草案

之后。⑦

因此，在成文法层面上，《破产律》确实被废弃了，然而，在司法实践层面上，《破产律》仍以“法

理”的身份发挥了事实上的审判功能。如大理院判决例的规定:

三年上字第 1028 号: 审判衙门遇债权人人数过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尽偿债务时，自

可依据“法律无明文，适用习惯; 无习惯，适用条理”之原则以为裁判。
三年上字第 718 号: 关于商人破产，各地方有特别倒号习惯者，自应先一切破产条理

而适用。⑧

不难看出，在“无法可依”的审判过程中，大理院要求各级审判机关坚持“习惯法高于条理”的

原则来审理破产案件。关于习惯法，大理院判例给出的定义是:

二年上字第 3 号: 凡习惯法成立之要件有四: ( 一) 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确信以为法

之心; ( 二) 有外部要素，即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 ( 三) 系法令所未

规定之事项; ( 四) 无背于公共秩序及利益。⑨

简单说，习惯法可被定义为家喻户晓的、多年惯行的且不违背公共秩序及利益的非国家法范畴

的民间规则。综上可知，在民国初年，习惯法与法理是地方法官审理破产案件的主要依据。值得追

问的是，既有习惯法与《破产律》的相关精神与立法规定作为裁决的依据，为何直到 1935 年《破产

法》制定前，司法者审理破产案件时，仍会有“苦无明文可资援引”的抱怨?

换句话说，大理院判决例关于破产的上述规定，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破产偿债过程中的各种纠纷

呢? 为解答此疑问，有必要以具体的破产案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当事人的诉讼内容与审理结

果，从而呈现“无法可依”背景下的官民对《破产律》的理解，以及县知事的司法审判逻辑。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有 1800 卷的江津县民国司法档案，主要包括债务类、婚姻类、租佃类与

买卖类等民事纠纷案件。其中，债务纠纷档案内包括了大量的“破产偿债”案件。本文拟以 1913
年萧附舟案( 档案号 J007 － 0018 － 00100，以下简称 00100) 、1913 年蹇筵初案( 档案号 J007 － 0018
－ 00039，以下简称 00039) 、1915 年张文臣案( 档案号 J007 － 0018 － 00100，以下简称 00100) 与 1919

年王协和案( 档案号 J007 － 0018 － 00232，以下简称 00232) 为典型案例。这四则案例的特殊性在

于: 究竟以习惯法，还是以《破产律》来解决偿债问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或在债务人家庭内

部，或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家庭内部，均存在较大分歧，所以案情的发展和审理过程都异常曲折，有的

甚至陷入无法裁决的司法困境中。
上述四例破产案的司法实践过程，充分地展现了民国初年当事人利用习惯法和《破产律》进行

复杂博弈的过程，并反映了地方县知事在审判过程中的“两难”处境。对这些案件展开实证研究，

不仅有助于检验大理院判决例中对于破产之规定，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破产偿债过程中产生的民事

纠纷，而且还能够从案情的产生、发展和结果中，抽象出民国初年地方县知事的司法审判逻辑。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父债与产权分化: 官府援用《破产律》的前提。其二，子债

与产权制约: 孀母对《破产律》的挑战。其三，情理难全:“养膳”、破产免责与“伙贸”。

二、父债与产权分化: 官府援用《破产律》的前提

在中国传统习惯法中，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也受到国家法的认可与保护⑩。债务人之子在继

承父亲遗产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父债。在乡村社会，官民援用《破产律》来偿还债务，必然会涉及地

权的处置问题。在业已分化的地权结构中，如何解决破产偿债过程中的各种纠纷，是当时县知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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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苦恼的事情。
1． 债权人的“处置权”
田产抵押借贷，是传统社会私人之间的一种借贷类型。作为信用凭据，债务人通常要向债权人

提供被抵押田产的红契或分关书。这意味着债务人在清偿本利之前，已将田产的部分处置权让渡

给了债权人。债务人拥有被抵押田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不完整的处置权瑏瑡。依契约，债务人到期

清偿债务，即借贷关系终结之时，债权人必须归还红契或分关书。债务人恢复被抵押田产的全部产

权。如债务人逾期不还，则债权人有可能获得部分处置权之外的更多的权利，即完整的处置权、使
用权与收益权。

问题是，一旦债务人既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又不能容忍债权人凭借部分处置权而破坏田产交易

时，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矛盾就因无法调和而诉诸官府。1915 年 3 月，居住在江津县城郊区的吴祖

钺( 即锡侯) 与张文臣，产生了一场与债务有关的刑事诉讼。
1913 年旧历 12 月，吴祖钺借给张文臣之父张国模 300 两白银，“将柑园红契抵借，以作信用”。

( 00100，第 9 页) 张国模付清一年的利息后，就病故了。关于如何偿还债务的问题，债务人之子张

文臣与债权人吴祖钺之间产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暴力情节。最终，吴祖钺以“命悬旦夕，迫送究

夺”的刑事罪名，将债务人之子告到了官府。
从案卷形成的过程看，时间最早的一份案件，是 1915 年 3 月 22 日吴祖钺提交的刑事诉状。状

书主要分三部分。其一，介绍借贷情况，即“以柑园坐房，抵借鉞银 300 两，约限 3 年楚”。其二，描

述柑园的管理责任与利益的分配状况，如“债务者如不淋粪、看虫，由债权者雇人经理，售柑时扣一

条”，即扣除收成的 10%。其三，强调暴力冲突的发生原因和后果。内容如下:

今春久旱不雨，国模已故，( 祖) 钺催伊子( 张) 文臣雇淋，迭次推缓不已，始于旧历二

月初一，雇人淋粪经理，六日均无异言。昨日午前十钟，文臣统帅刘海廷等多人，将钺雇工

吴炳三凶殴不起，命悬旦夕，究其起衅，根由则谓炳三言语不清，不应谩骂，窃此须口角遂

尔，如此行横，法律奚在? 况炳三身受重伤，水米不进，只得送究作主。( 00100，第 9 页)

张文臣不雇人对柑园施肥，会影响柑园的收成，使柑园贬值，从而妨碍债权人利益。依照约定，

当债务人不能正确行使经营权，亦即使用权时，债权人可以剥夺债务人的使用权。冲突因此而起。
只不过，吴祖钺的状书，故意割裂了债务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他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官府

对张文臣等人“行横”的暴力行为进行惩罚。然而，吴祖钺诉讼理由的成立，明显缺少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前提，即债权人吴祖钺雇人淋粪柑园，是否应该得到柑园主人张文臣的允许。
据借约规定，如果债务者不淋粪看虫，债权人可以雇人经营，并有权分享利润。然而，柑园的使

用权毕竟属于张文模父子。因此，吴祖钺雇人经营柑园的行为，必须事先征得张国模父子的同意。
吴祖钺虽然强调自己曾催促张文臣雇人淋粪，且张文臣几次推缓，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张文臣已将柑

园的使用权，让渡给了吴祖钺。笔者怀疑，暴力事件的发生，很可能是因吴祖钺擅自经营柑园而起。
吴祖钺刑事状书提交的当天就得到县知事的审理，批文曰:“先验伤，再提讯。”3 月 23 日，被告

张文臣应讯来到官府，并提交了辩诉书。把张文臣的辩诉书与吴祖钺的状书进行比较，双方对“雇

人淋粪柑园”的解释全然不同。据张文臣说:

民父( 张) 国模于民国 2 年，约借吴锡侯钱 600 钏，每月利息分八行息，注约朗凭，并

将柑园红契抵借，以作信用，实每年付给伊利钱 129 千 600 文。去岁，民父病故，挪借多

金，债逼无给，迫将柑园破产还账时锡侯托民佃户杨炳兴向说伊买，讵伊恃握红契在手，

民贱价勒卖，吼称除伊无人敢买。民出无奈，转央民舅李洪发等为中，劝民嫡戚赖福荣承

买，议明时价 1392 两，于今旧正月 28 日，书好大约，当给民价银 600 两，旋请锡侯领钱还

约还契。殊锡侯未得贱买，忿民另卖，欺民母寡子幼，抗不领钱，掯约契不给，乘机串同杨

炳兴估距房屋，霸占柑园，尤雇人砍毁柑树，估强淋粪，实毁树根。( 00100，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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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为铜钱的单位。1913 年，铜钱 600 钏，即为白银 300 两。所谓“每月利息分八行息”，意思

是月利息为 1． 8%，年利息为 21． 6% ( 1． 8* 12 = 21． 6) 。关于抵押借贷方面的契约规定，张文臣与

吴祖钺的表述一致。另外，在柑园的买卖交易过程中，张文臣强烈谴责了吴祖钺“? 民贱价勒买”
的企图， ，即西南官话，逼迫的意思。且债权人吴祖钺“贱买”和“霸占”柑园的行为也应是事实，

理由有二: 其一，张文臣列举了三位人证可供证明，即佃户杨炳兴、中人李洪发与买主赖福荣; 其二，

案情发展过中，吴祖钺并未对张文臣的指控作任何辩解。
然而，在吴祖钺“淋粪柑园”这一问题上，双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据张文臣称，他不愿

将柑园贱卖给吴祖钺，故以母舅为中人，转卖给嫡亲赖福荣，价格为 1392 两。吴祖钺因未能贱买柑

园，所以“霸占柑园”，且“雇人砍毁柑树估强淋粪，实毁树根”。在张文臣看来，“淋粪柑园”与“毁

树根”，是吴祖钺霸占柑园的企图，这与吴祖钺在状书中提到的“淋粪”原因完全不同。
客观地说，冬季为果树施肥，目的是为了来年的柑园丰产，债权人因此可以获取更多的收益。

显然，吴祖钺雇人为柑园施肥，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正常行为，并非如张文臣所说的吴祖钺是出于

报复而恶意“毁树根”。笔者认为，张文臣试图以“淋粪柑园”与“毁树根”为由，来证明吴祖钺“霸

占柑园”的违法行为，在证据上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还有强词夺理之嫌。
吴祖钺从“贱买柑园”到“霸占柑园”的行为，实质上是乡村社会中抵押借贷习惯的具体表现。

依习惯法，在债务偿还过程中，吴祖钺确实对被抵押的柑园具有优先权。据张文臣辩诉可知，如果

双方能够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吴祖钺完全有可能获得债务人柑园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然而，债权人

凭借柑园的部分处置权，企图通过低价购买或强行经营柑园的方式，以获得全部产权。
吴祖钺的企图和行为，破坏了乡村土地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公平原则。张文臣为了维护自己的

利益，着重在辩诉书中强调了自己破产偿债的诚意以及产业拍卖过程中的阻力。比如，拍卖柑园

时，赖姓买主见锡侯“掯契毁树”，“亦退不买”，且逼迫张文臣“还银并税契用费”。债务缠身的张

文臣因无银返还，而只得向吴祖钺索还红契。不料，“( 张文臣) 追锡侯领钱还契，不惟不领不还，反

在理所支人抓民母子拳打足踢，母受重伤”。( 00100，第 9 页)

由此可知，吴祖钺握掯红契，凭借其部分的田产处置权，确实达到了阻止张文臣拍卖柑园的目

的。《破产律》因产业拍卖程序的受阻，而无法实践。债务人之子与债权人因此而产生了激烈的暴

力冲突，并对峙公堂。
经过对吴祖钺、吴炳三、张文臣、刘海廷以及张文臣之母五人的审讯后，官府根据各方的叙述，

对此案判决如下:

张文臣故父张国模，民国 2 年旧历全月 8 日，约借吴祖钺即锡侯名下生银 300 两，当

以柑子园并红契一张作抵，去已付清利息一年，现在张文臣出售该业，自应判令照约付还

本银 300 两，利息两月，合银 10 两零 8 钱，即交原警察押往，如数补给，吴祖钺收清，始将

红契借约各一张，发还张文臣，讼费 6 两 5 钱，张文臣缴纳，所有言语冲突致将吴祖钺雇工

吴炳三伤害，查其情节甚轻，着张文臣医调息事，此判。( 00100，第 7 页)

官府的审判重点在于清偿债务。官府令张文臣还本还利，且将本利交给原警察，之后转交给吴

祖钺，吴祖钺最后将红契借约发还张文臣。从《破产律》的实践层面上看，官府通过强制性措施，帮

助债务人从债权人手中索回了出售产业所必备的凭据，即红契。“出售”产业的破产偿债程序，最

终得以完成。同时，官府还兼顾了抵押借贷的偿债习惯法的有效性，即为了防止债务人出售被抵押

产业之后拒还本利，明确强调了“先还款、后发还红契与借约”的顺序，旨在彻底消除债务纠纷的隐

患。
对于产生的暴力冲突，官府认为不足以追究张文臣的刑事责任，原因有两点，其一，因言语冲突

产生伤害，双方均有责任，其二，情节甚轻。因此，张文臣只需要负担部分医药费便可息事宁人。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张文臣的母亲与妻子均是吴炳三被打过程中的见证者，为何官府唯独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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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臣的母亲进行询问呢? 并且，张文臣母亲只是十分简单地说: “张文臣是孀妇的儿子，余供与

张文臣供同。”( 00100，第 7 页) 事实上，从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判例内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即:

三年上字第 669 号: 凡父亡遗产由亲子或嗣子承受，子未成年者，由其母管理并代为

必要之处分。若子已成年，则应由子得母之同意处分遗产。仅母自己独断之处分不为有

效。惟父有遗言命为财产上之处分，而母嗣后执行遗命者，则与父自为之处分无异，即非

母自己独断之处分可比。瑏瑢

可见，官府援引《破产律》来处理债务人之子和债权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一方面满足了“父债子

还”的习惯法，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了孀母在同居共财的家庭结构中处置产业的重要权利。简单

说，张文臣必须在孀母的允许下，方可按照《破产律》来完成拍卖产业和偿还债务的过程。因此，张

文臣之母的到场，符合了传统中国孀母与子“同居共财”式家庭结构的基本要求。
此案表明，在习惯法和《破产律》之间，官府似乎更加遵守大理院判决例之规定的基本原则，即

习惯法在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优先于《破产律》。另外，县知事的审理结果表明: 产权意义上，

官府承认和维护了田产抵押借贷过程中，债务人之子与债权人之间对于被抵押田产的各自权益，即

债务人之子因“继承权”而占有了田产的收益权、使用权和不完整的处置权，债权人因“田产抵押”
而获得部分田产处置权。

官府按照《破产律》之拍卖和偿还程序，即一方面命令债务人之子先偿还债务，一方面要求债

权人交出红契，最终不仅解除了双方的借贷关系，而且还维护了债务人之子土地买卖之公平交易的

权利以及债权人索偿本利的权利。根本上看，官府援引《破产律》的审判逻辑，是以承认和维护传

统中国土地产权的高度分化为基础的。
2． 佃农的产权及责任

在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土地产权的分化通常会产生“一田两主”。如果将土地产权分别解释为

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话，所谓“一田两主”，很容易转化为“一田三主”———除了一个田底主和

一个田面主外，佃农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瑏瑣也就是说，佃农介入后，一方面意味着土地

产权分化的程度更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破产律》的实践又多了一层障碍。
1913 年 7 月，居住在江津县九区八段兴隆场的蹇筵初，以“估骗凶伤”的罪名将韩俊三、韩勉臣

与韩荣廷告到官府。次年九月，蹇筵初向官府递交了第二份状书，状告韩荣廷、韩玉三、韩勉臣、韩
俊三和胡银三五人。被告人中，韩俊三、韩勉臣与韩玉三是已故债务人的三个儿子，韩荣廷是债务

人的佃户，胡银三是蹇筵初的另一个债务人，与此案关系不大。不难看出，此案特殊之处在于，债务

人的佃户韩荣廷成为首要的被告人。
清光绪戊申年( 1908 年) ，被告的父亲韩永和借了蹇筵初 100 两银子，“年利谷陆石( 6 石) ，分

关抵借，书约可凭”。1909 年，利息如约缴纳。之后，韩永和病故，蹇筵初遂向韩永和的三个儿子追

收本利。然而，“伊子韩俊三等不体父意，历欠利谷，面合计算本利共银百七十余两，抗不估给。”最

后，蹇筵初还向官府明确提出“按破产律究追，以除估骗而儆傚尤”( 00039，第 2 页) 的要求。
蹇筵初状书着重表达了“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的习惯法。当债务人之子韩俊三等人不体“父

意”，抗估不给时，债权人请求官府以《破产律》为依据，达到追讨本利的目的。当时，县知事的批文

是“凭证理处，毋请签唤”。( 00039，第 2 页) 显然，官府拒审此案的理由是，按照父债子还的习惯

法，债权人根据借贷的物证与人证，无须官府介入就可以追回本利。
从案情发展过程上看，债权人要求通过《破产律》方式解决债务关系，并未如愿追讨回本利，其

原因主要与债务人的佃农韩荣廷有关。从蹇筵初 1914 年 9 月的状书内容来看，蹇筵初先后四次谴

责韩荣廷。其一，债务人去世后，未给债权人年利，共欠谷 24 石、银 6． 8 两，但是债务人之子“竟将

遗业佃与( 韩) 荣廷耕种，计图狡赖。”其二，团甲为债权人追讨本利时，却遭到佃农韩荣廷的强烈抵

制，即“违章抗验，吼称俊三已刑禁收，赌控不惧。”其三，债务人无力偿还本利，债权人要求援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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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律》拍卖被抵押田产，以达到追偿本利的目的，然而“( 韩) 荣廷等党众凶横，本利不付”。其四，债

权人恳请官府“签拘”韩荣廷，按律追究以杜刁骗而护债权。( 00039，第 5 页)

不难看出，韩荣廷的身份是佃农，他所承租的土地恰恰就是债务人韩永和的遗业，且这片土地

早在 1908 年就已抵押给了债权人蹇筵初。另外，从债权人的角度看，佃户韩荣廷之所以成为被告，

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经营商贸的韩俊三“已刑禁收”。据此猜测，韩永和的三个儿子可能确实到了资不抵债

的地步，否则因牢狱之困而导致生意损失，是得不偿失的。在此背景下，蹇筵初认为，保障自己债务

安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援引《破产律》，拍卖产业。蹇筵初还强调说:“有分约抵押，纵破产拍卖，

权属优先，应负完全债务。”( 00039，第 5 页)

其二，蹇筵初援引《破产律》拍卖遗业，不仅需要得到债务人之子的同意，而且还需要得到佃户

的同意，否则遗业无法出售。从案情的发展过程来看，佃户韩荣廷的阻挠，成为了《破产律》最终无

法实践的主要原因。“资不抵债”的债务人之子，因不能自由出售产业而被拘留，债权人因追偿不

得而将诉讼矛头指向了债务人的佃户身上。
针对第二份状书，县知事的批文是“呈如属实，候签吏前往分别饬还，如违带究保状附。( 十五

号) ”( 00039，第 5 页) 根据上述内容的分析，此案已不是简单的“父债子还”的问题，而是已经涉及

到乡村社会里田产交易之“抵押借贷”、“租佃”以及“买卖”等重要问题。自此，此案受到了官府的

格外重视。
1914 年 9 月 22 日，县知事专门派吏到九如镇，饬令韩荣廷、韩玉三、韩免臣、韩俊三与胡银三，

“即如数缴纳，筵初承领寝事，倘再抗违，该吏将违抗之人唤获，集同证人李鸿勋、李岷山、李西三、
杨克生及原告张鸿金一并随签赴。”( 00039，第 6 页) 至于“原告张鸿金”为何会出现在此公文中，原

因不明。
很明显，县知事此时的审理意见，不但未提及债权人反复要求的《破产律》，而且明确要求债务

人之子及债务人之佃农“如数缴纳( 本利) ”。意思是，欠债还钱，不主张出售产业。可见，县知事的

审理态度发生了变化，起初是默许债权人援引《破产律》，最终是拒绝援用《破产律》来解决债务关

系。
县知事深知，援引《破产律》，虽然能够解决眼前的债务纠纷，但却潜伏着激化主佃矛盾的巨大

风险。因为佃户韩荣廷的佃耕权，在没有拖欠租谷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夺佃。如果强迫债务人之子

及佃户韩荣廷拍卖土地，很可能会使此案陷入更为复杂的租佃纠纷中。因此，为了控制矛盾，官府

不惜拒绝援引《破产律》，而坚持以“父债子还”和“欠债还钱”的习惯法，来强制债务人之子清偿债

务。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官府为何会要求债务人的佃农韩荣廷，也承担起替田主偿债的责任呢? 并

且从被告名单的顺序上看，韩荣廷始终位居前茅，可见，官府也默认佃农比债务人之子的偿债责任

更大些。个中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如下: 在土地产权的高度分化状态中，地主拥有部分收益权

和部分处置权，佃农拥有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债主拥有部分的处置权。当援用《破产律》拍卖田

产时，唯有原田主先与佃户清算押金和地租的关系，方能自由处置田产，以完成产权交易。否则，新

田主无权向佃农索要地租。可见，通过押金而获取租佃权的佃农，不仅占有田产的使用权和部分收

益权，而且还制约了田主的任意处置权。
佃户韩荣廷限制了债务人之子的田产处置权，这最终导致《破产律》之田产拍卖程序受阻。显

然，佃户韩荣廷在债务人遗业上的权利与债务人之子偿还债务的责任之间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债务人之子因无力返还佃户的押金，来彻底清算主佃关系，所以他们失去了拍卖田产的自由和权

利，进而无法践行债务人之子替父偿债的责任。
此案因追偿债务而起，故官府的审判重点依旧是债务偿还。既然佃户成为《破产律》的实践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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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那么官府将佃户韩荣廷定为首要被告人，并反复勒令韩荣廷偿还债务的审判逻辑便不难理解。
由上可见，从大理院判决例中关于破产律的规定来看，民国初年的县知事确实坚持了“习惯法

优先”，兼采《破产律》的审判原则。值得强调的是，民国初年的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与结果表明，

县知事援用《破产律》，是以土地市场的公平交易与产权明晰为前提的，而且，产权分化的程度越

高，越有可能为《破产律》的实践过程设置更多的障碍。因为，《破产律》之田产拍卖程序的执行，不

仅要得到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同意，而且还必须先解除债务人之佃农对债务人田产处置权的束缚。
上述两个案例之呈现的产权关系，以图 1 为例。

图 1 父债与产权的分化与归属

三、子债与产权制约: 孀母对《破产律》的挑战

父债，代表着整个家族的债务，孀妇与儿子必须承担偿债的责任。当父亲去世，孀母与诸子同

居共财的家庭结构中，子债应该由谁来偿还，成为当时颇有争议的议题。以下两个案例与上文类

似，《破产律》实践过程之“拍卖”程序，均遭遇重重障碍。不同之处在于，阻挠儿子破产偿债的人恰

恰是被告们的孀母。
1． “分家”与“拍卖”的顺序

1913 年 7 月 15 日，九十岁高龄的萧黄氏以“为破产偿债”为由，状告长子萧附舟。她在第一次

状书中声称:“为此首恳签拘附舟父子等搬迁、变卖氏业，履行各债，余作养膳，状乞。”( 00100，第 54
页) 笔者从这一句读出两层意思，其一，对未分家的大家庭来说，家庭所有成员都应同居一处。所

以，萧黄氏要求长子搬离，实际上是一种分家的暗示。其二，从书写的先后顺序上看，“变卖氏业，

履行各债”位于“搬迁”之后，此顺序反映出了萧黄氏的偿债逻辑，即先结束同居共财的家庭机构，

然后再依据《破产律》拍卖产业与偿还债务。表面上看，萧黄氏并不反对《破产律》，而是坚持“先分

家后拍卖”的偿债顺序。
1913 年 7 月 30 日，萧附舟以“为逆凶霸阻非邀难声诉萧佐臣等”为名，为己辩诉，从而表明自

己积极拍卖偿债的态度:

衅民见众债追索，迫凭族戚萧恒钧、近光等磋商，将一百余石产业，并 290 余钏租铺

房，先卖偿债后分。否佐臣等蓄意估骗债权，各将产业霸耕，将民所耕十余石田业为题，耸

母黄氏以破产偿债出首，反谓民阻不卖等谎。但家常繁絮式简难答，是以缕粘节略，泣恳

赏邀族戚恒钧等赴质自明，并恳饬伊等算账，先卖产业偿清债权，免遭讼累。( 00100，第

56 页)

“钏”为铜钱之单位。290 余钏租铺房，意即房租可以收得约 145 两银子的店面房。对于如何

偿债，萧附舟观点明确，即“先卖偿债后分”，与萧黄氏的要求相反。为进一步达到先拍卖偿债、后
分家的目的，萧附舟还在具结略中，提到 1900 年萧华山的偿债经验。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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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父华山育民弟兄八人，民居长，自幼理贸，父置买数千金田业，族众咸知，继各弟渐

立婚配，合家老幼人口浩繁，弟等耗费浪荡，以致入不敷出，陆续负债一千七百零，庚子年

( 1900) ，民父请凭族戚磋商还债之策，议论民弟各给银十两搬外，各谋生活，将燕子岩、徐
塆头两业，年收租 47 石，并自耕岩上业，可获谷 120 余石，叶烟、杂粮，年约出钱 400 余钏

之谱，年积偿债，三年即可还清。( 00100，第 57 页)

以上内容，主要是叙述了 1900 年的债务形成原因以及父亲萧华山的偿债过程。据萧附舟回

忆，自幼与父亲理贸，用于家族置产的金额，达白银数千两之多。由于各弟婚配以及合家老幼耗费，

导致 1900 年负债金额增至一千七百两。可见，在同居共产的大家庭内，所有的收益与借贷，都被用

于家庭成员的婚丧嫁娶与日常开销。
偿债方面，萧华山与族戚商量的还债策略，可概括为: 分居不分产，分期偿债。简单说，是兄弟

八人自谋生活，以共有产业分三年偿还债务。显然，先父的债务形成原因与偿债经验，为萧附舟

“先破产后分家”的破产偿债逻辑，提供了“借鉴性”的依据。
1900 年，《破产律》尚未传入中国，民间的偿债习惯多以“延长偿债时间，分期偿还”的方式为

主。萧华山力图减少家庭内部开支，命令儿子们暂时自谋生活，从而提高了偿债能力。三年后，债

务关系一解除，萧氏家族又重新恢复“同居共财”的状态。然而，萧附舟援引《破产律》偿还债务，是

一种通过拍卖家庭共有产业、试图一次性解决债务关系的行为，并导致“同居共财”家庭状态的彻

底终结。
事实上，从习惯法来看，亡父萧华山的偿债经验并不足以作为萧附舟的偿债故例，其母萧黄氏

也确实具有阻止其拍卖家产的权利。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一书中，对父子在“同居共财”
家庭结构中的权利差异已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同居共财体系下“共财”与“共有”在概念上

存在显著区别，“共财”表示在经济意义上家庭成员均具有共享的权利，而“共有”则意味着在法律

意义上家庭成员在财产处置方面的不同权利。尤其重要的是，在父亲在世的同居共产体系下，“无

论不动产的卖出还是以家产作为抵押的借债等一般带有对家产进行换价处分性质的法律行为，都

是只根据父亲的意思就可以成立。”并且，“只要涉及家产的换价处分，儿子们的法律上的发言权就

等于没有”。瑏瑤所以，萧华山作为父亲的身份，具有支配诸子“各谋生活”和处置家产的权利，当父亲

去世后，在处置家产问题上，掌管家务的长子萧附舟并不具有与其父亲相同的权利。父子之间的身

份与权利差异，正是孀妇萧黄氏控告长子萧附舟的习惯法依据。
阿风在滋贺秀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同居共财”家庭结构中孀妇的

地位与权利。他认为，“在父亲去世后，母子兄弟同居家庭中，兄弟虽然自动替代父亲的地位，但母

亲作为父亲的代位者，在家产的分析与处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当时人的观念

中，母子共居家庭财产的处分都必须得到母子双方的同意，任何单方面的行为都属于无效行为。”瑏瑥

可见，在孀妇与诸子同居共财的家庭结构中，诸子处置家庭财产的权利受制于其母亲。阿风的观

点，在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判例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法理依据。内容如下

:

三年上字第 669 号: 凡父亡遗产由亲子或嗣子承受，子未成年者，由其母管理并代为

必要之处分。若子已成年，则应由子得母之同意处分遗产。仅母自己独断之处分不为有

效。惟父有遗言命为财产上之处分，而母嗣后执行遗命者，则与父自为之处分无异，即非

母自己独断之处分可比。瑏瑦

四年上字第 2385 号: 凡成年之子未得其母之同意私擅处分家财者，仅其母有撤销之

权，其本人及第三人均不得主张撤销。瑏瑧

不难看出，在民国初年的法律体系内，传统家族法以及民国初年大理院判决例，均赋予了母亲

具有阻止诸子独立出售田产的权利。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破产律》之拍卖程序究竟应该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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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依据萧黄氏的请求，先分家、后执行《破产律》之拍卖程序，且拍卖的产业仅限于萧附舟自己拥

有的田产和萧黄氏的养膳田。萧黄氏的偿债逻辑是以家族习惯法为依据的，且不违背民国初年大

理院的判决例。然而，从债权层面讲，这种偿债逻辑既对债务的承担者萧附舟不公平，同时又侵犯

了债权人的索偿权利。所以，为维护个人利益，萧附舟与其母萧黄氏、二弟萧佐臣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对抗，争辩的焦点就在于“分家”与“产业拍卖”的先后顺序问题。
此外，以“分家”作为借口，来阻止《破产律》之拍卖过程的案例，还有王协和案。与萧附舟案件

极为相似，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王协和，也遭到母亲王傅氏的状告。1919 年 6 月 3 日，王傅氏以

“以乘翻拖害呈请分析事”状告长子王协和。据王傅氏声称，早在 1913 年，王协和之父王高亭就与

三个儿子分家。家内田业两股，“一名周家塆，值银六百余两，一名白土坝，值银一千两零。请凭族

戚以周家塆一股分给儿子，以白土坝提为氏夫妇生养死葬之需”。( 00232，第 4 页) 如果分家一事

属实，那么自 1913 年后，王协和的财产就已经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划清了关系。三个兄弟均分值银

六百两的周家塆，属王协和个人所有的财产为二百两。从中国家庭的一般分家逻辑来看，这一分家

案的不合理之处，是父母所留太多，三子所分太少。令人猜测这是一个为了对付债务清理而制造的

分家假案。
王协和曾先后与罗申之、陈理辉合伙贸易，经营的商号有吉庆长和富厚祥。贸易亏损惨重，王

协和与其他合伙成员必须按股偿债。令人不解的是，陈理辉、罗申之与王协和三人既然是共享利润

且共同承担债务责任的合伙关系，在商号破产偿债之际，陈与罗为什么要去状告王协和呢? 此疑问

将在下文予以解答。
1918 年，先是陈理辉之富厚祥状告王协和，旧历 1 月 18 日，江津县知事堂谕: “准予留氏夫养

膳，而此外则谕皆拍卖以偿债。”( 00232，第 4 页) 王高亭夫妇之养膳田不动，拍卖分给儿子们的周

家塆。弃小存大，似乎官府承认了王高亭所称之分家说。
然而，这份判决的漏洞却是明显的。既然王傅氏声称 1913 年就已经分家，那么 1918 年王协和

破产偿债，为何还要拍卖“周家塆”呢? 可见 1913 年的分家一说，江津县府并未采纳。问题在于，

如果江津县府并不认为王家曾于 1913 年分家，何以不要求拍卖 1913 年包括白土坝在内的所有的

共同土地? 这一问题暂且不谈。总之，在这一判决中，王家是合算的，王家父子当然接受这一判决。
就在陈理辉之富厚祥控告王协和之案将要执行时，出现了罗申之的吉庆长号控告案。因为，富

厚祥一案的审理结果，为罗申之的控告案提供了王协和未分家的证据。这也是新上任的县知事作

出查封王氏家族所有产业的原因。从法理的逻辑上看，王傅氏的状词与王协和弟弟王银成、王肇初

的供词，在分家的问题，都存在造假的嫌疑。那么“分家”究竟在罗申之的案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呢，致使王氏母子不厌其烦地“撒谎”?

从王协和所欠的债务负担上看，“迄今二月初十( 1919 年旧 2 月) ，经商会算明，每股该补银一

千四百余金，民先给过二百两，义让过银四百余两，民实该补银八百两，但民实系无银付给，只得卖

业偿债”。( 00232，第 12 页) 此处所指的“业”，是指包括周家塆和白土坝的全部产业，产值白银一

千六百余两。
为防止官府拍卖王氏所有产业，王傅氏不惜花费白银 20 两，来状告自己的儿子王协和。王傅

氏还声称，王协和在外的私人贸易，所欠债款只应由王协和个人承担。王傅氏的理由是，他们已经

分家了。
由上可见，分家只是王傅氏母子用来躲避债务赔偿责任的手段，也是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惯用伎

俩。关于分家的证据，王傅氏在状书中提到两点。其一，1913 年，王高亭生前已凭族戚为证，将产

业中的周家塆一股均分给了三个儿子，然而，从上述分析来看，此次分家是不可信的。其二，1918
年八月后，王协和父亲病故，据王傅氏追述说，“惟氏夫临终时遗命，银成等再凭族戚重为分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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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抗不依从，则须呈官作主”。( 00232，第 4 页) 相比而言，笔者以为，王傅氏的这条分家证据，能

够从陈理辉之富厚祥控告案中找到法理依据。因为，前任官府知事已经对陈理辉案作出了审判，即

“准谕除留氏夫养膳，而此外则谕皆拍卖以偿债□□□□□，( 1918 年) 旧一月十八日堂判可查”。
( 00232，第 4 页) 按传统惯例，家业在性质上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因为带有分家含义的“养膳田”出

现了。所以，1918 年农历 1 月 18 日的审判意味着，在官府的鉴证下，王高亭父子的“分家”在名义

上是成立的。在实际生活中，分家并未成为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官府支持王傅氏的说法，那么陈理辉案执行结束后，王协和几乎就是净身

出户了。那么，罗申之们的债权利益也就无法保障了。由此看来，王傅氏案与罗申之案就形成了彼

此关联且互相牵制的“链”式关系。
王协和破产案与萧附舟破产案均表明，分家的时间节点直接关系到《破产律》的能否实践。王

协和之母王傅氏通过制造分家的假象，来抵制《破产律》之拍卖程序，是十分明显的。萧附舟之母

萧黄氏坚持先分家、后拍卖的偿债程序，也是为了保全其他诸子财产的目的。
2． 孝道与法理的搏斗

就《破产律》而言，长子萧附舟之拍卖全部家产来偿债的请求，也是合乎法理的。然而，孀妇萧

黄氏在家族习惯法层面上，确实具有阻挠长子处置家产的权利。那么，在原告与被告均能够从习惯

法和《破产律》中找到法理依据的情况下，为了打败对方，双方所采取的诉讼策略，就变得尤其重

要。
1913 年 7 月 15 日，萧黄氏以“为破产偿债”为由，状告长子萧附舟。状书在内容上，可分为四

部分。其一，家庭构成状况。萧黄氏与丈夫萧华山生养了 8 个儿子，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同居共

产。其二，负债原因。萧黄氏认为，“家业银钱概归附舟经管”，而如今“债台高累”的窘境，主要与

萧附舟“广招孀妇”、“诱诡贩人丁”和“枷牢在案”等行为有关。另外，萧附舟还“于账内无端诡

注”、“耗支二千余金”，以致于“家资泡影”。其三，被告人萧附舟有较多不孝罪证，如“骂氏”、“弃

亲不养”、氏夫“气毙”与“香火令牌掷地任肆”等言行。其四，向官府提出了对此案的审理意见，如

“拘附舟父子等搬迁”及“变卖氏业，履行各债”。( 00100，第 54 页)

萧黄氏不仅用事实证明了掌管家业银钱的长子萧附舟，因犯法与做假账的行为而造成了“债

台高累”，所以债务责任需由被告个人承担; 而且，萧黄氏还列举了长子萧附舟的不孝证据，以突显

被告的“逆罪”。基于以上原因，原告请求官府裁决，令萧附舟父子等搬迁，然后破产偿债。如前文

所属，原告提交此状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先破产后偿债。
令人不解的是，原告本以“破产偿债”的罪名状告，但为何连篇累牍地列举被告忤逆父母祖先

的行为呢? 再进一步说，强调被告的不孝言行，在破产案的审理过程中，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呢?

1913 年 12 月 29 日，萧黄氏又以“恶极难容恳续管束”的罪名，向官府提交了第二份状书。此

状与前状，在内容上有前后延续性作用。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萧黄氏为防止萧附舟被具保，而特

地提出“恳续管束，总以氏亲身到案为方针，以杜假冒窃保之弊”。并且，萧黄氏的提议得到了县知

事的批准。如“案经赵前任判明，须萧黄氏到案，方准开释”。( 00100，第 65 页) 至此，萧附舟被保

的司法权利被剥夺。
不难看出，母亲的意志，已成为影响官员审判的重要因素。“孝”在此案的发生和演进过程中，

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面对萧黄氏的状告，萧附舟于 1913 年 7 月 30 日，向官府提交了辩诉书与

具结略。据前文可知，萧附舟并不反对“破产偿债”，他只是坚持先破产后分家。然而，面对母亲咄

咄逼人的状告，他将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从辩诉书的内容上看，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一，家庭主要成员。弟兄 8 人，夭折两人，有两弟媳

孀守。其二，家业经营。五弟萧佐臣“权管家务九载”且“亏吞握账”。其三，列举五弟萧佐臣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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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萧鼎臣违背伦常，“欺凌两孀”且打伤二弟萧国臣等恶行。其四，债务偿还。萧附舟自己坦白说:

“众债追索，迫凭族戚萧恒钧、近光等磋商，将 100 余石产业，并 290 余钏租铺房，先卖偿债后分。”
然而，五弟萧佐臣却蓄意“估骗债权”，霸耕产业，阻挠破产偿债。此外，萧附舟还认定，母亲之所以

状告自己，完全是因萧佐臣怂恿而起。( 00100，第 56 页)

可见，萧附舟回避了母亲状书中所指控的“不孝”罪名，而颇费笔墨地论述五弟和七弟违背伦

常的恶行。在此辩诉中，假如自己对父母不孝的言行是一种违背伦理道德的表现，那么，五弟与七

弟是否也应该被状告呢? 再者，五弟萧佐臣同样经管家务且“亏吞握账”，与萧附舟同样负有债务

责任。最后，在破产偿债问题上，反倒是五弟萧佐臣从中阻挠。因而，若从“法不责众”的逻辑上

讲，萧附舟理应被赦免。若从罪行轻重上讲，五弟萧佐臣显然“更胜一筹”。笔者以为，萧附舟在辩

诉书中论证合理，且列举了一系列的人证和物证，可谓有理有据。
不难看出，萧黄氏的诉讼策略是以“孝道”作为武器来谴责长子萧附舟，萧附舟则主要通过债

务责任的追究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把攻击的矛头转向五弟萧佐臣与七弟萧鼎臣身上，从双方的“搏

斗”过程上看，被告萧附舟似乎占据绝对的优势。出人意料的是，此案最终却是以萧附舟的妥协而

终结。
3． 官府的抉择

1913 年旧历 8 月，官府先后对萧黄氏、萧佐臣、萧鼎臣、族人萧近光和萧附舟等多人进行审讯。
其间，萧附舟一方面强调了债务是在经营漕房时出现的，即债务属家族性质。另一方面，他将负债

原因归结于“家中丁口繁盛，入不敷出，共欠外债 6000 余钏之谱。”意思是说，债务的主要用途，在

于家族开销。
统合了所有当事人的供词后，官府首次给出了第一次的审理意见，内容如下:

萧附舟经管家务十五年，后经萧佐臣接收经管，历欠外债约 6000 钏之谱，弟兄等商议

卖产偿债，而附舟故意阻挠。查附舟素行浪费，对于母亲名下颇多不是之业，以致萧黄氏

具首前来，本应重究。姑念年已六旬，从宽着予锁押，谕令佐臣弟兄速行觅主变卖产，偿还

外债，附舟 如 再 阻 挠，定 予 重 惩 不 贷，萧 黄 氏 坚 请 收 押，着 将 附 舟 收 看 守 所。此 判。
( 00100，第 58 页)

县知事认为，萧附舟的忤逆母亲及其阻挠破产的行为，理应受处罚。同时，官府考虑到萧附舟

年已六旬，“从宽着予锁押”。令人不解的是，其母萧黄氏却“坚请收押，着将附舟收看守所。”萧黄

氏为何如此不顾及母子之情，而坚持将长子附舟置于牢狱之中呢? 萧黄氏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从 1913 年旧 11 月萧佐臣的诉状与官府的批词中，能够解答上述疑问。
民兄附舟经管家务，所欠外债 6000 余金，经前知事讯明，堂谕令民寻买主变家产偿还

各债。民道归家，温益三中证等觅将买主刘凤鸣，于七月上界三次看明作价，议定时价龙

元 5500 元。民始将契约、分关交中钟介三、万国章等，系伊伙贸姨戚，刻期立契成交。不

卜益三何情连约数次推延，至今认买不买，契约卡掯，总图短价，使民外卖不得，卖伊不买，

任意掯短，若不及时呈恳，转瞬岁暮，众债追逼、索闹不休，迫民进退维谷，势同狼狈，倘再

拖延，遭伊掯约索闹，终必酿成巨祸。为禀恳签饬买主刘凤鸣当堂立契成交，以甦涸鲋而

杜后累，深沾无暨，伏乞。
批: 呈悉该民遵照前任判决，变产还债，完由中证温益三等觅得买主刘凤鸣，议定价银

5500 元矣，岂是一元未收、毫无证据，即将契约分关交付中证钟介三等之理? 若经交付，

自能照价给银，岂是意图短价之理? 若图短价，岂是事延三月余始来具控之理? 援呈各

情，显□系 不 实，或 因 岁 暮 时 逼，借 以 搪 塞 债 主，□尚 未 可 知，所 恳 签 饬 终 难 照 准。
( 00100，第 64 页)

原来，官府虽然就萧附舟的不孝与负债不还的非法行为，进行了处罚，但是却采纳了萧附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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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逻辑，即“先拍卖后偿债”。这一结果，自然是萧黄氏和萧佐臣们无法接受的。因此，萧黄氏一

面要求官府继续收押萧附舟，一面故意拖延出售产业的时间，致使此案陷入僵局。
1914 年旧历 1 月 24 日，县城的一位医生萧国桢向官府递交一份呈书，内容如下:

为前黄氏首子萧附周一案，缘负债多金，情主追收甚急，附周立主破产偿还，奈黄氏本女流之

辈，闻破产之言，辄尔生嗔，来辕出首。沐讯收所，今黄氏一病不起，命悬旦夕，寄信令民赴所面问附

周，如不再题卖业，即准民将附周保归，母子相会，死亦瞑目。附周今以应允，不言卖业，民以黄氏年

迈九旬，具结保附周归家，以尽子道，间中不虚，保状是实，此呈。
批: 仰饬萧黄氏，具呈箕斗结状到案始予释，此呈未便率准。( 00100，第 66 页)

从言辞上看，萧国桢看似站在较为公允的立场上，既批评了萧黄氏反对破产偿债的错误，又向

官府表明了母子二人矛盾的可调解性。实质上，此状书是在向萧附舟下最后通牒。如果不遵从

“先分家后破产”的逻辑，萧附舟将一直被收押，且无法见到母亲的临终一面，最终将永远被贴上

“不孝子孙”的标签。从案件的第二次审讯结果来看，萧国桢的这份呈书起到了显著作用。被告被

迫服从了原告的意志，放弃了出卖家族产业、偿还债务的念头。可见，孝道最终使案情的发展进程，

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综上，在家族共产制下，破产法与传统的孝道伦理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此情境使处理债务纠纷

的司法案件最终演变为一场纯粹的道德审判。对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民国初年官员而言，他们虽

然明知原告“先分家后破产”的偿债逻辑，是违反《破产律》精神的，但是他们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与公平正义之间，却选择了前者。需注意的是，官府的最终抉择建立于萧附舟个人自愿妥协的基础

上。或许对于官府而言，能够消解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矛盾是必要的，而捍卫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

义，则无足轻重。萧附舟案与王协和案中反映出来的产权制约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子债与产权的分化、制约关系示意图

四、情理难全:“养膳”、破产免责与“伙贸”

孀母与儿子“同居共财”的家庭结构，严格地限制了长子自由处置家产的权利。在母子之间的

诉讼案件中，官府的审理态度是偏向母亲的。不可否认，债务人母子之间关于“分家与破产的偿债

顺序问题”以及“分家真伪问题”的讨论，说到底都是债务人通过分析家产，来规避债务风险的自救

措施。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尽量缩小破产偿债的范围、减轻债务压力。另外，民国初年的债务人

多以“分产”作为自救的现象，还与 1906 年《破产律》中的“许可免责主义”有关。这一制度为债务

人提供了逃避债务责任的“法理”依据。
1． “无限责任”:“伙贸”的偿债特征

合伙制，是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关于合伙制的定义与特征，学界已有了深厚的

研究成果。杨国桢认为，合伙即“合本”又称“合夥”、“合股”，是两人以上共同提供资本或实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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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共同分配盈余或承担债务。瑏瑨黎志刚强调说:“合伙人共同投资，如果合伙人死亡或者破产，合

伙就告解散。合伙的特征是无限责任，意味着以合伙人的所有的个人财产向他们的债权人负

责。”瑏瑩

王协和的破产，属于典型的合伙人破产。作为伙贸中的一股，他必须用自己的全部家产对商号

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然而，问题在于，应该如何清算王协和的个人财产呢?

根据 1906 年的《破产律》中的第 4 条、第 49 条规定:“宣告破产之商即有意破产倒骗者，其所

有财产、货物，由商会先行代管。”瑐瑠因此，王协和经商部分的资产，应由商会管理和清算。从王协和

的破产案产生和审理过程看，清算财产的困难主要发生在田产方面。具体说，就是关乎“分家析

产”的问题。
按照《破产律》的第 46 条来看，“一家财产业经分析，如在一年以前曾在商会呈报存案者，破产

时准由董事查明告知各债主，可免牵入破产案内议偿”。瑐瑡从证据上看，王协和母子们提供不出关于

分家的任何可信资料，商会也没有提交王氏兄弟一年前“呈报财产分析”的物证。所以，王氏所有

的产业都应被列入破产拍卖的范畴，以遵行无限责任的赔偿方式。
罗申之认为，王协和并未与王傅氏、王银成和王肇初分家，那么作为合伙人之一的王协和在履

行他的无限责任时，王氏整个家庭的田产都要被用来偿还债务。从王氏母子四人的资产总额上看，

两股田产共值银一千六百两，王协和在两个合伙贸易中负债总额约“二千余金”( 00232，第 4 页) 。
在罗申之控告案中，“经商会算明，每股该补银一千四百余金”。( 00232，第 12 页) 以此推算，王协

和在与陈理辉伙贸的富厚祥商号中，负债金额为六百余两。那么，王高亭父子拍卖周家塆一股正好

偿还了六百余两的债务时，全家还剩下田产白土坝一股，价值一千余两。如果债务人不以“分家真

伪”再兴诉讼，而是用剩下的田产偿还债务时，也是足够的。
王协和在供词中说道:“经商会算明，每股该补银一千四百余金，民先给过银二百两，义让过银

四百余两，民实该补银八百两，但民实系无银付给，只得卖业偿债，不料就被母亲王傅氏把民具控

的。”( 00232，第 12 页) 可见，余下一千余两田产足以偿还罗申之们所追偿的债务。然而，王傅氏对

于伙贸中的这种“无限责任”的偿债特征，无法接受，她的理由是分家之后的个人债务，与家庭其他

成员无关。
2． “有限责任”:《破产律》中的破产免责制度

与无限责任的偿债方式相反的，是债务偿还的有限责任。所谓有限责任，是现代法人公司的有

限责任的偿债方式，即“当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其所欠债务时，应按破产程序依法处理，公司债权人

不得要求公司股东再以其个人财产偿还债务。”瑐瑢由此看来，合伙人所承担的风险应是远大于公司

股东的。在同居共产的家庭组织形态中，个人财产是混合在家庭产业中的，所以，合伙人的无限责

任制破产偿债，必然直接危及到整个家庭的产业。为了避免倾家荡产的悲剧发生，债务人经常会借

“分家析产”的借口，来规避无限制的偿债责任。不容忽视的是《破产律》中的破产免责制度，恰好

为债务人的“躲债阴谋”，提供了法理依据。
所谓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实债务人，其未能

依破产程序获得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予一免除继续清偿责任的制度。”瑐瑣1906 年，清政府制定

的《破产律》采用了破产免责制度，如该律的第 66 条规定:“倒闭之商，如查明情节实有可原，且变

产之数足敷各债至少十分之五，可准其免还余债，由商会移情地方官销案。”瑐瑤此条文隐含着一个法

律漏洞。债务人在偿还债务时，可能会利用一些手段隐瞒部分资产，使破产后的资产正好等于债额

的一半，以此将赔偿额度降到最低。王协和破产案件，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
分家后状态下的“第三种”债务偿还方式。在王协和的口供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入伙经商过

程、其破产原因以及自己所要求的偿债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国民们弟兄分居后，搬来城内住居，小贸营生，民国五年( 1916) 有罗申之邀民伙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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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长，边江生理，至六年( 1917) 经戴月初算明，伙账共赚银二千余金，后又添贸洋油米船，

衅由九月( 1917 年旧历 9 月) 间军事发生，共折本银六七千之多，去八月( 1919 年旧历 8
月) ，罗森( 申) 之们与民兴讼，将民收押，始行封产拍卖，累及父母兄弟之业，民父无奈，忧

气病故。迄今二月初十( 1919 年旧历二月) ，经商会算明，每股该补银一千四百余金，民先

给过二百两，义让过银四百余两，民实该补银八百两，但民实系无银付给，只得卖业偿债，

不料就被母亲王傅氏把民具控的。今沐讯明，只求把母亲膳业分析，以便兄弟王银成们加

押给还冲拨之葬费就是。( 00232，第 12 页)

从王协和的供词可以看出，经商折本使王协和陷入了“资不抵债”的窘境，商会在协助官府办

理王协和破产案时，“义让过银四百两”，王只需偿还一千两的债务。显然，在《破产律》实践过程

中，商会作出了体恤商民的举措。另外，从王协和的“搬来城内”、“累及父母兄弟之业”以及“膳业

分析”等说法来看，他仍然坚持家业已分的态度。然而，王协和并不凭此逃避债务责任，而是请求

官府以一种折中的方式处理破产偿债问题。简单说，就是将他们所谓的价值一千余两的养膳田，在

兄弟三人之间均分。从中，王协和得到的三百三十两，用作偿还债务。王银成和王肇初二人的六百

多两，被用来偿还丧葬期间的借贷费用。
需注意的是，官府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常常会从偿债金额中，抽提一部分作为“养膳田”或“赡

家之费”，这已成为《破产律》实践过程中的一般惯例，体现了《破产律》对债务人的“人性化关

怀”瑐瑥。笔者以为，前县知事审理陈理辉控告案时的堂谕，即“准予留氏夫养膳，而此外则谕皆拍卖

以偿债。”( 00232，第 4 页) 也是继承传统中国法律体恤民情特征的产物。鉴于“养膳田”带有分家

的象征性意义，所以，王傅氏在罗申之一案中，反复强调他们已经具有分家的事实。
若官府接受王协和的请求，就意味着，王协和在罗申之控告案中，一共赔偿的金额将近五百三

十两，恰好达到了《破产律》中第 66 条规定的标准———“对于非恶意破产的债务人，如其资产总和

足以偿付各债权二分之一以上，余债可免，且可报官销案”瑐瑦。笔者以为，此现象不是数字上的简单

巧合，而更像是债务人试图在“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之间寻找第三种赔偿方式的投机取巧。
《破产律》中的“许可免责主义”，客观上为债务人提供了“合理性”依据。然而问题是，王协和的这

种要求，控告人罗申之们可以接受吗?

罗申之们在其具状书陈述了迫使王协和履行无限的偿债责任的证据。关于王协和是否应该履

行无限偿债责任的问题，罗申之们分三部分展开有理有据的论证。其一，在传统中国的商业习惯

中，王协和作为伙贸经营中的一股，其偿债特征，理应是无限责任的。其二，据《商律》所载，“经理

人为代理商，一切大小事务概归负责”，因此，罗申之们认为，管理伙贸股金的王协和，有“吞估”、
“亏握”和“造账浮支”等罪证，所以，在吉庆长商号倒闭问题上，王协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

三，从债务负担上看，吉庆长商号的外债有“借晋丰银行三千两”与“挪刘国桢葫豆银四百余两”，此

债且是“经伊( 王协和) 经手所借”，因此，以王协和为首的合伙人必须共同承担偿债责任。如果王

协和的欠款“抗不缴出”的话，就意味着银行借贷和预购葫豆的债务无法偿还，那么其他合伙人都

会因他“抗缴”而加重偿债负担，或者有可能被卷入债务纠纷。比如，罗申之们还强调，他们“控追

协和”，是因为“银行督收甚急”。其四，最后，罗申之们还认为，依据《破产律》，王协和的“既有家

产”应被官府论以“差押备抵”的处置。( 00232，第 10 页)

不难看出，无论从商业习惯、《商律》、破产责任、偿债责任以及《破产律》等各方面来看，王协和都

必须对吉庆长承担无限的偿债责任。其中，罗申之作为伙贸的伙友身份状告王协和，最主要的原因在

于，王协和在伙贸经营中担任经理一职，管理股金。《破产律》第 62 条规定:“商家专任伙友经理，该伙

如有侵蚀、挪移及私行营业等弊，以致亏折、倒闭者，除严提该伙到官审实，照有心倒骗治罪外，应将所

有财产查封归入该商财产项下备偿。商会将该伙姓名及舞弊情节登报布告，商家不得雇用。”瑐瑧从罗

申之陈述的第二条证据来看，王协和带有“倒骗”的嫌疑，他的所有财产都应被查封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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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申之们看来，王协和们以“分家”作借口，企图减轻偿债责任的要求，纯粹是一种“赖账”的

表现。比如，最初“诡支伊父王高亭以声明免累捏诉”，之后又“贿原吏捏报伪造分关、佃约各据”，

如今“支伊母王傅氏等出头，避原诉旧案之根据，以另案起诉。”因而，罗申之们谴责道:“总欲借分

家倖撤差押备抵，赖债地步及至词尽计穷。”( 00232，第 10 页)

由此，“分家”决定了王协和们能否实现“赖债”的目的。而最令罗申之们紧张的问题是，目前

王傅氏试图避开罗申之控告案，而另以“乘翻拖害呈请分析”一案状告王协和。如果王傅氏控告经

过审理后，“侥倖朦判分析”，那么，王协和在上述供词中提出的“第三种偿债”方式的要求，就可以

被满足了。在罗申之们看来，王傅氏母子的做法，分明就是以“临时伪造分提各约”为手段，而达到

“以一贫如洗塞责法例”的目的。最终，王协和本应承担的债务，就变成“追无可追之镜花”。
( 00232，第 10 页)

由此看来，在《破产律》实践过程中，从西方世界引入中国的“可免责主义”原则，已经失去了英

国创制此制度的目的，即“鼓励债务人积极交出财产，从而使得债权人获得更多破产财产的信息，

以便在未来的财产分配中实现更多利益。”瑐瑨因为，债务人恰恰是利用《破产律》中的“体恤民情”的

特征与“分家析产”的策略，并以“破产免责制度”为法理依据，来实现缩小破产范围和减少家庭资

产损失的目的。
透过对偿债责任的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民国初年《破产律》的实践过程

中，情与理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县知事明知道整个案件的是非曲直，却一直以

“分家真伪”为借口，无法裁决。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化理论，将产权主要分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三部分，建构出倍受

经济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界关注的产权分析框架。瑐瑩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关系虽然错综复杂，却能

够以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亦转让权) 予以清晰表达。瑑瑠民国初年江津破产案件的处理，也可以

被放置在这一框架里进行阐释。
在地权分化的状态下，债务人、债权人和佃农各自占有田产的部分权利。地权交易的受阻，主

要是因为债务人的处置权受到了债权人和佃农的制约。在处理此类破产纠纷时，县知事的审理逻

辑很明确，即在厘清、尊重与承认三方各自权利的前提下，或以《破产律》、或以习惯法为准则，进行

最终裁决。
在孀母及诸子同居共财的家庭结构中，家庭财产( 主要是田产和商铺) 的权利分化为使用权、

收益权和处置权三部分。债务人能否拍卖家产偿还债务，完全取决于孀母的意志。然而，孀母主动

要求以分家为手段来规避财产的损失，与《破产律》的实践程序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县知事因此

陷入了两难的窘境。从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看，习惯法与《破产律》均失效的情况下，县知事最终以

情理———孝道———作为裁决的依据。可见，孀母成功阻止长子家产拍卖的行为，达到了减少家产受

损程度的目的。因此，产权的制约，某种程度上具有保护财产的意义。
伙贸，是中国传统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据伙贸习惯，当伙贸经营亏本以致破产时，入伙成员必

须承担无限制的偿债责任。为了减轻偿债责任，债务人的孀母不仅竭力以假分家为借口，而且还援

引《破产律》作为法理依据，这使入伙成员的偿债责任，从无限变为有限。县知事陷入了这样一种

司法困境: 若以伙贸习惯法裁决，虽保全了合伙伙友的经济利益，但却违背了《破产律》之破产免责

原则以及孀母的意志。若援引《破产律》的基本精神，虽同时满足了债务人、孀母的诉求，但这很可

能将激起合伙人之间无穷尽的诉讼过程。
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传统乡村社会的产权不仅高度分化，而且互相制约，遂使破产案件的债

务偿还纠纷不断。产权的分化与制约，对民国初年破产案件的审理和《破产律》的实践，均造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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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扰。为解决破产案件中出现的矛盾，民国初年的县知事在“无( 民) 法可依”的司法环境下，创

造了遵循传统产权划分习惯的审判逻辑。
总体来讲，在民国初年破产案的司法实践中，《破产律》、习惯法与情理均发生一定的裁决作

用，并且，“习惯法优先”的典型特征十分显著。表面上，这是遵循大理院判决例规定的反映，实质

上则体现了民国初年的官民对传统产权逻辑的清晰界定和理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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