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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次展览
看契约的特征
方印华

9 月上旬的一天，由市 率的重要依据。
档案馆、市图书馆和市收藏
这次展出的百余份契约
家协会共同举办的一场名为 中，还有几个值得令人关注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契约文书 现象，那就是有部分契约可以
展”的展览在市图书馆大厅 分为草契和正契两种。如果说
隆重开幕。之所以说这次展 草契是买卖双方真实意图的表
览别开生面，是缘于其所展 达，那么正契则可以看作是官
的内容全部是契约类文书。 方的认可，而且在契约的形式
这些契约文书不但来自全国 上已从文字记录为主转向了格
各 地， 而 且都是在抗战 时 式化合同。从目前所存的契约
期、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建 文书看，这种格式化合同应该
立的新政权或农会组织所颁 是民国早期在处理旗产时的产
发，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物。所谓旗产，就是清代八旗
之际举办这场展览，其意义 子弟名下由清朝政府允许以公
自然是非同一般。
款购买并由个人使用的房子及
契约是中国民间文书的 土地等财产。清政府被推翻
一种遗存，可谓渊源深厚， 后，国民政府对这些旗产也实
历史悠久，品类繁富，蔚为 行了统一接管，这就必然要将
大观。从契约的产生与演化 原有的房契地契进行变更，格
进程看，早在西周时期就已 式化合同也就由此而产生。其
有记载。如 《周礼·秋官· 二，这些展示的契约文书来自
朝 士》 中，就有 “凡有 责 全国各地，既有河南、河北、
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山东、山西、陕西、广东、广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如 西、江苏、福建、浙江等省
果要分清责任，只能看谁的 份，也有来自晋察冀边区、绥
手中有凭有据，也就是所谓 晋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抗日
“判书”在谁的手中，谁便 根据地，发证单位大多为县级
拥有产权，这大概可以看成 政府，有一部分为当地的农会
是 中 国 关 于契约的最初 描 组织和边区政府。由此可以看
述。唐 代 的大 儒贾公 彦 在 出，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必
《周礼义疏》 中对“判书” 然与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息
有过专门解释，他说：“云 息相关，这正是共产党所创立
判，分半而合者，即质剂、 的新政权与旧政府最显著的区
傅别分支合同，两家各得其 别之一，也充分体现了早期红
一者也。”所以，判书、质 色政权的独特性和非同寻常的
剂、傅别都是民间契约书面 历史意义。按此而论，此次展
形式的别称，双方在意思表 示的契约文书既是贯通历史与
示一致的前提下，在先者表 今天的纽带，也是制度变革的
现为要约，在后者表现为承 有力佐证。
诺，这就是契约产生的必要
在此有必要一提的是，虽
条件。当然，上述三种契约 然民间契约蕴藏量大而丰富，
在具体应用时还是有所区别 但随着农村旧房改造的不断深
的，如判书是一式两份，中间 化，很多原保存于民间的契约
盖有骑缝章，双方各执一份， 在这一过程中被忽视被灭失。
类似于今天的合同；而质剂是 契约收藏者卢炯早在十几年前
一种买卖合同，适用于各类商 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花了
业活动，大买卖用大型称质， 大量的精力通过那支专门跑地
小买卖用小型的称剂；而傅别 户大军，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民
则是一种借贷契约。
间历史文书征集令。这一招十
最初的契约类文书，散 分奏效，那些走南闯北四处搜
见于一些青铜器铭文。到了 罗古玩旧家具的人也把民间契
唐宋时期，民间契约的形式 约文书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几
日臻完善。一份合格的契约 年下来，卢炯手头的民间文书
应当具备的各种要素已经十 总量已达四万余件，其中契约
分明确，如双方当事人的姓 类文书两万余件，晚清至民国
名、目标物的名称、坐落的 时期的各种教科书一万余册，
位置、有无抵押典当、成交 老一辈革命家的藏书、抗战时
的价格、付款的方式、书写 期的画报、民国时期的各类奖
契约者及见证人的姓名、买 状、毕业证书、结婚证等数千
卖成交时间等，在一份合格 件，可谓是琳琅满目，自成体
的契约中不可或缺。自宋代 系。这一抢救性的保护行为，
以后，此类契约文书虽非法 使得很大一部分散落于民间的
律文书，但对于双方当事人 契约文书有了一个归宿，在民
而言，是必须遵守的，如果 间历史文书的保护中留下了浓
发现一方隐瞒真相或违背约 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些民间文
定，另一方有权请求其履行 书的初步梳理中可知，他收藏
或变更。类此的判例在在古 的契约最早为明代晚期，历经
代笔记小说、话本、故事中 清代十二朝，又有民国时期和解
屡见不鲜。这不仅是古人遵 放初期，还有一些很是特殊，为
循契约精神的外在表现，也 1931 年以后伪满洲国政府时
是中国民间契约大量得以存 期。其中有一份特别显眼，书写
续的重要原因。
的落款日期竟然是“天运八
其实，契约作为民间文 年”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并没
书的一种统称，还包涵了很 有“天运”年号，后来查阅了相
多种类。如民间因为买卖、 关资料，才知道这一年号原来是
借贷、典当、赠送等行为所 晚清时期上海小刀会创设，时间
产生的文书；乡规民约、遗 为 1853 年 8 月至 1855 年正月，
嘱家训、寺庙、书院、社会 先后共一年零六个月。那么，这
组织的内部规范等亦属此范 “八年”又作何解释呢？现在唯
畴；甚至连婚约、休书、悼 一可以推断的应该是这份契约的
词、贺岁卡片、诉讼记录、 买卖双方可能都是小刀会的成
家乘谱牒、账册等均可看作 员，虽然起义失败，但他们依然
是民间文书的遗存。当然， 在延续着原先的梦想。这大概
作为民间契约除了文化遗存 也是民间契约观照时代变化的
的属性外，还是一个时期内 一个缩影。
政 权 变 更 和社会变革的 见
民间文书虽然是个宽泛的
证。以民国时期民间契约的 概念，其蕴涵的历史信息量也
印花税为例，就可以透视出 不容低估，但与卷帙浩繁的官
当时税收制度的演变。印花 方档案相比，也不可同日而
税 于 1624 年 创 行 于 荷 兰 ， 语。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资料的
以后在世界各国推行。中国 延伸和补充，不但可以让专业
于 1913 年开始实施印花税 人士拓宽研究视野，也可以为
制度，到 1958 年 9 月取消， 理清历史脉络，衔接地方自治
1988 年 10 月恢复。在此过 组织与官方的关系，找到更多
程中，民间契约中所载明的 的依据。仅从这一点出发，民
成交价格就是印花税应征税 间文书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

偶然间抬头，有时会看见
月亮，正是它最瘦的时候，瘦
到令人联想到是某个美丽女子
纤纤玉手上剪下的一缕白色指
甲，这缕被剪下的指甲从刀锋
下跳出，随意地弹上天，就那
样悬在夜空中。
有时看到的，正是它最肥
的时候，肥到每一个角落，每
一道可能的缝都填满了，绝对
没有一丝的空缺。如果是在温
暖的季节，它好像是黄艳艳
的，被一个技术精湛、无比耐
心、追求完美的匠人细细打磨
出来的一面铜镜，放在古时候
小姐的梳妆台上，用来端详那
如花的美貌。如果是在寒冷的
季节，它好像是白色的，泛着
淡淡清光的白，它那么圆，那
么大，又那么冷，冻在空中，
像一块冰盘，如京剧 《贵妃醉
酒》 中带着失落和忧伤的唱
词：“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
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
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

轻时光

月儿弯 月儿圆
岑玲飞
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
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
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啊，
在广寒宫……”
然而，满月毕竟是可爱
的，看到满满的月亮，不由心
生欢喜。它像一个标点符号，
一个大大的句号，给写好的一
篇文章点上最后一个句号，是
一件多么令人舒畅顺意的事；
它像一只打满气的轮胎，滚啊
滚，滚啊滚，坐着这只轮胎，
去到一个陌生的远方，看一路
新奇浪漫的风景，去想象现实
里很少发生的远行；它像一只
冒着油光的大月饼，似乎不是

单薄的一片圆，而是带着厚度的
一个，看到它，就很想吃一个油
饼或月饼，反正，会很想吃一个
像满月一样圆圆的饼；它就像一
幅令人困惑的画，只是一个圆，
那么简单，却很美，像高超的大
师画的一幅神奇的画。
如果一个女子的脸长得像满
月一样圆，肯定不是一种美，但
看到美丽的女子，还是会令人联
想到满月，联想到她虽然不是满
月一样圆的脸，但脸上却有着像
满月一样的光辉和神采，像满月
一样的明媚和干净。她的美，就
像美丽的面容还带着一颗善良的
心，这美就像满月一样地完整无

缺了。
而每当我偶然间抬头，看到
半个月亮，就会想，这月亮，也
并不全是诗情和画意。当它不圆
满也不细瘦，处在“中庸”位置
时，又变成了一种食物——厨房
的一瓣大蒜，被剥去了薄衣，露
出了饱满果肉的一瓣大蒜。
用大蒜去比喻月亮，似乎不
相称，然而确实像极了。这时的
月亮，往往比半个多一点点，显
得不那么规则，就像一粒胖鼓的
大蒜，也泛着不那么明显的白里
透黄的光，比真实的大蒜更加夸
张一点的光泽。月亮变得像大蒜
一样家常和接地气，而大蒜在我

心中冠以月亮的美好，也不为
过，家常接地气的，能说不美
好吗？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
的，都是像大蒜瓣一样的月
亮：比半个多一点就是鼓胀的
大蒜瓣，比半个少一点就是瘦
瘪的大蒜瓣。
过日子就像月亮，大多时
候是一粒大蒜瓣的样子，用一
双迅速的、沾着厨房味的手，洗
洗切切；少数时候才会像一枚月
白色的干净细指甲，像不食人间
烟火的一双纤纤玉手的一枚指
甲，浅唱低吟，素手弄弦，兰花
指，舞翩翩，或是摇着纨扇，并
不为扇风取凉，只为营造一种风
姿；或者少数时候才会像一轮满
月，一轮全方位无死角找不出凹
陷与不足的欢喜满月。
我们热爱生活，就像喜欢和
接受月亮的每一种形状，去喜欢
和接受生活的每一种状态，像大
蒜一样俗常，或像诗歌一样浪
漫。

记 得 小 时 侯，每年的中秋 回甘堂
夜，大人们都会拿出街上买来的
月饼，围坐在家门口的道地上，
吃着月饼聊着天。几个小孩抢着
月饼吃，抢着吃的月饼，味道是
陈 杰
当然的好。大人们往往都会找一
些诸如我已经吃过了这样的理由
让我们多吃一点。
的遭遇。那个年代，媳妇在婆家
中秋月夜，听大人们讲关于 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也可以说女
中秋节的故事是必不可少的。有 人地位的不平等。女人生活上的
一则故事记忆犹新，说月亮上有 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反而被误
一棵很大的桂树，桂树下住着一 以为偷柴偷米去孝敬娘家，其实
个叫吴刚的男人，吴刚每天的任 娘家的家境并不差。通过歌谣反
务就是锯桂树，在中秋节的晚 映了奶奶那代人曾经的生活。这
上，吴刚会把一截桂树枝锯下 样的歌谣，随着一些老人的作古
来，掉到地上，要是哪户人家捡 已经无法正确的、完整的整理出
到这根桂树枝，把它做成锅铲的 来。
柄，锅铲一剁 （敲），一锅粥！
民间的歌谣最能反映当时的
锅铲一贯 （放或扔），一锅饭！ 社会，而现在自己的孩子也渐渐
只要用这根桂树枝做的锅铲敲一 长大。每年的中秋节一家人照样
敲锅，锅里就会变满米粥！锅铲 围坐在一起，除了月饼之外，还
锅边一放，锅里就会冒出米饭！ 有吃不完的瓜果零食。我们也会
我们听着故事，不自觉的抬头望 给她们讲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当
着天空中的月亮，希望能在天空 我们讲述大人们曾给我们讲过的
中闪现出一道黑影，然后就奔去 故事时，现在的孩子明显的要比
捡树枝。然而，这仅是一个故 我们小时候来得聪慧，孩子们把
事，是那个年代人们对温饱的美 这样的故事当做不可思议的笑话
好向往而口口相传的故事，不可 看待。于是往往在再一次讲述锯
能真的掉下树枝来。
桂树的故事时会结合李白的诗
而年长一点的老人们吟唱的 “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进
歌谣却是现实的反映，这是奶奶 行与进俱进的讲解，更好的适应
在中秋夜经常传吟的歌谣：月亮 孩子的感悟和接受。当然奶奶的
汪 汪 ，/囡 梦 爹 娘 ！/爹 爹 百 花 歌谣，她们更是无法理解的，我
香，/姆妈心头肉！……/说我偷 自己也是没有勇气给她们吟唱。
柴偷米孝爹娘，/前堂敲过后堂
中秋月夜，月亮还是那个月
续。/我的爹娘也不穷，/珍珠玛 亮。遥望月亮的人已经大变样
瑙搭莲蓬。/九间楼屋红彤彤。
了！月亮下面人们的生活也是大
小时候听这样的歌谣是听不 变样了！我们小时候是抢着吃月
明白的，有些句子也只能是音 饼，轮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反而
译，后来长大一些才慢慢明白一 要劝说她们和老人，月饼要少
点大致的意思。前面几句是远嫁 吃，油多！我在想，古人是怎么
他乡的女儿在中秋之夜对娘家 过中秋节的？孩子的后代又会怎
人，特别是父母的思念。后面一 样过以后的中秋节呢？
段，则是描写了做为媳妇在婆家

中秋月夜

炙热的心 （摄影）
还在杭州读大学那会，记
得有次放寒假，在车站候车，
旁边一位等车的姐姐和我聊起
天来。印象中，她告诉我，她
是台州人，来杭州看失眠症
——整夜整夜睡不着的那种，
很痛苦。她说我长得很漂亮，
以后一定会幸福的。还说自己
看人很准。
幸福，什么是幸福呢？
现在不是缺衣少食的年
代，我有自己的工作，有稳定
的收入，凭藉着公积金贷款，
在市区买了房子，去年还换了
车，我有能力买自己喜欢的东
西。可我问自己，我幸福吗？

感悟点滴

与文友游四明罗汉谷，
七律，平水韵
忆昔仙人过海来，
幽岩璀璨景光开。
棋盘遗落千囊璧，
玉笛吹飞万树梅。
倒挂银河悬素练，
直临天瀑卧苍苔。
吾曹听雨松风下，
心有蓬瀛境自瑰。

慈溪诗词

菩萨蛮·原韵和程庸兄
《四明山罗汉谷和诸友》
石窗故迹苍苔老，
我来幽谷寻仙草。
危壁挂飞泉，
轻音萦梦间。
佳茶胜酪乳，
临槛望岩树。

夹竹桃 （写生）
熊
伟

去年三月，我参加江西省
横峰县的“秀美乡村行”采
风，第一次来到崇山关。那
次，正值下雨，雨水迷蒙中，
崇山关笼罩着一片看不透的历
史烟云。
今年五月，我又一次来到
了崇山关，这次天气晴朗，我
特地离开了随行的众人，独自
一个人，沿着贴山而修的公
路，向着关外远远地走去，又
按原路返回来，细细地观看、
体验着崇山关的沉雄气势和今
古感。
它是徽饶古商道上一处险
要的隘口。
出入隘口，就能够想象得
到，当年的商贾、旅人、学子
们，艰辛货殖，游学赶考，出
没于这条曲折山道上的情景。
每当战事来临，这隘口就
会成为进攻与防守的关节，所
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扼守、夺取，都显得极为重
要。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各
地南宋的爱国军民，纷纷组织
义军，进行抵抗。
谢疊山就是其中一位坚决
主张、并用实际行动来抗元的
人物。
他是弋阳人，和文天祥同
科进士，与文天祥同被誉为爱
国主义的“二山”
。

马爱儿

会感觉很美好；但往坏的方
面想，情况就会很糟糕。因
此，我们在努力追求梦想的
同时，就要做好失败的打
算，倘若真的不能成功，就
杨 敏
想想从中的收获，因为凡事
有利有弊，只要我们努力过
答案是：我不知道！
了，也就无怨无悔，也算对得
因为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 起自己的良心了。
的无奈，也会遇到一些求而不
毕 业 至 今 ， 我 已 工 作 10
得的事、物，我也偶尔会失 多年了，每每想起那位姐姐对
眠，但总的来说，比上不足， 我的祝福，心里总是暖暖的。
比下有余，就看自己知不知足 不知道曾经失眠的她，最近如
了。
何？我想说：我过得还好，谢
或 许 ， 幸 福 就 是 一 种 心 谢你的祝福！我也祝你幸福、
态：你把事物往好的方面想， 安康，每晚有好的睡眠！

幸福

己亥八月四明文化溯源之旅
俞
雨霁意澄明，
篷前秋色清。

强

精神矍铄脸如童，
酒意微沾气更雄。
铁划银钩飞电疾，
书蕉画荻百年功。

听俞建文先生介绍四明文化渊
源，七绝，新韵
觅幽搜异入云踪，
探脉穷源意未慵。
桑梓情深文自酽，
胜如秋雨响遮篷。

己亥八月初二下午入四明岚舍，
赠孙琴安教授
先生携得好风来，
自有甘霖洗暑埃。
且喜清凉盈涧壑，
阮郎又见四窗开。

四明岚舍之夜观摩马华林先生
芳翰，七绝记之，平水韵

名家专栏

听孙琴安教授讲韩柳文赋及四明
文化，记之，五律，平水韵
暮入深山里，凭栏望四周。
岩泉惊走电，雨籁感凉秋。
听课忘衣湿，煎茶溯脉悠。
大俞幽胜地，师友漫交流。
四明岚舍露台品茗听雨，
七绝，平水韵。
山竹重重隔岸幽。
烟岚深处洞宾游。

他曾任过弋阳县令。元军
向南宋步步紧逼，他不惜变卖
自己的家产，招募义军，全力
投入抗元战斗。
后来，抗元失败了，他逃
往了福建；最后，不幸被关押
在元朝的大都，不受元朝的官
禄利诱，绝食而死。
崇山关就是当年训练抗元
义军的地方。
崇山关有座疊山书院，是
谢疊山聚徒讲学的地方。据县
志载，各地前来听讲、学习的
人众多，这个书院名声远扬，
所以又叫它“扬四海”。它是
弋阳疊山书院的前身，可惜早
年毁于兵火了，现只存遗址。
本世纪初，年轻的方志
敏，曾在弋阳的疊山书院里学
习；谢疊山的民族气节，凛然
正气，对于方志敏的影响，是
可想而知的。
爱国主义的情怀，一脉相
续。
我沿着崇山关下的公路，
边走边思考，这些激昂的爱国

主义情怀，便在我的胸中久久地
激荡。
在崇山关下，我走了两个来
回，不时地停下脚步，向关外与
关内的方向远望。
苍茫云海间，留存着天地间
的一股凛然正气。
后来，我回到了如今车来车
往的崇山村口的大桥上，又从大
桥右端的石阶向下，沿着曲折的
小路而行，一直来到了桥底的河
水边。
我仰观着大桥，它沉稳而坚
固；远目河水，它沿着弯曲的河
道，一直向着隘口的方向，汩汩
流去……
回到崇山村，我询问了当地
的一位老人，问他崇山关以前的
面貌，这才了解到：村口这座公
路大桥，是后来修建的，以前没
有。原来崇山关的关口，就在我
沿着隘口来回走的下方，那里下
方的河上，本有一座木桥，桥上
有专人防守。
隘口那里本无公路，公路是
削掉了一大块岩石山体后，才贴

罗汉谷即景口占，七绝，平水韵
冒雨游山景更奇，
秋凉挹翠映筠枝。
烟云深处悬幽磴，
持伞听泉信步迟。

四明罗汉谷得一奇石，五面六角，
赠高琦兄，以七律记之，新韵
天生清骨映玲珑，
拾在灵山瀑水中。
鹅卵鸡心终媚世，
龙章麟角自称雄。
岂能深苑为云客，
宁向幽庭拜石兄。
添有四君成五友，
灌园雅赏忘尘踪。

是用一种叫豆腐柴的矮灌木的
叶子与嫩枝，揉挤出汁水，加
上稻草灰浸泡出的碱性水，形
成均匀的液体，自然凝结而成
的，具有消暑降血压等功效。
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中国的劳动人民，在与大
自然和谐共生中，聪明才智得
着削后的山体修建的。
到了充分的发挥。
可见当年的关口要比今天见
这里许多人家的门口，都挂
到的险要多了。
着土蜂桶，养蜜蜂，不用到远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 去放，他们住房的周边就是四季
距这里不远处，就是葛源。葛源 花香的蜂源，土蜂可以随时从蜂
是方志敏当年创建的赣东北革命 桶中飞出去采蜜。
根据地、闽赣皖苏区的首府；可
有些山里人家的蜂桶，还挂
以想像这里的军事位置有多重要！ 到了路口与大树下。
今天，这些历史的烟云已经
这同样是一种与大自然的和
散去，留下的崇山关，在初夏的 谐共生的情景，人们从大自然中
清风中，默默屹立着。
直接获取生活资源。
从村口过桥，向右边的皖饶
最 聪 明 的 是天下实践 着的
古道方向再走不远，就是我们这 人！
次“五月雪作家采风”活动的一
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才是最
个地点——白果园了。
可靠的人类知识。
白果园的创业者们，正为山
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
乡面貌的彻底改变而辛勤努力 还创造了人类的精神产品，创造
着。
着人间美好的生活和安宁；同
在白果园的那棵远近闻名的 时，他们又要保卫好自己的和平
老白果树下，好客的乡亲们，摆 安宁的生活。
出了他们养的土蜂蜜，又拿出了
——关隘便是一道防守的关
他们这里特有的纯自然食品—— 口。
柴豆腐，请我们大家品尝。
这样想着，再远望前方的崇
我是第一次品尝柴豆腐，以 山关，此时烟云早已散尽，在夕
前从来没有见过、听说过。
阳的余晖里，分外明亮！
这绿色的凝冻状的柴豆腐，

崇山关下
乔延凤

芭蕉打雨声清澈，
槛外飞流翠色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