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究

残缺产权 之转让:

石仓 退契 研究 ( 1728 ! 1949)

曹树基 ∀ 李 ∀ 楠 ∀ 龚启圣

∀ ∀ 摘 ∀ 要: 在 1728年至 1949年的浙南乡村, 存在一种称为 退 的交易行为及

制度安排, 体现了乡村土地交易的复杂性与交易方式的多样性。土地交易, 并不

一定是土地所有权的整体性交易, 而经常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

部分性交易。因此, 土地所有权的残缺暨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分离,

为重新理解及重新界定传统乡村的产权制度, 提供了新的认识框架与解释模型。

关键词: 退 ∀ 退契 ∀ 残缺产权 ∀ 石仓契约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 浙南山区契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项目号 08BZS031)、上海市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 浙南山区契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项目号 2008DLS001) 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

学创新重点项目 两种田面田与江南的地权结构 (项目号 08ZS14) 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

贵意见。

# ∀ ∃石仓契约% 计划分 4 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每辑 8 册。第 1 辑第 1 ! 4 册中的大约 1000 份契约、

税单、执照等保存在一个樟木箱中, 品相完好, 记载了阙氏家族的一个完整支系: 其兴 ! ! ! 天贵 ! ! !

德璁 ! ! ! 翰斌 ! ! ! 玉磬 ! ! ! 起仓 ! ! ! 吉粮共七代人的土地买卖情况及纳税情况。时间从雍正六年

( 1728) 起, 至 1949 年止。

2007年迄今, 我们在浙江松阳的石仓及周边村庄, 搜集到大约 8000件清代以来的土地买卖

契约、税单以及数百种乡村文献。这些土地契约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本文利用已经编定的

∃石仓契约% 第 1辑第 1 ! 4册所收录的几十份 退契 , # 分类探讨从 18世纪上半叶至 20世纪

中叶浙南山区的土地买卖与产权观念。

本文的写作来源于我们对于石仓 找价 的研究。我们曾对石仓土地买卖中的 找价 与

非找价同时并存的现象相当不解, 后来发现除极个别的案子外, 几乎所有的标明回赎时间的卖

田契, 都不存在找价的问题。于是给出一个假设: 石仓村存在两个不同的土地市场, 一个是土

地买卖市场, 其标准地价一般由 卖价+ 找价 构成; 一个是土地信贷市场, 其标准 价格 

为 卖价 , 没有找价, 此类地契称为 单卖契 , 此类价格称为 单卖价 。所谓 回赎 , 即

是买主依照 单卖价 (原价) 将田 退 还卖主的过程。

然而, 在有关 退 契的分析过程中, 我们发现 退 的内涵比买主将田依照原价退还卖

主以及以往学者所讨论的内容丰富得多。兹分类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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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林股权之转让

在中国的东南山区, 山林的经营通常采用一种称为 批 或 拚 的合作制来进行。这一

经营形式虽然由来已久, 但在 ∃石仓契约% 中, 完整的 拚 契却很少见于清代, 而多见于民

国时期。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一现象可能与石仓产业的转型有关。清代中期以前, 石仓山场主

要为炼铁业提供木炭, 道光以后, 炼铁业式微, 木炭业也随之衰落, 村民开始转营杉林。#

民国 10年 ( 1921) , 石仓叶氏兄弟三人, 向石仓阙氏租种一块山场, 栽种油桐、玉米和杉

木。叶氏与阙氏订立 拚契 见下文。契约的签名由于占用篇幅太多, 恕不录入。

立讨栽种山字人叶日根、日金、日麟三人仝等, 今因无山栽种, 自愿向到茶排阙玉银、

起清、起昌、起恩四房仝等山场壹处, 坐落松邑廿都横水口庄, 小土名岗头石门镇内安着,

上至山顶, 下至田, 左至林姓大峎 [岗] , & 右至自己山主山峎为界, 今俱四至分明, 自愿

托来栽种桐子、苞萝, 当中面付过山租英洋弍拾弍元正, 以作桐子、苞萝之租, 其栽种杉

木之秧, 种人自办, 不涉山主之事, 其杉木日后成林出拚之日, 宾主对半均分, 其杉木限

定叁拾年箓 [育] 养, 不得过期, 如违, 以作废字, 不得行用, 再杉木出拚, 邀同山主踏

明仝拚, 不得私行砍伐, 如有私行砍伐, 任凭山主公论赔罚, 讨人无得异言等情, 恐口无

信, 故立讨栽种山字为据。

一批洞外路上嫩苗不在数内, 归于山主出拚。

一批来年定要栽种杉木, 不得延搁, 如违, 另租他人栽种, 此照。

本契出现的是 租 和 拚 两种混合的经营方式: 租 也可称为 讨 , 拚 则是合作。栽

种油桐与玉米的部分, 属于租种, 佃户叶氏交纳租金 22元英洋后, 自种自销, 与山主无涉。根

据我们对当地杉林种植制度的了解, 幼杉未成林时, 农民在林间种植玉米与油桐, 杉木成林后

则不栽种他物。通常油桐成熟采摘需要三年时间, 故又称 三年桐 。22 元英洋租金为 种人 

栽种桐子、玉米的一次性租金。

叶氏所栽杉木成林后, 与山主五五对分。杉木的成材期长达 30年。在这期间, 种山者如有

急用, 就不得不转让杉林权。杉林权属于种山者与山主共同享有, 种山者与山主任何一方都不

拥有全部之产权。于是, 这种 残缺产权 之转让就获得一个特定的名称 ! ! ! 退 。同治四年

( 1865) , 徐宗来与阙翰桂订立了一份退杉木契:

立退杉木字人徐宗来, 今因无钱使用, 自情愿将自己与翰桂山场栽种有杉叁伯 [佰]

枝, 坐落松邑廿都树消 [稍] 庄, 土名坳门坑, 安着杉木叁伯 [佰] 枝, 托中立退字, 出

退与阙翰桂仝侄入手承退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断, 时价铜钱伍仟肆伯 [佰] 文正, 其钱

即日交付足讫, 不少分文, 其杉自退之后, 任凭退主箓养成林, 长大、发运、砍伐, 徐边

并无异言阻执等情, 恐口难信, 故立退杉木字为据行。

徐宗来与阙翰桂共同经营山场。按照俗例, 山主得五, 插苗者得五, 杉林成材后五五分成。徐

宗来属于插苗者, 他将苗木权转给山主阙翰桂。山主阙翰桂并不因此而获得此山杉苗之完整产

权。这是因为, 该山栽种的杉树远远不止 600株。光绪元年 ( 1875) , 徐宗来继续将这一片山场

119

残缺产权 之转让: 石仓 退契 研究 ( 1728! 1949)

#

&

参见曹树基、蒋勤: ∃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中叶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 待刊; 曹树基: ∃石仓洗砂业

中所见清代中叶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 待刊。

[ ∀ ] 表示引用者改正之字, ( ∀ ) 表示原作者漏写之字。全文同, 不一一说明。



上的另外 300株杉木退与阙翰桂, 并加批曰: 一批日后统山任凭山主挑选陆佰枝正 , 即指杉

木成林后, 山主阙翰桂可以在山上任选 600株杉木。由此可见, 徐宗来之 退 只是售出其养

育杉林的一部分产权。

需要指出的是, 在光绪元年的这份 退 契中, 书写格式为 立退杉木工本 。 退杉木 

与 退杉木工本 的概念是一样的。对于徐宗来而言, 他没有山场的山权, 只有一半的杉木权。

杉木权的一半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付出而获得的。劳动力即是 工本 。

还有几份退杉木契或退杉木工本契, 没有标明受退者究竟是不是山主, 不加讨论。以下一

份订于光绪二十三年的退杉木契表明, 受退者可以不是山主。本契篇幅太长, 转引时有所删削。

立退杉木字人吴玉松, 今因无钱应用, 自情愿将先年向与阙白文公尝山讨来栽种杉木

弍处, 坐落松邑二十一都夫人庙庄∋∋今俱四至分明, 四至之内, 杉木山主坐三股, 种人

坐七股, 愿将自己种工杉木七股, 托中立字, 出退与阙玉磬仝弟等入手承退箓 [育] 养为

业, 当日三面言断, 时值英洋陆拾肆元正, 其洋即日付清足讫, 不少分厘, 其杉木成林日

后, 约同山主出拚, 退人无德 [得] 异言阻执, 恐口无凭, 故立退杉木工本字为据。

一批丁卯年完满, 不德 [得] 行用。

在本契中, 山场上的杉木不是五五对分, 而是种人得七股, 山主得三股。# 由于未看到当年的拚

山契, 原因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种人的投资要大于山主, 而山主除了提供山场外, 在

苗木及其他方面无任何投资。

查 ∃阙氏宗谱% 可知, 阙白文即阙弼文, 与阙玉磬的先祖阙其兴并非一支。阙玉磬不是阙

白文的后代, 不可能拥有阙白文尝山的山权。退杉可以退给非山主, 此例可证。

非山主可以是同姓, 也可以是异姓。如光绪二十五年林全茂就将其祖父从叶姓手中讨来的

山场, 栽种杉木后, 出 退 其中 5000枝给阙玉磬, 且规定将来出拚之日, 在阙玉磬未挑妥

5000株杉木之前, 林姓不敢上山砍伐。因为 其杉木自退之后, 任凭阙边箓养 , 所以, 受退主

还需负有养育之责。这就说明, 不可以将杉木之 退 理解为杉木交易之 期货 。

二、田面田之转让

在石仓契约中, 从未见到过 田骨 、 田皮 之类的字眼, 类似的概念也不曾发现。在调

查中, 我们多次向村民解释 田底 与 田面 的含义, 村民表示不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认为石仓可能不存在江南以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田底与田面的分离。

然而, 在石仓契约中, 我们发现 退 的性质之一即是 田面 之转移。虽然赵冈曾经指

出, 出卖田皮之契, 不称为 卖 , 而称 退田契 。但他所见到的契约格式为: 立退小卖田契

人 ( ( ( ∋∋ & 其义一见自明。石仓契约没有如此明显的提示。石仓的此类 退 契, 是以

退工本 的形式出现的。

一份订于乾隆四十六年 ( 1781) 的 退工本 契文如下:

立退工本人周应利, 今因口食不给, 自愿 (将) 原有阙边田角兄手开有田, 坐落廿一

都后宅庄, 土名周宅寮塆, 大小田拾弍丘, 又内塆田三丘, 自愿退与阙天有边, 退出工本

120

历 ∀ 史 ∀ 研 ∀ 究 2010年第 3期 ∀

#

&

此 股 绝非现代股份制企业中公共股权, 而是现代股权的原始状态, 类似于现代股份合作。在传统

社会 股 本身有共同参与, 协作处置等意义存在。

赵冈: ∃永佃制研究%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年, 第 41 页。



银壹两三钱伍分正, 其银即日收清足讫, 其田任凭阙边起耕管业, 退人不得异言阻执, 恐

口难信, 立退工本为用。

契中文句不十分通顺, 但仍然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周氏将阙天有的田角荒地开垦成田, 从而享

有 田面 , 这种田面是可以转让的。

石仓地契中有这样的约定, 某块地及周边的荒地一并出卖。所谓 原计额壹亩正, 并带上

下左右荒田, 一应在内 , 即为书写格式之一种。在以前的讨论中, 学者常以海边滩涂及湖荡之

地的垦荒作为例子, 阐述田面的由来, 却不曾想到在浙南山区, 大批田头地角零星荒地之开垦,

也构成田面由来之一种。关于其性质, 则均如黄宗智所称: 一个佃户把一块几乎一文不值的土

地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他应该从他的辛劳中受益似乎是适当和公正的, 因此形成了田面权

的概念。 #

周氏在这 15丘新垦之田上投有工本, 从而拥有某种权利。这种权利即是, 如果没有周氏的

同意, 阙边不可以对这块土地 起耕管业 , 即实施管理权。尽管阙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当地

块还是荒地时, 阙氏是这块土地完全的主人; 一旦被他人垦成农田, 阙氏便只是这块农田的田

底拥有者。

再看嘉庆八年 ( 1803) 订立的一份退田契, 其记载就更加明白。

立退字人雷卷禄, 今因口食不给, 自情愿将原系阙边田角, 坐落念一都蔡宅庄, 土名

张坑湾屋后安着, 自手开出水田贰丘, 托亲友向与退阙天贵边, 当日三面言断, 退出工本

铜钱贰千文正, 其钱即日收讫, 不少个文, 自退之后, 任凭阙边另佃收租管业, 雷边不得

异言阻执, 恐口难信, 立退字为据。

雷姓开出的这两丘水田, 原系阙天贵田边之荒地。雷姓退出后, 任凭阙边另佃收租管业 。雷

氏退田之前, 荒田已经成熟, 雷氏拥有田面, 自无疑义。在我们编辑定稿的 ∃石仓契约% 第 1

辑第 1 ! 4册中, 嘉庆、道光年间, 至少还有三份同一类型的 退工本契 , 兹不一一引述。

有一块土地 田面 经历了失而覆垦的奇特变迁。道光十二年 ( 1832) 的一份契约曰:

立退田契人张石琳仝弟石满、石玉等, 今有坐落松邑廿壹都大岭后宅庄, 土名茶铺阙

姓屋对面, 安着田壹处, 上至坑, 下至买主田, 内至山, 外至坑为界, 其田净 [尽] 处,

寸土不留, 计额伍分正, 前因嘉庆廿五年洪水冲荡无存, 今具四至分明, 托中立契, 出退

与阙宅德璁姐夫身边承等, 付应工本开垦, 当日三面言断, 退过工本, 时值田价铜钱肆拾

仟文正, 其钱即日亲收足讫, 不短分文, 其田自退之后, 任凭阙边推收过户, 完粮起耕,

改佃收租管业, 退人不得异言阻执, 委系正行交易, 不是准折债负之故, 日先并无文墨交

加, 与内外人等并无干碍, 如有来历不明, 退人一力承当, 不干买人之事, 所退所受, 出

在两相情愿, 并无逼抑之理, 恐口难凭, 立退田契永远为据。

阙德璁的这块水田因洪水冲荡而不存, 但土地仍在。洪水冲掉了这块农田的耕作层, 恰似冲掉

其 田面 ; & 而张氏垦覆后所得, 正是此田之田面。作为补偿, 张氏显然拥有此田的 田面

权 , 本契之退, 就是将张氏田面出售给田底主人。按照时价, 石仓每亩水田值 47千文, 而本

案每亩价值高达 80千文。细读本契, 此田两面环水, 一面靠山, 另一面则是 买主田 即阙德

璁的田地。如果冲垮之田不加垦覆, 就会威胁到阙氏的这块未冲毁之田。由于被冲之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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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仓茶排的桐坑口, 我们曾经考察过一块载于光绪二十四年当契中的田, 据村民讲, 曾被民国元年

大水冲垮部分。这次大水, 新修 ∃松阳县志% 有载。虽经垦覆, 却比原来的田块低了 50cm。



不大, 用近一倍于时价的价格将其覆垦, 是可以理解的。阙德璁在交纳 40千文铜钱后, 收回田

面, 成为这块农田完整的产权拥有者。

在本节所列个案中, 由于垦荒 (或覆垦) , 田面除了具有某种抽象的 权利 的意义外, 还

具有某种物质性。这里的 田面 之转让, 颇像是某种物质实体之转让。因此, 我们将其称为

田面田之转让。

三、田面权之转让

本文伊始,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假设: 有 回赎 期的 单卖契 是土地作为抵押物的标志。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 1800 年以前, 单卖价 与 卖价+ 找价 中之 卖价 的价格之比约为

1) 1 3。由于田底价与田面价的变化趋势并不明了, 所以, 我们不能仅凭价格确定 单卖契 

中抵押的究竟是田底还是田面。

乾隆五十年的一份 卖 田契, 记载张永全将一块税额八分的水田 卖 给其本家叔张松

牧, 契文如下:

立卖契人张永全,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父手分阄下水田壹处, 土名坐落云和九都

牛角埦小坑脚下, 水田叁拾肆丘, 额载八分正, 上至小桐树边长丘下横为界, 下至坑为界,

左右山为界, 其田四至分明, 欲行出卖, 托中送与本家叔松牧手内入手承买, 当日凭中三

面言断, 田价白银贰拾捌两正, 其银即日收清, 不欠分文, 其田与上下房亲伯叔兄弟人等

并无干碍, 亦不增 [曾] 重复典当他人, 但有来历不明, 皆系卖人一力支当, 不涉买主之

事, 其田自卖之日, 任凭买主推收过户, 完粮收租管业, 卖人不敢异言阻挡, 今欲有凭,

立卖田契付与买人子孙永远收执为照。

一批其田不另 [论] 年月, 原价白银取赎。

张永全将此八分水田 卖 给本家叔张松牧。卖契中有 任凭买主推收过户 、 子孙永远收执

为照 , 是行文格式; 一批其田不另 [论] 年月, 原价白银取赎 , 则是实在的。四年之后, 张

松牧将田退回本家兄张荣牧。推测张松牧与张永全的血缘关系, 要远于张荣牧与张永全。其契

文如下:

立退田契张田牧、松牧等, 今因日先买得永全侄边水田壹处, 坐落云和九都内管土名

牛角塆水口小坑脚, 水田大小共叁拾肆丘, 计额壹亩零, 计租谷伍硕正, 上至小桐树边长

丘下横为界, 下至坑左右山为界, 今具四至分明, 自情愿退还与本家荣牧兄边为业, 当日

凭中面断, 田价银贰拾捌两正, 其银随上手原契收讫, 不欠分文, 其田自退之后, 任凭兄

边收租完粮耕种, 退人不得异言阻执, 退契即作卖契管业, 日后不得找赎等情, 恐口难凭,

立退契付与荣牧兄边子孙永远为照。

在此两契中, 丘数、坐落, 卖价与退价均相同, 可见所退之田即为所卖之田。唯一的差别在于,

卖契记载的亩额只有 八分 , 而退契记载的亩额则为 壹亩零 , 原因不明。有意思的是, 尽

管契中记有 完粮收租管业 , 但所谓 完粮 , 实际上只是税责之转移, 并非产权之过户。关

于这一点, 本文第五部分还有申说, 此不赘言。据此可知, 作为抵押物的是田面, 而不是田底。

有一组契约相当有趣, 它不仅包括卖田契, 而且包括找田契, 甚至包括契尾。在完成了土

地购买全过程的若干年之后, 买主居然将这块水田 退 给原卖主。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日订立的卖契为:

立卖断截契人张光兴、琳生,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父手遗下水田壹处, 土名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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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塆凹下, 上至山为界, 下至六益田为界, 左至山为界, 右至山为界, 其山每向四丈,

并及荒恳 [垦]、桕树、竹头, 俱一在内, 计额四亩正, 内有四至分明, 立契托中送与到景

和入手承买, 当日凭中三面言断, 时值田价纹银陆拾贰两正, 其银即日两相交付足讫明白,

不欠分文, 其田与上下房亲兄弟人等并无干碍, 亦无重复典当他人, 倘有来历不明, 不涉

买主之事, 卖人一力承当, 其田自卖之后, 任凭买主推收过户, 完粮管业耕种, 卖人不得

异言另生, 如有另生, 情愿甘受叠骗之例, 二比甘肯, 两无逼勒, 不是准折债货之故, 其

田自卖之日, 价讫粮足, 一卖千休, 永不敢异言等情, 立卖挖根绝骨田契付与业主子孙永

远血业为照。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即此卖契订立的 43天之后, 卖主与买主订立找契如下:

立断找绝契人张光兴仝弟琳生, 今因交易民田壹处, 土名坐落云和九都内管牛角塆,

田亩丘角, 内有四至, 正契载明, 今请托原中相劝业主刘景和手内找出契外白银三拾两正,

其银即日收清, 不欠分文, 其田自找之后, 卖人永不敢异言, 如有自 [此] 色, 情愿甘受

叠骗之例, 恐口无凭, 立找挖根绝骨找契付与买主子孙永远为照。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 买主交纳 卖价+ 找价 3%的税银后, 办理契尾。至此, 买家刘景和完成

了这块水田购买的全过程。没有想到的是,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刘景和兄弟与原卖主张

光兴订立以下 退 契, 契文如下:

立退田字人刘景和兄弟等, 今因先日与张光兴交易民田壹处, 土名坐落云邑九都牛角

塆, 亩分界至原契载明, 情愿退与张琳生入手管业, 即日收过价银九拾叁两正, 其田自退

之后, 任凭张边过户完粮管业, 刘边不得异言, 恐口无凭, 立退田字为照。

刘景和为购入这块水田所支付的价银为 94 76两 (卖价+ 找价+ 税= 62+ 30+ 2 76) , 而退得的

价银只有93两。如果是张光兴原价取赎, 刘景和收过价银应为 92两或 94 76两, 不应该是介于

其中的 93两。这令我们猜想, 这一价银不是这块田地的全部价格,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约从乾隆后期开始, 石仓田价开始较为迅速的上升。至乾隆五十七年, 石仓水田的价格

每亩约为 35两, 这 4亩水田合计总价应为 140两, 本契中的 退价 仅为时价的 66 4%。有意

思的是, 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年间的 卖价 正好就是 卖价+ 找价 的 67 4% , 两者基

本吻合。这一价格提示我们, 乾隆五十七年刘景和所退为 田面 而非 田底 。

田面也可 退 给外族之人。同治八年, 徐宗来将开垦的一处民田转让给阙翰桂众。

立退工本字人徐宗来, 今因口食不结 [给] , 自愿开有民田壹处, 坐落松邑廿都上坳门

安着, 开成民田壹处, 共计柒横正, 自愿托中立字, 出退与阙翰桂众入手承退为业, 当日

凭中三面言断, 工本铜钱肆仟文正, 其钱即日随退字交收付足, 不少分文, 其田自退之后,

每年统纳水租谷 ( ∗ ∗ ) 正, 其谷的至 [等到] 八月秋收之日送到业主家内, 风 (扇) 租

桶交量, 不敢少欠, 如有少欠, 任凭业主起耕改佃, 退人无异言阻执, 愿退愿手 [受] , 两

相情愿, 各无反悔, 一退千休, 并无逼抑之理, 恐口难凭, 故退工本字为据。

细读契文, 可知此契与前文引用过的 退工本 契是不同的。开垦之前, 这块荒地并不属于某

某 边 , 即不是某人水田的田头地角。在乡村中, 除了海滩、江边、湖畔涨出的土地, 一般来

说, 是不存在所谓 无主荒地 的。徐宗来似乎是在自己的荒地上, 开垦出一块 民田 , 由于

徐氏不想出售地权之全部, 就有了这一 退工本 契, 即将 田面 退给阙翰桂众。这里的

众 指的是 纳税户名 所包括的自然人。关于这一点, 可以参见我们其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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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没有讲定每年租谷的数量, 且错字、漏字甚多, 疑为草稿。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这

块原本属于徐宗来的农田, 一直自耕, 从未出租过, 所以没有固定的租额, 租额待定。除此之

外, 需要强调的是, 本案的关键在于徐宗来将田面 退 给阙翰桂众后, 自己仍然租种此地,

徐氏从地主变为 地主 兼 佃农 。问题是如果 田底权人 兼 佃农 欠租, 田面权人真的

可以 起耕改佃 吗? 如果不能,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土地的产权分为 田底权 、 田面权 

和 永佃权 , 三层权利清晰可考。# 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 本案所涉田地由荒地开垦而来, 尚

未升科纳税, 如此, 所谓 田底权 可能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

直到民国 24年, 退俗仍存。有契为证:

立退佃字人阙起伦, 今因耕种阙起钿弟边羊头岗田一处, 计租二担, 日先历年租谷交

缴未清, 自凭弟边自己收回自耕, 弟边向以阙祥礼耕种, 三面断定, 退佃大洋四元正, 长

年二分起息, 两相情愿, 各无反悔, 恐口难信, 故立退佃字为照行。&

阙起伦是其弟弟阙起钿的佃农, 阙起伦拖欠租谷, 弟弟收回土地, 转租于阙祥礼耕种。由于阙

起伦历年拖欠的租谷大部分用于折抵田面权了, 所以, 折抵后的残余只值大洋 4元。阙祥礼无

力交纳押金, 以欠当借, 年息计 20%, 并获得本块土地的田面权。

由于契约书写人的水平不一, 有些契约错将 卖 误为 退 。如道光四年蔡庚琳将 父手

遗下民田壹处 卖给阙德璁, 却写作 出退 。既是 父手遗下 , 何来之 退 ? 另一份嘉庆七

年许魁发 退 出的菜田也是 父手遗下 , 当然也是将 卖 误为 退 。对于此类错误, 读

契者不可不察。

在本节所列个案中, 田面 并不是因为垦荒或垦覆而造成的, 除了具有某种抽象的 权

利 的意义外, 本案中的 田面 并不具有某种物质性。这里的 田面 之转让, 就是 田面 

权利之转让。

四、内部优先

清代石仓的社会组织, 除了宗族以外, 还有 会 。一般说来, 宗族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

而 会 可能是血缘的, 如以宗祠为单位的 会 ; 也可能是非血缘的, 如以社或庙为单位的

会 。在关于传统中国的研究中, 学界熟知的土地买卖中的 族人优先 原则, 其实在 会 

内也存在。 族人优先 与 会众优先 , 体现出一个更为广泛的 内部优先 原则。在石仓,

内部优先 的土地或房屋交易, + 称为 退 ; 内部与外部的交易, 称为 卖 。

典型的族内私有田地之转让, 可见道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张文财所订的一份 退田契 , 他

将一块祖父传下的阄内之田卖给堂兄张发生, 其文如下:

立退断截田契张文财,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祖父遗下阄内四股之田, 土名坐落云

邑九都内管金村樟树对面外排, 安着民田壹处, 上至山, 下至大坑, 左至山, 右至社会之

田, 相连为界, 计额肆分正, 并及田头地角荒垦, 壹概在内, 今俱四至分明, 将界内民田

自己壹股自愿立契, 当日房族亲友向前出退与本家兄发生承领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断,

目及时田价铜钱, 亲族言定弍拾壹千文正, 其钱即日付足, 不短分文, 其田自退之日,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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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仓契约中, 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田主将土地暨 田面 卖 出后, 保留田底, 再将所 卖 
之田租回 佃种 。更为详细的讨论, 参见笔者其他相关论文。

本契来源自石仓契约, 但非 ∃石仓契约% 第 1 辑第 1 ! 4 册所收, 特此说明。

限于篇幅, 本文对于房屋之退不予讨论。在 ∃石仓契约% 第 1辑中, 此类 退房契 共有两份。



凭兄边推收过户, 起耕易佃, 完粮收租管业, 弟边以 [与] 内外人等并无干碍, 如有此色,

皆系退人一力承当, 不涉兄边之事, 愿退愿受, 两相情愿, 委系正行交易, 不是准折负债

之故, 年深日久, 一退千休, 永不找赎等情, 今欲有凭, 立退断截田契付以兄边子孙永远

管业为照。

由于田地的交易, 族人有优先权, 所以此类田地的产权也是残缺的。其交易称为 退 而不是

卖 。或有人问, 是否族内交易存在价格上的优惠? 从本案看, 每亩水田价格高达 52 5 千文,

按当时银钱比价折算为每亩 31两白银, 与时价相当。此假设恐不能成立。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即这块土地 退 后 9 年, 张发生将其 卖 给阙翰元。契文

如下:

立卖田契张发生,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自置粮田, 土名坐落云邑九都内管金村樟

树对面外排, 安着民田壹处, 上至山, 下至大坑, 左至山, 右至社会之田相连为界, 计额

伍分正, 并及田头地角荒垦, 壹概在内, 今俱四至分明, 今将自愿立契出卖与阙翰元承受

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定, 目值时田价铜钱壹拾伍千文正, 其钱即日随契两相交付足讫,

不短分文, 其田自卖之后, 凭中断定, 过户起耕, 改佃完粮, 收租管业, 张边以内外人等

并无干碍, 如有此色, 皆系卖人一力承当, 不涉买主之事, 愿卖愿受, 两相情愿, 委系正

行交易, 不是准折负债之故, 年深日久, 不敢另生枝节, 一卖千休, 永不找赎等情, 并无

逼勒之理, 今欲有凭, 立卖田契付与阙边子孙永远管业为照。

一批契内之田, 咸丰九年二月初九日退与翰斌弟边管业, 兄边子孙日后无得异言,

再照。

将此契与上文之 退契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两契中之土地是同一块土地, 土地坐落之地名相

同, 小土名相同, 四至相同, 然亩额由四分变为五分, 原因不明。在价格上, 卖价 只有 15

千文, 而 退价 则为 21千文。同年二月初九, 张发生与阙翰元订立一份 找契 , 找出契外

铜钱弍千陆佰文正 , 与卖价合计, 则为 17 6千文, 仍然少于 退价 3 4千文。根据我们建立

的石仓地价数据库中的资料分析, 从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七年, 地价从 52千文降至 46千文, 跌幅

为 11 5%。张发生在地价高企时接手其堂弟之 退 地, 又在地价跌落时向外姓卖出此地, 跌

幅为 16 2%。这一过程可以证明在其购入堂弟土地时, 并没有价格上的优先。

张发生将此地卖给阙翰元时, 是在族人无力或无意购买的情况下发生的。有意思的是, 上

契中的另批告诉我们, 咸丰九年 ( 1859) , 即阙翰元在购入这块土地的 12年后, 又将此地 退 

给自己的弟弟阙翰斌。族内的交易称为 退 , 族外的交易称为 卖 。定义清晰, 丝毫不乱。

族人共同拥有的财产, 往往是 尝产 , 即祖先祭祀之产。尝产的划分, 通常采用股权划分

的形式。随着一次一次的分家析产, 尝产的股权也一次一次的均分。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尝产

的数量, 尝产的股权就变得越来越细小。在光绪二十七年的一份契约中, 阙起来与他的弟弟描

绘了 四大房均分 一块水田的地权分割史:

立退断截田契字人阙起来仝弟等, 今因粮无办, 自情愿将四大房分收尝田, 坐落松邑

廿一都茶排庄, 小土名老虎头, 安着田弍处, 其窝裏田, 上下至阙姓田, 左至山, 右至阙

姓田为界, 又马有屋门首田, 上至山, 下至阙姓田, 左右至阙姓田为界, 并及马有屋基在

内, 共田弍处, 共租谷陆担正, 四大房均分, 每年分与瑶公房叁罗正, 又松邑水南徐村田

弍处, 共租谷拾七担壹罗正, 四大房均分, 每年分与瑶公房四担叁桶正, 瑶公将此分来之

田, 五股轮流, 五股之中分与翰周公壹股, 翰周公又将此壹股分与玉长、玉翠、玉良三房

轮流, 今兄弟等愿托凭中将玉翠股内轮流尝田四处, 计额壹分正, 并及田头地角, 椿茶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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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一) 应在内, 立契出退与本家玉磬叔边仝弟等, 入受承退为业, 当日三面言断, 目值

时价洋捌元正, 其洋即日付讫, 不少分厘, 其田自退之后, 任凭叔边推收过户, 执契轮流

管业, 退人无得异言阻执, 愿退愿承, 各无反悔, 一退千休, 永远无找无赎, 恐口难信,

故立退尝田字付承主永远为据。

查光绪 ∃阙氏宗谱%, 可知四大房为天贵之四子: 德璁、德瑶、德瑞、德琏, 其中德瑶, 即本契

中之瑶公; 德瑶育有五子, 翰周排行第三; 翰周育有三子, 玉翠为次; 玉翠又育四子, 起来为

长。从四大房开始, 此为第四次分家。

阙德瑶将近 6担之租谷田分为 五股轮流 , 即五支房轮流收租, 轮流负责祭扫祖先; 阙翰

周享有此五股中之一股; 翰周公又将此壹股分与玉长、玉翠、玉良三房轮流 ; 玉翠之子有四,

但他们共享的尝田计额只有 壹分正 。就是这一分地, 阙起来兄弟也无力保护, 只能 退 给

本家叔边。

阙德瑶从父亲手中分来的土地分为两处, 两处又各有两块地。这一尝田分布的格局, 直到

阙起来 退 尝产时也没有改变。从阙德瑶拥有 4块田共 6亩, 到其五代孙 ( 4人) 共同拥有 4

块田中的 0 1亩, 人均尝田的数量只是先祖的 4 2%。物理形态的田地分割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

产权的转移, 也只能是股权。

光绪二十三年, 又有一件土地 退 契与四大房有关, 即邱槐忠与侄子将多年前阙天贵赠

给邱学元名下的一块田地退给天贵四子德璁、德瑶、德瑞、德琏四房。有契如下:

立退赠田字人邱槐忠仝侄 安等, 今因领谱钱文不敷, 自愿将阙天贵姑公赠有学元公

名下春秋祭扫水田壹丘, 坐落松邑廿一都茶排庄洞坑口, 安着其田, 上至路, 下至阙姓田,

右至坑, 左至墈为界, 今具四至分明, 托中立字仍出退与贵姑公入受承买为业, 当日三面

言断, 其洋即日付讫, 其田自退之后, 任凭阙边永远管业, 邱边无得异言多端等情, 一退

千休, 永无找赎, 恐口无信, 故立退田为照。

天贵及其四子已经辞世, 但其四房仍然存在, 受赠于阙天贵的田地, 必须 出退 于四房。这

块田地面积不详, 只知 时值田价洋银捌元正 , 当由四房共同出资购下, 再作为天贵公之尝

产。尽管土地赠给外姓亲属多年, 但一旦这块土地需要出售, 原赠者之阙氏, 便具有优先购买

权。这一 退 田过程, 可以看做一种 准内部 之转让。

与社与庙有关的 会 , 其主要功能为举办某种公共活动, 为此他们置有田地, 或集有资

金。地租及资金放贷之利息等收入, 即为 会 之收入。会之资金, 由会众集股构成, 所以,

会 之产权也常常用股份来构建。道光二十二年订立的一份会契如下:

立退本坦 [坛] 社公会字人林登养仝侄嘉应等, 原因嘉庆叁年间承顶林正兴股会, 坐

落土名山边下包永城西社公福主, 今因年岁荒歉无措, 仝侄裔酌无铜钱应用, 口食不给,

不得已托中将承顶社公会壹股, 并及会内田地业产, 照依会众簿内载订各名生放息钱, 当

字一概在内等项, 仝侄愿心立字出退与本坦阙德珅兄边入手承退, 当日凭中三面言断, 定

田产等价铜钱伍千陆佰文正, 其钱即日随中人两相交兑足讫, 不少个文, 其会自等退之后,

任凭承退钱主照依众会簿田业生放当据等项, 临值年四季敬奉关帝君案前演戏, 社公福主

线戏等项, 散乍 [胙] 消用。自两房等出退之后, 其会壹股田业放息等件, 出退人子孙永

不敢异言识认等语, 如有上手顶退不清, 出退人等自能支听, 不干承主之事。此出两家心

愿, 并无逼勒等情, 自两房出退社公会壹股, 任从钱主阙边永远子孙福有攸归, 百福骈臻。

今恐口难信, 故立出退会字为据。

一批即日缴有上手退字一纸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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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退契相当典型。嘉庆三年, 林正兴将其持有的一股会权退给林登养; 道光二十二年, 林登

养与他的侄子再将这股会权退给阙德珅。契中规定, 林氏退股之后, 每年关帝演戏、社公福主

线戏演出的诸事项, 林氏无权过问; 会内田业放息诸种事务, 出退人子孙也无权过问。

细读契文, 林登养 承顶社公会壹股, 并及会内田地业产 似乎是两部分产业, 而他承顶

来的产业, 只有林正兴之一股会权。也就是说在受退林正兴股权时, 林登养本人已是社公会会

员。这令我们推测, 阙德珅在接受林登养所退股权之前, 已是本会会员。所谓 本坦 , 初不明

白其意。村民告诉我们, 坦 为 坛 字之简写。这样一来, 本坦阙德珅兄边 即是 本会

阙德珅兄边 。

其他 退会契 的意思相当明白。如光绪二十九年的一份契约称:

立退会字人楼根旺仝弟等, 今因无钱应用, 自情愿将父手遗下二月初一会壹股, 自己

退出, 会中人三面言断, 目值时价洋银贰元陆角正, 其洋即日付清, 不少分厘, 立字退入

会内壹股承手 [受] 为业, 不涉买主之事, 退人一历 [力] 承当, 愿退愿手 [受] , 永无找

赎, 恐口难信, 故立退会为据。

二月初一会 的主要功能是操办二月初一的某项庆典仪式, 内容不详。受退人是 会 而不是

个人。光绪三十年的一份 退会契 称: 立退会契字人阙玉圆今因无钱使用, 自情愿将自置松

邑二十一都茶排庄洋庄插花会十六股自己壹股, 自愿托中立字出退与圣母会友承买为业。 插

花会 又名 圣母会 , 股权在会内转让。直到民国 34 年, 还见有一份冯文发的 退社会田

字 , # 可见这一传统, 直到 20世纪 40年代仍然保存。

光绪二十年一份 退会契 稍为复杂一些, 兹引如下:

立退本祠元霄会字人阙吉林, 今因无钱应用, 自情愿将祖父遗下元霄之款业, 今将翰

章公自己股内一股, 托中立字出退与玉庆 [磬] 叔边入手承退为业, 当日三面言断, 时价

铜钱九百文正, 其钱即日交付足讫, 不少分文, 其会自退之后, 任凭叔边经理管业, 退人

无异言阻执, 此出两家情愿, 各无反悔, 恐口难信, 故立退字为据。

本祠元霄会 是以宗族为单位的, 该契的见中人及代笔者, 皆为阙姓族亲。所以, 其股权之转

让, 既是族内的, 也是会内的。在已经编定的 ∃石仓契约% 第1辑第1 ! 4册中, 此类 退会契 

共有三份, 兹不一一分析。

在 ∃石仓契约% 第 1 辑以外的石仓契约中, 有一份道光六年石日才的卖田契, 立卖田契

人 石日才将先祖留下的一块地共三分整, 出卖与定光会众。定光庙是石仓的主庙之一, 位于

下宅街, 紧邻夫人庙, 至今仍存。十年之后, 石日才之子福松与福州向定光会找价, 今见找契

与卖契并连, 上盖有官印, 契尾不存。可见, 会 可以作为 法人 存在, 其土地买卖行为,

得到官方承认。会外人与会交易, 其行为称为 卖 。类似契约已见多件, 兹不列举。

同样, 道光十五年, 立卖关圣十四 (日) 会字人郭茂荣原因祖手置有闽汀会壹集共成壹拾

股 , & 因缺钱而托会友将 自己股下立卖与阙天开叔边 。这一股份转让, 会众没有接手, 故转

让于会外, 故以 卖 为名, 而不是 退 。

由此可见, 社会组织内部的土地交易, 社会组织与外部的土地交易, 名称不同, 所反映的

产权关系也不相同。石仓村民各种产权交易的内涵, 概念清晰, 毫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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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4 份契约, 并不取自 ∃石仓契约% 第 1 辑第 1 ! 4 册, 特此说明。

落款为 立卖十四日会字人 , 据此知契文漏 日 字。此契亦不在 ∃石仓契约% 第 1 辑第 1! 4 册中。



五、送户票与潜在之 退 

石仓土地买卖中有一种 送户票 制度, 类似于杨国桢讨论过的清代江浙地区土地买卖中

的 除票 、 除粮贴 或 推户据 , # 但由于受到资料限制, 其解释并不准确。在 ∃石仓契约%

第 1辑第 1 ! 4册中, 有关于这一制度的详细记叙, 兹分析如下:

乾隆七年, 周应元将三亩水田卖给阙其兴, 立下卖田契, 卖出价银 20两。契文太长, 恕不

转引。同日, 周应元向阙其兴开出一份 送户票 , 其文如下:

立送票人周应元, 原与阙边交易民田叁亩正, 原坐廿都树稍庄周应元户, 今推入廿一

都茶排庄阙其兴户下办粮, 不得丢收漏额, 恐口无据。立送票存照。

乾隆七年十一月廿六日 ∀ 立送票人 ∀ 周应元

代笔 ∀ 丁廷桂

初读之时, 我们以为这是一份卖主同意买家前去官府办理土地产权转移的授权书。仔细辨

读, 才知这只是一份转移税粮的授权书。周应元将土地 卖 出之后, 即将自己户内的税粮转

入阙其兴户下, 且规定阙边 不得丢收漏额 。准确地说, 本例中 推入某某户下办粮 即是买

方须到官府登记, 将原卖方的纳税户名改为今买方的纳税户名, 而不是地权转移之授权。这一

法律过程一般在当年完成, 否则影响税之征收。有乾隆七年十二月某日税单为证。

松阳县正堂郭, 为申严顺庄等事, 尊奉宪行, 随买随收, 今将廿都树梢庄周应元户下

田地叁亩正, 收入廿一都茶排庄的名阙其兴户下入册办粮, 合给印单执照须至单者。

我们所见 印单执照须至单 是一种宽约 8cm, 长约 26cm 的小单, 印刷简陋。可能由设置于石

仓的粮税征收站发给。单面无手续费用征收记载, 却在亩额上盖有私章, 并在骑缝处盖有官印。

须至单 的下达, 表明 税责 转移, 地权 未动。

乾隆四十一年, 周应元弟弟周应利, 向阙其兴长子阙天有追找价银 8两正。次年年底, 阙

氏分别给乾隆七年的 卖契 与乾隆四十一年的 找契 办理契尾, 至此, 地权转移的全过程

完成。也就是说, 在 卖契 订立之后, 土地买卖的完成一般还需要有以下三个步骤: 税粮之

入册过户、找价、办理契尾。

在已经整理好的 ∃石仓契约% 第 1辑第 1 ! 4册中, 绝大多数的卖地契, 卖契与找契是连在

一起的, 找契之后才是契尾。三契之间盖有官印骑缝。卖契和找契的订立时间间隔, 不超过一

年的占 95%, 而本案则是相隔 34年才由卖方的弟弟与买方的儿子续订找契。这令我们想到, 乾

隆四十年以后地价迅速上涨, 导致原主提出追补地价的要求。此外, 石仓送户票之绝大多数是

在卖契订立的当天签订的, 本案也是如此。

不同的送户票其关键用语稍有不同。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的一份送户票称:

立送票人戴天云, 与阙其兴边交易民田壹亩正, 户坐天恩户下, 任凭阙边收拾过户完

粮, 戴边不敢异言执留之理, 恐口难信, 故立送票为据。

此契重点仍在 完粮 , 故 过户 一词, 仍是指税收过户, 而非其他。又由于此类单据的大小

格式基本相同, 令我们猜想其性质仍为税单。上例中的 收入某某户下入册办粮 以及 任凭

某边收拾过户完粮 , 其意义相同。∃石仓契约% 第 1辑第 1 ! 4册收录的此类 送户票 多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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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张, 兹不一一转引。

至此, 我们可以将卖契、找契、送户票与契尾的关系作如下表述: 土地买卖双方订立 卖

契 , 地价大致确定, 但未最后确定; 卖主开出 送户票 , 买主申请税单, 过户报税; 卖主找

价, 地价最后确定; 交易双方持契到官府办理契尾, 地权转移全部完成。

由此可见, 在石仓的土地交易中, 除 税粮过户 以外, 还有 地权过户 。从 税粮过

户 到 地权过户 , 即从订立 找契 到办理 契尾 , 以 ∃石仓契约% 第 1辑中所见 38份配

套的 找契 与 契尾 来看, 乾隆年间平均相隔 6 6年, 嘉庆年间相隔3年, 道光年间及其以

后相隔 2年。也就是说, 即使在 找价 完成之后, 地权的最后转移还要相隔一段相当长的时

间才能完成。

在地权转移之前, 有时卖家并不愿意将税责转移给买家, 而格式文本的规定却一定要进行

此类转移, 卖家可以在文本中订立专门的约定。乾隆三十四年, 有一份送户票记载如下:

立出户票吴文祖, 今将自己户内吴茂远名下额田贰亩, 拨过阙天有边户内承纳, 不致

漏落, 立出户票为据。

一批四年过若未取赎, 方阙边推收过户, 此四年阙边备银, 吴边代完, 再据。

在与本契相关的 卖 田契中, 有 一批其田, 不拘年近年远, 原价取赎 字样。在此 送户

票 中, 则改为 四年过若未取赎 , 则买方阙边可以推收过户。按照本 送户票 中记载, 卖

方之税责已经转移, 纳税与卖方无关。然而, 就像我们通常所见, 如果订契人不满意格式文本

之规定, 就会加批文来重新规定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批文规定, 这四年中, 由阙天有准备

纳税银两, 由吴边代完, 因为在官府的税册上, 吴氏仍然是户主。吴氏根本没有允许阙边 税

粮过户 , 更不用提 地权过户 。

这样, 每年吴文祖可以从阙天有处获得其交来之税粮, 再交纳给官府。当吴氏收到税粮后,

出具收据, 交与阙天有。这类收据可以称为 收税粮票 , 一份嘉庆七年的收税粮票或收钱粮票

格式如下:

立收钱粮票人张光辉, 今来收过阙天贵亲边本年钱粮陆亩正, 并及杂费一足收清, 并

无欠少分文。恐口无凭, 立收字存照。

在此契中, 阙天贵将嘉庆七年六亩土地应交之赋及杂费, 全部交清。张光辉负责向官府交纳当

年田赋及杂费。这一有钱的买地方向缺钱的卖地方交纳钱粮的怪事, 其实是与土地买卖过程中

卖方不愿转让 税责 有关。有一些此类票据写作 立收水粮字 , 揣测其意, 当为此类粮食,

如同流水, 左手收入, 右手交纳。当然, 也可能是将 税粮 误为 水粮 。

从理论上说, 那些没有获得 税责 的买家, 每年必须向卖家交纳田赋, 卖家都必须签一

张收据。也就是说, 每一张不能过户纳粮的 送户票 , 都有一张或几张 收税粮票 与之

相配。

立送户票人邓海松, 今将本户推出弍亩正, 收入阙玉磬户内入册, 不得丢漏分厘, 恐

口难信, 故立送户票字为据。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 ∀ 立送户票人 ∀ 邓海松

代笔 ∀ 阙玉山

立收税粮字人邓海松, 今因收过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光绪元年, 共三年, 收过阙玉

磬税粮铜钱壹千贰百 (文) , 一应状清足乞 [讫]。

光绪二年三月初九 ∀ 立收税粮字人 ∀ 邓海松

代笔 ∀ 阙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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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松与阙玉磬成交的这块土地, 其 正契 订立的时间与送户票订立的时间相同, 找契 的

时间则晚了十天。成交于光绪元年的土地买卖契约, 要补足同治十二年与十三年的税粮, 可见

卖主经济窘迫。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邓海松仍不愿意将田产绝卖, 送户票 称 收入阙玉磬户

内入册 , 只是转移税粮而已。

买家收到送户票以后, 会出具一张收据, 表明自己收到送户票。例如下:

玖都一户阙德璁, 一收本都张登寿户田叁亩伍分正。

道光拾叁年正月 ∀ 日收单 ∀ 张登寿

总之, 地权既然没有 过户 , 就意味着土地买卖的过程没有完成, 就意味着卖家随时有可

能回赎土地。这是一种潜在的 退 或回赎。这一 税责 与 地权 分离的制度安排, 为地

权的逐渐脱离设置了一个过程。

六、结 ∀ ∀ 论

尽管在本研究之前, 前人对土地契约文书论述颇多, 但由于资料的局限, 对于 退 契以

及 退 这一制度安排却没有深入的研究。前人议及 退 契, 仅仅将 退 理解为土地回赎

或土地 田面权 的交易, 未对 退 的本质及其内涵进行深入的剖析。#

本文分别从股权转让、田面田及田面权之转让、宗族、社会以及土地交易与税权关系等方

面剖析了 退 的制度内涵, 发现 退 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产权残缺与分化。德姆塞茨

( Haro ld Demsetz) 认为, 市场中交易行为的实质就是两束权利的交换。& 在浙南的乡村社会中,

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权利的残缺与部分分离, 引发了乡村土地交易的复杂性以及

不同土地交易方式的出现, 而 退 这种交易行为及制度安排也孕育其中, 成为乡村土地权利

转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兹将土地买卖中产权转移的各种形态列入下表。

土地买卖中产权转移的各种形态

产权变化

出卖形式

让渡前的权利 让渡掉的权利 让渡后保留的权利

使用权 收益权 转让权 使用权 收益权 转让权 使用权 收益权 转让权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部分

绝卖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活卖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田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田底 有 有 有 有

股权 或有 有 有 或有 有 有

完整的田地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此构成 让渡前的权利 。当一块田地的完

整产权属于同一个主人时, 在 绝卖 中, 这三种权利全部让渡掉, 卖方不保留任何权利; 在

活卖 中, 使用权和收益权全部让渡, 转让权让渡掉一部分, 卖主保留回赎权。当一块田地产

权不属于同一个人, 且分化为 田底 和 田面 时, 在 田面 交易后, 使用权的全部、收

130

历 ∀ 史 ∀ 研 ∀ 究 2010年第 3期 ∀

#

&

杨国桢: ∃明清地权分化的历史考察 ! ! ! 从永佃权到 一田两主 % ,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 第 91!
133 页; 赵冈: ∃永佃制研究% , 第 41 页。

H aro ld Demsetz, ,Tow ard a Theor y of Proper ty R ights, " A mer ican Economic Rev iew , v ol. 57, May

1967, p. 347.



益权的部分和转让权的部分被让渡; 在 田底 交易后, 收益权的部分和转让权的部分被全部

让渡。对于 股权 而言, 让渡前的 股权 是产权的一部分, 让渡后的 股权 也是产权的

一部分。不过, 当股东拥有一块田地的 田底 权时, 他们是没有使用权的。

关于 田底 , 还需要说明两点。其一, 在石仓, 田底 拥有者通常是没有收益权的, 土

地的耕作者不需要向他们交租。在其他地方, 如台湾与浙东等地, 田底 和 田面 的拥有者

可能分享地租的收入, 或称为 大租 和 小租 。不过, 在本文关于 田面田 转让的讨论

中, 假设 田面田 主人不将土地转让给 田底 主人, 而是转租于其他佃农, 就有可能形成

类似的 大租 和 小租 。其二, 本文讨论的 退契 与 田底 转让无关, 田底 的转让

主要是通过找价来完成的。从理论上说, 找价 是 绝卖 的表现形式, 一旦 找价 完成,

就标志着田地 绝卖 的完成。当然, 这是在指不存在 追找 的情况而言的。 追找 的现象

在石仓十分罕见, 但其理论意义仍然是我们在对土地契约展开深入分析时应该注意的。

土地出卖时的 内部优先 原则, 使得田地的转让权似乎因此而有所残缺。在本文第四节,

我们通过张文财、张发生、阙翰元之间一块水田连续转让过程中的价格变化, 证明族内的地权

转让服从市场原则, 族人 (包括会众) 并不享有价格的优惠, 所以 内部优先 似乎并不是权

利的缺失, 相反可能是一种更为便利和安全可靠的交易方式。在石仓, 族内尝产和会内田产,

基本上是采取股份的方式, 其交易的性质可与股份转让作相同的理解。

总之, 从清代中叶至民国年间的两个世纪中, 石仓村民对于土地及其他不动产交易中的

产权残缺 , 以及各种产权的边界心知肚明。针对 残缺且明晰 的产权, 村民设计各种应因

性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驱动整个土地市场的有序运作, 并对村民的经济生活及乡村社会

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丰富性、完整性以及多样性的石仓契约, 为我们认识传统乡村的

产权制度开启了新思路。

−作者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 200240; 李楠,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

博士研究生; 龚启圣,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 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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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origin as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s music Yegetangwu ( Great Xia) , w hose musical

scor e w as still popular in the M ing and Qing court .

,Abdication" and ,Initial Year of a Dynasty": Change of Dynasty and the Writing of Dynastic

History during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Xu Chong ( 104)

T he abdicat ion model of dynast ic change f irst to ok place in the Wei Jin dynast ies.

Accor ding ly, in w rit ing the dynast ic history, the pract ice w as to w rite ,abdicat ion pr io r to year

One, " meaning that the biography o f the founder of a dynasty in power w as usually put into the

annals o f the preceding dynasty. Year One of the r uling dynasty w as counted f rom af 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abdicat ion. But a dramat ic change occurred in the Liu Song Dynasty , w hen Xu

Yuan compiled the o ff icial history o f the dynasty. From then on, in all the of ficial histor ies

during the No 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 ies, the f irst year of each new dynasty w as put back;

that is, the first year o f the new dynasty w as counted from when the founder of the dynasty

init iated his enter prise. At the same time, the calendar of the preceding dynasty w as abandoned

before the abdicat ion w as completed. This show s that although the abdication model of dynast ic

change model st ill ex isted during Southern and No rthern dynast ies, the ,leg itimacy" of a new

emper or s pow er w as signif icant ly dif 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i Jin dynast ies. T he term

,Founder of the Empire" replaced the term ,Merito rious Serv ant of the Preceding Dynasty . " In

other w ords, the violent act of founding the empire, instead o f ,mer itor ious deeds" for the

proceeding dynasty, became the new star ting po int for new emperor s pow er.

The transfer of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A Study of the ,Deed Back" of Shicang ( 1728 1949)

Cao Shuji, L i Nan & Gong Qisheng ( 118)

In the rural ar eas o f Southern Zhejiang from 1728 to 1949, there ex isted a kind of t ransact ion

behavior and inst itut ional arrangement known as ,ceding ( tui) " It reflected the complex diversity

of land transact ions in the Chinese countr yside. Such transact ions did not necessarily invo lve full

land ownership. On the contr ary , they w ere of ten undertaken as part ial t ransact ions involv ing

land use rights, the right to derive benef it f rom the land and land transfer. For this r eason, the

incompleteness of land ownership and the separat ion betw een the rights of land use, der iv ing

benefit f rom the land and land transfer of fer a new cognit ive fr amew or k and interpret iv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and r edef ining the t radit ional syste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A Study of Qing Rehabilitation Centers and the Indigenous Trai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na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Chen Zhaosi ( 132)

T he system of rehabilitat ion centers ( Zix insuo ) w as f irst cr eated in the ten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 s reign. It s o riginal purpo se w as to detain thieves in o rder to rehabilitate them

through educat ion. This aim, sim ilar to that of the West s new pr ison system, w as a good one.

How ever, because of po litical and judicial corrupt ion since the reigns of Emper ors Jia Qing and

Daoguang, the rehabilitat ion centers g radual ly turned into black jails abused by corrupt yamen

underling s to seek pro fit s. In addit ion to thieves, large numbers of innocent people w ere falsely

accused and detained, leading to seething resentment. Ther efore, most centers w er e either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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