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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
基于松阳县石仓村  当田契! 的考察

曹树基 ∀ 李霏霁

∀ ∀ 摘 ∀ 要: 土地典当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在浙江省松阳县石仓村村民之间,

由不同的赎当方式和  当人! 与  钱主! 身份的转变, 以及田价、谷价与利率变

动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浙南山区乃至更大范围的传统农村, 富有者购买土地的

过程就是财富分散的过程。通过土地买卖和分家析产, 传统乡村经历了两种不同

性质的财富分散过程, 最后造就一个均贫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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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获得 2008 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资助, 项目号: 08ZS14。承蒙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

修改意见, 谨致谢忱。

一、引 ∀ ∀ 言

康熙五十年 ( 1711) 前后, 一群来自福建上杭县的阙姓移民, 迁入浙江省松阳县南部的石

仓村定居。他们和来自上杭县的其他移民以及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一道, 采矿炼铁, 耕耘土地,

建造房屋, 繁衍后代。不到 300年间, 这个 20多人的移民群体, 发展成为人口多达 4000余的大

族群。但相当一部分村民仍然居住在他们的前辈建造的房屋里, 他们内部通行的仍然是老家汀

州的方言, 即  客家话!。石仓又名石仓源, 包括了以今天下宅街、山边村为中心的若干个村

庄, 方圆约 5平方公里, 人口 6000余。在村民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一大批明代隆庆以降的卖田

契、当田契以及其他各类民间文书。初步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 现将石仓村以阙姓为主且包括

其他诸姓氏的几十份  当田契!, 作为一个特殊种类剔出, 作专门讨论。其他种类的当契, 如当

山契、当屋契等, 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在乡村社会中, 典当与借贷是一个恒久性的话题。或由于生产需要, 或由于家计平衡, 乡

民往往需要借贷。如遇天灾人祸, 经济贫困而无蓄积者, 更需借贷。由于缺少钱庄或银行之类

的借贷机构, 乡村中的殷实者往往成为乡民借贷的对象。乡民借贷有一个信用问题, 通常的情

况下他们往往以田产作为抵押或典当。这就是各类  当契! 中以  当田契! 为最多的原因。

从乡村土地市场的结构上考虑, 在土地买卖和土地出租的两极之间, 土地典当和押租分别

代表了其间的过渡状态, 其结构如下: 土地买卖 土地典当 土地押租 土地出租。

根据石仓村  当田契! 的表达方式, 当出土地者称为  当人!, 贷出银钱者称为  银主! 或

40



 钱主!。 当人! 将土地当给  钱主!, 从  钱主! 处获得货币后, 通常有两种偿还方式: 一是

到期以货币支付  钱主! 本金与利息, 本文称为 借钱还钱!;一是以土地的出产物 稻谷

支付利息, 本文称为 以谷付息!。由于土地上的年产出远远不足以支付本金, 所以,  以谷付息!

的典当方式就可能开始向土地出租转化, 并与土地押租形成有趣的反向关系:  当人!交纳的利

息逐渐变成了地租, 地主成为 佃农!; 而在押租制中, 地主收取押金和地租,  钱主!是佃农。

研究土地租佃制度与乡村借贷制度的前贤与同辈, 成就卓著。他们对于明清契约中的各种

土地典当及买卖形态, 都曾有过精湛的论述, 奠定了本文的基础。本文采用石仓村的资料, 对

于前人的成果进行再检讨, 在进行事实比较的基础上, 对所涉若干理论问题, 进行再讨论。

二、借钱还钱与以谷付息

∀ ∀ (一) 借钱还钱

一份当田契出自乾隆三十七年 ( 1772) 十二月二十八日。订约的双方, 分别为张氏与刘氏,

 代笔者! 为阙登荣。在乾隆中期, 阙氏不甚活跃; 到乾隆后期, 才大量出现阙氏家族成员充当

 当人! 或  钱主! 的当田契。

[案例 1] 立当字人张牧正,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自置水田壹处, 土名坐落茶铺水

口, 当在刘景和手内, 当出九七成色银本壹拾陆两正, 三面言断, 每两每月利贰分五厘,

其银的至来年冬日壹足送还, 不敢欠少分文。如有欠少, 任凭银主起耕管业, 当人不得异

言。恐口无凭, 立当为照。(编号: 4 P6120481) #

这份当田契的内容相当简单, 田主张牧正因缺钱用, 将自己名下的一处水田当给刘景和, 当得

银本 16两正。张牧正是  当人!, 刘景和是  银主!。 当人!、 银主! 和中人三方言定,  每两

(银) 每月利贰分五厘!, 实则为 2 5% , 合计年利为 30%。三方议定明年冬天连本带利, 一并奉

还。如有欠少, 银主可以获得被当田地的  产权!。作为保证, 张牧正将这块水田的  一批老田

契正找贰纸存字当在银主!。∃

很显然, 在案例 1中, 张牧正当出的一处土地, 类似于获得贷款的抵押物。相似的个案还

见于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郭光松、郭光华两兄弟将其所有的 3亩土地当与阙德松。

[案例 2] 立当田字人郭光松仝弟光华, 今因生理缺本, 自愿将父手遗下母亲养善 (膳)

常 (尝) 田, 土名坐落界状元坑口, 大小拾丘正, 计额叁亩正, 其田出当与阙德松手内,

当出九七色银本贰拾两正, 其银每两每月加贰伍起息, 的至来年肆月内一并本利一足送还,

不敢欠少, 如若拖欠, 其田任凭阙边起耕管业, 过户完粮, 郭边不得异言。此出二家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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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契约, 自然形成编号。其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文件夹号, 字母代表相机的型号, 数

字代表图片序号。全文如此, 不一一说明。本文所征引契约, 截至 2007年 8 月。2007年 9 月至今, 仍

有新的契约发现。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该村发现的契约约有 2500件。全部契约正在整理过程中 , 即将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石仓村  老田契正找贰纸! 表明一块土地由两个价格合计而成, 一是卖价, 一是找价。石仓村的找价

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 大多数价格只有一  找!, 而无再  找! ; 其二, 卖契订立后, 才订  找契! , 其

中间隔的时间虽有长达数年者, 但更多地却只有数月 , 乃至数天。更有甚者, 有同日订立卖契与  找

契! 的, 还有先订  找契! 再订卖契的。这说明绝大部分的  找价! 并非由田价上涨而产生, 本来就

是田价的一部分。



恐口无凭, 立当田字为照。(编号: 4 P6120616)

从  生理缺本! 一词推测, 郭光松兄弟俩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 所以才将母亲的养膳田当

出。可能是由于典当尝产事关重大, 所以在本案中, 郭氏的母舅邓富生作为  在见! 人, 参加

了此次订约。与案例 1有所不同的是, 郭光松兄弟计划在次年四月, 即离此次典当行为发生后

不到半年, 回赎尝田。由此可见, 郭光松兄弟俩缺少的仅仅是一笔临时周转的资金。

类似的借钱还钱的典当是一种范式, 乾隆年间多见, 愈往后愈少见。嘉庆六年 ( 1801) 十

二月二十四日, 赖当琳将一处水田当与巫日松。

[案例 3] 立当契人赖当琳, 今因无钱应用, 自情愿将父手遗下民田壹处, 坐落云和九

都茶甫章树下庄水田一处, 出当与 (巫) 日松边手内, 当出铜钱本肆千文。其钱当日面断,

行利每年每千加三分, 约至下年冬, 咸并本利一足送还, 不敢欠少个文。如有拖欠, 其田

任凭钱主起耕管业, 当人不得异言阻执, 此二比情愿, (无) 逼勒等情, 今欲有凭, 恐口难

言, 立当契永远为据。(编号: 4 P6120023)

清代实行银钱并用的复本位制。至嘉庆年间, 典当土地的货币不再用银, 而用铜钱。清代

中期以后, 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 白银外流, 银贵钱贱, 导致民间用银日少, 而用钱日多。以

钱计算, 案例 3中的年利三分与案例 1和案例 2中的  月利贰分五厘! 或  每月加贰伍起息! 其

实是相同的。赖氏当出的土地坐落在与松阳县毗邻之云和县境内, 根据已有的研究, 云和县也

是闽汀  客家人! 的聚集之所。#  当人! 赖氏和  钱主! 巫氏, 都是闽汀  客家! 人的标志性

姓氏。本契中提到的茶甫, 现名茶铺, 已经改归石仓管辖。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阙金魁将自己名下的一块土地当给阙天开, 阙金魁当出的土

地属于族产, 他拥有四股中的一股。这块土地面积太小, 甚至无法划分出其中的四分之一。于

是, 份额或权利的典当, 也成为一种方式。此约中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即是此次典当的年利只

有 20%。(编号: 4 P6120801)

总之, 在清代中期的石仓村,  借钱还钱! 是一种将土地当作抵押物的借贷方式。从乾隆年

间至嘉庆初年,  借钱还钱! 的年利率皆为 30% ; 嘉庆中期以后, 当值年利率似有下降的趋势,

最低年利率约为 20%。除了个别贷期特别短的个案外, 这一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咸丰及光绪年

间的几份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编号: 8 DSC00989、14 IMG2011、8 DSC00446)。这应该

视作石仓村押地贷款利率变动的特点之一。

∀ ∀ (二) 以谷付息

石仓村民最常见的土地典当方式, 是  以谷付息!, 其性质为地租抵息。最早的一份此类当

契大约订于乾隆三十年前后。这份地契虽然没有标明日期, 但根据当田者的其他契约可以作出

年代上的判断。∃

[案例 4] 立当契人温习旺今因口食无关 (着) , 将父手遗下己分水田, 土名坐落金竹弯

田贰处, 计租谷陆石正, 其田托中当与蓝宅兆福亲家边为业, 三面言断, 当九七本银拾贰

两正, 其银收乞 (讫) , 不得短少, 其租准作银利。钱粮外派, 一应温边自己完纳, 不涉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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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 6 卷 %清、民国时期& 的有关内容,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温习旺于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将 9 丘坐落于金竹弯以及 17 丘坐落路后王家田上的水田, 共 1 5

亩, 租额 5 石 5 斗卖与亲家蓝兆福。(编号: 4 P6120033) 温习旺又于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向

蓝兆福索要  找价!。(编号: 4 P6120026) 由于水田的丘数与面积不能对应, 所以, 虽然不能将本契

与此两契视作同一处水田的典或卖, 但可确定大致的时间。



边之事, 不计年限。如办原价取赎, 不得执吝。愿当愿受, 两相情愿。如有租谷不清, 仍

并改佃管业, 恐口难信, 立当契为照。(编号: 4 P6120024)

在讨论展开之前, 需要首先确定石仓村的度量衡单位。在石仓,  石! 也称  担!, 一担 8

桶。清代稻米一仓石为 130斤, 清代一斤等于今之 1 1936市斤, 故一仓石米等于 155市斤。#

这一估算, 与石仓村民每担 150 160市斤的说法相近, 这也表明石仓村所用  担! 即是清代的

仓石。石仓的  箩! 为半担, 斗为 4市斤。石仓的地契中的  亩! 并非  市亩! ( 666 67平方

米) , 而是  产量亩!, 即一季水稻产出量达 4担即 620斤者, 称为一亩。

本案与上引各案最大的不同点, 在于温氏不是以银计息, 而是  其租准作银利!, 即以地租

作为 10两银子的年利息。在石仓村, 普通租佃的地租率为 50%。本案中可收 6担租谷的水田,

面积约为 3亩。在收取了 12两银子之后, 温习旺就将自己的 3亩水田,  托中当与蓝宅兆福亲家

边为业!,  其租准作银利! 应当理解为所有的地租充当贷银之年利。温习旺由此而演变成为其

亲家之  暂时的佃农!。如果温氏租谷不能按时按量交纳, 蓝家可以  改佃管业!, 即由原业主

承租改为银主收回自管, 另行租佃。

一份订于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的当田契有如下记载:

[案例 5] 立当字人郭光崇, 今因田粮无着, 自情愿将民田壹处, 土名坐落二十一都名

金庄界菜原口, 计额贰亩, 出当与林德尤边, 当出九七色银本拾两正, 其银面断, 行利每

年充纳早谷租贰担贰桶正。其租八月秋收之日交量明白, 不敢欠少升合。如有欠少租谷,

其田应虑银主起耕管业, 当人不得异言, 立当字为据。(编号: 4 P6120045)

案例 5与案例 4基本相同。案例 4中的  其田托中当与蓝宅兆福亲家边为业!, 在案例 5中

改为  出当与林德尤边!, 意义相同。不仅如此, 依案例 4, 所当田地附着的田赋和各种摊派,

仍由  当人! 承担。因为, 在法律意义上,  当人! 还是田主。

还存在另一种典地方式, 杨国桢针对清代福建农村的情况指出:  债务人以其所有的土地为

质借贷, 即将该所有之土地交由典主、当主管业, 以一定时期内的收益权抵作借贷银钱的利息,

到期偿还贷款, 赎回土地。! ∃ 案例 4和案例 5的不同在于,  银主! 并未亲自  管业!, 除非

 当人! 不能及时足量交清租谷。∋

万历刊本的 %学海群玉& 中, 有此类典地契约写作的规范格式, 其中典田契有  其田听从

银主掌管召佃收租!, 其中当田契有  其田听从当主管业!。此中的  银主! 与  当主! 系债权

人。他们在贷出银钱的同时, 获得对于债务人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债务人虽然还

是土地的所有权人, 承担交纳粮差的义务, 但仅仅保留处分权 (田赎权)。杨国桢认为现存清代

福建农村典田契完全符合这一契约规范, 而当田契则出现变异, 大部分计算利息, 逐年交纳利

银 (钱) 或利谷, 或者一次偿还本利。石仓的当田契显然属于后者。

 其田听从银主掌管召佃收租! 和  其田听从当主管业! 的土地典当, 是方慧容定义的  典

地信贷!, 即  整和长期信贷与土地租佃活动的连琐式信贷交易!。( 案例 4 和案例 5则是,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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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慧容: %民国时期的土地典当: 理论与实践&, 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2002

年, 第 178 页。



人! 没有欠租时,  银主! 并不能从  当人! 手中获得土地的占有权与使用权。所谓  地租抵

息!, 其产权形态介于典地信贷与押地贷款之间。这样一来, 在土地典当的两极之间, 还可以划

分出一个过渡形态, 其结构如下: 典地信贷 地租抵息 押地贷款。

同类地契中此类用语通常是:  自愿托中立字出当与 ) ) ) 入承当为业!,  托中出当与

) ) ) 兄边!,  其田出当与 ) ) ) 手内!, 以及  立字出当! 等相当简略的词语。在石仓, 我们

所见绝大多数如此。

在确定  地租抵息! 的性质后, 再来讨论其利率。在案例 4中, 温习旺以每年 6石租谷充抵

12两银之利息; 案例 5中, 郭光崇以每年 2 25石租谷充抵 10 两银子的利息; 乾隆三十年至乾

隆三十九年的粮食价格该如何确定呢? 王业键依据清宫中所藏历年各地粮价陈报单, 建立了一

个庞大的清代粮价数据库, 并据此展开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王业键认为, 从 1741 1790 年的

50年中, 在浙江八府中,  除了杭州和嘉兴两府之外, 资料可靠度不是很高!。# 因此, 本文主

要讨论杭州或长江三角洲的米价。

王业键认为, 浙江省的北部诸府是缺粮区, 中部的金华府, 粮食有余, 而南部的处州府境,

则属粮食自给区。松阳县属处州府辖, 属粮食自给区, 其粮价应当低于杭州, 至少也不会高于

杭州。从 1741 1760年, 杭州的粮食价格每石晚米在 1 5两至 2 两之间变动, 总的走向呈上涨

趋势。∃ 王业键还列出一份从 1638 1935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年米价表, 1774年的每石米价只

有 1 63两, 而 1775年则涨至 2 05两。∋

将米折成稻谷。王业键指出, 当时官方都以  一米二谷! 折算。在雍正年间,  粒大而谷

厚, 每谷一石碾米五斗, 即属好谷!, 加上碾米的费用,  所以米价都在谷价二倍以上!。在台

湾, 米价为谷价的 2 32倍, 在广西则为 2 16倍。王业键主张采用 2 3倍进行计算。( 在石仓

村, 村民坚持认为  一米二谷! 的比例太高, 他们以民国年间的稻谷出米率计, 至少要达到

65% , 加上碾米的费用, 最多只有 50%。也就是说, 以杭州或苏州市场的米价作为标志, 乾隆

三十年早谷即使以每石 0 8两银子计, 案例 4 中的年利率仍然高达 40%。乾隆三十九年石仓村

的每担早谷价格若为 1两, 这一年 10两当银的年利率约为 20%。

从我们经手的全部石仓契约来看, 案例 4绝对是一个例外。其原因如下文所述, 可能与不

计年限的赎回期有关。由于缺少资料, 我们不知在乾隆三十年时, 温习旺何以拼命地出当或出

售自己的土地。或许是他家发生重大变故, 或许是由于他的主业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另外, 从

我们所接触的田契来看, 从乾隆年间至嘉庆中期以前,  以谷付息! 的年利率基本上维持在

20%。这一利息率低于同一时期  借钱还钱! 的年利率。

三、 不计年限! 与  当人! 身份

我们注意到在案例 4中, 乾隆三十年温习旺为借贷 12两银支付了至少 40%的年利, 但规定

赎当  不计年限!。 不计年限! 意味着容许  当人!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赎当, 即便在当出土地

后的几个月内赎回也是允许的。在年利不高的情况下,  银主! 通常不允许  当人! 在很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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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赎当或提前赎当, 如果一定要提前赎当, 则要贴补一定的利息。在案例 4 中, 超高的年利

率是温氏在八个月内赎回土地的基本前提。

案例 3中所称 约至下年冬咸并本利一足送还!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 规定的当田期

限为一年。只有一份订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的当田契约定赎当时间长达四年, 其约如下:

[案例 6] 立当田契谢亮辉、谢亮珍,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父遗下民田一处, 坐落

土名二十一都天岭后庄, 小土名松树岗下, 田玖丘, 计额肆亩正, 立契出当与张芳荣手内,

当出玖七呈色银本贰拾两正, 其银当日三面言断, 每年充纳租谷伍担正, 其谷的至八月秋

收一足送至三接桥仓下, 交量明白, 不敢欠少升合, 如有欠少升合, 任凭银主推收入户,

起耕管业, 当人不得异言。如违, 其田限至四年完满, 任凭当人原价取赎, 银主不得执留

当契。恐口难信, 故立当契为照。(编号: 4 IM G0429)

将谷价折成银两, 如果每担谷值银 0 8两, 则 4两银子相当于 20两银本的 20%, 此与案例 5完

全相同。撇开契中  如违! 一词的错误不计, 在本案中,  当人! 必须在四年当期完满以后, 才

可以原价取赎。当期 1 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方慧容曾经归纳民国时期的各种农村调查,

各地典期期限最常见的为 3年, 长可至 5年, 少数情况下可长达 10年, 最短为 1 年或一个作物

生长季。# 杨国桢以清代福建龙溪县为例, 说明在有偿债期限的事例中, 最长的为 8年, 次为 5

年, 少则 1 4年, 三个数据各占三分之一。∃ 看来, 石仓村的赎当时间属于较短的一类。

只是有一点还不明白, 如果  当人! 无力赎当, 过期后,  当人! 是否还需要纳租? 如果

 当人! 需要继续纳租, 且租额不变, 又时间长久, 则  银主! 等于用远远低于某块土地市场价

格的  当价! 通常是  值十当五! 获得了这块土地长久的或永远的全部收益。从逻辑

上分析, 在年利率较高的情况下, 无力赎当的  当人! 可能会选择出卖当地。有一份订立于咸

丰元年 ( 1851) 闰八月初三日的合同字, 采取的是转当为卖, 卖而分拆的方法, 转让地权。

[案例 7] 立合同字人阙翰成与堂弟翰周, 因翰周边前已当下林才光名下名田壹处, 土

名座落云邑九都杨村庄, 小土名野猪窝尾水田壹号, 上至山, 下至坑, 左右山为界, 计额

五分正, 现有当字册部为据, 后林才光边又出卖契, 卖与翰成边为业, 二家恐管业不楚,

故托中共商议, 此田两家中半均分, 其租谷亦中半均分, 粮亦中半完纳, 日后永子及孙不

得争长争短, 共依合同字为据。此出二家共面议清楚, 恐口难信, 故立合同字二纸, 各执

一纸为据。(编号: 14 IM G1875)

此约之前, 阙翰周已经当入林才光名下的水田一处, 可是本约却是阙翰成与阙翰周共同订立,

原因不详。林才光改当为卖, 并没有从阙翰周处收取额外费用, 而是将五分土地一分为二, 各

执其半。这一分拆方法, 我们猜想此前的当值是土地价值的一半。

如果年利不高, 甚至较低,  当人! 则可能选择一直以地租抵息的方法, 延续此当。这样一

来年深日久, 无力回赎的  当人! 与  钱主! 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 拥有土地所有权的

 当人!, 亦即土地的所有者有可能转变成为  钱主! 暨债权人的  长久或永久的佃农!。

有一份契约可以作为证明。同治三年 ( 1864) 三月六日, 王安仁向阙翰培求租一丘土地,

这丘土地就是王安仁的父亲以前出当给阙翰培的。王安仁所签承田契称:

[案例 8] 立承田仰人王安仁, 今因无田耕种, 自情愿将父手出当与阙翰培亲边有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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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丘, 坐落松邑二十一都石仓源夫人庙庄, 小土名后金安着, 计租水谷一箩正, 立仰承来

耕种, 其租谷递年秋收之日送田主阙边家下风净交量, 不敢欠少, 如有租谷不清, 其田任

凭田主起耕, 改佃耕种。承人不得异言执恋等情, 恐口难信, 立承田仰为据。 (编号: 8

DSC00683)

将父亲出当给  钱主! 的土地  承来耕种!, 即意味  当人! 对于  当田! 属于  钱主! 这一性

质的确认。在这一个案中,  当人! 不再是  钱主!  名义上的佃农!, 而是  实际上的佃农!

了。其间的奥秘, 可能就在于  久当成卖! 了。

在光绪年间阙琳茂留下的两份分关阄书中, 还有以下两笔记载。第一笔是光绪九年 ( 1883)

所立, 第二笔是光绪十一年所立。

[案例 9] 计大共众内养膳租石叁拾捌硕正, 日后再照。

计大共玖项当契之田, 租谷壹拾八硕叁桶正。

以上两笔归与父亲两老众内, 收租完粮管业, 日后再照。(编号: 5 P6130222)

计当租谷陆硕一桶, 抽与庆开娶妻之资。

计当租壹拾肆硕贰桶, 归与众内伦 (轮) 流祭扫完纳, 五人钱粮在内。 (编号:

5 P6130226)

九项  当契之田! 的租谷合计 18硕 (石) 3桶正, 已经被阙琳茂  收租完粮管业!, 似乎已经演

变成为其自己的产业, 看不出有任何近期被赎回的可能。另有  当租谷! 6石 1桶,  抽与庆开

娶妻之资!, 似乎只是临时开销的一笔费用, 而  当租! 14 (硕) 石 2桶, 则已当作尝田计为宗

族财产, 也不可能在近期内被  当人! 赎回。在案例 8中,  当田! 转为己田的过程清晰可辨。

另外, 本文下节也将说明, 至光绪年间, 地租抵息的年利率已经低至 10% 15%, 在这种情况

下, 案例 9的产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也就是说, 在年利率较低的情况下, 不计年限的当田有可能转为长期或永久性的当田。这

一事实的理论解释, 可以与方慧容的一个观点进行讨论。方慧容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典地信贷中,

 贷主只拥有名义上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没有发生让渡!。# 本案揭示的则是另一

种情况, 在石仓, 当  当人! 与  钱主! 订立当地契约的时候,  钱主! 暨  贷主! 只拥有名义

上的土地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  地租抵息! 有可能向  典地信贷! 转化,  钱主! 有可能

向地主转化, 而  当人! 有可能向佃农转化。关于这一点, 出生于 1920年的阙吉冕老人告诉我

们, 久当成佃, 在石仓村是普遍的现象。∃

在实际生活中,  钱主! 有可能施以其他的手段, 来保证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最终转移。

先讨论一份订于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三日的当田契, 在这份契约中, 银两变成了铜钱。当人李

接琳将一块土地当给张光华, 得铜钱拾千文正, 谷利贰担正。 (编号: 4 P6120501) 三天后,

李接琳又将一块水田当与了阙柏寿:

[案例 10] 立当契人李接琳, 今因无银使用, 自情愿将置有水田, 土名坐落松阳二十一

都, 小土名松树岗炉基, 田叁丘, 计额钱粮四分, 立契阙柏寿手内, 当出铜钱壹拾伍千

[文] 正。其钱每年行谷利贰担一箩正。其租谷的秋收之期, 一足交量, 不敢欠少, 如违欠

少, 将田起耕改佃, 另招他人, 不敢异言。恐口难凭, 立当契为照。(编号: 4 P61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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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显得相当奇怪。0 4 亩水田竟然当出铜钱 15 千文。依此比例, 1 亩水田可以当出铜钱

37 5千文。按照严中平的研究, 在 1790年前后, 银钱的比价一直稳定在 1 + 1000 文的水平。#

15千文值银 15两, 乾隆年间 15两银可购水田 1亩。这一当值实在是太高了一点。

仔细计算, 0 4亩水田的全部产量只有 1 6担稻谷, 而所交利息已经多达 2 5担。也就是

说, 0 4亩水田的年产出, 不够抵所当铜钱的年利息。高当值和低利率令人觉得土地  当人! 与

 钱主! 之间还存在其他的交易。我们推测这 15千文铜钱中可能包含两个部分, 其一为购买 0 4

亩水田的价格, 其二为借款。按照时价, 0 4 亩水田值银 4 5 两, 即 4千 5千文, 所余铜钱

10千 11千文, 实为借款。以超过土地市场价格的当价当入土地, 或者将土地的典当与其他贷

款捆绑在一起, 更利于  钱主! 对于所当土地的控制。

总之, 在石仓村,  当人! 转为佃农的途径有二, 一是将当转卖, 一是久当成佃。 当租谷!

和  当租! 这两个词汇在流水簿中的出现, 表明  不计年限! 的  当租! 已经成为地租的一种。

这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土地典当向土地买卖的转变。

四、田价、谷价与利率下降

石仓村现存至今的大量卖田契证明, 乾隆年间10千文到 15千文一亩的水田, 至道光中期上

涨到 43千文左右, 至光绪年间上涨到 53千文左右。一批当田契也表明, 大约从嘉庆中期开始,

田地的当值也大幅上升。一份订于嘉庆十八年 ( 1813) 四月十四日的当田契, 当出 3 5亩, 当

值 70千文, 平均每亩水田竟然当出 20千文的高价值。契约称:

[案例 11] 立当契张方荣,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父手遗下民田壹处, 坐落云邑九都

内管杨村庄, 小土名石壁坑下段田一处, 计额三亩五分正, 出当与阙天开。当出铜钱柒拾

千文正, 其钱面断, 每年每千行利加贰起息, 其钱的至来年本利一足还清, 不敢欠少分文。

如违, 任凭钱主起耕管业, 当人不得异言阻执。恐口难凭, 立当田契为照。 (编号: 4

P6120723)

从目前整理出来的卖田契看, 至少到嘉庆十年以前, 石仓的田价与乾隆年间基本相同, 大

约为 10 千文到 15千文一亩。土地价格的大幅上升是从嘉庆中期开始的。据案例 11, 嘉庆十八

年的每亩水田当值虽然还不及道光中期, 但较嘉庆初年, 已经有很大的增加。从嘉庆中期至道

光中期的大约 30年间, 石仓田价大约增长了 3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嘉庆中期以后以钱为单位的田价高涨, 部分与银贵钱贱密切相关。根据上引严中平的著作,

可知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下跌以后, 从嘉庆九年开始, 银钱比价指数从 72 6一路上涨, 道光元

年 ( 1821) 达到 100, 道光十五年亦即道光中期达到 112 1, 道光三十年达到 176 1。在这四个

年份中, 直隶宁津县大柳镇 1两纹银可以兑换的铜钱, 分别为 966 9文、1266 5 文、1420 文和

2230 3文。北方银少, 南方银多, 故南方的银价较北方为低。王业键以宁波和上海为例, 指出

1826年、1834年和 1850年的 1 两纹银可以兑换的铜钱, 分别为 1187文、1422文和 2077文;

四川犍为县 1834年为1350文, 1848年为 1610文, 与宁波、上海 1847年的比值相同。1853年,

犍为县 1两银钱可以兑换 2220文, 达到宁津县大柳镇 1850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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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 在 19世纪上半叶, 北方、东南和西南三个地区的银钱比价, 一直在上升, 上升

的幅度各有高低, 但总趋势是一致的。1870 年以后, 由于西方各国实行金本位制, 银价大跌,

也使得中国的银钱比价开始下降, 在四川合江县, 光绪元年 1两银只能换 1500文, 光绪二十一

年跌至 1300文, 光绪三十一年更跌至 1200文。# 根据上文的论证, 可以推测至光绪二十四年,

即后文需要讨论的几份当田契的订立时间, 浙江银 1两大约可以兑换铜钱 1250文。

也就是说, 至道光中期, 如果以银两计算, 石仓的田价为每亩 30两, 这一价格较乾隆年间

增加了 1 2倍。至光绪后期, 由于银钱比价已经接近乾隆末年的水平, 所以田价上涨的倍数基

本上可以铜钱来计算。总之, 即使排除银钱比价的波动, 田价的上涨幅度也是惊人的。

王业键的研究显示, 从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 长江三角洲的米价围绕每石米值 2 3 两银波

动。直到咸丰二年, 米价才突然降至 1 32两银。在经历了几年的低迷之后, 米价上涨, 同治元

年达到高峰, 为 4 24两。这一年米价的大幅上涨, 与太平天国战争有关。同治六年, 战争已经

结束, 重建工作开始, 米价恢复到 2 26两银的水平。此后一路下跌, 直到光绪二十二年才恢复

到 2 38两即太平天国战前的水平。∃ 也就是说, 与乾隆时代相比, 至少到光绪二十二年, 每两

纹银的购买力没有大的变化, 田价的上涨是显然的。

从理论上说, 在石仓村, 道光中期的每亩水田的价格约相当于 7 8年的产量价值, 而光绪

年间的价格则相当于 11年的产量价值。从土地经济学角度思考, 道光及光绪年间的土地价格才

是正常的, 而乾隆年间的土地价格明显偏低。案例 10中的数据意味着土地市场大变革的开始。

田价上涨是否会带动物价的上涨? 尤其会带动粮食价格的上涨呢? 在已经发现的地契中,

只有一件涉及谷价。这一仅有的涉及谷价的契约订立于道光元年四月十六日, 正落在田价上涨

的时间段中, 弥足珍贵。

[案例 12] 立欠字人阙才魁人因上年欠过本家天开叔祖手内田租谷五担正, 作钱拾千

文, 自情愿将己下民田坐落本庄周岭脚, 土名大桥头田壹丘, 立字出当, 即日三面言断,

其钱照依乡规起息, 的至本年冬成一足送还, 不敢欠少, 如有欠少本利, 其田任见收租执

字起耕管业, 当人不敢阻挡, 恐口难信, 立当字为照。(编号: 4 P6120796)

据上文, 在道光元年前后, 银 1两约等于铜钱 1200文, 五担租谷作钱 10千文, 折银 8 3

两, 每担稻谷约合 1 67两银。此值已经大大高于乾隆年间每担稻谷值银 1两或 0 8 两的价格。

在王业键上引资料中, 是年长江三角洲的每石米价为 2 49两, 折合每石谷价只有 1 1两。在此

案中, 石仓村的米价大大超过苏州, 似乎田价的上涨带动了谷价的上涨。

在石仓村的一本流水账中, 笔者找到了几条乾隆四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九年的稻谷  价格!

资料, 其价格与苏州相比, 相近或略高。

[案例 13] 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刘玉福易 (姨) 丈借去米一桶, 作价三百文。十二月

二十八日, 照算六个月, 欠利五十四文, 并本利欠钱三百五十四文。

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算明欠利一百文, 并本利欠钱四百五十四文。

四十八年三月初七借去米一斗, 六月初二日借去谷一桶, 作价一百八十七 [文] , 半起

利。

四十九年六月初六日, 当山锄一把, 借去米贰斗, 作价七十 [文]。( 编号: 9

P719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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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将以上各条均看作刘玉福借米的  作价!。乾隆四十七年每担  作价! 2400文。按照一

两纹银值 1000铜钱的标准官价折算, 2400文值银 2 2两, 接近苏州同时代的米价。乾隆四十八

年一斗米和一桶谷  作价! 187文, 石仓一斗等于 4斤, 折合每担稻谷约 1430文。这一价格略

高于同时代的苏州米价。乾隆四十九年借米 2斗, 以每斗米值 35文计, 每担米价为 2700文, 略

高于苏州米价。借米借谷的量愈少, 其价就愈高, 因此, 这三份  米价! 资料不算太离谱。

有一份咸丰年间的流水账, 表明咸丰五年的石仓  谷价! 大大高于苏州:

[案例 14] 咸丰五年三月初二日, 借来食谷二担二面, 定价钱二千二佰文一担, 共计钱

四千伍佰文正。(编号: 8 DSC00417)

 二担二面! 可能为  二担二桶! 或  二担二斗! 之误。如果本案没有将  米! 误为  谷!

的话, 石仓稻谷的价格大致相当于苏州同时代的米的价格, 比苏州市场差不多高出一倍。

以王业键的研究作为基础, 我们甚至不敢假定金华或衢州甚至处州的粮价会高过杭州和苏

州。如果真的存在一倍左右的价格差距, 就会有商人运入粮食以平抑粮价。对于松阳或石仓而

言, 商人只需从金华运粮过来, 就可能使米价下跌。在乾隆与道光年间, 石仓村民中一直有人

在外做铁的生意, 对于粮食市场的价格, 不可能不知情。

这令人怀疑案例 12及案例 14中的两项  谷价!, 并不是真正的粮食价格。在上述各案中,

 借谷还钱! 的模式, 其实很难与乡村生活的实际联系起来。米谷  作价!, 在某种意义上, 只

不过是计算利率的一种方式。在案例 13的流水账中,  借谷还钱! 的利率高得离谱, 乾隆四十

七年的年利高达 36%, 乾隆四十八年的年利为 50%。这令我们猜想, 在现实生活中,  借谷还

钱! 的模式可能是不存在的。

再回到案例 11的讨论中来, 如果相信在一般情况下田地的当价不可能高于市场实际价格的

话, 那么, 嘉庆十八年张方荣所当出的 3 5亩田价, 每亩的实际价格肯定大于 20千文, 而低于

道光中期的 43千文。将此时每亩水田的价格定于 30千文可能是合适的。当入的 70千文铜钱年

利为 20%, 即须付息 14千文, 按照道光元年的价格可以购入稻谷 7担, 恰好是 3 5亩水田总产

量的一半。也就是说, 50%的地租率与 20%的年利率可以对应。在石仓, 土地的典当市场与土

地的出租市场是统一的。

到道光中期, 在田地当值依然很高的情况下, 利率水平却大大降低。道光十一年二月六日

阙天锡与族兄阙天开所订一份当田契约, 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案例 15] 立当田字人阙天锡, 今因生意缺本, 愿将自置民田坐落二十一都后宅庄小土

名洋坳头田一处, 又土名陈路后田一处, 又土名大畈段田壹处, 共田叁处, 计额五亩, 计

租拾贰担正。托中立字出当与本家阙天开兄边, 当出洋银壹佰陆拾元正, 其洋即日足其息

面断, 长年交纳利洋贰拾元, 其本洋的至下年冬成并利一足送还, 不得欠少, 如有欠少,

任凭兄边起耕管业, 当人无得异言, 恐口难信, 立当田字为据。(编号: 4 P6120788)

从  因生意缺本! 一句看, 本案与案例 2 相似, 当人因商业周转资金不足, 亟须典当土地。一

次当出土地 5亩, 是迄今为止在石仓各类卖田契或当田契中所见最大者, 也似乎只有商人有如

此大的手笔, 非一般小农所为。

5亩水田, 地租计为 12担。以每亩产谷 4担计, 地租率似乎达到 6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

水准, 似乎反映石仓的租地市场, 已经呈现人多地少, 土地供不应求之势。不过, 本案讨论的

160元洋银, 只需交纳利洋 20元, 年利只有 12 5%。这一利息差不多只有嘉庆十年以前年利的

一半。本案利率奇低的原因, 可能与当值总量较大有关, 所谓量大价低即是。

案例 15不是一个孤例。在案例 16中, 一份订立于道光二十四年的当田契约载明的年利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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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 , 内容如下:

[案例 16] 立当田字人阙翰洪, 今因缺钱用, 自情愿将父遗下民田一处, 坐落本都本庄

土名洋头岗安着, 上至翰堂田, 下至阙姓, 左至坑, 右至阙姓, 今俱四至分明, 立字出当

与本家阙翰鹤弟边, 当出钱本贰拾千文正, 其钱利当日面言, 每年充纳利加壹分五起息,

的至来年冬成并本利一足送到钱主家下, 交还清白, 不得欠少分文, 如有欠少, 任从推收

过户, 完粮收租管业, 当人无得异言阻执, 恐口难信, 故立当字为照。 (编号: 8

DSC00938)

至道光年间,  借钱还钱! 的年利率大幅降低。本文第二节中所呈现的利率下降趋势, 在此

得到了证明。不过, 有一份订于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七日的当田契值得讨论。这份契约是徐

金利、徐金坤兄弟将田当给阙翰培的。 当出铜钱本壹拾千文正, 其钱,,每千每月行利加贰伍

起息, 其钱并本利的于本冬一足送还! (编号: 8 DSC00668) , 本案的年利为 30%, 应无疑义。

我们的问题是, 细究契约, 此案实际只有 8 个月的借贷期, 较以上各案为期一年的贷期要少得

多。贷期越短, 利率就越高, 期限短利息高是可以理解的。

 以谷付息! 的典当方式, 则由于银钱比价和谷价的波动, 使测算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

[案例 17]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阙春财当田一契。坐落本都百步庄, 土名大王庙

外, 春溪水田一处, 内至圳头、外至林姓田、上至山、下至坑为界, 四至分明, 托中笔立

字当去铜钱本贰拾千文正, 每年充纳利谷贰担, 仝弟春福。(编号: 4 P6120667)

与乾隆年间相比, 道光二十九年利谷 2担所对应的不再是纹银 10两, 或铜钱10千文, 而是

铜钱 20千文。而在上引王业键的研究中, 可知道光末年, 银钱比价已达 1两银兑换 2千文之多,

较之乾隆年间整整翻了一倍。是年长江三角洲的每石米价为2 2两, 折合谷价接近每石 1两。由

此可见, 道光末年  以谷付息! 的年利也是 20%。另有其他六份道光年间的当田契 (编号:

14 0786、14 0827、14 0836、14 0844、14 1893和 15 163) , 依据同样的原则分析, 最

低年利率为 14% , 最高为 25%。道光年间  以谷付息! 的年利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在米价波动剧烈的时代, 如果只以订约当年的米价来确定当值及利率, 有很大的风险。出

于安全的考虑,  当人! 和  钱主! 都会采用一种稳妥的付息方式, 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乾隆时

代, 当值 10两, 对应于稻谷 2担, 年利约为 20%或稍低。当铜钱贬值达到一倍, 则当值 20千

文, 对应于稻谷 2担。这一标准搭配, 说明在谷价稳定的情况下, 年利率也是 20%。

一份订立于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当田契表明年利率继续下跌:

[案例 18] 立当田字人林养琳, 今因缺钱使用, 自情愿将自置民田, ,托中笔立字出当

与阙翰昌亲边手内, 当出铜钱本拾千捌零文正, 其息三面言断, 每年八月秋收之日, 充纳

水租早谷陆桶正, 其谷递年送至钱主仓前, 风扇交量明白, 不得欠少升合。如违, 其田执

契管业为据。(编号: 6 DSC00824)

在石仓村, 1担等于 8桶, 6桶等于 0 75 担。是年长江三角洲的每石米只值 1 46两, 6桶

稻谷只值 0 48两, 10 8千文铜钱约等于 4 7两银, 年利率大约只有 10%。依同样的方式对其他

9份咸丰年间的当田契进行分析, 结果是, 年利率在 10% 14%之间。 (编号: 14 0822、14

0824、14 0826、14 0838、14 1165、14 1871、15 108、15 109)

行文至此, 我们一度对于这一根据银钱比价和谷价的即时行情作出的分析表示怀疑。如果

 以谷付息! 以四年为期,  当人! 与  钱主! 不可能预知立约后三年的谷价水平。不过, 米价

市场的变化并非年年大涨或大跌。如有大涨或大跌,  当人!、 钱主! 会在契约中作出不同的反

映。一份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阙翰仁与阙琳茂之间签订的当田契, 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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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立当田契人阙翰仁, 今因无钱使用, 自情愿将祖手遗下阄分自己名下民田壹

处, ,托中立契出当与本家阙琳茂侄边入手承当为业。平 (凭) 中三面言断, 当出铜钱本

贰拾捌千文正。其钱行利面断, 每年充纳水租贰担正, 其谷的至, 每年八月秋收之日, 一

足送到当主家下, 交量清楚, 不敢欠少升合, 如违, 任从田主收租管业, 入册办粮。当字

与作卖契行用。恐口难行, 故立当田契为据行用。(编号: 5 P6130242)

同治元年苏州的米价已经涨至每石 4两以上。这一高涨的米价以及对战争影响的不确定性估计,

还有钱价的持续走低, 使得  钱主! 不得不将钱额提高 40%, 来获取每年两石稻谷的利率。同

治四年, 战争虽已结束, 但浙江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狼藉, 一份订于是年的当田契, 当出 20千

文, 年利租谷一担, 年利率较案例 19似乎还要低。(编号: 14 1972)

到同治九年六月七日, 张发财将两丘土地当给曹接宗, 当出铜钱 27 5 千文 (编号: 8

DSC00830) , 只比阙翰仁少当入 0 5千文, 而付出的水租多达 2担 7桶正, 折算为 2 87担。这

一年的实际米价已经降至 1 96两一石, 谷价则为 0 85两一担。2 87担值 2 44 两银。已知光绪

元年的银钱比价为 1 + 1500文, 同治九年当为 1 + 1700文, 27 5千文大约只值 16 2两银, 年利

率约为 15 1%。

光绪年间的当田契相当多, 逐一分析既不现实, 也不必要。大致可将全部当田契分为两类,

一类是借铜钱, 一类是借英洋。# 有订立于光绪三年、五年、十年和十一年的四份借铜钱契约

(编号: 15 090、15 091、14 0852、14 1206) , 按 1100文兑换 1两银, 以及每担谷值 1两

银进行计算, 年利率为 9 2% 13 6% , 利率相当低。有 13份借英洋契约 (编号: 14 1974、

15 111、15 081、 14 2166、 14 1183、 14 1232、 14 1948、 15 116、 14 1973、 6

DSC1059、15 112、15 130、15 062) , 按照每元值 0 72两银的官价折算, 光绪三年至六年,

每石租谷值银 1两, 年利率均为 13 9%,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三年每石值银 0 8两, 年利率亦为

13 9%。光绪二十四年后米价变动较大, 本文不作讨论。

总之, 嘉庆中期至光绪二十四年, 石仓田价出现了持续上涨的趋势, 稻谷价格则呈上下波

动状。在这一时期,  借钱还钱! 与  以谷付息! 的两种土地典当, 其年利率均呈下跌状。  借

钱还钱! 的年利从 30%降至 20% , 偶有更低者;  以谷付息! 的年利则从 20%逐渐降至 11% ,

甚至有低于 10%的。可能是出于钱价波动因素的考虑, 乾隆年间, 石仓村民曾  虚拟! 出一种

 借谷还钱! 的方式。这一借贷方式的年利率高达 36% 50% , 似乎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通行。乾

隆以后的情况不明。

五、 当人! 与  钱主! 的双赢

在土地典当利率持续降低的情况下, 乡村富户之所以不弃当田而去放贷, 是因为乡村中

 借钱还钱! 的借贷市场容量有限。土地的产出是最稳定的, 所以,  以谷付息! 就成为一种最

稳定最可靠的借贷方式。事实上, 咸丰以后, 已经很少见有  借钱还钱! 式的土地典当。

有两份光绪二十四年订立的  当田契! 颇有讨论的价值。一份订立于二月二十九日:

[案例 20] 立当田字人阙玉土, 今因无钱应用, 自情愿将父手遗下民田一处, 坐落松邑

二十一都茶排庄, 土名桐坑对面安着田一处, 大小三丘, 上至当人大丘田为界, 下至阙玉

球田为界, 内至当人田为界, 外至坑为界, 今具四至分明, 自情托中立字出当与德琈公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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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入受承当为业, 其田当过洋银贰拾肆员正, 其洋银随字交付足讫, 不少分厘。其田自

当以后, 每年八月秋收之日充纳禾谷贰担正, 其谷不敢欠少, 如有欠少, 任凭艮 (银) 主

起耕改佃, 收租管业, 当人无得异言阻执, 愿当愿受, 此出两相情愿, 各无反悔, 恐口难

信, 故立田字为据。(编号: 1 P5050241)

一份十二月十四日订立的当田契, 所载水田坐落在案例 20之毗邻。在时间、当值与租额

上, 与案例 20几乎一模一样。最大的不同是案例 20为三丘田, 而本案只有二丘田。

[案例 21] 立当田契字人阙起良仝弟等,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祖父分己阄内民田,

座落松邑二十一都石仓源茶排庄土名桐坑杉树窝口安着, # 民田贰丘, 上至当人田, 下至阙

姓田, 左至山, 右至当人田为界, 今俱四至分明, 其田自愿托中立字出当与本家阙德琈公

入手承当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断, 当过英洋贰拾四元正, 其洋即日交付清楚, 不少分厘,

其利息每年八月秋收之日充纳利水谷贰担正, 其谷不敢欠少, 如有欠少, 任凭银主起耕易

佃, 当人无得易言, 但执愿当愿承, 此出二相情愿, 恐口无凭, 故立当契为据。 (编号:

1 P5050231)

案例 20和案例 21中田之所在竟然为村民阙龙兴所指认。在离阙家大约 800米远的同一条山

垅里, 我们找到了这五丘水田, 现场测量的结果是, 案例 20为 1 4市亩 ( 974平方米) , ∃ 案例

21为 0 6市亩 ( 400平方米)。这五丘水田不仅坐落相近, 且水利条件也相同。有趣的是在案例

21中, 阙起良以 0 6市亩水田, 当到了案例 20中阙玉土用 1 4市亩水田才能当到的银元。

典当物品与当值之间虽然存在数量上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是不完全对等的。价值百两银子

的土地, 可以当出 20两银, 也可以当出 40两银。案例 20和案例 21的差异, 是可以理解的。

不仅如此, 在乡村的土地买卖中, 有时也会出现脱离平均价格的超高价格。在阅读石仓地

契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道光元年阙氏在兴建阙氏宗祠  维则堂! 后, 就曾经以高出市价一倍

多的价格, 收购祠堂周围的土地。阙龙兴说, 如果阙氏不收购这些土地, 土地的主人可能  起

屋!, 即建造房屋, 那样的话, 就会破坏阙氏宗祠的风水。于是, 紧邻  维则堂! 的土地, 就成

为特殊土地, 从而在土地市场上获得较高的售价。

为了与案例 19进行比较, 兹将洋银兑换成银两。1元洋银约等于 0 72 两银, 24元约等于

17 28两, 以 2担租谷作为利息, 以 1担稻谷 1两银计, 这一年利率水平只有 11 2%。这再次证

明, 至光绪后期, 乡村土地典当的利率水平是相当低的。这令人联想起案例 12和案例14中米谷

借贷中的高额  作价!。只有在  借谷还钱! 的模式中, 由于  谷价! 倍增, 利率水平才有可能

翻倍, 并达到 20%的正常水平。很显然, 在石仓村, 如果当人不用米谷还债, 而采用货币还贷

的话, 年利率则可能达到 20%。如果以谷还谷, 或以谷还钱, 年利率只有 11%。在银钱比价不

稳定的清代中期, 或许, 提高借谷还钱的利率, 才是规避风险最好的方法。

在案例 20中,  当人! 以 11 2%的年利率, 借到了急需的洋银 24元,  当人! 似乎占尽了

便宜。然而, 站在  钱主! 的立场上, 这同样也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买卖。这 1 4市亩水田, 以

传统时代当地每市亩平均产量为 320 斤稻谷计算, 只相当于  产量亩! 的 72 26% , 即七分二

厘。依照时价, 每一产量亩水田价值 53 千文, 加上平均 16%的  找价!, 总价格为 61 5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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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中,  安着! 一词似乎可以后置, 但在其他同类田契中,  安着! 一词并不是及物动词, 只能置于

标点之前。本契标点所以只能作如此处理, 特此说明。

我们在测量时, 发现原来的三丘水田现为五丘。村民告知, 1911 年洪水冲毁了这三丘水田靠山的一侧 ,

洪水后整治土地, 这三丘水田变为五丘, 面积不变。关于此次特大洪水, 可以参见松阳县志编纂委员

会编: %松阳县志 大事记&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第 10 页。



当年的银钱比价约为 1 + 1250文, 约合 49 2两银。水田 1 4市亩值银 35 55两银。  钱主! 以

17 28两银, 亦即以不足田价一半的价格, 获得了土地产量的 70%余。

在案例 21中情况有所不同。依上例计算, 0 6市亩可以产出稻谷 192斤, 相当于  产量亩!

一亩产量的 29% , 即二分九厘, 时价可值 14 27两银。 钱主! 以 17 28 两银的代价, 当入这两

丘水田, 当价已经超过当田的市场价格。看似不合算, 然而, 这 0 6 市亩的全部产量只有 192

斤, 而  钱主! 所收年利为 310斤,  钱主! 以 0 35  产量亩! 的当价, 获得了 0 5  产量亩!

的产量, 仍然是一件合算的买卖。也就是说, 案例 21 中的  当人! 必须从其他土地的收获物中

拿出一部分来交纳当出土地的利息。在当价超过土地的市场价值,  当人! 向佃农的转化也就基

本完成了。案例 10中的怪异现象与此相同。

这一奇怪的现象令我们更进一步思考, 既然类似的典当并非个案, 就说明其中蕴含着值得

深思的东西。在  当人! 和  钱主! 都不吃亏的前提下完成的这项交易, 其本质必定是  钱主!

并没有过多得到地租, 而  当人! 也没有过多交纳地租。导致这一另类  双赢! 局面的根本原

因, 其实就在于石仓田价的居高不下。

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在人多地少及人口增长且耕地面积基本不增长的前提下, 田价的

上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当田价较低时,  当人! 所得当银 (钱) 较少, 利率较高, 所付利息相

对较多。乾隆年间, 在案例 2中, 每  产量亩! 的当银只有 6 67两; 在案例 5和案例 6中, 每

 产量亩! 的当银仅为 5两。只有案例 10是一个例外。当田价上涨,  当人! 所得当银 (钱) 较

多, 利率降低, 所付利息相对较少。案例 11中平均每亩当出 20千文的高价; 在案例 15中每亩

当值高达 32元英洋。这一较高水平一直维持到光绪年间, 详见案例 20所揭。

仔细研究本文各案, 推测所有的奥秘可能出于田价高涨后土地典当中的  以谷付息! 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  钱主! 用低于典当物市价的资本控制了典当物, 所得利息超过所控制的田亩的

地租支付。这一模式不仅使得  以谷付息! 本身的利率降低, 也使得  借钱还钱! 利率随之降

低。案例 15和案例 16即是如此。在这个模式中, 当土地价格上涨到某一个临界点时,  当人!

与  钱主! 的利益便会达成平衡。

当田价高居不下时,  当人! 手中的土地资产升值。在土地典当市场上, 他们拥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土地典当的低利率, 因此而产生。为了获得土地的所有权, 拥有货币资本的  钱主!,

往往通过当入土地的方式, 获得土地的控制权, 一旦  当人! 无法付息, 则可进一步将当入土

地变为买入土地。或许,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将典当转为买卖, 因为, 当入土地要比买入土地合

算得多。

在一个人多地少, 田价高企的地区, 由土地典当所反映出来的土地租赁与土地买卖市场上,

并不存在绝对的赢家与输家。以案例 20为例, 光绪年间每亩水田的价格高达近 50两银, 而每亩

水田的租谷只值 2两银。买田者的投资回报低至每年只有 4%。而在本案的典当中, 年回报率则

可达到 11 7%。显然, 当入一块土地要比购入一块土地合算得多。

写到这里, 我们不禁想起所经手的 2000余张土地契约。在石仓村的各种契约中, 土地买卖

的契约最多。这意味着土地买卖是石仓村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土地交易方式。站在  当人! 的角

度思考, 当田价居高不下时, 售出土地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也就是说, 在浙南山区, 做佃农

有时要比作地主更理性, 更合算。站在  钱主! 的角度看, 通过当入或购买土地, 将资本积淀

于乡村; 尤其是这种资本来源于工商业时, 其意义更不可低估。来自乡村以及农业之外的资本,

因此而分散于乡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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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 ∀ 论

在本文中, 虽然所据资料主要来自浙江松阳的石仓村, 但却可以做更大范围的理解。吴松

弟最近正在从事同样地处浙南山区的泰顺县的相关研究, 据他面告, 清代泰顺县也同样出现过

田价上涨的过程。# 而在徽州, 乾隆十一年田价即已开始上涨, 且一直维持到道光初年。有趣的

是, 在田价高涨的乾隆年间, 徽州  以谷付息! 的典当利率大约为 12%, 与本文所得结论相同,

由此,  当时投资于土地的地租利率大大低于社会上的借贷利率水平!。∃ 这样看来, 石仓村的土

地典当,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浙南乃至一个更大地域范围的代表。

在本文中, 无论是  当人! 还是  钱主!, 都是石仓村的村民。松阳县石仓村的土地典当可

能与商业有关, 却与城市不直接相关。以前所有建立在城乡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理论和假设, ∋ 对

于石仓村并不适用。不仅如此, 杨国桢、陈支平等人讨论过的福建乡村借贷问题, 也基本属于

乡村内部的市场问题。即使在民国时期的石仓村, 乡村土地典当市场的这一性质并没有改变。

就传统时代的浙江南部而言, 尽管农村金融机构比较缺乏, 但村庄中自有一套自我解决资

金的办法, 通过土地抵押与典当获取贷款就是其重要手段。不断下降的利息反映了这个市场的

不断成熟, 也反映了传统农村资金自我调剂能力的不断加强。这一过程, 可能是传统乡村社会

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

随着人口的增长, 人均所拥有的土地日益缺乏, 耕地越来越成为稀缺性的资源。与此相适

应的, 是土地市场价格的高涨。( 然而, 有力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来积累财富, 却不可能将其作

为投资的手段。于是, 通过当入土地收取地租反而是较好的投资方式。也就是说, 相对于土地

购买者而言, 通过土地典当进行投资有其合理性。

对于土地的购买者而言, 购买土地的过程就是财富分散的过程。土地的集中亦即意味着财

富的分散。不仅如此, 通过分家析产, 集中的土地又会再度分散。所以, 直到 1950年的土地改

革时, 石仓村的地主不过是户均拥有 30亩土地的自耕农。−

总之, 通过土地买卖和分家析产, 浙南乡村经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财富分散的过程, 最后

造就一个均贫的乡村社会。这一过程, 可能是传统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二。

.作者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 200030; 李霏霁,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系

学生, 上海 ∀ 200030/

(责任编辑: 王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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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 在阅读杨国桢 %清代浙江田契佃约一瞥&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 年第 3期) 一文时,

也能强烈地体会到浙江南部山区的土地制度有高度的一致性。杨氏所阅清代浙江田契藏于浙江省博物

馆, 未开放阅览。

刘和惠、汪庆元: %徽州土地关系&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第 227 页。

参见方慧容: %民国时期的土地典当: 理论与实践& , 第 6 页。

太平天国战前的经济紧缩导致了徽州的田价下跌, 却未影响石仓。太平天国战争导致徽州人口半数以

上的死亡, 也对石仓人口产生了影响, 但影响的程度低于徽州。所以, 战后徽州田价大跌, 而石仓田

价不跌反涨。

松阳县档案馆藏: %靖居区石仓乡土改的总结报告& , 1951 年 5 月, 档案号: 1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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