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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户 是历史人口史料中的常见名词, 相应户数的记载亦往往作为人口

数量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 花户 的概念, 史书中却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故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只能从与其相关联的记载来探求 花户 的内涵与实质。但是

资料的零散性以及个人理解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对 花户 本质认识上的偏差, 进而会

导致 花户 数量记载的误用。所幸新近发现的 石仓文书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

新的研究契机。笔者的研究发现, 花户 与人户的对应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而土地田

产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从本质上来说, 花户 并非实际存在的人户, 而是田赋征收

机构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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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户、丁 (口 ) 问题向来是明清人口史研究的重点。有关丁 (口 ) 的实质, 姜涛在何炳棣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 将人丁理解为纳税法人 的意见, 他认为用固定的丁口比 ( 1: 5) 将人丁

折算成人口的研究方法欠妥。显然, 姜涛否定丁口比的研究方法更多是基于 丁 实质的探讨,

户 则尚未纳入其考虑的范围。关于 户 的性质, 刘志伟曾利用族谱、墓志对珠江三角洲地

区进行过出色的个案研究。刘志伟认为, 构成图甲的基本单位 户 的性质, 在明初时一

般是作为纳税主体的单个家庭的户口登记单位, 到清代衍变为一定的课税客体的登记单位, 共同

使用和支配一个 户 的主体 。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开立的 户 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一甲

中的组织原则问题, 刘志伟在片山刚研究 的基础上, 以图甲制中 总户 与 子户 的关系

为中心作了进一步考察 。刘志伟的研究虽然具体深入, 但他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即明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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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户 , 已有花户、烟户 之别,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而刘志伟的研究, 实际上更侧重于对

花户的探讨。在笔者看来, 即使仅就花户本身而言, 其性质也不可以明、清断代截然划分。刘志

伟实际上是将花户的具体存在形式当做花户的性质, 故而会产生 花户性质二元论 的认识。

花户 是历史人口史料中的常见名词, 相应户数的记载亦往往作为人口数量研究的重要参

考依据。然而, 花户 的概念, 史书中却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故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只能

从与其相关联的记载来探求 花户 的内涵与实质 。然而, 资料的零散性以及个人理解的不同

往往会导致对 花户 本质认识上的偏差, 进而会导致 花户 数量记载的误用。所幸新近发

现的 石仓文书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该文书所囊括的清中后期执照、地契、

分家书及族谱等重要史料涵盖了花户存在形态及其本质的重要信息, 文书的序列性也向我们展示

了花户内涵的具体衍变过程。石仓村古名石仓源, 以纵贯其间的石仓溪而命名, 现为浙江省松阳

县南部边境大东坝镇的几个行政村, 距县城 27公里, 东南与云和县为邻。自 2007年开始, 我们

在此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了一大批自明清时期至 1954年的各类民间文献, 统称为 石仓文书 。

本文所引用的史料主要是清代的土地执照以及与其相匹配的 阙氏宗谱 。

所谓土地执照, 主要包括田赋 执照 与 产户执照 (或称 粮户执照 、 该都执照 、

纳户执照 、 推户执照 与 收户执照 )。田赋 执照 是花户完粮后由政府所发的完粮凭

证, 由花户自行保存, 有上忙、下忙之分。所谓上忙、下忙, 为夏税、秋粮的衍变。 产户执

照 指的是土地买卖完成后, 卖主将税责转让给买主后, 税粮征收部门更换户名的凭证。要说

明的是, 这里的土地买卖, 有的是土地全部产权的买卖, 有的仅仅是田面权的买卖 。

在石仓, 税粮过户性质的 产户执照 可能是由 推收由单 转化来的。至少嘉庆十四年

( 1809) 推收由单 还是存在的, 有一份题为 发给嘉庆拾肆年分攒造推收由单 其文如下:

松阳县为发给印单事, 照得松邑田地山粮既无鱼鳞细号, 又无亲供户册, 遇有争

讼, 单凭笼统户粮, 易滋弊窦, 而遇买卖交易, 又往往收而不除, 除而未收, 纷纷呈

控, 皆因业户全无执据之故。今查嘉庆三年前任攒造征册, 细列土名坐落, 遂年照式收

除, 日久即可作为亲供户管, 立法颇善, 兹仍推收之期, 本县仿照, 颁发印单给与业户

收执, 为此单仰该户嗣后遇有买卖田地, 务须遵照开列土名、都庄、赍单赴局核对征

册, 注明推收, 以杜丢漏冒收飞洒诸弊, 须至单者。

这份 推收由单 是将松阳县一都桥亭庄周道博户旧管田地 3 35亩土地, 推入二十一都阙

其兴户下, 签单的时间为嘉庆十五年十二月, 由饶士芹经办, 并加盖某庄征粮处公章 征册大

造业户由单对同戳记 。当此制度形成之后, 主事者可能考虑没有必要在每一份由单上写上如此

多的缘因说明, 遂改为更为简单的 产户执照 , 详见本文第三节所引。

本文所引资料出自石仓下茶排阙其兴 天贵 德璁 翰斌 玉磬 起仓 吉粮一支, 这一家

族的文书相当完好地保存在一个大樟木箱中, 合计各种契约近千件 。正由于这批资料的完整

性, 才有可能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社会 户 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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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户是保甲的构成单位, 为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户, 此基本为学界定论。正是缘于烟户的人户性质, 清廷地方政

府往往比对保甲烟户册的登录来考察童生在科举考试中是否存在冒籍顶名的问题。但烟户并不等于家庭 ( fam ily), 数

个家庭往往联合登记为一个烟户。需要指出的是, 烟户这一概念是保甲制的产物, 在明的黄册编审系统中并无此提

法, 故本文第三部分追溯制度沿革时明代仍延用 人户 之称, 明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 主户 也属于 人户 。本

文一二部分所用石仓资料俱属清代, 烟户已成人户的正式称谓, 故未对二者加以严格区分, 特此说明。关于烟户相关

问题的研究, 详见栾成显 <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 > 研究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6年第 6期。

周绍泉、落合惠美子、侯杨方合作的 明代黄册地籍中的人口与家庭 以万历徽州黄册地籍为中心 曾简单提及花

户、烟户相关问题。他们认为, 花户 应为官府册籍上的纳税户, 而 烟户 则是实际生活中的一家一户。载张国

刚主编 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版, 第 219页。

曹树基、高杨: 送户票 与 收粮字 : 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 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 4期。

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 石仓契约 第 1辑第 1- 4册,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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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完整, 其实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依据传统社会财产诸子均分的规则, 阙天贵

与其兄弟天有、天培、天开四人分家时, 在分得四分之一份土地的同时, 也分得相应土地的契

约, 亦即其父阙其兴的购置田产契约; 到天贵之子德璁分家时, 一部分阙其兴购田契约可能随田

地分给德璁的其他三兄弟, 除非其父天贵有意识地让阙其兴购置的土地不被分拆。依此类推。由

于一代一代的分家, 距离事主的时代愈远, 契约被分拆的现象就愈严重。换句话说, 阙天贵手中

保留的阙其兴购田契约应当远远多于阙德璁, 更多于阙翰斌。依此类推。所谓 完整 , 是指作

为 1950年户主的阙吉粮, 其保留的族支契约的相对完整, 而作为阙其兴家族, 或阙天贵支族,

甚至作为阙德璁或阙玉磬支族而言, 由于历代的分家所致, 这里保存的契约都不是完整的 。

二、田赋 执照 中的花户

石仓文书中的田赋 执照 , 其性质是政府收到田赋后出具的收据。在石仓所在的松阳县,

乾隆及嘉庆年间的田赋执照是以 易知由单 的形式出现的。从本意上讲, 易知由单 应为田

户纳税之通知, 而在实际操作中, 更像是收据。作为证明, 在本文利用的阙氏契约中, 如果以县

为单位, 易知由单 与田赋 执照 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乾隆、嘉庆年间通行 易知由

单 , 道光及以后采用田赋 执照 。本户所存乾隆年间的 易知由单 共有六份, 都是乾隆三

十七年 ( 1772) 的, 题为 奉宪颁给乾隆壬辰年分应完银米易知由单 , 转抄如下:

处州府松阳县为钦奉上谕事, 壬辰年应征漕项银米数目, 纂算确实, 样单由司核明, 通

颁输纳等因, 奉此合行刊给, 为此单仰该户遵照后开银米数目, 依期输纳, 如有飞洒多

征等敝, 许即赍单禀究, 须至单者。

今开乾隆壬辰年分, 一户阙天来, 田地十三亩二分七厘, 每亩应征漕项等银陆厘捌毫捌

丝玖忽叁微壹尘, 应征秋米贰合肆勺, 共征银 米 , 沙地每亩应征漕项银肆厘捌毫

陆丝壹忽壹微玖尘, 例不征米, 共征银 , 山每亩应征漕项银捌丝肆微肆尘, 例不征

米, 共征银 , 塘每亩应征漕项等银陆厘柒毫陆丝陆忽玖微壹尘, 应征秋米贰合肆勺,

共征银 米 。通共该户应征漕项等银九分一厘五毛。右单仰粮户, 准此

乾隆叁拾柒年 二月 日给

这里的户主 阙天来 , 是一个在 阙氏宗谱 中查不到的人物。疑为阙某之异名。关于石

仓的 一户多名 , 本文下一节将详加讨论。在这里, 易知由单 作为纳税通知的性质是相当

明显的。前文说明 为此单仰该户遵照后开银米数目, 依期输纳 , 后面计算出 通共该户应征

漕项等银九分一厘五毛 。在实际生活中, 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纳粮户, 通知远远不如收据重

要。于是, 易知由单 就实际转化为收据。

嘉庆年间, 在与松阳毗邻的云和县, 易知由单 改为 执照 。最早的一份田赋执照是嘉

庆八年 ( 1803) 三月十四日云和县令颁发的。其文云:

云和县正堂, 今据 九都 日 花户 张应忠 充纳嘉庆 捌 年分 亩 漕, 完 伍钱捌

分正, 封投柜外, 合给执照安业, 须至执照者。

嘉庆 八 年 三 月 十四 日

本户存量最多的是清光绪年间田赋执照, 分别有云和县钱粮执照和松阳县上忙下忙执照两

种。云和县执照单中列有花户姓名、都属、完纳粮银数额以及年份等项, 松阳县执照格式与之基

本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松阳县上下两忙都缴纳忙钱而不缴纳粮食。执照以一定格式刊印, 而各个

花户姓名、应纳钱粮细数、年份等项, 都是各栏下后来填注的内容。

石仓田赋执照所记载的大部分是阙姓族人纳粮情况。目前发现最早且记载比较详尽的是光绪

121

有一批尝产及分给其姐妹们的田产执照, 在阙天有与其兄弟们的分家书中, 规定由阙天贵保管。

引文中黑体部分为填注内容, 以下同, 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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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 ( 1883) 的云和县九都阙汉斌户花户执照, 具体内容如下:

云和县正堂龚为督征钱粮事, 今据 九都 庄 花户 阙汉斌 完纳光绪 玖 年分地漕等

银, 完壹两贰钱玖分玖厘, 除自封投柜外, 合给执照安业, 须至执照者。

光绪 九 年 四 月 初四 日。

据 阙氏族谱 , 阙汉斌实为阙翰斌, 生于嘉庆五年 ( 1800), 卒于咸丰十一年 ( 1861), 享

年 62岁 。这份执照中的异常有二: 其一, 阙翰斌为松阳县居民, 却有邻县云和县注明都属的

花户执照; 其二, 光绪九年 ( 1883), 阙翰斌早已去世, 却依然作为实在 花户承担粮赋义务。

另外, 阙翰斌户不仅是云和县花户, 而且还是松阳县的纳粮花户:

松阳县为征收地漕事, 今据 都粮户 阙翰宾 完纳光绪 拾壹 年分下忙正耗银, 完 壹两叁

钱肆分伍厘 整, 合将版串给发, 须至执照者。

光绪 拾壹 年 月 日给禹 字第 卅二 号

宾 为 斌 之误写。从执照版式及记载内容的相似性来看, 松阳县上忙下忙执照中的粮

户就是纳粮花户。以上史料中的诸多信息不对称虽然令人诧异, 但是花户的本质及其与烟户的对

应关系也渐渐清楚起来。烟户为保甲的构成单位, 它脱离田赋体系, 为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人

户 , 而花户则不是。从上引阙翰斌两份执照中可以看出, 花户并不以县为地域划分特征, 一个

烟户可以有多个花户身份资格; 阙翰斌的云和县花户户籍一直存在到宣统末年, 这种花户身份长

期存在的状况, 反映出花户具有并非实际存在、不以自然人的消亡而取消的特征, 这种无人花户

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其户下拥有为国家供输钱粮的土地田产, 且有承继者为其代为输纳。另一份

云和县执照可以佐证上述判断:

云和县正堂 张 为督征秋米事, 今据九都庄 花户 阙天贵完纳光绪贰拾陆 年分秋米 肆

合叁勺, 合给印串收执归农照。

光绪 廿七 年 五 月 十四 日。

阙天贵为阙翰斌祖父, 生于 1752年, 卒于 1812年, 到光绪二十六年 ( 1900) 已去世 88年,

但他依然有云和县的花户执照, 很显然, 阙天贵户承担赋役义务的不是其本人及其子孙, 而是其

曾孙一代。但问题在于, 他的曾孙一代早已单立花户, 并不是阙天贵户下的在户人口:

松阳县为征收地漕事, 今据 都粮户 阙玉磬完纳光绪拾贰 年分上忙正耗银, 完壹两柒

分壹厘, 合将版串给发, 须至执照者。

光绪 拾贰 年 月 日给 禹 字第 七五 号

阙玉磬 ( 1831- 1917) 为阙翰斌之子、阙天贵之曾孙, 讳凤仪。该执照显示, 至迟到光绪

十年 ( 1884) 初, 阙玉磬在松阳县已经拥有个人的花户户籍。另外, 其他执照显示, 阙玉磬的

弟弟阙玉焕等人在此时也已单立花户。因此, 阙玉磬一代在完成本身花户任务的同时, 还要履行

祖辈、父辈花户的相应义务, 虽然此时这些祖辈花户户下实际上已经没有与花户中登记姓名相对

应的自然人存在。需要说明的是, 阙天贵子孙所单立的花户, 是以他们的自置田产作为基础的。

对于阙天贵户下那些不能分割的田产, 或因种种原因而未分割的田产, 为其子孙共享, 并由其子

孙共同承担交纳田赋之义务。阙天贵是一个纳税单位, 阙玉磬或阙玉焕也是一个纳税单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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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阙玉磬和阙玉焕拥有他们各自户中的全部田产权, 同时也拥有阙天贵户的部分田产权。

阙玉磬除用玉磬的名号开具花户之外, 还用讳名 凤仪 开户纳粮交钱:

松阳县为征收地漕事, 今据 都粮户 阙凤仪 完纳光绪 拾贰 年分上忙正耗银, 完 贰钱壹

分肆厘, 合将版串给发, 须至执照者。

光绪 拾叁 年 月 日给禹 字第 一百十四 号

松阳县上下忙执照中有呈序列的以阙凤仪和阙玉磬为户主名开具的田赋执照。由此可知, 阙

玉磬户此年在松阳县至少有两个花户开立在册, 履行纳粮交钱义务。可见, 数个在册花户可能仅

为一个烟户, 而花户与烟户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甚至在一县一村之内都难以实现。

田赋执照文书中除有大量以人名开案的花户外, 还有一例不以人名命名的纳粮花户:

松阳县为征收地漕事, 今据 都 粮户 茶排 文帝会 完纳光绪 拾柒年 分上忙正耗银, 完

壹钱捌分正, 合将版串给发, 须至执照者。

光绪 拾柒 年 月 日给菜 字第 一百二 号

史料中的茶排是石仓的一个自然村。文帝会并不是自然人, 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其性质是,

一批有着共同信仰的族人或乡亲组织起来, 共同购置产业, 以出租后所收租金支付其祭祀活动之

费用。在 粮户执照 中, 也发现一例以会的身份购买田产的, 足以说明花户的非人户属性:

处州府松阳县正堂范 为严饬推收事, 遵奉宪行置买田山例, 应随时推收, 今据 都 庄的

名 承买 都 庄的名 收得伊旧管廿一都 茶排庄 阙翰周 户除田柒分伍厘推入 本都 仝

庄 立圣寿会 户下入册完粮, 须至收户执照者。

光绪 拾陆 年 正 月 日 五庄

如此看来, 仅仅用 花户为官府册籍上的纳税户 已经不足以反映花户存在形式的多样性。

官府的在籍花户, 并非全为烟户, 其中往往混杂自然已消亡但法律上仍滞存的在册花户, 甚至有

以某会为名的花户户籍, 即非自然人花户。一个烟户可以有多个花户户籍, 花户可在本县本地开

立, 也可以在外县开立, 并没有严格的地域限制, 而土地田产是花户存在的根本依据。从执照的

记载来看, 某一时间段内花户的存在形式, 有实际存在的人户, 也有徒具名号的虚户。一般而

言, 最初设立的花户往往能与人户对应, 而随着人口繁衍、世代变迁, 二者差距也越来越大。

三、 产户执照 中的花户

在上文中, 我们发现阙玉磬不仅用自己真名申报户名, 而且还用自己的讳名 凤仪 申报

户名。类似的还有阙翰斌, 讳 鸣恩 , 也被用作户名。无论阙玉磬、阙翰斌用的是谱名还是讳

名, 都属真实姓名, 并不算离谱。然而, 从上引乾隆三十七年阙天来的 易知由单 中, 我们

发现了另一类可能的户名 异名, 即阙天来实为阙天有之异名。兹证明如下。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雷宝寿与阙天有订立卖田契一份, 将坐落二十一都蔡宅庄之一

亩土地, 卖给阙天有。契文太长, 不予转引。同日开具送户票如下:

立送户票人雷宝寿, 今有民田一亩正, 送与本都茶排庄阙天有户下推收过户完粮, 不得

丢漏分厘, 立送户票为用。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廿九日 立送户票人 雷宝寿

代笔人 雷仸盛

按常理, 在雷宝寿推出土地之后, 阙天有才能到田赋征收处办理相关过户手续。而下文所引

阙天来 产户执照 日期却署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疑为乾隆四十三年之误。

松阳县正堂 黄 为严饬推收事, 遵奉宪行, 随买随收, 今据 二十一都蔡宅庄 雷保寿将

户下田地 壹亩正, 外山 收入 本 都 茶排庄 的名 阙天来 户下入册办粮, 合给印单,

执照须至单者。

乾隆 四十二 年 正 月 日经 推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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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字第 号

卖田契与送户票中的雷宝寿, 在 产户执照 中变成了雷保寿, 此为笔误, 可忽略不予讨

论。重要的是, 在卖田契与送户票中的 阙天有 , 在 产户执照 中变成了 阙天来 , 很显

然, 阙天来 即 阙天有 之异名。

依据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证明, 在阙氏 粮户执照 中的多次出现的 阙有兴 , 因不见

于 阙氏宗谱 , 也不是真实的名字, 而是阙天有的另一个户名。乾隆四十三年 ( 1778) 正月二

十七日, 陈辛养将一块五分的田地出售给阙天有, 并于同日推出 送户票 。在这份 送户票

中, 载明此块田地的户名是陈乔从。陈乔从可能为陈辛养之父, 或更上辈的祖先。在同年十二月

颁发的一份 产户执照 中, 却是陈乔从将户下田地五分正, 收入阙有兴户下入册办粮, 可见

阙有兴即阙天有。另外,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文瑜将一块六分的田地出售给阙天有,

同年同月颁发的 产户执照 中, 却将户主写作 阙成兴 , 可见阙成兴亦为阙天有。

这样一来, 阙天有至少有三个异名: 天来、有兴和成兴。资料表明, 阙天有的多异名现象并

非特例, 其弟天贵也至少拥有一个异名, 兹证明如下。

我们首先注意到嘉庆三年的一份 产户执照 出现的 阙荣清 :

松阳县正堂为严饬推收事, 遵奉宪行, 随买随收, 今据 二十 都 树梢 庄 周应福 将户下

地 捌分 正, 外山 , 收入 廿一 都 茶排 庄的名阙荣清 户下入册办粮, 合给印单执照,

须至单者。

嘉庆 三 年 正 月 二十 日 经推 收

县 字第 号

根据 阙氏宗谱 , 嘉庆三年 ( 1798), 茶排庄并未有名叫阙荣清的人。事实上, 其时茶排

庄有力量购买土地的阙氏, 不外乎阙天有四兄弟。查得乾隆五十八年 ( 1783) 十一月二十五日,

周应福与其弟应全, 将树梢庄一块额粮为捌分的土地, 出卖给梁寿春, 价银 24两正。

立卖田契人周应福仝弟应全,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将自置民田, 坐落贰拾都树稍

庄, 土名坐落坳门, 田叁段, 上至阙姓田为界, 下至阙姓田为界, 左右山为界, 今具四

至分明, 计额粮捌分正, 自愿托中立契, 出卖与梁寿春入手承买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

定, 时值玖柒呈色田价银贰拾肆两正, 其银即日随契交足明白, 不少分厘, 其田自卖之

后, 任从买主推收入册, 过户完粮, 起耕管业, 卖人不敢异言阻当 其田自卖之后,

永无取赎, 此出两家情愿, 亦无逼勒等情, 各无反悔, 恐口无凭, 故立卖田契交与买主

子孙永远为据。

胞弟 应全

乾隆伍拾捌年拾壹月贰拾伍日 立卖田契人 周应福

凭中人 余佩周

梁祖富

代笔侄 宗发

我们注意到契中有称, 其田自卖之后, 永无取赎 , 其实不能当真。关于这一点, 在上引

关于土地买卖中间过程的一篇论文中, 我们有详细的论述。

同一日, 按照俗例, 卖主周应福开出送户票, 将税责转给买主梁寿春。其文如下:

立送过户票人周应福, 原与梁边交易民田, 今将本户推粮捌分正, 送与梁寿春户下推收

入册, 不得丢漏, 恐口无凭, 立送过户票为据。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立送过户票 周应福

中人 梁祖富

代笔侄 宗发

至此, 周应福位于树稍庄的这八分土地, 就完成了其田面权的转让。如果这一交易在周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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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氏之间进行, 我们有可能查到税粮征收处开具的 粮户执照 。可惜的是, 这一交易暂时与阙

氏无关, 在阙氏后代的收藏中, 当然找不到这份执照了。次年二月十六日, 周应福同弟与梁寿春

订立 找契 , 找过银 8两正。周家兄弟出售这块土地的价格实际为 32两银。契文太长不录。

有意思的是, 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即梁寿春购入土地的三年后, 梁寿春与阙天贵订立卖

田契, 出售这块坐落在树梢庄的捌分水田, 其契简引如下:

立卖田契人梁寿春, 今因钱粮无办, 自情愿自置民田壹处, 土名坐落二十都树稍庄坳

门, 田叁段, 上至阙姓田为界, 下至阙姓田为界, 左右山为界, 今具四至分明, 计额粮

捌分正, 自愿托中立契出卖与廿一都茶排庄阙天贵身边入手承买为业, 当日凭中三面言

定, 时值田价铜钱壹拾柒仟文正, 其钱即日随契交足, 不少分文

在场中人 周应福

嘉庆贰年拾壹月拾贰日 立卖田契人 梁寿春

代笔人 梁禄春

梁氏出售田产的当日, 亦按俗例订立送户票, 其文见下:

立送过户票人梁寿春, 今来将到上手卖主周应福户下钱粮捌分正, 起送与廿一都茶排庄

阙天贵户下入册完粮, 不得丢漏, 恐口难信, 立送过户票为据。

嘉庆弍年拾壹月拾弍日 立送过户票 梁寿春

代笔 梁禄春

按照我们对于石仓土地买卖中间过程的分析, 周应福应是这八分土地的所有权人, 亦即

田底 所有者。当周氏将 田面 卖出给梁氏以后, 就无权干涉梁氏对于 田面 的转卖。

不过, 作为土地的 田底 所有者, 他仍然享有知情权, 于是, 在梁氏的卖地过程中, 田底

主扮演了 在场中人 之角色。

仔细分析, 梁氏出卖给阙氏的田价只有铜钱 17千文正。如果与银钱比价 1: 1000兑换, 只

值 17两银, 较梁氏购入时的 32两银, 减少得太多。在周氏出售给梁氏土地卖契中可知, 这八分

土地左右为山, 上下皆阙氏地, 令人推测这块土地为阙氏蓄意所谋得。也就是说, 在阙氏不便出

面的乾隆五十八年, 阙氏委托梁氏购地, 尔后随即将土地转售给阙氏, 并立即在次年暨嘉庆三年

四月办理契尾, 完成过户手续, 土地所有权人转为阙天贵。查阙天贵四兄弟分家书, 知梁寿春为

阙天有之女婿。于是, 一起由亲属出面而精心策划的购地案便真相大白了。

由于阙天贵购地直奔土地所有权而来, 而非一般之田面转让, 所以, 税粮推收也就是在

田底 主周应福与买方阙天贵之间进行。尽管最后的 产户执照 写的 阙荣清 , 但对比后

可知 阙荣清 , 其实就是阙天贵。在周应福、梁寿春与阙天贵土地买卖的三角关系中, 契尾上

书写的最后产权所有者并不是阙荣清, 而是阙天贵。遍查现存石仓契约的所有契尾, 我们发现没

有一例采用异名。契尾中的户名除了自然人名, 还有会名, 如 琉璃会 购地后, 可以办理契

尾, 完成田底权之过户。也就是说, 在县衙进行 田底权 暨土地所有权的过户时, 以异名标

识的自然人是不可以作为权力拥有者而存在的。

另外, 阙天有拥有四个户名, 其实是为日后的分家准备的。阙天有之父阙其兴, 卒于乾隆二

十七年 ( 1762) , 其在世时, 家族的田产都是以阙其兴之户名登记的。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 家

族的田产则以长子天有的名字购入。直到嘉庆十九年 ( 1814) , 阙天有四兄弟第二次分家后, 天

有四兄弟各自购地, 展开另一段家族发展史。也就是说, 阙天有的四个户名, 似乎给我们以某种

暗示: 庞大地产的拥有者, 需要将户名分割, 为将来的分家作准备。上文提到的阙玉磬, 除了阙

凤仪之户名外, 还有阙玉镐、阙万元两名。证明过程从略。尽管阙玉磬只有三个儿子, 但有证据

表明, 1912年前后阙玉磬分家时, 是按照四份均分的 。阙玉磬虽然年已 82岁, 但他还是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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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留下了一份财产。以户名分割财产以便诸子继承的假设, 仍然是成立的。

一户多名的现象可能带来的麻烦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人不记得那些非族谱之户名。例

如, 在今天的石仓茶排, 就没有人还会记得阙天来、阙有兴和阙成兴, 而阙天有则路人皆知。这

样一来, 田赋的管理就会出现问题。正由于田赋的管理并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 我们推测田赋征

收处一定设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 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 只要在 户名 0 之下, 写上

现存自然人的姓名, 一切困惑将不复存在。

从现存执照看, 从道光九年 ( 1829) 开始, 松阳县出现了一种新的执照格式, 称为 /收户

执照0, 所包括的内容更多, 下文所引为光绪五年 ( 1879) 阙玉磬的一份 /收户执照0。

钦加同知特授衔处州府松阳县正堂朱 为严饬推收事, 遵奉宪行置买田山例, 应随时推

收, 今据 二十一 都茶排 庄的名阙玉磬 承买本 都树梢庄、蔡宅庄的名周源胡等收

得伊旧管 二十 都 树梢 庄 周荣遇 户除田 伍分正, 廿一都 蔡宅庄 张培发户 除田 捌分

正, 入 二十一 都 本庄 阙凤仪户下入册完粮, 须至收户执照者。

光绪 伍 年 正 月    日    五庄 戳记

松字第 二百四六

道光九年执照中首句为 /处州府松阳县正堂汤为严饬推收事, 遵奉宪行, 随买随收0, 与光

绪五年略有不同, 其他字句则基本相同。此类执照中的重要信息包括: 何庄何人购买, 何庄何人

土地, 入何庄何户名下。其中 /何人土地 0 包括两个方面: 何人管理何户土地。在本案中, 则

为阙玉磬购买树梢庄周源胡使用或管理着的周荣遇户下之土地, 以及某人使用或管理着的蔡宅庄

张培发的土地, 入于阙凤仪的户下。张培发的土地由谁使用或管理, 在 /等0 字中被省略了。

也就是说, 在纳粮册中, 户主的姓名是与自然人的姓名是一一对应的。不仅周源胡与周荣遇

对应))) 这里体现的是现存的自然人与其祖辈户名的关系, 而且阙玉磬与阙凤仪对应))) 这里体

现的是现存的自然人与自己另一户名的对应。在其他的此类执照中, 我们还可见到相似的对应

))) 阙玉磬与阙万元的对应, 兹不一一列举。这一切都暗示着, 纳税册中 /户 0 名与自然人名

是有对应关系的。这样一来, 因户名具有异名的性质而带来的管理上的不便, 就不存在了。

四、花户内涵的衍变与实质

这种赋税意义上的花户名词其实在元代即已存在。成书于元至元年间的 5通制条格6 赋役

卷载, 大德八年 ( 1304) , 中书省御史台呈请, 为避免官吏收税粮时滋生腐败, 建议各路将各户

的交粮情况进行统计, /卷内开出花户姓名, 粮数多少 0, 并 /明榜市曹, 咸使通知 0¹。赋税意

义上的 /花户0 概念在此被明确提出。该卷还详细记载了元代的赋收制度 ))) /至元新格 0: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 中书省奏准至元新格:

诸科差税, 皆司县正官监视入吏置局科摊, 务要均平, 不致偏重。据科定数目, 依

例出给花名印押由帖, 仍于村坊各置粉壁, 使民通知。其比上年元科分数有增损不同

者, 须据录由明立案验, 以备照勘。

诸差科夫役, 先富强后贫弱, 贫富等者, 先多丁后少丁, 开具花户姓名, 自上而下

置簿挨次。遇有差役, 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数, 出给印押文引, 验数勾差, 无致公

吏里正人等放富差贫, 那移作弊。º

此处的花户应该与明清时期花户的含义相同, 花户承担为国家缴纳贡赋的义务, 是官府册籍

上的纳税户。而 /至元新格0 规定的花户服役办法, 基本奠定了后世役法的大体框架。元代的

/至元新格0 大半仿效金朝 5泰和律令6 和 5泰和律仪6, 而在此前, 元一直沿用金的 5泰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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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拜柱: 5通制条格6 卷十七 5赋役# 弓手税粮6。

(元 ) 拜柱: 5通制条格6 卷十七 5赋役# 科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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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6, 由此推测, 见载于史册的大德年间花户, 至迟在金时就已经存在了。遗憾的是, 元朝没有

遗留下当时户口登记的底籍史料, 所以此处的花户与人户的对应关系难以考证。

明洪武年间, 里甲制开始实行。朱元璋在以往赋役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详规细划, 诏令编修

赋役黄册, 规定: /凡册式内, 定列田地山塘、房屋车船各项款目。所在官司, 有者依式开写,

无者不许虚开。若类县总都总收除项下, 止许开写人丁事产总数, 不必备开花户。0¹ 黄册中所

记载的, 是单个花户的人丁、事产及其变化。初开之时, 花户所反映基本上是实际存在的人户的

情况, 此时的花户基本上与人户一一对应。其后随着人口繁衍, 几代之后会有数个子户出现, 但

由于朝廷严格控制户的分析, 诸多分爨子户或者数户共用一个先开花户, 或者开新户但没有及时

推割, 仍然保留老户。由于政府关注户丁仅仅是为保证其财政收入, 而并不是关心真实人口的增

减, 所以之后的黄册编审也渐趋流于形式, 实在花户也往往空具户名。除此之外, 各个与人户一

一对应的花户在户的规模上也有可能差异很大, 花户也便难以如实反映人口总数的变化。

至清雍正八年 ( 1730) 三月, 为杜绝官员欺民枉法, 雍正帝采纳御史窦启瑛征粮收米的建

议, 即采用 /联三版串法 0:

二十四日, 奉上谕。据御史窦启瑛条奏, 内称征收粮米, 用联三版串之法, 甚为妥

协。惟是有漕地方, 未曾奉有部文, 未必通行画一等语。朕将窦启瑛所奏发与仓场侍郎

岳尔岱、涂天相查议。据岳尔岱等奏称, 联三版串之法, 应令有漕地方画一通行。嗣后

州县征收粮米之时, 预将各里各甲花户额数的名填定。联三版串, 一给纳户执照, 一发

经承销册, 一存州县查对。按户征收, 对册完纳。即行, 截给归农。其未经截给者, 即

系欠户。该印官查摘追比, 若遇有粮无票、有票无粮等情, 即系胥吏侵蚀, 立即监禁严

追。如此, 则胥役之伎俩莫施于吏治民生, 甚有裨益等语。着照该御史所请及仓场侍郎

所议, 行知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有漕州县, 一体遵行。º

/花户0、/执照0 开始同时出现。清朝的纳粮执照是反腐产物, 其追比核对的方法与元 /至

元新格 0 异曲同工; 而一式三联的执照定式也为后世所沿用, 正所谓继往开来, 制度的延续性

在此体现备至。对比史料记载, 石仓文书中的田赋花户执照底籍, 应当就是文中所言的 /纳户

执照0。而 /纳户 0 的灵活称谓也可以再次佐证, 无论纳粮执照中所书写的户别为 /粮户 0 还是

/花户0, 其本质上都是同一性质的纳粮花户。不难想象, 花户统计之初, 应该是针对人户的统

计, 若统计比较准确, 那么其时在册的纳粮花户涵盖的人口应该与实际人口相差无几。但问题在

于, 官府关注的并不是户中实际纳粮交钱的人是谁, 而是在册的花户能不能交齐钱粮的额度。至

于花户是否已经自然消亡徒具空壳, 或者是否实际已别居分析, 都不是其关心的内容。这正可以

作为为何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黄册底籍中存在诸多百余岁异常高寿人户的正解»。

由此可见, 花户, 对于政府而言仅仅是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 但落实到每个承担赋役的户上

有其存在形式的多样性, 或者有户名而无真实的自然人, 或者由若干人结成的社会团体构成一个

花户, 或者数个人户共用一个花户, 或者数个花户对应一个人户 ))) 或在本庄, 或在异县, 或者

同名, 或者异名,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这些花户的存在形态有可能同时存在, 因此不能以朝代

来断然划分。花户的纳税单位性质决定了不可将其与人口数量对应, 在研究中, 采用所谓 /户

均口数分析法0 或者是 /户口增长率回溯法0 都是不妥当的。

以上花户性质的探究是基本情况, 另外还有部分特例。清末四川 5永川县志 6 卷四 5赋役

# 户口 6 载: / 康熙十年定各省客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 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

凡他省民人在川开荒居住者, 准其入籍考试, 是以永之民籍有老户、新户, 而乐普、太平、来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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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会典6 卷二十一 5户部六事例6。

5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6 卷九十二。

参见周绍泉、落合惠美子、侯杨方 5明代黄册地籍中的人口与家庭))) 以万历徽州黄册地籍为中心6, 载张国刚主编

5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6,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版, 第 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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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 皆分为二焉。老户所隶之乡则老乐、老太、老来是也, 新户所隶之乡则新乐、新太、新来

是也。惟安贤里编户加多, 仍合为一。各乡新与老错处, 一体耕输, 故通谓之 -粮户 .。其无粮

者人同土著类, 不一而足, 故通谓之 -花户.。花户未登县籍, 粮户之册又往往数家而一名, 乃

遵行保甲 (雍正八年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 ) , 挨资编联, 每团数十百家不等, 则通

谓之烟户。就烟户计之, 斯丁口之多寡于是乎可核矣。0¹ 史料中明确给出了花户的定义, 似乎

与我们上文的结论相抵触。在这里, 归类为 /粮户0 的老户、新户应为移民户, 不同之处在于

入川的时间有先后; 而 /无粮者0 应该是不纳钱粮的人, 连同当地的土著, 归类为 /花户 0 之

属。怪异之处在于, 永川县花户不登籍, 粮户则几家共用一名, 后又挨资编连成保甲, 通谓烟

户。先摒弃 /烟户0 的问题不谈, /花户 0 与 /粮户 0 之间的差别, 似乎是承粮和不承粮之差

别, 但仔细揣摩, 也并无矛盾, 因为此处的 /花户 0、 /粮户0 定义依然全由纳粮交钱承担赋役

来定性, 区别仅在无和有上, 即 /花户0、 /粮户0 仍为纳税单位, 只不过花户享有特权, 缴纳

钱粮数额为零。而 /花户 0 不登籍的特例, 或许与此花户没有赋税意义上的贡献有关。需要指

出的是, 这里的 /县籍0, 指的是纳粮册, 而不是烟户保甲册。

八旗中也有 /花户0 不在官册的特例。这是由于承领官田纳租于官的在籍佃户, 将田地分

给实际上承租的花户耕种, 佃户可藉此从花户呈交上来的租银中侵渔, 后官府察觉后 /彻底清

理 0, 将花户姓名一一填注册中, 使 /花户得自纳于官 0º。因此, 不能以这类特例来质疑花户登

籍的可能性, 也不能作为推翻花户纳税单位本质的理由。此类特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户籍登

记即使在制度规定上也是有地理差异的, 而实际执行上可能问题更多。因此, /户 0 尤其是 /花

户 0 的学术利用, 应当慎之又慎。最后, 以顺治十三年 5编审人丁题本6 档案来结束本节讨论:

臣等看得黄册, 即古之户口图籍也。明季旧例十年一造, 凡民间买卖地土, 俱于编

造之年退收过割。州县按地丁多寡, 即定见年里长诸役, 十甲挨年递当。十年一造, 事

久年远, 视为故事, 册内所开各户姓名并事产牲畜, 多系洪武年间姓名数目。»

最初人户与花户是统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田产不易分割, 或不易进行物理上的分割,

从而使得一个花户之下, 可能包括若干烟户。也使得花户最终衍变为一个纳税单位。

五、结 论

一份在石仓发现的乾隆十六年 ( 1751) 的 /门牌 0, 可以清晰地显示 /烟户 0 与 /花户 0

的差别:

处州府云和县正堂谢, 为编查保甲事, 遵奉宪行, 编立保甲, 稽查奸匪, 合行给牌, 仰

该户保邻互相稽察, 甲内如有容留面生可疑及窝盗窝娼, 私宰私贩, 赌博打降, 造卖赌

具, 邪教侵隐之人, 许即查实禀究, 毋得狗隐于咎, 须至牌者。

计开 五 都 徐河 庄乡保 陆文盛 第 卅四 甲甲长 陈应千

  第 五 户  王元兴  年 廿六  岁  向务农   生业

  父 0

  母  囗氏     年 五十五 岁 妻 0    氏年      岁

  弟 0        年     岁 子 0     年      岁

  姪 0       年     岁 媳 0    氏年      岁

  女 0       年     岁雇工 0     年      岁

  自田在  利玉 户办粮       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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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 5永川县志6 卷四 5赋役# 户口6。

5钦定八旗通志6 卷六十五 5土地志四之畿辅规制6。

户部尚书孙廷铨: 5题为编造黄册事6,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号 0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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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房

    草房 三间  系自屋

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给本户悬挂门首

按照何炳棣的观点, 保甲系统的人口登记从乾隆六年 ( 1741) 就开始了, 但在各省是不一

致的。换句话说, 就人口登记的作用而言, 各省是不一致的¹。本案显示至少自乾隆十六年开

始, 在云和县 (或浙江省 ) , 严格的保甲户口登记就展开了。本案户主只有 26岁, 未婚, 所以

无子女记载, 有弟、侄子及侄女的栏目设计, 但无记载。本案户主可能是独生子, 其姐妹情况不

详。如果是已婚男性为户主, 我们相信其门牌之设计, 当包括子女年纪等项目。也就是说, 针对

不同的家庭结构, 门牌的设计是不同的。

这一门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自田在利玉户办粮 0, 清楚地说明其 /产户户名 0 为 /王利

玉 0。也就是说, 在本保甲户之外, 还有一个纳粮之户, 亦即本文讨论之花户。

我们还有一份乾隆四十九年 ( 1784) 徽州歙县三十三都三图保长方日新签名的 /烟户门

牌 0, 这份门牌的诡异之处在于内中没有填写任何人名, 有点像我们经常开具的空白介绍信。我

们注意到此门牌中没有类似 /自田在利玉户办粮 0 的句子。在石仓灯塔村我们还搜集到二份咸

丰年间的 /门牌 0, 内中亦无此类文句。尽管如此, 从上引王元兴门牌可以看出, 对于 /烟户 0

与 /粮户0 的区别, 时人心知肚明, 毫不混淆。于是, 我们可对本文提出的问题作出以下结论:

明清时期见载于各种官修史书 /赋役 # 户口0 中的 /花户0, 因其与赋役直接挂钩, 故与执

照、由贴、易知由单等交钱纳粮通知凭证文书中的 /花户 0 应该是同一来源。而花户, 显然是

作为官府册籍上的纳税单位而存在的, 其中以某会等为名的花户, 更显示出花户的非人户性质。

其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显示了 /花户0 内涵的复杂性, 如此, 定量化的户均口数及增长率就不能

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指标。

就石仓执照地籍的内容及格式而言, 自光绪历宣统至民国, 执照格式大同小异, 基本未变。

民国元年, 阙汉斌云和县的花户户籍依然存在, 从现存执照来看, 该花户至少一直存在到民国十

四年 ( 1925)。无独有偶, 阙天贵在松阳县的花户户籍以及阙玉磬的松阳县花户户籍也一直持续

到民国中后期, 只不过两县的 /花户 0 之名至民国由 /业户 0 统一取代。制度的连续性从此可

见一斑, 而关联其中的, 是一个个血肉相连的前祖后裔, 可见在无巨大社会变动前提下, 人事上

的自然延续, 使得制度上的承继顺理成章。

(责任编辑: 陈炜祺 )

  点评意见: 赋役、人口历来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虽然以往的学界对 /常见之词0

的概念作了一定的阐释, 但实际上留下了许多漏洞, 诸如 /主户0、 /排年 0、 /花户 0 等等, 其

概念含义总是在不断演变中, 在具体环境中往往有它特定的含义, 不能用 /常用概念 0 去套,

若如此, 往往会 /误读0 文献, 因此对它们在各种特定情形下的概念界定,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此文把 /花户0 的概念解释得如此波澜起伏, 峰回路转, 常常出现让人难以意料的阐释,

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不仅如此, 此文包含的学术信息非常丰富, 诸如 /花户 0、 /粮户0、 /产

户 0 等与 /烟户 0 概念区别, / 易知由单 0 与 /执照 0 的关系, /田面0 与 /田底 0 买卖的复杂

状况, 家庭析产的复杂过程, 官府 /过割 0 的严谨与无奈, 甚至常常利用 /花户 0 概念复杂的

演变情形, 试图来探讨人口统计的标准问题, 诸如此类, 随处可见。此文论证方法亦有许多可观

之处, 如把家谱、文书、文献互相参合印证, 指出诸多的异名、虚名, 其表象与实质的逻辑梳

理, 的确让人感觉 /出彩 0 之处甚多。

点评专家: 胡铁球,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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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 tua l comm un ication be tw een C ity Ji and Cen tra l p lains and m inor ity areas in the Northe rn Ch ina, wh ich has

exerc ised a dram atic influence over the h istory of tha t p lace1

Keywo rds: C ity Ji A rea; T ransportation; Period o fQ in and H an Dynasties

The Evo lu tion and Na tur e o f H uahu B ased on Shicang Docum en ts

Shan L i Cao Shuji( 119)

Abstrac t: -H uahu. (花户 ) ( F isca l household) is a comm on term in popu la tion h istory research o f la te imper ia l

Ch ina, and the ir number is often app lied as an importan t refe rence in relevan t research1 H ow eve r, there was no standa rd

defin ition of -Huahu. in h istory, so scho lars who are inte rested in this problem seek w ays to unve il it by associated

records1 But the sca ttered histor ica l m ater ia ls and persona l understand ing o f the scattered often lead to disto rtion o f the

nature, wh ich in turn lead to m isusing o f the recorded number1 Fortunately, the new ly discovered Sh icang documents

prov ide a new opportun ity fo r further study1 The essay finds that the correspond ing re lationship of -Huahu. w ith the define

household is various, and the land is the basis fo r its ex istence1 In essence, -H uahu. is not a real househo ld, but a fisca l

unit just like a company reg istered in population statistics system for governm ent1

Keywo rds: Shicang Docum ent; Voucher; -H uahu.

Incom e- Expend, Surp lus and theR a te of C omm od ity o f the Fa rm H ou seho ld in theD elta o f Yan gtzeR iv er in th e

1920s and 1930 s

Guo A im in ( 130)

Abstrac 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fa rm househo ld in the v illage o fKa ix iangong, wh ich is the common de legate o f

sou th part of Jiang su, show ed comm ercialization w ithout no surplus1 W ith the negative surplus in the common year, fa rm

household had little ab ility to invest in ag ricu lture and the new technique could no t be expand; the peasant cou ld not spend

much on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enterpr ises in the countryside cou ld not deve lop by action o f inner need1 The h igh

comm ercia l ra te was caused by low incom e and heavy burden in the fa rm househo ld1 In the po int o f Enge l coe fficient

be long ing to the k ind o f poverty, the comm ercia l ac tion o f farm househo ld w as on ly the way to re lieve the press of liv ing1

The peasants cou ld not so lve the question o f se lf- deve lopm ent and the soc ia l transfo rm ation w as nonsense1

Keywo rds: the De lta o f Yang tze R iver; the V illage of Ka ix iangong; Incom e and expense of farm househo ld; Rate o f

surplus; Ra te o f comm erce

The Cha rac ter s o f th e C ir cu it Intendan t a fter th e S ix th Y ea r o f the K angx iR e ign in the Q ing Dyna sty

F u L inx iang ( 144)

Abstrac t: F rom the s ixth year of the Kangx i Re ign to the third year of the Xuantong Re ign in the Q ing Dynasty, the

circu it in tendants genera lly be longed to the prov inc ia l adm in istrative system accord ing to the law. They ne ither had

independent governm ents nor had formed an independent adm inistra tive leve,l thus m aking them a ffiliated to the prov inc 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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