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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干照 ”
———从“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田宅诉讼说起
陈景良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律文化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要： 宋代社会，契约文书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权利的分离 ，广泛地应用于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与此同时，“干照”作为“田宅诉讼”中各类契约文书的通称，也因其具有示信、客观真实的证
摘

据作用而成为宋代司法判词的常用语。“干照”是宋代社会及司法活动中的固有词汇 ，它真实地反映着
唐宋的社会变革，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语言符号置于宋代社会结构的网络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宋代司
法结构的变化与司法传统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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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干照”一词在宋代的历史文献及田宅诉讼中经常出现 ，但其所指究竟为何，学界很少论及，更没有
把这个词汇与唐宋社会变革及司法传统转型相联系 。本文试论之。
“唐宋变革论”是学界的一个大课题，自 20 世纪初由日本著名史家内藤湖南提出以来 ②，已近百年。
百年来，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成果丰厚，新见迭出③。 然而，
已往的学术成果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成绩斐然，但从法律史的视野出发，研讨唐宋社会
变革，也还只是近几年的新鲜课题。就笔者所见而言，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柳立言先生首先提出，应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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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王觐不辞辛苦，帮助整理资料与数据； 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吴欢协助校对文稿，谨

此致谢！
又称为内藤虎次郎。台湾著名史家柳立言教授指出： 内藤虎次郎《唐宋时代的研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首发于
② 内藤湖南，
1922 年日本的学术刊物《历史与地理》； 黄约瑟译为中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译文将论文的出版时间误为 1910 年，受影响的大陆学人颇多。但内藤的确是在 20 世纪初期就提出“上古—中
古—近世”的分期史观。又见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上、下） ，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论著选译》，夏应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见柳立言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 6 页注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
③ 介绍“唐宋变革”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7—133 页； 李华瑞《20 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台湾） 柳立言
《何谓“唐宋变革”？》载氏著《宋代的家庭与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42 页。其他成果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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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角度观察唐宋社会变革①，其后大陆学者戴建国以“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 ”为题申请并获批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出版专著《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② 。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 （ 1） 以法律史的视野观察唐宋社会变革，这里的法律是广义还是狭义？ 二者
是否需要区分？ 意义如何？ （ 2） “唐宋社会变革 ”中的社会是一个宏阔的社会学概念，它涉及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从法律史的角度去看这一问题，它与以往学界的眼光有何不同？ 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应
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对此，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 ，并以“干
照”一词为切入点，给出新的解释。
就法律而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法律是指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 在西方法学流派
中，持狭义法律观念的是实证主义法学派 ； 广义的法律，除国家制定法外，还包括习俗、礼俗及其团体机
构、社会组织制定的章程、办法等，社会法学派往往持广义的法律观念。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成文法传
统的国家，制定法是审判的主要依据，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又加上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故历来以“礼法合一”著称。礼的部分规范，或上升为法律，或成为刑法与司法原则。 即便是礼俗，也未
必不可以广义之法视之。故以法史的眼光去看唐宋社会变革 ，既可从广义的法律出发，把礼俗、家范、家
训、族规、私人书院的“揭示”等均视为法律，研究唐宋之际社会风俗的变化③，并以此去揭示中国自宋以
后一千余年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④，也可以从制定法的层面，从国家司法审判与诉讼的角
度，揭示唐宋社会变革的形态、内涵及其意义。就社会变革的内在属性而论，学界通常认为影响社会结
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有二： 一是土地私有制的深化与发展，二是社会阶级关系的变革。 但在本文看来，
其实还有一个重大因素，以往被学界所忽略了，这就是司法传统的变革与转型。我们如果不把司法制度
与传统视为一个孤立的社会元素 ，而是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法律视为社会生活的产物，
法律根植于社会生活，社会是法律之源，法律又反过来规范社会生活，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司法传统与
司法制度只不过是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环节 。 就司法审判而言，无论是刑狱，或者是田宅诉
讼，在一个成文法传统的国家里，审判的最重要依据与原则就是依法判决，并参酌天理与人情。 就此而
言，从国家制定法的角度，以唐宋之际的“田宅诉讼”为切入点，从司法构造的原理出发，把诉讼的理念、
类型与原则置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 ，从而去揭示唐宋司法传统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性 ，并把法律
与司法传统转型视为衡量一个社会变革的重要指标与变量 ，既是本文的一个新视野，也是学界以往所忽
①

柳立言先生说： “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法律史上的‘唐宋变革’》指出，就法律领域来说，一个主要的变革是发生在宋初，并且很

快就确定下来，而这个变革不是独立发生，它有着若干社会和经济变革作为后盾。至于其他领域，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和思想等，可
以有不同的变革期。过去太重视‘朝代’，执著于以‘唐宋’或‘明清’来指称变革期，假如以领域为主体，就可能是‘法律变革’发生在宋
初而定型于北宋中叶，‘政治变革’发生在中唐而定型于宋初，而‘儒学变革’发生在晚唐而定型于北宋中叶了。”参见前引氏著《宋代的
家庭与法律》，第 20 页。笔者近几年竭力搜集并高度关注柳先生的成果，但目前仍未见这篇论文正式发表。
②

戴建国： 《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2012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宋都开封与十至十三世纪中

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笔者因专业背景的缘故，虽第一次参加史学专业的研讨会，却
被分到了学术实力雄厚的法制组，且拙文的评议人为著名宋史学家戴建国教授。戴先生自 90 年代以来便在《文史》及《历史研究》等权
威史学期刊上发表有关宋代法律史的学术论文。笔者在宋代司法传统的研究中多次蒙戴先生指教，且惠赠书籍资料于我，不胜感激！
此次，戴先生在担任拙文的评议人时，就本文中“干照”一般含义的第三义———即“干照”为“日记”或“笔记”之义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
“毕氏干照存焉”一语应释为在政府颁发给毕氏家族的“告身文书”或“批书”中记载了此事为妥。戴先生之说或容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但对戴先生的高情厚谊及学术见解，仍须于此表出，以示敬重！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2008 年，笔者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 “唐
③ 笔者前一段研究的成果，
宋社会变动与法律变化研究”，并于 2010 年 12 月于河南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以“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结集，但尚
未正式出版。笔者的看法，参见拙文《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从“皇权统治国家、士绅建构社会说起”》，《公民与法》2012 年
第 3 期。
④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人现在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受宋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影响极深。一般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已

化约为老百姓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这似乎是一个宏阔无当的观念，其实不然。近代以来，中国移植了西方先进国家的许多法律，包括
公法与私法。民法学家甚至要以德国的民法理论打造人们的生活规范，塑造公民社会的根基。但在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婚丧嫁娶，待
人接物，走亲访友，无不都在受着宋代传统的影响。学界有关成果可参见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 2005 年版。葛先生
甚至认为： “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记忆中的或是生活所遇到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古代传统，而是宋代的传统。家庭、伦理等历
史和常识，往往都是宋代给我们留下来的。宋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非常大。”笔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可参见拙作《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
读》，《中国法学》200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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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尤其是，当我们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把宋代司法，特别是“田宅诉讼 ”中新出现的“干照 ”一词，
置于社会文化关系的意义网络中 ，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抽象的历史词汇时 ，我们就会发现，在唐宋社
会历史结构的变迁中，尽管司法审判的主体依然是各级政府中的“士大夫 ”型官员，但宋代司法结构中
的权力配置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即诉讼当事人中的原被告（ 他们大多数是老百姓 ） 、参与助讼的“讼
师”与各色杂人正在通过宋代司法中新话语的出现与法律生长的“理性空间 ”，而改变着已有的权力结
构，从而使宋代司法传统由“人伦理性”向“知识理性 ”转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司法职业化 ”的
倾向。尽管这个转型还要继续受儒家主流话语的制约 ，还要在漫长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缓缓而行 ，甚至还
会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出现逆转 ，但唐宋之际于司法传统转型中所形成的这种趋势 ，确乎是代表了儒家
文明内部的“理性诉求”。笔者甚或认为，若没有这种来自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中的内在诉求，西方
文明及西方法学理论要在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土地上 ，一经清末变法修律，便于百十多年的历史
中如水银泄地般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在
20 余年来的宋代司法传统研究中，才反复强调，在儒家伦理语境的大背景下，仍存在着一种法律知识理
性的诉求。
本文将主要以《名公书判清明集 》中所载案例为参照，并结合笔者新近发现的、尚未为学界所重视
的南宋临湘县令王炎的一则审理田宅诉讼的心得体会 ，以宋代田宅诉讼中的“干照 ”一词为中心，既探
索“干照”的文义所指，又要通过该词汇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性，揭示宋代司法
结构的变化与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 。
二、何谓“干照”？
“干照”一词，宋史学界并无统一认识，已有的《历史大辞典 》与大型工具书中没有也几乎不可能有
一个确当的解释①，因为它是宋代社会特有的产物。学界一般认为，“干照”就狭义而言，是指宋代“田宅
［2］

诉讼”中有关田宅转移、交割及其纳税的契约文书之概称

，但这个解释并不确切。 在宋代的历史文献

中，“干照”一词大量出现。仅就不同历史体裁的文献而言，在不同的语境下，“干照 ”有着不同的义指。
依据“干照”涉及的领域不同和本文的主旨所在 ，可将其大致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干照 ”与“田宅诉讼中
的干照”。后者与宋代田宅诉讼关联密切，甚或可视此为审理“田宅诉讼”的重要物证或书证，将是本文
关注的重点。
( 一) 一般意义上的“干照”
1． 当论及刑狱或朝廷委派官员分决系囚及疏理滞狱时，“干照 ”一词的用意似与“干照人 ”相类，意
指与案件相关联的人，不仅包括当事人，也包括证人。如北宋编年体史书、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四百六十八记载： “御史中丞郑雍言： ‘雨雪愆少，农事不举，伏望申饬内外，督促刑狱，以导和气 ’。 诏：
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令提点刑狱，诸路州军令监司催结见禁罪人，内干照及事理轻者，
先次断讫以闻。内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明白不该编配 ，及申奏公事或虽小节不圆，不碍大情，并许决遣
以闻。”②这是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六年（ 公元 1091 年） 十一月的事。古代中国，受儒家仁政思想观念的影
响，皇帝常常于自然灾害发生或者风雨不调时 ，下罪己诏，或分派官员疏理滞狱，既表示人间秩序要与天
地和谐，也昭示天下，包括司法秩序在内的人间秩序若出现问题 ，则意味着上天之怒。 皇帝应检视自身
或者司法中是否有冤狱，因为决系囚徒不仅仅是司法之事，还事关天地与人间秩序的和谐，定期疏理囚
徒，使滞狱得以疏缓，便成为一种自汉唐以来的常规制度 。这道诏文就是在冬季天旱少雨雪的背景下发
出的。诏文中的“干照”一词，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应指的是狱中所关押的与案情相关的干连证人 ，又称
“干照人”。干照人一词在宋代历史文献中也经常遇到 ，本是指与案件相关联的人，既包括当事人，也包
①

经查，《辞海》、《辞源》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皆无“干照”词条。

卷四百六十八，“宋哲宗元祐六年十一月庚午条”，点校本，第 19 册，第 11184 页，中华书局 2004
② ［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
年版，以下所引该书，均为此版本，不再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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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证人。古代社会，刑狱大案，人命关天，相关证人要一并关起来，以便查明案情。 在古代司法体制下，
监狱所关之人并非全是已决犯，未决犯与证人也关在其中，因为古代无看守所与监狱之明确区分 。至于
狱中所关之干连人，是否包括婚田之讼的证人，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就文献记载而言，民事证人，宋代一
般不拘押。但这并非绝对，因为古代社会的诉讼中，刑民诉讼之界限并非如现代清晰而有明确的标准。
就此诏令而言，大意是说，朝廷在京委派刑部郎中及御史各一员，开封府界令提点刑狱———即主管司法
的首长，全国各路委派监司，督促所属司法机构疏理滞狱及尽快断决所关押囚犯 ，其中的干连证人———
即本引文中的“干照”与轻微犯罪人，要先行断决并上报朝廷。 类似的意思在《长编 》一书中曾多次出
［3］

现

，受本文主旨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2． 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凭籍与簿籍 ，或赋税册多是印证官员因公活动开支的凭据 。 朱熹《晦庵集 》
卷十九“按勘唐仲友第六状”①载： “缘公库收支簿历干照，于内多有不明，尽系唐仲友收藏入宅。 今来马
澄责到排日收支，官会草簿，细数见在，乞勒本人详细供具及有关买物帛泛费名件 ，亦乞令马澄同什物库
专知陆閈，逐一销破，便见欺弊。”朱熹又说： “而本州略无忌惮，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窃虑必有情弊。
臣除已一面牒邻近州追衢州合干人收索赤历干照 ，逐一根勘，从法施行外，欲望圣慈，先将衢州违法擅支
常平义仓米当职官吏特行责罚，以警诸郡，为擅用常平义仓者之戒。”② 朱熹是我国著名的理学家，其开
创的“宋明理学”曾影响我国元、明、清三代历史，但其在南宋历史上并不得志，做官时间也不长，其对南
宋时期知台州唐仲友擅支常平仓粮米的按劾是否尽符合历史事实 ，学界看法并不一致。 但我们这里关
注的不是这件历史事件的真相及其对二人关系的评价 ，而是朱熹对“干照”一词的用法。
3．“干照”即日记或笔记。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载： “张怀素，本舒州僧也。 元丰末，客畿
邑之陈留，常插花满头，佯狂县中，自称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知县事毕仲游怒其惑
众，禽之廷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给也。仲游不问，抹之，从杖一百，断治还俗，递逐出境。自是长发，
从衣冠游，号落拓野人。初以占风水为生，又以淫朽之术走士大夫门，因遂猖獗。既败，捕获于真州城西
仪真观，室中有美妇人十余。狱中供出踪迹本末。时仲游死已久，诏特赠太中大夫，官其二孙。 史册不
载，毕氏干照存焉。”这里所说的“干照 ”，笔者推测为毕氏日记或笔记。 理由有四： 首先，这件事官方史
籍并无记载，既然如此，它只能从记载毕仲游事迹的私人撰述中寻找 。 其次，与毕仲游私人关联且记载
其事迹的文字表现形式不外乎三种体裁 ，一是行状，二是墓志，三是私人日记。再次，就上述三种记载毕
氏私人事迹的文字体裁而言，行状与墓志却须死后，由其亲朋好友撰写，只有日记或笔记才能是私人撰
述，既然这里没有说据墓志与行状所载 ，而是说“毕氏干照存焉 ”，只有解释为毕氏日记或笔记所载较为
恰切。最后，学界一般认为，北宋中后期，“名士大夫撰写笔记之风盛行 ”③，这里的“干照 ”极有可能就
是毕仲游亲自撰写的日记或笔记 。
4． 关连、关照之义。李纲《梁溪集 》卷一百二十一《答钱巽叔侍郎书 》载： “某顿首拜启宫使侍郎阁
下，去冬承书贶，辞意郑重，以先内翰墓铭见委，宠示行状及干照文字一帙”。“干照文字 ”即关连文字之
义。宋代李光《庄简集》卷十一载： “窃虑行之既久，遂为永例。 诸县因军马经由支过，系省钱斛多不肯
豁除，坊场亏欠课利，委非侵欺，无缘补发，而官吏欲假此骚扰，时一举行，追呼捕逮，谓之干照钱。 县官
无所从出，止是剥民，如斯苛细，望悉蠲除。庶几小民，蒙被实惠，仰副陛下勤恤民隐之意 ”。 此处“干照
钱”即关连钱、关照钱。
5． 证据之义。南宋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 》卷一百九十四载： “公谓前此赏罚失当，将士解体，若非
信赏必罚，无以大收将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枢密院赏功司，应自军兴以来，诸路立功将校借补等人并
许缴元立功干照自陈，朝廷看详，随宜推补，借补官资。于是，四方将士莫不悦服为用，自是士气稍长。”
文中“立功干照”即立功证据之义。《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六载有一段朱熹外任于漳州时与杨通老的对
话，是讨论法律问题的，其中所说的“干照”即法律凭证或法律证据之义。文称：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68 页。以下所引均为此版本。
① 《朱子全书》十二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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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著《晦庵集》，“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义仓米状”卷十七，第 789 页。
参见《宋元笔记丛书》之《后山谈丛·萍洲可谈》，点校者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陈景良: 释“干照”

“杨通老问‘赵守断人立后事错了，人无所诉’。曰： ‘理都是心之骨，这骨子不端正，少间万事一齐都
看印在什么所在，千个万个都唱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 这项事，其义
差了！ 如一个印刊得不端正，
甚明。这般所在，
都要自用，
不肯分委属官，所以事丛杂处置不暇，胡乱断去。在法，属官自合每日到官长
如有不至者，
自有罪。今则属官虽要来，
长官自不要他来，他也只得体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
处共理会事，
或是作县，
看是状牒如何烦多，都有自个措置。每听词状，集属官都来，列位于厅上看，有多少均分
尝说，
之，
各自判去。到著到时，
亦复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处断。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中较量断去，无
有不当，
则狱讼如何会壅？ 此非独为升官者省事，而属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薄尉等初官，使之决狱听讼
得熟，
是亦教诲之也。某在漳州，
丰宪送下状如雨，初亦为随手断几年。后觉多了，恐被他压倒了，于是措
置几支厨子在厅上，
分了头项。送下讼求，
即与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 人案已足底，
自入一厨，
一日集
诸同官，
各分几件去定夺。于厅两边设幕位，令逐项叙来历，未后拟判。俟食时，即就郡厨办数位，饮食同
坐。食讫，
即逐人以所定事较量。初间定得几个来，
自去做文章，都不说著事情。某不免光为画样子云，某
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状系某事： （ 一） 甲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 乙家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
照，
计几项，
逐项次等写令分明。（ 二） 甲家如何因什么事争起到官，
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甲家又如何供对
已前事分明了。（ 三） 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断。（ 四） 某年某月某日某家于某官番诉，某官又如何断。以后几
并画一写出，
后面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
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如此了，
却把来看： 中间有拟得
经番诉，
并依其所拟断决，
合追人便追人； 若不消追人，
便只依其所拟，回申提刑司去。有拟得未是底，
或大事
是底，
’杨通老云： ‘天下事体固是说道当从原头理会来，也须是从下
可疑，
却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
并无雍滞。
’曰： ‘固是。如做监司，
面细处理会将上，
始得。
只管怕讼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状，也不得。若不受词讼，
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当否？ 全在这里见得。只如入建阳，
受建阳民户讼，这个知县之善恶便见得。如今做
守令，
其弊百端，
岂能尽防！ 如胥吏沈滞公事，邀求于人，人皆知可恶，无术以防之，要好，在严立程序。他
限日到，
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滞底事，便是无头脑。事须逐事上簿，逐事要了，
始得。某为守，
一日词诉，
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词讼。某却罢了此日词讼。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
一旬之内，
有未了事，
一齐都要了。大抵做官，
须是今自家常闲，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来丛了，讨
头不见，
吏胥便来作弊，
做官须是立纲纪，
纲纪既立，
都自无事。如诸县发簿历到州，
在法，本州点对自有限
日。如初间是本州磨算司，
便自有十日限，
却交过通判审计司，亦有五日限。今到处并不管著限日，
或延迟
或延迟两三月，
以邀索县道，
直待计嘱满其所欲，方与呈州。初过磨算司使一番钱了，到审计司又使
一日，
一番钱，
到倅厅发回呈州呈复，吏人又要钱。某曾做簿，知其弊，于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这般法意甚
好，
后来一向埋没了。某每到，
既以法晓谕，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仔细，审底审得子纸。有新薄旧薄不
同处，
便批出理会。初间吏辈以为无甚紧要在漳州押下县簿，付磨算司及审计司，限到满日却不见到。根
究出，
乃是交点司未将上，
即时决两吏，后来却每每及限，虽欲邀索也不敢迁延。县道知得限严，也不被他
。
邀索 如此等事整顿得几件，
自是有事。此是大纲纪。如某为守，凡遇支给官员俸给，预先示以期日，到此
’又
日，
只要一日支尽，
更不留未支。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
只得严限以促之，
使他大段邀索不得。
’又曰： ‘法初立时，
曰： ‘某人世为良宰，
云要紧处有八字： ［开除民丁，
刬割户税］，
世世传之。
有多少好意思。
后来节次臣僚胡乱申请，
皆变坏了。如父母在堂，
不许异财，
法意最好。今为人父母在不异财，却背地去典
卖，
后来都昏赖人。以一时之弊变万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请。法尽有好处。今非独下之人不畏
法，
把法做文具事，
上自朝廷，
也只把做文具行了，
不期于必行。前夜说上下视法令皆为闲事。如不许州郡
监司馈送，
几番行下，
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 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是皆有折送，其数不
薄。间有甚无廉耻者，
本无忌日，
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送者。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纪纲，人人玩驰，
可虑！ 可虑！ ’又曰： ‘只如省部有时行下文字，尽有好处。只是后来付之胥吏之手，都没收杀。某在漳州，
忽行下文字，
应诸州用铸印处，
或有阙损磨灭底，并许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当申者。如合有铸印处，乃
是兵刑钱谷处； 如尉有铸印，
亦有管部弓兵，
司理主郡刑狱，乃无铸印。后来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过得
几时，
又行文字来； 又申去，
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节。如某在
绍兴，
有纳助米人从县保明到州，
州保明到监司，监司方与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来，再令保明！ 某
遂与逐一详细申去云： 己从下一一保明讫，
未委今来因何再作行移？ 如此申去，休了。后来忽又行下来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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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米人称进士，
未委是何处几时请到文解？ 还是乡贡？ 如何，
仰一一牒问上来。这是叵耐不叵耐！ 他事事
取如此邀求取索。当初朝廷只许进士助米，所谓进士，只是科举终场人，如何敢恁地说！ 某当时若便得这
即时便与刺两行字配将去！ 然申省去，
将谓省官须治此吏，那里治他？ 又如奏罢一县令，
即申请
省吏在前，
一面差待阙，
候救荒事讫，
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来争，上去部里论，部里便判罢权官。后来与申去云，元
初差这人，
乃是奉圣旨令救荒，尽与备许多在前。及后部中行下，乃前列圣旨了，后乃仍旧自云： ‘合还下
，
’直是恁地胡乱行移，
”
略不知有圣旨？ 那个权官见代者来得恁地急，
不能与争，
自去了。
替 交割职事。
“敬之问： ‘《淳熙事类》，本朝累圣删定刑书，不知尚有未是处否？’曰： ‘正缘是删改太多，遂失当初
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许分异，此法意极好，到后来因有人亲在，私自分析，用尽了，到亲亡，却据法
负赖，遂著令许私分。又某往在临漳，丰宪送一项公事，有人情愿不分，人皆以为美。 乃是有寡嫂孤子，
［4］

后来以计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并其产业，后委郑承看验，逐项剖析子细，乃知其情。’”

这里不避冗长，全段引用了朱熹在漳州时与弟子杨楫 （ 字通老 ） 及李敬之等人的对话，之所以如此，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干照 ”一词的起源似无从考实，而在宋代的史籍中，又经常反复运
用，此词的含义既当从上下文字语境中去把握 ，又必须与宋代的法律用语，尤其是宋代公文的行使、法官
的听讼断狱相印证。这段文字通篇讨论的都是宋代法律方面的事情 ，是了解宋代官员办公、断案、法律
运行、胥吏之弊的生动史料，但其价值尚未被法史学界所重视 。就其中的“干照 ”一词而言，它的上下文
语境是： 首先，朱熹与其弟子杨通老就赵守审断一民户立后即立继事而展开的讨论 ，朱熹强调，理为心之
骨，凡做事必合理，合理就是抓住问题关节点。就法官审案来说，宋代社会民事诉讼甚多，官方来往文书
频繁，且对案件的审期有明文要求。如此重压之下，朱熹认为一个长官要审清案件，理断明白，就必须充
分调动下属官员的积极性，不能一人独揽，尽管长官对案件负有全责，但案子涉及的法律制度与知识十
分繁杂，长官不可能全部是法律专家，如同现代社会中的法院各级院长，其专业知识未必比具有专业背
景的下属强。在宋代，州级长官的幕职官及诸曹官，如司法、司理参军往往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 故
朱熹在这段对话中特别强调长官断案 ，理应发挥所属官员的能动性，下属官员尽职尽责，长官才不至于
手忙脚乱。赵守之所以断错，就在于他大权独揽，不堪重负，压力之下胡乱断去，岂能不错！ 再者，按宋
代法律之规定，州一级司法组织严密，分工甚明，长官之属官每日皆须到官长处即“佥厅 ”共同办公，若
如不至是违法的。而赵守竟然不要下属来办公，致使所断立后案出错。 朱熹借此例来说，他在漳州时，
路提刑司送来很多需重新审理的案件 ，他初期也是自断，后感觉压力太大，于是于佥厅放置几件办公厨
子，也就是摆放公文、案牍、档案的架子，分类置放。来了案件，即刻登记。案件审结，自入一厨。每天集
合众属官，各据其职分配定夺。办公厅两边设帐幕，令所属官员就自己所经办的案件逐项叙来历，然后
批判。到开饭时，饮食同座。饭后，令逐人汇报讨论。朱熹以提刑司所交办的案子为例 ，交代如何处理，
以为示范。如甲家于某年某月某日因某事争讼告到官府 ，乙家如何解释，互诉，甲家又如何应答。 某法
官于某日某月如何断，断后，有无翻诉，又翻诉于谁，此法官又怎样断，经几番翻诉，须一一写明。更为重
要的是，某甲于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干照 ，计几项； 乙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干照，计几项，都须逐项
写立分明，以备审断为证据之用。故由此段文字上下的语境及宋代的法律用语来看，此处的“干照 ”一
词，应为证据之义较为恰切。
另外，这段史料还透露出三条重要的信息 ： 其一，官场中胥吏的作用及贪财。其二，通过受理民户之
讼，洞见县令善恶，即是说，通过考察县一级长官对民讼案件的处理，便可知其是否符合国家的用人标
准。官员断案清明与否是判别官员是否尽职尽责的标准 。民讼不是小事，这是一段难得的史料。其三，
唐宋以来的“同居共财制”一向被学界视为是千古不易的财产制度①，但实际上在宋代社会生活中从没
有被认真执行过，法令不仅允许父母在时，子女可以在父母的允许下生分财产 ，而且南宋的《淳熙事类 》
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别籍异财不相须，下条准此。） 若祖父
① 《宋刑统》卷十二《父母在别籍异财》： “诸祖父母，
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注云，别籍异财不相须，
下条准此。”同卷《卑幼私用财》： “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4 年版，第 192—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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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允许子女不经父母同意，亦可私分。这在中国法律史上还是首次，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只不过《淳
熙事类》的原文已不得见，此令仅见著于《朱子语类 》中，若能于其他宋代文献中考出此令，当对中国法
律史的研究有极大贡献，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佐证 ！
6． 档案之义。胡寅①《斐然集》卷十四： “朕比览元符谏臣任伯雨章疏论列章惇 、蔡卞，诋诬宣仁圣烈
太后，欲追废为庶人。谁无母慈，何忍至此？ 赖哲宗皇帝圣明灼见，不从所请。向使其言施用，岂不蔑太
母九年保佑之功，累泰陵终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党人刑正国吏。虽崇宁而后，迷国猥
众，推原本始，实自绍圣惇、卞窃位之时，而谖慝未彰，公论犹郁，将何以仰熨在天，称朕尊严宗庙之意哉！
令三省取索见存干照文字，议罪来上。当正典刑，布告天下，为万世臣子之戒。”此文中的“干照文字 ”即
档案文字之义。
又洪迈《夷坚支景》卷七《范隅官》： “乾道辛卯岁，江浙大旱，豫章尤甚，龚实之作牧，命诸县籍富民
藏谷者责任粜数，令自津般随远近赴于某所，每乡择一解事者为隅官，主其给纳。 靖安县羡门乡范生者
在此选，其邻张氏当粜二千斛，以情语范曰： ‘以官价较市值，不及三之二。 计吾所失，盖不胜多矣。 吾
与君相从久，宜蒙庇护，盍为我具虚数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报。’范喜其言甘，且冀后谢，诺其请，为
之委曲，张遂不复捐斗升。阖里皆知之，而畏二家力势，费敢宣泄。 壬辰秋大稔，前事顿息，范张自此愈
益交欢。癸巳之春，范以微疾卒，将殓复苏，呼谓其弟曰： ‘我适到一公府，殿宇严峻，官吏森列，使我供
责减寿二纪状。我念平生无过恶，拒而不从，吏云前年汝为隅官，虚申张家赈粜米二千石，至饿死者若干
人，非过恶而何？ 我记得向时张家认识一千石，今所言乃倍之，哀祈此吏放回取干照，遂得暂归。当来应
干文书，尽置箧中，汝为检索，恐可籍手。’弟亟往取视，果二千石，范即瞑目，是时年三十有八。 逾岁，张
亦死。”②
《夷坚志》是宋朝著名的志怪小说集。 点校者认为，该书记载的是传闻的怪异之事，内容多为神仙
鬼怪、异闻杂录、禨祥梦卜，也记载了宋人的一些遗文轶事、诗词歌赋、风尚习俗以及中医方药等。“这
些材料除可资考证外，还可以窥见宋代城市生活的某些侧面 。因而《夷坚志 》不仅在文学史上有一定价
值，同时也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 。”其实，点校者对该书价值的评价还忽略了一项重要内容 ，这
就是法律史的意义。仅就此段引文看，作者虽然是以鬼怪梦卜之曲折手段表现了一个隅官的贪腐与玩
忽职守，但里面透露出的官员于赈灾救荒中需于官方文本与档案中记载往来支出收入事项的信息 ，却是
颇为契合宋代行政法律之要求的。 其中所说的“干照 ”一词，理解为档案及一应文书，理应说得过去。
以此条去印证宋代法典《庆元条法事类 》，亦足见“干照 ”一词可作档案文书解。《庆元条法事类 》卷七
《职制门·四》“随敕申明·名例”： “绍兴九年 （ 1139 年 ） 七月二十四日敕： 应承勘命官公事，其告敕、劄
子、批书等应付身文字内有去失者，虽有干照，未陈乞保奏出给敕劄之人，仰子细推究来历、补授之困，仍
召保官二员，委保实是某官，别无伪冒。如所保不实，科徒二年之罪。仍限当日所保事因，批上保官印纸
或告劄。”③据同书卷十七《文书门·二》所载同条敕令，应补上以下文字： “及于申奏案状内开说召到保
官，已批书保官印纸因依。如后来到部，反叙用若陈乞去失者，仍不得将结勘召保等因依作去失干照使
用。”
绍兴十年二月一日敕： “大理寺参详，有官人去失付身有照证者，已有绍兴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命官
犯罪有失去许召保指挥，自合遵守外，所有无照证，官司难以凭据之人，缘有荫人犯罪尚许收赎，其有官
去失之人虽无照证，即难以便作无官决罚，亦合召保施行。其再失已给到失公据、付身人，亦难以作官人
宋建宁崇安（ 今属福建） 人，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胡安国侄，养为己子，宣和进士。靖康初，为秘书省校
① 胡寅（ 1098—1156） ，
书郎，从祭酒杨时受学。张邦昌称楚帝，弃官归。建炎三年（ 1129） ，张浚荐为驾部郎官，擢起居郎。上书高宗，陈抗敌大计及论苟安议和
之非，辞气激切。绍兴中，任中书舍人，反对遣使入金，出知严州、永州。官至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秦桧当政，深忌之，以讥讪朝政落职
安置新州。桧死，复官。生平志节豪迈，数上书论恢复。著有《读史管见》、《论语详说》及《斐然集》。参见邓广铭、程应镠主编《中国历
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5 页。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1 年版，第 937— 938 页。
② ［宋］洪迈《夷坚志》二册《夷坚支景·卷七》，
③

载杨一凡、田涛主编，戴建国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庆元条法事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5—116

页。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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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罚。” 这段补充文字十分重要，它不仅使绍兴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的文意更加完整，而且我们还可
以通过对“绍兴十年二月一日敕 ”中大理寺就此所发表的解释，尤其是其解释中“照证 ”一词的三次出
现，足可以印证“干照”与“照证”有相通之处，即它们都是指具有法律证明力，且可查证的档案文书或法
律凭籍，是宋代行政法制化的突出表现形式 。
7． 泛指官员因注授差遣或受命于办某事于赴任途中因兵火战乱丢失有关身份证明时 ，能证明官员
身份的“付身”、“印纸”、“补授文书”及其他证据。《庆元条法事类 》卷十七《文书门 · 三》“州军保奏官
员去失状”： “准令，诸弃毁，亡失付身，补授文书，（ 谓告敕、宣、劄、印纸、帖、牒、请受文历之类 ） 限十日经
所在官司自陈，（ 若身在他所即除豁程限，仍于保状声说 ） 召本色二人保 （ 谓命官，召命官； 将校，召将校
之类。文臣须召升朝官，武臣须大使臣以上，甘付朝典委保。仍取索保官付身或印纸，长吏躬亲审验分
明批凿。即因毁失经勘断者，免召保如全去失及去失初补或末后及改官付身若印纸 ，应召管军、知阁、御
带、监察御史以上之类委保者，自依本法 ） 。 系命官，将校付身、印纸、所在州保奏，余报元给官司，给公
凭。今据某官某人状，元系某年月日某人榜，赐进士及第出身，或因父祖等任某官，遇某年月日大礼或致
仕、遗表、阵亡、职任捧表特恩之类补授，是何官，后来缘是何事转至见今官。（ 并要年月日因。） 昨在某
州县，任是何差遣或寄居待阙于某年月日因是何事去失是何告 、敕、宣、劄之类。（ 各开具名件，如告、
敕、宣、劄尽在，止去失印纸，即声说并无隐匿过犯。） 如曾经兵火州军保奏，遇大礼并致仕、遗表补授未
出仕之人，（ 即云今有当时于某州或某县给到去失公据，或别有某处照据文字见存，今来某见在某州军
寄居，窃缘某州军系因兵火去处，案牍不存。） 今召到委识保官二员，开具职位姓名 （ 内曾经兵火州军去
失之人，仍称并责某州或某县给到去失公据或干照文字 。） 粘连在前，乞行勘验，缴连保奏施行。 前连保
官某官位姓名状，各称年未七十，历任无赃罪及私罪徒，与某人非缌麻以上亲并相容隐人，不系分司、致
仕、不理选限、进纳，归明徭人若流外官，亦不系全去失付身止给到公据之人 。（ 使臣云不系未经任人。）
今复保某人出身授改转官资，开具年月日因依，昨在某州县，任某差遣或寄居待阙，于某年月日因是何
事，去失是何告、敕、宣、劄（ 如系全去失及去失初补或末后及改官付身，即声说不系承代他人及阑遗告
敕、付身便作正身冒名祗授，亦不系借补空名改易书填，非泛恩赏补授改易出身 ） 印纸。（ 如有去失印
纸，也声说有无隐匿过犯。） 如曾经兵火州军保奏，遇大礼并致仕、遗表补授未出仕之人，（ 即云保某人，
有当时于某州或某县给到去失公据 ，或别有某处照据文字见存。） 今来所保某人，委的当是曾作是何官，
或曾任是何差遣，（ 武臣即云即不系诸处借补空名书填改易 、妄称去失之人。） 并是诣实。 所保其人系在
是何去处，知识来历因依，今年第几次作保。如后衮同，甘俟朝典，须至奏闻者。右州司所据某人状乞保
奏去失告、敕、宣、劄或印纸，寻下某处勘会，委系于某年月日缘是何事去失。（ 内已授官未出仕之人，勘
会委是曾于某年月日缘是何事保奏 。） 如曾经兵火州军保奏，遇大礼并致仕、遗表补授未出仕之人，（ 即
云取索到某人当时某州或某县给到去失公据 ，或干照文字照验是实。） 及取索到某人未去失以前干照付
身（ 谓如告、敕、宣、劄或印纸，或官司给到可以为照文字。） 寻委官典对，别无差漏伪冒。 录白所存干照
文字，粘连在前，取到保官付身或印纸，照验得系今年第几次作保，已批凿论，保明并是谓实。谨录奏闻，
［6］
伏候敕旨。”
文中的“付身”，又称“付身文字”、“付身文书”。史学家朱瑞熙先生说： “此为宋吏部四选等发给任
差遣官员的功过历，须随身携带。上级官府于其上批写： 该官员于某年月日奉官司之命，差到干办某事，
［7］
至某年月日替罢； 有无未结绝事件，在假月日，不在职月日以及展磨减勘指挥等 。” 而“印纸 ”作为宋代
官府文书名本有三义，在本段的文义是： “宋制，官员已授差遣，须于十日内缴真本告札、付身，赴礼部本

选照检，请二日内于所交纸二十张上用印 。中书门下省，枢密院所授官和外移差遣者，则直接由官府给
付。此纸在铨选制中称‘印纸’，有行程历、保官、选人、使臣、京官、捕盗官并捕盗人及御前、尚书吏部印
纸之分。官员出行，即填写所经地点、月、日与行程于行程历印纸，至目的地交官府检验。 如系担任差
遣，即在选人或京官，使臣印纸上填写到任月、日，替罢则填写有无不了事件在任功过等项 。印纸均由本
人随身携带。使臣及遥郡、横行印纸终身不得更换。 官员若弃毁批书印纸后空纸，则降半年名次注
［8］
阙。” 据此，本段引文中的“干照文字”与“干照付身”，结合宋代授官注授差遣的制度及上下文义 ，大意
是说，当某官员被注授差遣时，或授差遣主办某事时，于赴任途中或所经历兵乱火灾，亡失“付身”、“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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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补授文书”，并由所经州县官府给予证明或者是有关能证明这些法律文件的关联文字、凭证。 法
律要求，丢失者本人须在十日内向所授的主管部门报告 ，并把所经州县所给出的凭证及关联文字粘连上
报，请求验实。故“干照文字”与“干照付身 ”中的“干照 ”应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关联文字与关联证据之
义。
由于“干照”一词作为一个历史词汇，其起源似无法考实，但却又在宋代的文献中，尤其是法律文件
及法典中反复被使用，故我们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文献以抽绎出“干照 ”一词的历史蕴含，以便与我们
下面要讲的宋代田宅诉讼中“干照”的用法与含义相沟通。 就“干照 ”一词的含义，上文所讲有七，再把
它们归纳起来，无非是以下几种含义： 一是干连、关联之义，其二是日记或笔记之义，其三是档案之义，其
四是文书之义，其五是凭籍簿记之义，其六是法律凭证之义，其七是法律证据之义，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最
重要的含义。由于宋代的各种事务活动都已法制化 ，故它在不同的情形下，其所指法律意蕴并不相同，
但“干照”一词所表现的最核心的时代意义是，宋代是一个一切按程式办事的法制社会，几乎所有的行
政活动都有一套极其细致的规则 ，官员的衣食住行及公务活动都完全纳入到程式化 、文书化的法制轨道
中。如此一来，当宋代官员作为法官审理刑狱及其田宅诉讼时，“干照 ”作为“证据 ”的法律意义就更加
突显而越发体现出宋代司法审判高度重视书证与物证的时代特征 。宋代刑狱审判重视物证与书证，最
近已受到学界的关注，并有有关成果问世①。而对田宅诉讼中“干照 ”所彰显出来的证据意义则少有学
者涉及，下面就把“干照”的这层意义重点予以揭示。
( 二) 田宅诉讼中的“干照”
在宋代田宅诉讼中，“干照”是田宅交易的一应契约文书的概称，包括田宅所有权转移、交割时，双
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契约文书、上手文书及其纳税凭证。个别时候，也有卷宗之意②。《名公书判清明集 》
是南宋著名法官判决案件的真实记录 ，其史料与法律价值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该书大约有 230
个案件，而有关婚姻、田宅、债负的诉讼约占 99% 以上③，就书中 226 件民事诉讼案件而言，田宅诉讼又
在 50% 以上。在这些各类形态的田宅诉讼中，现依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开发的《宋辽夏金元史电
子馆》中的《名公书判清明集 》一书，输入“干照 ”一词加以检索，统计出“干照 ”一词共出现 107 次。 我
们先选取一个典型的擅自出卖所寄田产的案例 ，分析“干照”一词在田宅诉讼中的义指，再列表统计“干
照”一词的用法以示明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宋代社会是以田产及财产的多寡来划分户等的 ，户等越高，赋役纳税就越重。
故生活中，常有人为降低户等而隐匿田产，把田产以契约的形式虚假典卖于亲戚或形势户之家等情形，
时人称为“诡名挟户”是也。形势户是宋代的官户，享受免役特权，故常为受寄田产之家。 这样一来，社
会问题也就出现了。受寄之人常借此吞并原寄托之家的田产 ，寄托之家虚假典卖所立契约本就违法 ，因
为它是以偷税为目的的，现在弄假成真，有苦难言。这成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常见于宋
代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名公书判清明集 》所载的这个案件就属于此类性质。 原告为南宋时期江山县
（ 今浙江省衢州） 临江乡吕千五，被告是吕千五的近亲詹德兴，善意第三人是毛监丞宅。 审判法官为翁
甫（ 字景山，号浩堂，宝庆二年 ＜ 公元 1226 年 ＞ 进士，累官江西运使、太府少卿 ） ，时间大约为南宋理宗
年间（ 公元 1226 年后） 。该案的大意是，吕千五与詹德兴是亲戚关系，吕千五为逃避税役，于南宋淳熙
十年（ 孝宗年号，公元 1790 年） 、绍熙五年 （ 光宗年号，公元 1195 年 ） 两次立假契约卖于詹德兴家，并于
光宗嘉熙四年（ 公元 1240 年） 入了詹德兴的产簿。这些表面上完全符合宋代田宅买卖法律程序的契约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另，魏文超著有《宋代证据制度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
① 郭建： 《案发当时： 大宋提刑官断案宝典》，
2012 年，未刊稿。
学位论文，
卷 12，“断罪”，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7 年版，第 464 页。
② 《名公书判清明集》，
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拙文
③ 参见拙作： 《讼学、
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法理学·法史学》于 2002 年第 6 期予以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 年第 5 期《论著
精华》栏目摘录 5000 多字。台湾学者柳立言先生认为这是一篇研究讼学与讼师最为详尽的成果，见氏著： 《青天窗外无青天： 胡颖与宋
季司法》，载氏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268 页。大陆学者田涛在他主编的《黄岩诉讼档案
13、
14、
19 页等。
及调查报告》（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一书中，多次加以引用，见该书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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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虚拟。但数年后，詹德兴却执此买契与产簿证据，把三块田产卖给了毛监丞宅，且毛并不知情 （ 相
当于现在民法理论上所说的“善意第三人 ”） 。 吕千五知悉后，将詹德兴告上法庭。 法官翁甫的判词中
两次出现“干照 ”一词，既指吕千五与詹 德 兴 虚 立 的 卖 田 契 约，也 指 詹 德 兴 据 二 契 而 获 得 田 产 的 簿
［9］
记———“砧基簿” ，也就是田产底账。南宋绍兴经界法规定，人户砧基簿由人户自造，图画田形丘段，
标明亩产四至，原系祖产，抑还典卖赴县印押讫，用为凭证。各县亦置砧基簿，以乡为单位，每乡一册，共
三本，县、州转运司各藏一本。人户典卖田产，须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 ，有契书而不上砧基簿
者无效。这样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判决，依据什么判别真伪，“干照 ”的义指在判词中为何，又是怎样运
用的呢？ 下面就援引原判词以说明：
“江山县詹德兴以土名坑南、牛车头、长町丘等田，卖与毛监丞宅。有本县临江乡吕千五者入状，陈
称上件田系其家物，詹德兴盗卖。今据毛监丞宅执出缴捧干照，有淳熙十六年及绍熙五年契两纸，各系
詹德兴买来，又有嘉熙四年产簿一扇，具载上件田段，亦作詹德兴置立，不可谓非詹德兴之业矣。又据吕
千五执出嘉定十二年分关一纸，系詹德兴立契，将上件田段典与吕德显家，观此则又不可谓非吕千五之
家物也。推原其故，皆是乡下奸民逃避赋役，作一伪而费百辞，故为此之纷纷也。吕千五所供，已明言乃
父因乡司差役，将产作江山县重亲詹德兴立户，既此见其本情矣。在法： 诸诈匿减免等第或科配者，以违
制论。注谓以财产隐寄，或假借户名，及立诡名挟户之类。如吕千五所为，正谓之隐寄、假借，既立产簿，
作外县户，却又兜收詹德兴典契在手。赋役及己，则有产簿之可推，户名借人，又有典契之可据，其欺公
罔私，罪莫大焉。今智术既穷，乃被詹德兴执契簿为凭而出卖，官司既知其诈，而索以还之，是赏奸也，此
吕千五之必不可复业也。詹德兴元系吕千五之亲，故受其寄，及亲谊一伤，则视他人之物为己有，不能经
官陈首，而遽自卖之。在法： 既知情受寄，诈匿财产者，杖一百。詹德兴受吕千五户之寄产，自应科罪，官
司既知其伪，而遂以与之，是诲盗也，此詹德兴之必不可以得业也。 西安税赋陷失，科配不行，邑号难为
者，皆因乡民变寄田产所致。当职或因索干照而见，或阅版籍而知，未能一一裁之以法，亦未见有寄主与
受寄人如是之纷争也。上件田酌以人情，参以法意，吕、詹二家俱不当有。 毛监丞宅承买，本不知情，今
既管佃，合从本县给据，与之理正。 两家虚伪契簿，并与毁抹附案。 詹德兴卖过钱，追充本县及丞厅起
造，牒县丞拘监。詹德兴已死，吕千五经赦，各免科罪，詹元三留监，余人放。”①
此案的案情大意已如上述，现再就案情的细节、判决结果，干照的义指及作用略加分梳。其一，案件
的寄主本是吕千五之父，而非吕千五本人。吕千五的父亲本是江山县临江乡乡司。 乡司在宋代又称乡
［10］
书手，其职责是“掌管催收赋税，参与推排户等，编造五等丁产簿。 天圣以后，以第三、四等户充当 ” 。
这说明吕千五家至少是个富户，因为按宋代的户等制，分为主户与客户两类，主户又分为五等，三四等户

田多在百亩以上。吕千五之父因乡司之差役，负有丈量土地、编造产簿、排定户等之责。 他在此项差役
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詹德兴的亲属关系，转移田产，将己之田产挂名于詹德兴之家，又叫“诡名寄
户”。其二，为了不使自己受损，吕千五之父与詹德兴采取了三种法律手段： 首先是以詹德兴的名义立
户，田产簿上归入詹氏； 其次再以典的手段，假立契约，名义上从詹德兴户中典来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这
样既可以降低户等，逃避税役，又可以实际占有土地的用益权。其三，再立假契约卖于詹德兴，实际上根
本没有交易。这就是案件的全部经过及实情。那么，法官是怎样识破骗局的呢？ 一是靠吕千五供述，二
是依靠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契据。契据就是本文所说的“干照 ”。 可见“干照 ”一词在田宅诉讼中是田宅
转移、交割及纳税凭证的概称，其主要作用是证信。“干照 ”一词之所以在宋代不同体裁的历史文献中
反复使用，且多与有证明效力的法律行为、事件、凭证连用，说明宋代的司法及行政流程已经发展到一个
高度重视物证与书证的历史转折时代 。现再仅就《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所见“干照”一词的不同用法，
列表如下，以彰显宋代田宅诉讼的不同形态 ，供下文分析使用。

卷五，“受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
① 《名公书判清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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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良: 释“干照”

案件名称或事项

1． 申发干照

2． 章都运台判

3． 乞用限田免役

原文摘录

尽索陈某干照，计算顷亩。

干照之义指与反映
出来的诉讼形态
契约文书。排 比 户 等，
确定赋役之诉。

昨据建阳县丞申，索到本县王某咎论陈某争役，案连及陈承议一宗告勅、 分家文书。
批书、分析田业干照，寻送法司检坐条令，及画宗枝图看详。

确定赋役之诉。

然据所赍到干照，有侍郎告轴，而无分关声说簿书，有知府户契，而无本位 证据与 上手契 约文书。
受分干照。

确定赋役之诉。

页数

79

80

84

黄知府以朝奉大夫知筠州，所立契书曰县丞，曰知县，曰通判，皆知府所历
之任，曰县尉，曰主簿，曰将仕，皆知府所生之子，其实一户。参对干照，并
有可考。今虽不存，其干人任庆乃言，本官见今义居，不曾分析。然拖照
省簿，有黄知府大夫庄，有黄通判朝奉庄，又有黄朝议而指为县尉庄。一
4． 归并黄知府三位子户 家而三户，乃曰义居，无乃不可。税钱共计四贯三百五十，合并而为一，并
作知府大夫庄。又准法： 朝奉大夫系是正郎，为从六品。可占限田二十五

证据与契约文书。
确定赋税之诉。

84—85

顷，死后半之，计十二顷半。以本乡则例，中等每顷五百四十五文，十二顷
半共计七贯五百三十三文。今所有税钱合在限田之内，责状归并作一户
送纳，干照当厅责付交领，仍给断由。
拖照省簿，乐侍郎户有税钱一贯七百七十二文，并无告勅、砧基簿书，可以
稽考。崇仁乐侍郎生于南唐，仕于国初，今不见得子孙分作几位，每位合
5． 赡坟田无免役之例

占限田若干，仍省簿内税钱是与不是乐侍郎宅产业。虽据赍出官司文牓， 法律证据。
系乐侍郎拨作赡坟田产，每年付安原、东林、钟山三寺主管，然律之役法， 赋役豁免与否之诉。

85

难以此免。合监充今年六都税长，先与召保，如将来有分明干照，见得合
在限田之内，却与施行。
往岁到官之初，尝取版籍，逐一考核，其间真伪相半，而实有凭可以免役者
无几。索上干照，从条参对，而七都之役，三岁无缺。……当刘知府初差
6． 限 田 论 官 品 （ 范 西 之时，亦非不听从理为官户，但追到干人，监索干照，累日无之，情愿承认， 证据与契约文书。
堂）

只合照行。今若独令一人幸免，七都见充计一十四人，其为官户而前此不 确定赋役之诉。

88—89

差者居十九，咸有词诉，无复宁时。合缴原判回申提举使台照会，如本户
续赍到干照，合该见行限田免役法，自当照应施行。
7． 提举再判下乞照限田 刘知府无分关干照，而徒执绍兴年间告勅以免役，彼但知告不限乎年之久 分家契约文书。
免役状（ 范西堂）

近，却不思泽例斩于孙之曾、玄。

确定赋役之诉。

8． 使州送宜黄县张椿与

契约文书。

赵 永 互 争 田 产 （ 范 西 赵宏之男赵永持安庆公文，就本州陈乞，执出干照，具述前事，欲还元业。

佃户与业主之讼 （ 凡人

堂）

之间） 。

90

101

据乡司供首，陈文昌起立高七一诡名，寻出引告示归并，已系陈文昌承认，
入本户讫。今高七一辄来陈状，谓自己所置田产，不应归并陈文昌户。及
9． 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

索干照呈验，税钱一百二十，有令契立价钱五十贯，已是不登。又于内既
无号数亩步，别具单账于前，且无缝印。乡原体例，凡立契交易，必书号数
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今只作空头契书，却以白纸写单账于前，非惟税

纳税凭证。
因诡名而因起的田产之

103

讼（ 凡人之间） 。

苗出入可以隐寄，产业多寡皆可更易，显是诈欺。
吕文定、吕文先兄弟两人，父母服阕，已行均分。文先身故，并无后嗣，其
兄文定讼堂叔吕宾占据田产。今索到干照，系吕文先嘉定十二年典与吕
10． 吕文定诉吕宾占 据 宾，十三年八月投印，契要分明，难以作占据昏赖。倘 果 是 假 伪，自 立 卖 田宅契约文书。
田产（ 范西堂）

契，岂应更典。县尉所断，已得允当。但所典田产，吕文定系是连分人，未 典田之诉（ 叔侄之间） 。

107

曾着押，合听收赎为业，当元未曾开说，所以有词。当 厅 读 示，给 断 由 为
据，仍申照会。
11． 使州索案为吴辛 讼
县 抹 干 照 不 当 （ 范 西 （ 此案中，“干照”一词仅见于标题，正文无“干照”字样。———引者注。）

田宅之诉（ 邻里之间） 。

109

堂）

11

2012 年第 6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案件名称或事项

原文摘录

干照之义指与反映
出来的诉讼形态

页数

准使、州行下，经量田产，明示约束，各以见佃为主，不得以远年干照，辄因
12． 章明与袁安互诉 田
产（ 范西堂）

经量，妄行争占。王文去年买入袁安户田，虽是见行投印，而袁安上手为
业已久。近因经量，章明乃赍出乾道八年契书，欲行占护，且契后既无印
梢，莫知投印是何年月。契要不明，已更五十年以上，何可照使？ 合照使、

契约文书。
争田之诉（ 凡人之间） 。

111

州行下，付见佃为主，如再有词，从杖八十科断。
13． 吴肃、吴 榕、吴 桧 互 夫岂知民讼各据道理，交易各凭干照。在彼则曲，在此则直，曲者当惩，直 契约文书。
争田产（ 范西堂）

者当予，其可执一，以堕奸谋。

14． 胡楠、周春互争黄义 追上田主供对，而吴宇年方十四，并无片纸干照，此固难以占据。及将省
方起立周通直田产 （ 范 簿点对，吴宇户名是吴朝请敏位，自前既无屯田入纳，见得此田亦是黄义
西堂）

方税田分明，合并与胡楠为业。仍申使、州照会。

争田之诉（ 叔侄之间） 。

111—112

契约文书。
因他人起立户名而引起
的田 产 之 诉 （ 凡 人 之

114

间） 。
契约文书。

15． 漕司送许德等争 田
产事（ 范西堂）

许奉初契既已投印，张、杨之典，朱昌之买，亦出干照分明。

因典、卖、租三层关系而
引起田产之诉 （ 凡人之

117

间） 。
置买产业，皆须凭上手干照。潜彝所买桂仔贵荒田，契内明言文字被兄藏
16． 干照不明合行拘 毁
（ 刘后村）

伉，后来仔贵备钱赎回，则是以赎回干照为据矣。及以赎回之契考之，则
地名青石桥也，荒地也，卖与潜彝者，地名铁炉塘也，田也，亩步、坐落、东
西南北四至，并无一同。盖青石桥地契乃别项废干照，铁炉塘田契乃凿空
架虚，不可行用之物。

契约文书。
因豪横霸占田产而引起
的田产之诉（ 凡人与豪

128

横之间） 。

郑应瑞与吴八所争周村桥头田，年租仅五斗耳，十有四年而不决者，盖吴
八投托形势孔主簿，应得檐庇之故。今索到干照，得见郑应瑞买此业于毛
17． 已卖之田不应舍 入
县学（ 翁浩堂）

仍二官人，系绍定六年契。吴八又于端平元年买得毛仍一官人一丘，在郑 契约文书。
应瑞所买田内，此五斗谷田是也。已而吴八将此田卖与孔主簿，孔主簿又 田产之诉（ 凡人与形势

133

将此田转卖与郑应瑞。吴八元买交关之正不正，今不必问，但既卖与孔主 户之间） 。
簿，又卖与郑应瑞，则应瑞已 得 连 至 全 业，吴 八 与 孔 主 簿 皆 可 以 退 听 矣
……干照给还郑应瑞管业，并给据与之照应。备牒仍申使、府
杨天常乃杨提举之幼子，出为伯统领后，本不当再得杨提举下物业。今其
亲侄杨师尧等诉，谓天常占提举位一千三百硕谷田。今索到干照，得见提
举训武妻夏氏立为关约，称训武在日，借天常金、银、钱、会五千余贯，训武
临终遗言，拨此田归还。果有是事耶，抑托为此辞耶？ 拨田干约在嘉定十

18． 侄 与 出 继 叔 争 业
（ 翁浩堂）

六年，夏氏之死在嘉定十七年，天常管业盖二十三年矣。关约投印在嘉熙
四年，及今六年。夏氏始谋，无所复考，只据干照而论，则词人师尧之父监
税已曾预押，父不声诉，子可以诉乎？ 在法： 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
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杨天常得业正与未正，未暇论，其历年已深，
管佃已久矣，委是难以追理。请天常、师尧叔侄各照元管，存睦族之谊，不
必生事交争，使亡者姓名徒挂讼牒，实一美事。如不伏所断，请自经向上
官司。
江山县詹德兴以土名坑南、牛车头、长町丘等田，卖与毛监丞宅。有本县
临江乡吕千五者入状，陈称上件田系其家物，詹德兴盗卖。今据毛监丞宅
执出缴捧干照，有淳熙十六年及绍熙五年契两纸，各系詹德兴买来，又有

19． 受人隐寄财产自 辄
出卖（ 翁浩堂）

嘉熙四年产簿一扇，具载上件田段，亦作詹德兴置立，不可谓非詹德兴之
业矣。又据吕千五执出嘉定十二年分关一纸，系詹德兴立契，将上件田段
典与吕德显家，观此则又不可谓非吕千五之家物也。推原其故，皆是乡下
奸民逃避赋役，作一伪而费百辞，故为此之纷纷也。吕千五所供，已明言
乃父因乡司差役，将产作江山县重亲詹德兴立户，即此见其本 情 矣。在
法： 诸诈匿减免等第或科配者，以违制论。注谓以财产隐寄，或假借户名，

12

证据与契约文书。
田产之诉（ 叔侄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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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立诡名挟户之类。如吕千五所为，正谓之隐寄、假借，既立产簿，作外县
户，却又兜收詹德兴典契在手。赋役及己，则有产簿之可推，户名借人，又
有典契之可据，其欺公罔私，罪莫大焉。今智术既穷，乃被詹德兴执契簿
为凭而出卖，官司既知其诈，而索以还之，是赏奸也，此吕千五之必不可复
业也。詹德兴元系吕千五之亲，故受其寄，及亲谊一伤，则视他人之物为
己有，不能经官陈首，而遽自卖之。在法： 既知情受寄，诈匿财产者，杖一
19． 受人隐寄财产自 辄 百。詹德兴受吕千五户之寄产，自应科罪，官司既知其伪，而遂以与之，是 契约文书。
出卖（ 翁浩堂）

诲盗也，此詹德兴之必不可以得业也。西安税赋陷失，科配不行，邑号难 田产之诉（ 亲属之间） 。

136—137

为者，皆因乡民变寄田产所致。当职或因索干照而见，或阅版籍而知，未
能一一裁之以法，亦未见有寄主与受寄人如是之纷争也。上件田酌以人
情，参以法意，吕、詹二家俱不当有。毛监丞宅承买，本不知情，今既管佃，
合从本县给据，与之理正。两家虚伪契簿，并与毁抹 附 案。詹德 兴 卖 过
钱，追充本县及丞厅起造，牒县丞拘监。詹德兴已死，吕千五经赦，各免科
罪，詹元三留监，余人放。
陈圭诉子仲龙与妻蔡氏，盗典众分田业与蔡仁，及唤到蔡仁，则称所典系
是仲龙妻财置到。执出干照上手，缴到阿胡元契，称卖与陈解元装奁置到
分明，则不可谓之众分田矣。在法： 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 妇人
财产，并同夫为主。今陈仲龙自典其妻装奁田，乃是正行交关，但蔡仁实
20． 妻 财 置 业 不 系 分
（ 翁浩堂）

其妻蔡氏之弟，则踪迹有可疑者。又据陈圭称，被蔡仁积计赁屋钱啜卖。 上手契约文书。
拖照系端平三年交关，系在三年限外，不应诉理。上件田元典价钱二十贯 父诉子及媳典众分田业

140

文足，争端在务限内，虽不当听赎，但蔡仁乃仲龙妻弟，其父陈圭既已有 （ 尊长与卑幼之间） 。
词，则蔡仁自不宜久占，合听备钱、会，当官推赎。今蔡 仁 愿以田 业 还 其
姊，官司自当听从。案须引问两家，若是陈圭愿备钱还蔡氏，而业当归众，
在将来兄弟分析数内； 如陈圭不出赎钱，则业还蔡氏，自依随嫁田法矣，庶
绝他日之争。责状附案。
曾氏兄弟，先正之孙，名宦之子也，他族之所观法，当使孝友着闻，乃为不
坠先训。今乃不然，始因争奏荐恩泽不和，弟先兄而得官，此固为父之命，
为兄者何得有词？ 然弟既得官，当以远大自将，凡百少逊其兄以补之，则
怨自平矣。今又不然，不惟不逊，又或从而掩其有，则其兄之愤憾何从而
释哉？ 自此遂致互起争端，阴结党类，兄或资人以窘其弟，弟或使人以害
其兄，无非以横逆相加，以阴诡相陷，以天伦之厚，而疾视如仇雠，以骨肉
之亲，而相戕几豺虎，纷纷诉牒，曾无虚月。官司非不知之，如前政赵知县
所判，已得其大概，然竟无如之何。良以县道权轻，彼挟官势，劝之以理，
则彼有所不从，绳之以法，则此有所不敢，是以其讼方兴而未艾。譬如纵
火燎薪，薪若不尽，火无灭期，当职到任之初，首蒙县判，送下胡应卯、曾爚

21． 典卖园屋既无契 据
难以收赎（ 莆阳）

互论赎园及争采桑叶等事，考阅案牍，披详款状，详加体问，因知曾氏兄弟
起讼之由，而前所谓阴结党类，兄弟资人互相窘害者，胡应卯之徒即其人
也。请试援胡应卯赎园之事而论之。在法： 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
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胡应卯父子〔五〕生居县市，岂
不晓此，自称典萧屯园屋与曾知府，而乃无一字干照。今人持衣物 就 质
库，解百十钱，犹凭帖子收赎，设若去失，衣物尚无可赎之理，岂有田宅交
易，而可以无据收赎也哉？ 先来县司不知凭何干照，与之交钱寄库，与之
出据管业。虽有转运司台判，寄钱给据，然据胡应卯偏词，自合备前后词
情具申，听候行下。以此推之，案吏情弊显然，不过以为有曾县尉先交钱
五贯，且不知曾县尉凭何文据，见得是典，率先交钱。今人有产业，孰不爱
惜，必不得已而后退赎。曾县尉父所置田园屋，必欲使胡应卯得之，不知
果有何意？ 曾爚称萧屯园屋为其父买业，难无正契，而有交钱手领，赵判
县已谓可以傍照。又索到丁子昭摊产，县案两处皆说，已转卖与曾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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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曾爚有三项傍照，萧屯园屋是卖。官司岂应舍三项之卖，而从无一
字可据之典哉？ 今为胡应卯之词者，不过曰曾爚无正契，而曾爚又自执出
其弟曾县尉批，称契书候寻，一并交纳之文。前政陈主簿已见得契书在其
弟处矣。如此则曾爚何从而得正契也哉？ 又详所争萧屯园屋，其地利甚
微，而胡应卯之所以必欲得之，曾县尉之所以必欲归之胡应卯者，盖曾县
尉为其兄曾爚逐出外爨，而不支公堂钱米，其萧屯园屋下却系置顿公堂米
谷之所，曾县尉无以发其愤，故必欲夺之，以归胡应卯，而资给胡应卯，为
无已之讼也。今来事到本厅，以其各是名宦士类，无不再三劝谕，使之从
和，庶可以全其恩义，而皆难以告语，故不敢复以官卑位下为惧，只得从公
21． 典卖园屋既无契 据 尽情言之，虽招仇怨，有不暇恤。所有胡应卯所论曾爚赎萧屯园屋，既无 证据及田宅契约文书。
难以收赎（ 莆阳）

契据，难以收赎。县司先来所给无凭公据，合缴回县 案 收毁。所 有 寄 库 园屋之讼（ 兄弟之间） 。

149—151

钱，合申县给还胡应卯。候分析之日，若曾县尉得之，却赎与胡应卯未晚
也。所争桑叶，据供系胡应卯父子带领裴丙子等采去，今园既还曾知府，
则地利合入有理之家，案后追裴丙子供对，理还曾知府宅。又照得当职下
僚小官，尽言无隐，其曾氏兄弟之讼，方轇轕而不可解，此必不足以弭其
争。然窃谓官司既不能弭曾氏之争，如胡应卯之徒朋而翼之，独可纵而不
治乎？ 合备申县衙，乞备榜晓示，应今后词诉，有与曾氏兄弟干涉者，非弟
使人诉其兄，既兄使人讼其弟，并与根究来历，将套合教唆之徒，痛与惩
治，则曾氏之讼庶乎其少息矣！ 干照除胡应卯公据外，并当厅给还，徐八
五留供对采桑叶事，余放。

22． 物业垂尽卖人故 作
交加（ 人境）

况其録白干照，既非经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凭？

契约文书。
田业之诉（ 兄弟之间） 。

153

照得龚敷与游伯熙互争第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
号、二百八十九共三号地，两下各持其说，官司初亦未知其谁是谁非。及
将本厅出产图簿与两家所执干照参对，得见二百八十七号及二百八十八
号地见系龚敷管佃，二百八十九号地见系游伯熙管佃。其二百八十七号
地计五亩四十五步，其二百八十八号地计四亩一角三十二步，参之官簿， 契约文书。
23． 揩改文字（ 人境）

并无毫发差舛。其二百八十九号地，据游伯熙干照内具载，计一十亩五十 因地界标志活树被砍而
五步，参之官簿，却只计五亩一十五步。及与之研穷契勘，乃是续于干照 引起田业之争讼 （ 凡人

154

内增益亩数，更改字画，浓淡疏密，班班可考。况各人管业年深，前此即无 之间） 。
词诉，是则游伯熙用意包占龚敷地段分明。合押两争人到地头，集邻保从
公照古来堑界摽迁，付两家管业。今据龚敷所陈，乃称古来活树篱堑，已
被游伯熙锄斫，然亦须有锄斫踪迹可考，并仰从公指定摽迁，不得观望。
如再惹词诉，定追邻保勘断。

照对准县衙委请摽钉聂忠敏与车言可所争之田。当职拖照使、府台判，如
本人赎回祖产分明，车言可有揩改图簿实迹，合与追究，从公结绝。寻契
勘车言可所收干照，得见图簿之中，有无揩改，虽事涉暧昧，然其供具元买
车迪功田步亩四至，与见争田段四至不相照应。及追索聂忠敏赎回韩鲸
24． 田邻侵界（ 人境）

典契，虽止据赍出本人批退文字一纸，然唤上乡司陈坦，当厅点对税簿，其
聂忠敏已的于嘉定捌年就韩鲸户收回产钱柒拾贰文，参之祖上砧基簿内
具载产数，即无同异。……仰聂忠敏、车言可各据元收干照，依未争前疆
界管佃，不得妄有争占，如再支蔓，以为公私之扰，合 行科坐。今 画 到 地
图，连粘在前，更取自台旨。

14

契约文书。
争田之诉（ 凡人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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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行父、傅三七争山之讼，昨已定夺，而行父使弟定国妄以摽拨界至为词，
套合保司，意欲妄乱是非。当职欲将俞行父重断，有祖主簿者来相见，自
称是俞行父、定国表亲，以行父兄弟为直，以傅三七为曲。当职寻常听讼，
未尝辄徇己见，惟是之从，尚恐祖主簿所言有理，遂委县尉定验。……俞
25． 争 山 妄 指 界 至 （ 刘 行父祖父将仕用钱三百贯，买刘德成田三丘、山十二段，委属可疑。大凡 上手契约文书。
后村，即刘克庄）

置田，必凭上手干照，刘德成形状有如乞丐，所卖田三丘、山十二段，乃是 山地之诉（ 凡人之间） 。

158

凭大保长凭由作上手干照，不足凭据，今亦未暇论此。但傅三七所买刘八
四山，与俞行父山全无干涉，先给还傅三七管业安葬。行父、定国恃豪富
压小民，挟寄居抗官府，各勘杖一百，拘契入案，追刘德成对上手来历，干
人责戒厉状。
方伯达、徐应辰所争冈头山，历时不决，今唤到各人赍出干照，得见方伯达
亲叔方六乙将上件山出典与徐应辰之叔徐千四秀，千四秀有男名烨，见
存。方伯达以祖坟在山，于嘉熙四年曾将钱八贯四百足，就元得业主徐烨
边收赎，有徐烨当年钱领具载分明。领上明言，赤契检寻未见，方伯达将
此领经官投印讫。徐氏之族既已得钱，不伏推业。有徐应辰者，乃徐烨之
26． 揩擦关书包占山地

族弟也，事不干己，入脚争山，辄将祖上关书揩擦一行，填作二保土名四 田宅契约文书。
字，占人一亩之山，凑外段园山作一行，欲行包占。当厅令书铺辨验，揩擦 山地之诉（ 凡人之间） 。

159

改写，字迹晓然，又且外段园山四字，与簿上土名全不相应，只欲以二保两
字，占人一亩之山。徐烨不伏出官，专使应辰到官强辩。若一房得钱，一
房占山，而可以得志，则强有力者皆可以横行乡闾，而国法可废矣！ 徐应
辰勘杖一百，关书附案，坟山还方伯达，照已赎回管业。给榜示地头，催追
未到四名。
理诉交易，自有条限。毛汝良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陈潜，皆不止十年，
毛永成执众存白约，乃欲吝赎于十年之后。本县援引条限，坐永成以虚妄
27． 执 同 分 赎 屋 地 （ 吴
恕斋）

之罪，在永成亦可以退听。今复经府，理赎不已，若果生事健讼之徒，所合
科断。详阅案卷，考究其事，则于法意人情，尚有当参酌者。大率小人瞒
昧同分，私受自交易，多是历年不使知之，所以陈诉者或在条限之外，此姑

契约文书。
赎屋之诉（ 凡人之间） 。

166

不论也。永成白约，固不可凭，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产，则必自有官印
干照可凭，今不赍出，何以证永成白约之伪乎？
蒙备坐仓台行下孙、闾争田之说，委某究实。既亲诣地头供责，并参考两
家干照公据等，照得闾丘辅之曾祖名绍，娶阿张为 妻。…… 大凡 田 婚 之 法律凭据与契约文书。
28． 争田业（ 不署姓名）

讼，惟以干照为主。孙大椿请射买契，辅之为倚恃淳熙八年计知县公据一 为争田产，诬其祖母妇 177—179
宗为张本，然参之胡氏请射之据，并无地名可考。至于其他片文只字，又 道有亏（ 凡人之间） 。
皆真伪莫辨也，其可哉？
华纲、华纬及其子惟德、惟忠，绍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后十契，将田六亩
有奇，正典断卖与陈舜臣为业，并已经官投印。华纲、华 纬 死，陈 舜 臣 亦
死，而华大成者，乃以为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诉其侄惟忠、惟德瞒昧盗
卖与陈舜臣之子可久。县追各人供对，大成则曰，此系故祖华咏遗下未分
之田，惟德、惟忠则曰，此系故父华纲、华纬自己分受之田。官司于此且合
追索两家干照，究证是与不是未分之田，则曲直予夺了然矣。夫何含糊于
已分、未分之间，依阿乎有分、无分之说，但令华大成备二亩价钱，于可久

29． 诉 侄 盗 卖 田 （ 吴 恕
斋）

家拨赎二亩。惟其是非未明，此大成望蜀之心，独不止于得二亩，可久全
璧之意，又未忍于割二亩，其讼所以不已也。要之，拨二亩之说未为至当，
而已分、未分之争合与究竟。使其果是未分之田，则华咏生四子，祖业作

契约文书与卷宗。
田产之诉（ 叔侄之间） 。

183—184

四分，此田合四分分赎，岂止大成一分可赎二亩而已。照得华咏四子，先
分析于开禧二年，华纲、华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间，何为已分析三十
年，而尚有未分之田邪？ 又何为不争诉于三十年前华纲未死之日邪？ 又
何为诸分不争，而一分独争邪？ 此田谓之未分，官司何所凭据？ 若曰故祖
遗下未分之田，则必有众存文约，又必有各分分书，互载可照。所合索上
究证，则无者不得尽其辞矣。但两争干涉人众，若一一追到府，恐成烦扰，
欲送富阳县，详所拟追索干照，从公结绝。限五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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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争田地，官凭契书。徐监狱媳妇朱氏执出绍熙、庆元间典买施文霸桑地
七契，计二亩一角十九步，该载亩步四至，坦然明白，末后两契，且声说除
将住屋及屋基，滴水为界，典卖与施王德外，余并系卖与徐宅之数，此朱氏
30． 王直之与朱氏争 地 契书也。王直之执出嘉熙三年、四年典买施王德屋地四契，且缴到施王德 契约文书。
（ 吴恕斋）

元置施文霸屋地未印老契，该载屋宇间架及随屋地基，明既不曾声说有屋 田宅之诉（ 凡人之间） 。

185—186

外桑地亩角，此王直之契书也。以两家契书考之，朱氏当尽有桑地，直之
仅买得屋基，彼此干照，极是分晓。今直之施王德死后，乃欲于屋基外，冒
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何所凭据？

本县合唤友能根问，凭何干照，与友闻交易，及当时曾不问盛荣，仍合唤友
闻与盛荣面对，是与不是盗卖，则盛荣自无词矣。自县而府，既不曾追友
闻对所以出卖之因，此盛荣所以嚣讼不已。小人陈词，往往借实翼虚，张
大其事，以动官司之听。殊不知虚妄之迹，最难指掩，虚者一露手足，而实
者亦若不实矣。若就府一一追究，恐隔蓦掩延。欲将盛荣连案押下县佐
厅，追人索契，从公指定，限三日申，如此两事更属虚妄，显见顽猾，扰害宗
族，紊烦官府，既合申解，依条施行。
再判：
盛荣诉友能强占竹地、桑地二段事，今追到友闻、友能供对，照得桑地
一段，委系盛荣父文旺先买得文智之产，绍定年间，其侄友闻盗卖与友能 契约文书。
31． 叔侄争

为业。友能不问来历，不收上手契照，卤莽交易，宜有今日之讼。但县判 竹地桑田之诉 （ 叔侄之 189—191
谓盛荣与友能为族叔侄，居止相近，安有绍定二年卖过此产，而不知之理？ 间） 。
况友能自得此地，筑屋其上，种竹成林，已十四五年，而盛荣始有词诉，何
邪？ 在法： 诸同居卑幼私辄典卖田地，在五年内者，听尊长理诉。又诸祖
父母、父母已亡，而典卖众分田地，私辄费用者，准分法追还，令原典卖人
还价，即满十年者免追，止偿其价。揆之条法，酌之人情，历年既深，在盛
荣只合得价，不应得产。欲帖县，监友闻先卖契字，仍给还友能管业。外
所争竹地一段，据盛荣执出分书，委系文旺、文贵各得其半，盛荣即文旺之
子，友能即文贵之孙，今友能乃全有之，别无片纸干照，必是影带包占，此
盛荣所以反覆嚣讼不已也。欲并帖委官，照分书将上件竹地标钉界至，作
两分管业，庶几予夺各得其当。如盛荣再敢健讼，照已判断治施行。

傅良绍鲍家产业，沈百二承赁乔宅屋宇，交争地界互诉，委官审究。今详
主簿所申，则沈百二之无道理者三。以干照考之，卢永执出乔宅契书，该
载四至，其一至止鲍家行路。……考之干照，参之地势，证之邻里，其无道
理如此，何为尚欲占据。原其所以，傅良父在日，尝以此地借与沈百二，其
32． 争 地 界 （ 不 著 判 者 时两家情分绸缪，彼疆此界，初不计较。久假不归，认为己物，且欲筑室其 契约文书。
姓名）

上，傅良乃以好意欲归侵疆，而沈百二反以秽语肆行抗对，是以力争。事 地界之诉（ 凡人之间） 。

198—199

既到官，惟以道理处断，引监沈百二除拆新篱，只依干照界至，归还地段，
庶可息争。然所争之地不过数尺，邻里之间贵乎和睦，若沈百二仍 欲 借
赁，在傅良亦当以睦邻为念。却仰明立文约，小心情告，取无词状申。再
不循理，照条施行。

33． 双立母命之子与 同
宗之子（ 通城宰书拟）

16

及责毛氏领状附县外，所据分拨一节，寻索到阿毛夫黄廷吉受分关书，并 田产簿与契约文书。
典买人户产业干照，备引差邬节监宅牙董丁杰下保，呼集黄氏族长，将黄 因立继而引起的田业之
廷吉分产，从公作两分均分。

诉（ 亲属之间） 。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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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 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遗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后
财产合作三分，遗腹子得二分，细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合法意。李应
34． 女婿不应中分妻 家
财产（ 刘后村）

龙为人子婿，妻家见有孤子，更不顾条法，不恤幼孤，辄将妻父膏腴田产，
与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摽拨，天下岂有女婿中分妻家财产之理哉？ 县尉
所引张乖崖三分与婿故事，即见行条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东尉，索

田园契约。
分产之诉（ 亲属之间） 。

277—278

上周丙户下一宗田园干照并浮财账目，将硗腴好恶匹配作三分，唤上合分
人，当厅拈阄。佥厅先索李应龙一宗违法干照，毁抹附案。
柳璟兄弟四人，久矣分析，各占分籍，素无词诉。三兄俱亡，有侄凡四，璟
死之日，家业独厚，生子独幼，遂以四侄贫乏，各助十千，书之于纸，岁以为
常。今才五七年，而璟之妻子乃渝元约，诸侄陈论，意欲取索，就其族长索
到批贴，系璟亲书，律以干照，接续支付，似可无辞。第探其本情，实有深
意。昔人有子幼而婿壮，临终之日，属其家业，婿居其子之二，既而渝盟，
35． 诸 侄 论 索 遗 嘱 钱
（ 范西堂）

有词到官。先正乖崖以其善保身后之子，而遂识乃翁之智，从而反之，九 契约文书。
原之志，卒获以伸。柳璟之死，子在襁褓，知诸侄非可任托孤之责，而以利 因遗嘱而引起的家产之

291

诱之。观其遣词，初念生事之薄，而助之钱，终以孤儿寡妇之无所托，而致 诉（ 兄弟之间） 。
其恳，且言获免侵欺，瞑目无憾。执笔至此，夫岂得已。此与古人分付家
业之事，意实一同，其所措虑，可谓甚远。诸侄不体厥叔 之 本 意，历 年 既
远，执券索偿，若果固有。不知璟之子受年日以多，璟之妻更事日以熟，门
户之托，既有所恃，则以利啗人，无嫌诺责。合当仿乖崖之意行之，元约毁
抹，自今以始，各照受分为业，如有侵欺，当行惩断。
王益之家园屋、地基既典卖与徐克俭，又典卖与舒元琇，考其投见年月，皆
不出乎淳祐元年八、九月之间，其谓之重叠明矣。舒元琇家收得上手，徐
克俭家批得关书，若论年月，无大相远。但徐克俭家却有王益之父王元喜
典来一契，本亦疑其非真，及追到出产人、牙人及见知人王安然所供，委有
来历，王元喜之契实真非伪。则徐克俭当得业，而舒元琇不当得业矣。王

36． 重叠（ 翁浩堂）

益之乃重叠出业之人，勘据所供，称欠王规酒米钱一百贯官会，被辗转起
息，筭利至三百余贯，逼令写下典契。舒元琇者，乃王 规 所 立 之诡 名 也。
牙人陈思聪所供亦然。在法： 典卖田地，以有利债负准折价钱者，业还主，

契约文书。
因重叠典卖而引起的田

302

业之诉（ 凡人之间） 。

钱不追。如此，则舒元琇交关委是违法，上件屋业合还元典主徐克俭管
佃。又法： 诸以己田宅重叠典卖者，杖一百，牙保知情与同罪。王益之重
叠，陈思聪知情，并合照条勘杖一百。徐克俭干照给还，舒元琇干照毁抹
附案。
寡妇阿宋有三男，长宗显，次宗球，次宗辉。户下物业除三分均分外，克留
门前池、东丘谷园，又池一口，充阿宋养老。嘉定十六年，黄宗球出一契，
抽东丘谷田三分中一分，典与黄宗智，索到干照，有母亲阿宋及牙人知押，
此项委是正行交关外，有两分宗显、宗辉不曾出卖。据阿宋初词，以为黄
隅官宗智强占其业。黄宗智供状，则以为并已买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
37． 买 主 伪 契 包 并 （ 翁
浩堂）

一纸，但有黄宗辉、黄宗显押字，即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以黄宗
显字画考之供状，已绝不同。又据阿宋称，黄宗辉系乙未年身死，今上件
契书乃在黄宗辉已死之后。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亲知押及牙人证见，

契约文书。
田产之诉（ 凡人之间） 。

305

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黄宗智用心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黄
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陈，官司不
与尽情根理，则此田遂陷入黄宗智之手，使孤儿寡妇坐受抑屈，岂不可怜。
黄宗智立伪契占田，勘杖一百，真契给还，伪契毁抹附案。仍给据与阿宋
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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埂头之田，既是王子通典业，听其收赎，固合法也。至若南木山陆地，却是
王才库受分之业。准令： 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者，以
账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来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之类者，不
38． 有 亲 有 邻 在 三 为邻。又令： 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王 契约文书。
年内者方可执牍

才库所受分陆地，使其果与王子通同关，亦必须与之有邻，而无其他间隔， 赎田之时效。

309

及在三年之内，始可引用亲邻之法。如是有亲而无邻，及有亲有邻而在三
年之外，皆不可以执赎。今但以同关，便欲听其执赎，在法却无此说，合索
干照参对施行。
理诉田产，公私惟凭干照。沈邦政诉其祖沈文道有田八亩，坐落仁和县西
塘，典在孙宅，本县不与理赎，经府陈诉。佥厅索案点对，照得其田系刘防
御于淳熙五年卖与陈保义，陈于庆元六年卖与徐四，徐卖与钱登仕，钱又
于嘉定六年滚同田产百余亩，卖与孙宅。缴到钱登仕卖契及原买徐四上
手赤契，一一分明，更易四、五主，经涉五、六年，前后契内即不曾声说先系
沈文道之田。不知沈邦政何为一旦认为己田邪？ 若曰祖产，必有砧基簿
或分书可照，若曰果是其祖出典，必有合同典契可考，今咸无之。又自供
初不知价贯多少，亦不知牙保、业主姓名，但执先赎回刘氏子家典契一道，
39． 过 二 十 年 业 主 称与此田系是同段，因必是其祖文道典与外人，未曾取赎，所以陈诉。殊
死者 不 得 受 理 （ 吴 不知此田虽与而典于刘娘子之田同段，乃是干道年间之契，安知干道以
恕斋）

后，乃祖乃父不将此田卖与外人。借曰果是其祖曾典与人，何不于刘防御

田产簿与契约文书。
田宅之诉（ 凡人之间） 。

313—314

等出卖之时，即行理赎。今经隔五十年，自刘以后，转相授受，孙宅已系第
五主买矣。若欲拔本寻源，须根问刘防御得田卖田之因可也，官司何可根
究五十、八十年前干照之事。大凡为富不仁之徒，典人田产，不伏退赎，世
固有之，官司当从公主张。但沈邦政既无片纸干照，其说略无根据，此必
有生事者教唆之，徒事搅扰。在法： 诸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
收其一。又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业主死者，不得受理。
今沈邦政既无合同典契，又隔涉五、六十年，本县所断已为允当。欲令孙
宅照契管业，如邦政尚敢妄词，解府从条施行。
40． 妄 赎 同 姓 亡 殁 续建阳县解到江文辉、刘大乙赴府，唤上词人干人陈吉，各赍干照、砧基、
田业（ 佥厅）

支书、契照，当厅诘问供对。

契约文书。
因赎同 姓 亡 殁 田 业 而 引 起

320

的田产之诉（ 凡人之间） 。

大凡人家置买田宅，固要合法，亦要合心。合法则不起争讼，合心则子孙
能保。夫欲置田宅，必予高价，盖欲厚其所积，使为子为孙不至又如此其
典卖也。范鄜之父初以乳名侁立户，后来却以范庚名领举得官，初 于 主
簿，终于推官，而其户名则终仍范侁之旧，而不改易，故典卖田地，亦用范
侁名契。及有官之时，则田产往往已卖尽矣。范鄜赍出数重干照，历历可
考，范侁于干道三年至淳熙四年，以小郭阪园屋，三次计价钱一百九十二
贯足，出典与丁逸。丁逸家人丁叔显等于嘉泰末、开禧初年，两次计钱一
41． 典 主 如 不 愿 断
骨合 还 业 主 收 赎
（ 不著判者姓名）

百八十二贯足，缴上手转典与丁伯威管业，整整二十年，积收课利不为不
厚，岂不知其为范鄜父之业。范鄜贫窘，欲断屋骨，则 不 为 之断 骨，欲 取
赎，则不与之还赎，欲召人交易，又不与之卖与他人。偶因其父有二名，又
有官称，以此为词，拄应官司，坐困范鄜，欲白据其园骨，是诚何心哉？ 况
转典价与元典价已有十千之损，只以此十千之外，所增能几何，与之断骨，
则可以塞范鄜之望矣。却乃巧词曲说，持讼官府，丁伯威亦可谓不仁之甚
者也。最是范侁上手契出于丁元珍之手，范侁契草出于范鄜之手，就当厅
比对字画，元词年月更无差错。当官唤上识认，丁元珍亦口呿面赤，而无
辞以对。如丁元珍愿与断骨，合仰依时价。如丁元珍不与断骨，即合听范
鄜备元典钱，就丁伯威取赎。如范鄜无钱可赎，仰从条别召人交易。丁伯
威如敢仍前障固，到官定从条施行。干照各给还。

18

契约文书。
因出典 田 宅 而 引 起 的 田 产 321—322
之诉（ 凡人之间） 。

陈景良: 释“干照”

案件名称或事项

42． 主佃争墓地（ 莆
阳）

原文摘录
吴春论王生掘土，斫木，填塞祖墓，续卓清夫论吴春、吴辉殴伤作人，阑丧，
碎碑，不与安葬。两词共写山图，是非莫辨。本保勘会，互诉无凭，故未免
亲行定验，然后照两家干照参决。

干照之义指与反映
出来的诉讼形态
契约文书。
墓田之诉（ 主佃之间） 。

43． 盗葬（ 不著判者 今再索上两处干照及画到地图参考，得见上件山地，吴太师宅系于淳熙八 田产簿与契约文书。
姓名）

年就徐洋买到，庆元二年就游才卿买到，契内具载亩角四至，节节分晓。

墓田之诉（ 凡人之间） 。

页数

325

328

甚矣！ 陈瑛之贪黩奸狡也，上则为贪令作囊橐，捃摭乡里私事，与之推剥
取财，下则用配军为爪牙，旁缘气势剔缚，因而丰殖归己。即此一项，已是
白夺四千四百贯之业，其他被其噆肤吮血，合眼受痛，缄口茹苦者，不知其
44． 断罪（ 宋自牧一
即宋慈）

几。湖南之盗贼，多起于下户穷愁，抱冤无所伸。此事自州县而至本司，
将及一年，狱官则为其奇玩钓饵，推吏则为其厚赂沉迷，越历两官，托廷百
计，及其终也，反将词人两手两脚缚烂终死定论。若非专官专吏，索齐干

卷宗。
刑案判语。

464

照案牍，不特豪强依然得志，而被害之家反被诬罔之刑矣。若酌情而论，
情同强盗，合配远恶。送之检法，止欲抑疾恶之忿心，行酌中之公法。并
引上照断，遵照拟判，逐一结断。
杨子高铜臭恶类，垄断贱夫，逞威倚势，暴于虎狼，伤人 害 物，毒 于蛇 虺。
结托州县官吏，禀听风旨，蓄养罢吏、配军，分任爪牙。意之所欲，则夺人 契约文书。
45． 又判（ 宋自牧）

之产，据人之妻； 心之所嫉，则破人之家，戕人之命。恶贯盈于作业成熟之 田产 之 诉 （ 凡 人 与 豪 横 之

465

后，奸状败于当职将去之时，尚且名作抱病，迁延日子，巧避刑名，妆点疾 间） 。
病，图免鞫勘。然而殴死人力，犹须见证追会，旁夺田产，亦要干照索齐。
樊如彬负恃险远，招诱逋逃，雄震一方，多行不义，其罪已不可恕。本县奉
46． 峒 民 负 险 拒 追
（ 胡石壁）

师司之命，屡追不出，遂委其徒以捕之。……如樊如彬自有己业田产，仰
阿钟逐一开具地名、顷亩及佃户姓名，赍干照赴佥厅点对，帖县为拘收租
课，许逐年经安抚司给引，付亲人前来请领。先给据为照，如愿典卖，听从

契约文书。
刑案判语。

507

其便。
47． 以 累 经 结 断 明
白六事诬罔脱判昏
赖田业

阅案八帖并干照等，止有赵知县将钱二十八贯寄库，后因本府断，已将钱
给还黄清仲了当，并无再备钱往陈宅赎田因依。今状却称清仲叔不允，再 卷宗。
备钱就陈鈇边赎回上件田讫。…… 所有原供，索到原 案 干 照，除 毁 抹 者 刑事判语。

511

外，各欲发遣。准提举台判： 拟可谓详明，送案逐一施行，帖县给榜。
立约之始，王平作用之名，明言即无分毫钱本，其他如日用口给，并有干照
簿历可据。……若以王子才今来所执干照并是假伪，王平之财本，官司固
不敢凭以为无，则如王方虚词无据，或称些小，或称五百贯，官司何所凭据
而断以为有？ 王方无可抵争，往往力于攻一妾使红梅，且曰红梅一出，则

48． 假 为 弟 命 继 为 干照具白，此妾不出，虽千言亦难凭据。今红梅出矣，唤上王方指认，当官 卷宗与契约文书。
词欲诬赖其堂弟财 又复无语。乃以红梅既不曾嫁，必寘之狱，始见情节。如此则王方必欲禁 因命继 而 引 起 的 田 产 之 诉 512—514
物（ 主簿拟）

红梅，追丁氏，以至尽其婢妾亲戚，而后可以快王方之计也。不思有无财 （ 凡人之间） 。
本，全凭王平之生前干照，何关于红梅之嫁未嫁邪？ ……所有王平之追修
营葬等费，王子才亦不可以此而忘其生前手足之爱。若更嚣讼不已，官司
自合从公科断，案具定夺事理申县。或恐以各人情理未实，更取自县衙详
审断遣施行，庶绝后讼。王子才但干赍到干照，给还责领。
金谿县白莲寺僧如琏经转运司论金谿县尉看定薛家陂田，不还本寺耕种，
仍将行者勘杖一百，在县身死，所断不当事，送本县看详。……今照得上

49． 白 莲 寺 僧 如 琏
论陂 田 （ 黄 干———
黄勉斋先生）

件争讼，本县县尉何不索出两县干照，从实打量，若卢家所置薛思惠产，不
曾推流，则不应越港占白莲之田，僧寺之田若亩步见在，则亦不应并缘沙 卷宗与田产簿。
涨，辄行开垦，阻遏水势，如此则不待辩而自明矣。今不行打量，而凭空便 陂田之诉（ 僧俗之间） 。

580—581

行理断，此不可晓一也。……又田在港东，而论港西水圳，又别无干照见
得有古水圳处来历，白莲寺乃有薛家借圳干照，若卢家得薛家产，亦港西
下流，则借圳可也，岂可讼乎？ 此不可晓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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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或事项

50． 宋 有 论 谢 知 府
宅侵占坟地（ 黄干）

原文摘录

干照之义指与反映
出来的诉讼形态

页数

宋有论谢知府宅强占园地，已系庆元元年以后论诉屈抑不伸等事。及追 契约文书。
谢知府宅干人索干照理断，干人录白到契字，称宋有已曾作知见交钱着 田产 之 诉 （ 凡 人 与 官 员 之
押，又称一项系与曾吏部宅交易。

590

间） 。

张凯夫陈诉谢知府贪并田产，再行诘问。据母陈氏卖田，系开禧 三 年 五
母陈氏论归宗，系开禧元年。其论配两吏押，系二年十二月。如是则
月，
是先欲遣逐其子，而后夺其产也。夫所立之子，妻不应遣逐，夫所有之产，
51． 张 凯 夫 诉 谢 知 寡妇不应出卖，二者皆是违法。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 田产簿与契约文书。
府宅 贪 并 田 产 （ 黄 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引就追谢八官人索干照，并申安抚使司，乞就问谢 田产 之 诉 （ 凡 人 与 官 员 之
干）

593

知府取供责状申。押干人下县理对。妻不当遣逐夫之子，寡妇不当卖夫 间） 。
之产，只此两事，并是违法。谢知府虽已移徙，其家尚留旧居，今乃倚恃豪
横，不肯赍出干照，使词诉无由结绝。案先给据，将所管违法典卖田产，监
张凯夫具出号假，书填，给付张凯夫管业，收花利，仍再申安抚使司。

陈会卿论郭六朝散干人抑勒其子世隆，辄将田租出卖，更不取其父知委。
追到干人，索出干照，却有父陈元亨着押。干人以为其父亲书，陈会卿与
男世隆皆以为勒令陈世隆假作父亲押，两家之词未见虚实。然以所交易
52． 陈 会 卿 诉 郭 六
朝散赎田

契字观之，若是父元亨自行卖租，又何必其子亦同书着押？ 与其子同卖，
已自可疑，又作其子世隆交领价钱，岂有父卖产不自领钱，乃使其子领钱
之理？ 此是勒其子假作其父着押，以瞒昧其父，而不自知其漏绽，将以欺

契约文书。
田产之诉（ 凡人之间） 。

594

人，而不知其不可欺也。干人无状，乃至于此，且与免断。卖契毁抹附案，
知情违法，合监陈世隆价钱入官，再监干人朱荣索典契还陈会卿取赎。陈
元亨先放。

黄达系是总领所押下亏欠纲运人，本县典押反不契勘，却令入役。曾运干
宅与郝神保互争田，系是张显承行，黄达却无故当厅执覆，意在刼持，役使
知县，且免断，仍旧锢身，押下巡检司拘管。郝神保论曾运干占据田产，欲
备钱取赎。索出干照，郝神保之父茂成因病疯癫，祖父忠义遂将田产拨与
诸孙，则是知其子不可托付也。今郝茂成乃以祖所分与孙之物业，与曾运
干交易，岂有疯癫之人能与人为交易者乎？ 曾运干典人田产，亦须索出人
家干照，既知其关书所载，系是祖父拨与诸孙，又称其子疯癫，岂得辄与疯
53． 郝 神 保 论 曾 运 癫之人为交易乎？ 使出于茂成之意，则为子而背其父； 使出于曾运 干 之
干赎田（ 黄干）

意，则是教其子以背其父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 况已交易之当月，出
业人郝茂成便经官陈词，以为被曾运干家干人宋六一诱引抑勒，不曾得

契约文书。
田宅 之 诉 （ 凡 人 与 豪 横 之

595

间） 。

钱，其子神保亦经官陈论词诉，官司虽为追人，更不曾根究，则知其非出于
郝茂成之意，乃曾运干与其干人诱引逼胁，白夺田产也。官司不 敢 追 究
者，非畏曾运干之形势，则受曾运干之请嘱也。郝神保既无以自伸，遂甘
心纳其租课，至于备钱取赎，则曾运干又假为进典五年契字，以图诬赖，其
着押又与前契不同矣。形势之家，贪图人家物产，则有之矣，未有若此无
状之甚者也。两契并毁抹，给还郝神保管业，仍各给断由，余人放。

54． 陈 安 节 论 陈 安 续又据陈安节陈论邹司户、雷少四两户亦系违法交易，瞒昧盗典卖陈安节
国盗 卖 田 地 事 （ 黄 合受分田产。再追出两干照，邹司户十契亦是陈安国代书陈安节名，尤为
干）

20

明白，此是违法瞒昧分明。

契约文书。
田产之诉（ 父子之间） 。

597

陈景良: 释“干照”

案件名称或事项

原文摘录

干照之义指与反映
出来的诉讼形态

页数

聂士元于去年十一月论陈子国强占所买学粮租田，辄于主簿厅陈词改正，
作陈文学户产业。本县追人索干照理对，经今四、五月，陈子国之子因他
事到官，又行走窜，不肯赍出公据干照，前来理对。遂将干人聂大亨收禁
监追，亦复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据聂大亨赍到积年收纳学
粮钱，并作聂瑜户输纳，官司当以契照为据，岂有陈子国所置之产，而契照
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以为作佃户聂瑜名字请佃，岂有六、七十年不曾
归户之理。若作聂瑜名字请佃，何为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 陈子国积代
55． 聂 士 元 论 陈 希
点占学租

豪横，聂瑜与之至亲，遂以产托其主掌，陈子国遂起吞并之心，乃于去年九 契约文书。
月旋于主簿厅陈词，改给公据管业。主簿一时不曾契勘，不索出陈子国上 租税 之 讼 （ 凡 人 与 官 府 之 600—601
手有何干照，便以硃钞及官员公札为据，遂与出给公凭管业。显是豪强脱 间） 。
罔官司，侵夺人户田产分明。今又坚一执所冒请公据，不肯赍出官毁抹，
欲以为异日论诉张本。然聂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则虽有冒请公据，亦
何所施。再以林、赵两主簿札子观之，其词卑巽之甚，岂有人户不肯输纳
官租，乃使县官屈辱如此。不惟强占乡民田产，又且脱免官司租赋，官司
不敢谁何，至于具札子恳祷，卑官拜呈等语，陈子国何人，乃敢如此！ 钞书
给还聂士元收掌，并前已给公据管业，札子两封附案，再给断由，付聂士元
收执，见到人再监索所请伪据毁抹。
状词并直述事情，不得繁词带论二事。仍言词不得过二百字。一名不得 田产簿、契约文书与纳税凭

56． 约束榜（ 朱熹）

听两状。并大字依式真谨书写。如有干照契据，并未尽因依，听录白莲粘 由。
状前。

641

公文告示。

三、“干照”所反映的宋代田宅诉讼形态
综上可知，“干照”一词除在宋代行政过程与刑案审理中运用之外，在田宅诉讼中最为主要的含义
是契约文书、田宅交割后的纳税凭证、田产簿、砧基簿，甚至还是案件法律卷宗的总称。当其在田宅诉讼
中作为契约文书的泛指而被广泛应用于宋代司法实践时 ，其辞汇背后折射出来的田宅诉讼形态及其意
义还未被学界所认识。其实，通过电子检索宋以前及宋之后的历史文献便可得知，“干照 ”一词是宋代
特有的词汇，当其与宋代田宅诉讼中的契约文书相联系时 ，其背后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宋代社会及司法实
践对书证的高度重视，而且还可以从其所反映出来的田宅诉讼形态去观察唐宋社会变革中的宋代司法
转型及其时代风貌，这对我们认识宋代司法传统由“人伦理性”转向“知识理性”是大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宋代田宅诉讼形态的划分标准，再来看“干照 ”与田宅诉讼形态关系背后的社会
变革。就划分标准而言，所谓宋代田宅诉讼形态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田宅诉讼类型 ”。 在德国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看来，“类型”既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是现实与理论的真实，而是学者研究问题时一个理
想化的抽象①。宋代田宅诉讼的类型依据不同的标准 ，可作不同的划分，这些划分出来的类型相互之间
可能会有交叉，但这不影响划分对于研讨的意义 。就此而言，大体可以做出以下三种不同的划分 ：
1． 以争讼参加者的身份为标准可划分为 ：
（ 1） 凡人之间的田宅诉讼。这是宋代社会生活及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诉讼形态 。 宋代百姓生活
［11］
中的田宅争讼之繁，随时随地可见。 史称“利之所在，虽微必争 ” 。“凡人 ”二字并非现代用语，而是
宋代社会及法典中的固有词汇，意指诉讼双方当事人为完全独立的两户人家，彼此之间不具有任何亲
［12］
属、主仆或主佃关系 。我国台湾学者王平宇进一步说，上述条件下，还应包括“争讼双方是必须完全
不具豪横、士人、官户或形势户之类的特殊身份，并在诉讼过程中，也未见任何一方请托特权，代为出面
载《法商研究》2004 年第 5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法理学、法史
① 参见拙作《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
学》2004 年第 11 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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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干预司法” 。《庆元条法事类》卷十《职制门 · 七》“同职犯罪名例敕”： “诸家人以职事共犯罪者，依
凡人首从法。私名书手、军典习学人与正行吏人共犯，虽造意，仍以吏人为首。”该法典卷二十八《榷禁

门·一》、卷三十二《财用门·三》“诈伪敕”、卷七十九《畜产门》“厩库敕 ”、卷八十《杂门》“烧舍宅财物
诸”等条中皆有“凡人”一词。 其实，凡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平民百姓，在宋代法律用语中它是与官
人、形势户及女使、人力等相比较而使用的。它的法律含义是指国家的编户齐民中未有官方身份与地位
的人。《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所载的“争业”诉讼中，大部分是发生在“凡人 ”之间的“田宅之讼 ”，这表
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典卖 、租赁的契约化、法律化，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也是宋代
百姓过日子所不可离开的规则与逻辑 。
（ 2） 亲属之间的田宅诉讼。所谓亲属，是泛指一切由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结合而成的家庭与群体 ，
［14］
广义上而言，也包括通过收养或再婚而进入该群体或家庭的个人 。依儒家伦理和汉唐以来法律之规
定，同居之亲属相互容隐，犯罪而不互相告发，是政府所提倡的，当然，直接危害封建政权的“三谋 ”重罪
除外，故法律不允许卑幼告尊长。但到了宋代，随着私有制的深化，尤其是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因田
宅交易而引起的诉讼纷争日盛一日 ，发生在亲属间的田宅争讼，不仅有尊长告卑幼之案例，如《名公书
判清明集》“附录二”载： “阿江于五月经县论长男安国盗将田业出卖，续送主簿厅，阿江又自出供状，亦
称长男盗卖田业。”①也有卑幼告其尊长的，或者卑幼与尊长之间互告的。 如《清明集 》卷六《争屋业 ·
［15］
叔侄争》所载： “盛荣方诉其侄包占古路，而友能复发其叔私贩糯米。” 还有外甥与舅舅互相争屋的，
［16］
如《清明集》卷六《舅甥争》载： “张诚道，舅也，钟承信，甥也。舅甥争屋，非义也。”
大体说来，发生在南宋社会因田宅诉讼而引起的亲属之间的诉讼 ，进一步还可分为三类： 一是尊长

告卑幼的“田宅之讼”； 二是卑幼告尊长的“田宅之讼 ”，这其中还包括儿子告继母的案例，如《清明集 》
卷五《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 三是兄弟之间的“田宅之讼”。
（ 3） 凡人与官户、形势户、豪强及这些人的代理人之间的诉讼。 这里所说的官户，是泛指一切文武
品官之家。而形势户，据《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十七《赋役门 · 连欠租税 》条，则是指： “谓见 （ 现 ） 充州、
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其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弱者。”即负担乡村差役的中上之家，并与
部分的官户身份重叠。至于豪横，又称豪强，据《名公书判清明集 》案例所载，乃主要是指南宋乡村社会
中大地主与黑恶势力，其中间杂有官户或形势户及士人之身份 ，但二者之间并非具有必然联系。这类田
宅诉讼的案件，官方如同现代社会一样最不易处理 ，在权势、金钱、有特殊身份的人及黑恶势力面前，宋
代的法官，即便是南宋的名公们也常常感到十分棘手 ，难为百姓申张权利。但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这类
田宅争讼案件后所反映的宋代社会黑暗及司法于此的不公 ，而是从这些不公平处理的案件中寻找“干
照”折射下宋代“田宅之讼”所反映出来的土地关系的私有化倾向 ，及其因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频繁易主
而带来的百姓日常生活的契约化与程序化趋势 。因为即便是在法官不能公平审理的这类诉讼中，索取
“干照”契据，并以此为准辨别是非，还是法官所必须坚持的底线，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 》附录所载的黄
干处理谢知府强占庶民百姓田宅案中即可略见端倪 ，也可于不畏豪强的著名法官胡颖 、宋慈、范应铃、吴
恕斋、刘后村等一批法官的判案中得到证实 。其实，司法公平不易取得，并非只有宋代如此，察现实社会
之弊端，可谓古今同理。
2． 以田土的用途及形态不同为据，可分为“墓田之讼”、“水田之讼”、“山地陂田之讼 ”或“山地林木
之讼”。
3． 以争讼标的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为据 ，可划分为“田宅买卖之讼”、“田宅出典之讼”、“田宅抵
当与倚当之讼”、“田宅租赁之讼”、“业主赎田之讼”、“亲邻赎田之讼”等多种类型。
鉴于本文的宗旨并非深究“宋代田宅诉讼的形态及其解纷机制 ”②，故不再对后两种诉讼形态的各
类“田宅之讼”一一加以申说，而是以“干照”与契约的联系来彰显唐宋社会变革时期田宅诉讼的不同面
相。大体说来，我们可从三种不同的田宅诉讼的历史形态中看出自唐中期以来至宋所发生的社会变革 。
第 596 页。又可参见该书第 140 页“陈圭诉子仲龙与妻蔡氏，盗典众分田业”。
① 《名公书判清明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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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问题，笔者将撰专文论述之。

陈景良: 释“干照”

其一，由“干照”一词所折射出来的“墓田争讼”之形态，反映了唐宋相较，古典中国的礼治秩序由贵族走
向平民，从而使礼治秩序日常化、生活化、平民化、制度化。 唐代自开元二十九年 （ 741 年 ） 前，法令与礼
典中并没有庶民享有墓田之规定 ，墓田只有品官之家才能享受，即是说，庶民百姓无权以墓田祭祀自己
的祖先与亲人，礼制是贵族化的。 虽然开元二十九年的诏敕改制中，规定了庶人墓田“方七步 ”的步
数①，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从北宋时期史籍中仍无庶民墓田统一法令的记载中可以推
出。只是到了南宋时期，随着宋代确立祭祀以“小宗 ”为宗，庶民有修祠堂、编家谱、立族长之世风的兴
起，才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 1142 年） 由尚书省统筹制定庶民墓田法令，在全宋推行。 该法令规定： “庶
人墓田，依法置方一十八步。”②这样，南宋时期的庶民便有了东西长 18 步，周围共 72 步，面积约 0． 3 亩
［17］

的墓田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所载“干照 ”一词所反映出来的数起“墓田之讼 ”③ 的案例来看，

宋代庶民享有墓田的法令是得到司法的支持与保护的 。这样一来，礼治秩序的平民化与生活化不仅型
塑了宋以后中国八百余年的历史 ，而且已成为中国百姓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并成为中国人过
日子的规则与逻辑，这就是宋与汉唐社会风俗与丧葬祭祀传统的最大不同 。
其二，“干照”一词所反映出来的因亲属关系而争田产的诉讼类型中 ，尤其是卑幼对尊长的论告，若
结合前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六关于父母在，南宋《淳熙事类》“著令许私分 ”之记载，可知在宋代社
会，尤其是南宋时期，因田宅诉讼而引发的亲属之间的利益之争 ，已不时形成朵朵浪花，冲击和拍打着由
儒家思想构筑的“卑幼不得告尊长”的人伦道德防线。其中，南宋法官在这类争讼中对卑幼及弱小的保
护及其对卑幼诉讼请求的支持或救济 ，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新风尚及礼治秩序的新的时
代因素。
其三，由“干照”一词所反映出来的一案宅诉讼形态中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表明了宋代土地私有
制的深化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细化及分化，这是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所在。宋代田宅诉讼中田宅的
可典、可卖、可租、可赎的各种面相与形态，既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中，庶民百姓及社会各阶层充分利用
“田宅”（ 现代民法理论视为不动产物权，古代法律称为“业”） 的各种权能与利益的生动面相，还反映了
自唐中期以来，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从唐初具有国有制属性的“均田制 ”与法律规定的各种土地买卖的约
束与负担下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 。这个进程同时表现为法律制度与社会关系变革两个方面 ，它们的共
同指向就是土地私有制的加深及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缓解 。
就土地私有制的深化而言，一是表现为自唐中叶以来土地典卖关系的法典化 ，二是表现为土地权能
的细化及宋代司法对这种细化了的权能予以的承认 、保护与救济。所谓土地权能的细化，就是指土地所
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与组合，如土地的买卖、出典、租赁、抵当、倚当、赎回等。就唐初而言，均田制下，国
家法律虽然并非完全禁止土地买卖 ，但确实对土地买卖做了多种限制，设置了各种负担。 唐初，土地实
行国家授受制，口分田为国家所有，人死后由国家收回，不准买卖，买卖要受法律制裁。 永业田即世业
［18］
田，“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 ” ，则永业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这也就是唐律中所说的
“合卖”。《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云： “即应合卖者，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即农民在没有经济力

量办理丧事的情况下，永业田可以卖掉。当然口分田虽然原则上不准买卖 ，但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允许买
［19］
卖。即“及口分田买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 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 ” 。 换句话说，口分田在
四种情况下可以买卖： 一是买来用于建造住宅； 二是用于建造碾硙； 三是买来用于建造邸店； 四是自愿从
［20］
狭乡迁往宽乡者，即乐于从人口多、土地少的区域迁往地广人稀的地方 。
在这种限制下，土地的买卖虽然也存在，但土地买卖不可能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田宅出典、租
赁、抵押借贷亦很难发生。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 737） 田令中仍有这样的规定： “诸田不得贴赁及
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④大约从唐中后期始，随着“安史之乱 ”的发展及“均田制 ”的破坏，土地
请放七步，坟四尺”。
① ［宋］王溥： 《唐会要》卷 38《葬令》载“其庶人先无岁数，
“丧葬·随敕申明”。
② 《庆元条法事类》卷 77《服制门》，
典型的案例可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9，“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之记载，第
③ 见上表统计，
322—324 页。
④ ［唐］杜佑： 《通典》卷二《田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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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伴随着杨炎“两税法”的推行，开始了它前进的步伐。 自此，经五代十国的发展，到宋初制定《宋
刑统》时，开始将土地、房屋的买卖、出典、质押及由此引起的诉讼如何处理等等纳入到法典中，这就是
《宋刑统》中新出现的《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之条①。
土地与房屋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它是社会及百姓生活的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物
质财富。古代中国，人们的富裕程度是与拥有土地房产的多寡成正比的 。而土地与房屋作为不动产，欲
产生社会效益，就必须进入到社会生活的财产流转关系中 ，静止的财富不能创造社会效益，欲增加价值
就必须使田宅流转起来，这就是土地与房屋的利用。而田宅欲利用，就必然带来田宅所有权能的深化，
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高度分离及细化。《宋刑统》的规定，就是这种田宅权能深化及细化的集中表
现。依据宋初国家对土地私有化采取的放任主义政策及《宋刑统 》之规定，土地与房的买卖、出典、租
赁、抵押不再受任何法令与国家政策的限制 ，除了把田宅交易的程序纳入法制化轨道外，不再于法律上
限定田宅交易的范畴与性质。当然，由于宋代的田宅交易仍然是在儒家主流价值观念下进行的 ，它仍不
可避免地受到儒家人伦道德的约束 ，譬如“同居共财 ”的家产制度决定，在祖父母、父母在的情况下，子
女不能擅自进行田宅交易； 在男姓尊长亡殁，女性尊长仍在的情况下，子女交易时，必须由母亲画押； 还
有出卖或出典的田宅，亲邻享有赎回权利等。这些限制或出于儒家孝道，或出于传统中国亲邻之间的守
望相助之精神，但与唐代相比，田宅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能显然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与细化 。 由此，宋代社
会的结构与唐代相比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 ，土地私有与土地权能的分化显然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
就土地私有制深化而带来的阶级关系变化而言 ，变化发生在地主阶级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 就地
主阶级内部而言，土地与房屋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财富流转关系加快，东汉至唐的望姓大族及享有特权
的士族地主再也不可能在宋代社会出现 ，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挟时代之风貌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就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以来所出现的豪族地主的附庸———“部曲 ”已不
复存在，他们已成为宋代政府的“编户齐民”。由于土地私有化的深化发展，土地使用的形式已契约化，
租佃制成为宋代国家土地制度的支配形态 ，农民的人身自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人力 ”与“女使 ”也
都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地位，他们不再是“律比畜产”，而是政府的“编户齐民”。
依据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之原理，一个社会的司法结构必然镶嵌在该社会结构本身之中。 正是从此
一原理出发，我们以“干照”一词所折射出来的田宅诉讼形态为观照点，考察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
下面再把“干照”置于宋代社会关系的网络文化结构中，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考察宋代司法传统———
即宋代司法结构转型的时代特征 。
四、“干照”词汇背后的宋代司法传统转型
在历史人类学家看来，一个历史时代的词汇不是一个干瘪的概念 ，孤单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结构中，
而是有机地置身于一个社会历史的文化结构中 。即是说，词汇作为一个社会中有价值意义的符号 ，它的
所指与应指都应该从该社会的结构及文化意义中去寻找 ，因为词汇本身就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节点。
就两宋而言，尤其是与唐中期之前的社会相比 ，宋代的司法结构已发生了较大的变革 。 所谓“变革 ”，就
是在“断裂”之后的新生； 与“变化”一词相对而言，“变革 ”更加强调不同质因素的冲突与融合； 所谓司
法结构，就是指司法理念、司法权力配置、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运转、司法原则与司法制度诸因素的有机结
合与运行。
以法文化的眼光来看，宋代司法结构的新变化正是在经过中唐以后至五代十国社会价值理念的断
裂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后而发生的 。就儒家的主导价值理念而言，以忠孝为基干的仁政民本思想始
终是古典中国以皇权为代表的王朝统治者所秉持的基本治国之策 。 然而，自“安史之乱 ”至五代十国，
斯文扫地、儒冠不存，此种价值理念早已为士人所摒弃 ，以冯道为代表的五代十国士人阶层，数易其主，
气节尽失，受到《新唐书》编著者欧阳修的强烈谴责。 儒家社会价值理念的断裂反映在司法上，就是五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4 年版，第 205—207 页。
① 《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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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十国以来司法的野蛮与残酷。以唐初以来李世民君臣为代表而确立的为君之道早已成为历史的陈
迹，《唐律疏议》所表彰的“德礼为政刑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司法理念也已湮没在社会动乱之中。
宋代开国伊始，其主要的精力与举措便是惩五代十国之乱 ，纠司法黑暗之弊。所以，编纂法典，以士人司
法，派监察御史巡视全国诸道州军，便是宋初司法的重中之重。 太祖立国之初所建立起来的“惩弊 ”之
措，到了太宗时期，便上升为新的司法理念，这就是视刑狱为治国的首要任务，史谓“庶政之中，狱讼为
［21］
切” 。宋代对刑狱的高度重视，催生了宋代两种社会现象的发生 ，并形成了中国自宋之后近八百年的

历史传统，这就是州县长官亲审囚徒，科决刑狱； 二是法医学的发达及士人阶层中有志之士对刑狱的高
度关注。不仅如此，到了南宋，士人阶层作为法官主体，其司法理念不仅包括对刑狱的高度重视 ，而且还
把百姓的“婚田之讼”纳入到了司法的视野中，庶民百姓生活中的“鸡虫得失 ”与“蝇头小利 ”，不再是
“民间细故”，而成为司法官员的当务之急。这就是自唐中叶以来，“民本司法”理念断裂后，经过历史的
总结而产生的新型宋代司法理念 。正是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中国历史文献上留下来
的第一本法官判决民事案件的真实记录———《名公书判清明集》。此其一。
其二，理念作为认知，是司法制度运行与更新的基础。正是由于两宋社会经过了时代断裂后产生了
新型的司法理念，才使得宋代司法制度也有了不少时代新意 ，如“鞫谳分司制”、“翻异别勘制 ”等。 除此
之外，就民事审判而言，宋代司法制度的最大创新就是创立了“给当事人断由 ”的制度。“断由 ”是宋代
社会民事审判中的专有名词①，简单来说就是民事判决的理由，当然它的表现形式是官方制作的法律文
书。“断由”制度的创设有三大作用： 首先，“断由 ”作为法律文书，它记载了基本案情、判决适用的法律
条文与法官的逻辑推理、案情分析与判决理由。它对案件的真实与公平与否，具有证信的作用。 其次，
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断由”为据向上级司法机关申诉。因为古代没有三级二审制或四级三审制的概
念，法律的既判力不可能如现代社会一样清晰 ，故上诉与申诉没有什么界限，不服判即可上告，宋代谓之
翻诉。一个案子审三五次是宋代司法中常见的现象，甚至可达七八次之多，缠讼数十年之久。“断由 ”
因此成为上级机关或别的机关另行审理的基本依据 。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即通过给当事人“断由 ”，
表明宋代政府对民事案件的高度重视 。在儒家语境的文化形态下，没有诉讼当事人为诉讼主体的概念 ，
有的只是儒家仁政爱民的司法意识 ，司法权力结构的配置以官方为主体。 当事人获得权利保障仅能在
这种语境下进行，而给“断由”的制度正在悄悄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地位，使宋代司法权力结构的配置
发生新的变化，同级并行的机关或上一级的司法机关既可凭“断由 ”查明案件是非，判断引用法律是否
适当，也可借此对自身行为深刻反思，从而去保护庶民百姓的财产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去指责当事人刁
钻、蛮横。正如著名法官范应铃（ 范西堂） 所言： “尝谓乡民持讼，或至更历年深，屡断不从，固多顽嚣，意
图终讼，亦有失在官府，适以起争。”②正是在这种难得的官方自我反省与给“断由 ”的制度下，才使当事
人的权利地位有了切实的保证，庶民百姓不再简单地是诉讼中的客体，而是一个由“断由 ”制度及新司
法理念所构织的网络意义上的重要环节 。
其三，便是田宅诉讼中契约文书的普遍使用 。宋代由于土地私有制深化，土地权能的归属、行使，田
宅交易的进行，如典、租、卖、质押、抵当、倚当等都要以契约文书为据。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宋代社会中
的契约文书原件虽因历史久远，再加上兵火战乱及自然灾害诸般原因 ，没有像明清那样大量遗留传世，
但从《宋会要辑稿》、《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基本历史文献来看，不同种类的契约文书在宋代百姓的日常
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远非今人可以想象。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契约文书既是宋代田宅诉讼中财产流转
关系的物质载体，也是法官审判案件，辨别案情真伪的最重要的证据，同时它还与田产簿籍等官方文书
一同是物权归属关系的载体与凭证 。以现代的民法理念目之，物权靠它，债权靠它，证信断案也靠它，宋
代百姓生活所发生的一切交易行为几乎都由契约文书加以记录与证明 。
①

笔者本打算将“断由”与“干照”一词共同考释在本文中，但由于时间与篇幅的限制，当另撰专文述之。拙作《宋代司法传统的叙

事及其意义》一文，虽已对“断由”有所考察，但“断由”一词对整个南宋民事审判的意义似仍应著专文论述之。上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法理学·法史学》2009 年第 1 期。
第 120 页。
②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漕司送下互争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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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宋代法律关系的网络意义中，理念是基础，制度为框架，契约文书则是理念与制度结合运行
发挥司法公平效能的机制保障，三者缺一，则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司法公平。
正是明白了宋代社会法文化关系网络结构中的诸项内容意指 ，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干照 ”一词得
以在宋代社会生活及各种法律关系的场合中不断出现 ，且没有固定的义涵。就田宅诉讼而言，在不同类
型的诉讼中，“干照”通常意义上的指称，皆是法律文书与契约文书的泛称。 从根本原因上来说，宋代土
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使田宅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无论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还是土地使用权的深入
分割，都需要依据契约进行，契约是固化百姓日常生活的物化形态。 契约的广泛使用促使“干照 ”一词
广泛应用于不同形态的田宅诉讼中 ，使“干照 ”既成为法官判案的日常用语，也成为法官断决田宅诉讼
的重要证据与原则。下面我们以南宋临乡县令王炎为代表 ，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 》所载案例，看看“干
照”一词作为契约文书的同义语是怎样被南宋法官高度重视且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的 。
宋代的王炎见于史册的有二人，一是北宋的王炎，二是南宋孝宗时期的王炎。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南
宋时期的王炎。王炎字晦叔，徽州婺源 （ 今江西婺源 ） 人。 按其自述，他一生并不得志，十五岁束发学
文，“三十有二年登进士之科，犬马之齿四十而蹭蹬于九品之贱 ”①，在临湘 （ 今湖南岳阳一带 ） 县令任
上，王炎写下了一篇言恳意切的如何审理田宅诉讼的书信 ，此史料弥足珍贵，在学界尚未被人们所重视。
他在《上孙漕书》中写道：
“炎出一介孤生，辛苦半生之久方得一官，蹉跎一纪之余方脱选调，法当试县，无所规避。 因念民户
争讼，诣县赴诉者，所以求决其曲直之情，为县令者于剖决之际自宜审之重之，不可苟也。 若平心定气，
用一己之见，犹未必每事皆中，若不由己见，用胥吏之说，则必至于十事九错无疑矣。 临湘为县地止一
乡，民止数千户，视江浙间繁难之县，其词讼不及百分之一也。然以炎之迟钝不才处之，则不可以民讼为
少，而不尽心。况一县之人所谓词讼，半是讼诉田畴官司。理断争田之讼，先凭干照，既有干照，须问管
业，则条令自有明文。如契约不明，限以二十年是也。或问开荒，则指挥自有明文。如已耕熟田，不许执
旧刬夺是也。然据两辞所供，则管业、开荒难以见其虚实，其势又须问及邻保，则事之曲直，人之情伪方
别自而不可逃。而临湘人户争竞田土以与他处不同 ，或有契据不明，界至交互之人，或有虽纳税赋并无
契据之人，或有不纳一文一粒赋税，亦无一字契据之人。炎为田事之宜，斟酌人情，依傍法意，平心理断，
不敢徇一己之私意，有所偏曲，亦不容吏辈执复，有所眩惑，此邑人之所通知也。 若其两辞纷拏，即呼之
使至案前，反复论辩，未尝敢临之以鞭朴，亦未尝敢拘之于囹圄。区区之意欲与百里之人情意相通 ，因是
以理断曲直，庶几可以无失。然人之情伪固难尽知，而一己所见岂能尽当，即又准条令为给断由，其断由
之中必详具两争人所供状词，然后及于理断曲直情理。恐人户以为所断未公，即当执出断由，上诣台府
陈诉。庶几上司见得元断是非。若元断之是，则虚妄者无以肆其欺； 若元断之非，则抑塞者可以伸其枉。
而小民之诡诈者又或不然，自度县出断由则必尽见其无理之情状 ，遂有不肯收领前去者，却埋藏元断事
项，改变情节，装饰虚词，或赴上司陈述，而其所以为词者则其说有二： 以为知县偏曲者其一也； 以为吏人
执复者其二也。炎窃谓知县亲民之官也，在己偏曲而断民讼，即是徇私情而背公，罪也； 若信吏胥执复而
断民讼，则是庸缪而不明，亦罪也。万一上可未知元断因由，炎恐缘此陷于罪戾而无以自解，是以不避罪
责，以情控告。欲乞日下或有临湘人户赴使台陈诉户婚公事 ，原赐台旨索出炎元来所给断由，酌事情之
是非，如无断由，愿赐指挥行下，令炎详具元断因依供申，或索元案委清强官吏看详，如炎所断或所见未
到，微有失错，乞原恕其过。如容心其间，不合人情，不遂法意，至于偏曲不公，则亦无所逃罪。 干冒威
［22］

严，下情不胜皇懼之至。”

王炎的这段话是我们了解宋代基层法官审断田宅诉讼的最原始 、最珍贵、最完整的文献资料，也是
我们了解“干照”一词意指及其作用的珍贵法律史文献 。就此文而言，王炎大体讲述了三层意思。 一是
临湘县的风土人情、人口户数及田宅诉讼的频繁，即文中所说“一县之人所谓词讼，半是讼诉田畴官
司”。二是临湘县田宅之讼的固有特征 ，即“虽有契据不明，界至交互之人 ”，这是因为此县地广人稀，荒
田极多； “或有虽纳赋税，并无契据之人； 或有不纳一文一粒赋税，亦无一字契据之人 ”，或有刁钻之人，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0 页。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① 《全宋文》第 269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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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在诉讼审理时领取“断由”，以便文饰是非，从中谋利，或兴讼缠讼，诬陷审判官员。 可见，在基层的
田宅争讼审理中，法官作为县令并非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 、玩弄法条、欺诈乡里的蛮横无知之
辈，而是一个极其谨慎，严守法令，精心依法断决的勤勉官员。这说明，在宋代的司法活动中，要做一个
清廉、勤奋、忠于职守、爱护百姓、司法公平的官员，其一是极其不易，其二也是许多儒家士人的理想。第
三层意思是法官如何断案，这也是我们所要了解的重点。就王炎所说可知，一是他的态度极其谨严、认
真、不敢苟且，二是他决不轻易拘禁民间诉讼当事人 ，而是反复辩论推敲，重视证据，更非是动辄刑讯拷
打、“临之以鞭朴”，三是他判案的原则。 其特点是，依法断决，参酌人情法意； 高度重视证据，尤其是契
约文书的证信作用，理断诉讼必依法令之规定，给当事人以“断由 ”。 王炎称： “理断争田之讼，先凭干
照，既有干照，须问管业，则条令自有明文。”这里所说的“干照 ”即是田宅争讼中能证明田宅所有权来
历、田产周转、分割的书面证据，即契约文书。以“干照”查明是非，公平处断既是南宋法令所要求的，也
是宋代法官审理田宅诉讼的首要原则 。印之于《名公书判清明集 》所载众多实际案例，王炎的说法可以
证实。
譬如著名法官胡颖说： “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 剖判曲直，则依条法。 舍此
而臆决，则难乎片言折狱矣。”①范应铃则认为： “夫岂知民讼各据道理，交易各凭干照。 在彼则曲，在此
则直，曲者当惩，直者当予，其可执一，以堕奸谋。”② 吴恕斋认为： “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
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又须明辨其真伪。”③ 他还说： “理诉田产，公私惟凭干照。”④ 吴恕斋这里所说的
“公私”，则分别指官府法官与诉讼当事人 。就官府而言，法官审理田宅诉讼，依据“干照 ”辨是非，示证
信，明公断，这既是法令所规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所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可见书证或物证的作用早已
在宋代证据制度中超越“口供”而占据首要位置。这既是法律理性的要求，也是唐代及以前的司法传统
所不具备的法律知识形态的新时尚 。就当事人而言，不仅田宅交易须凭“干照 ”，以示证信，双方发生纠
纷到官府诉讼，争取司法保护，以使权利得到救济，也须由“干照”加以说明。
如此一来，假若我们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审视“干照”，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是契约文书的同义
语，而且它还是宋代司法结构网络中一个别有意义的价值符号 。宋代的法官在审理各类形态的田宅诉
讼中，以法的功能确定争讼双方财产利益的边界 ，以“干照”为据明辨是非，申明公断、取信于民，这就使
法律作为知识与客观准则得以在民事纠纷的审理中发挥作用 ，且拓展着生长的空间。 置“干照 ”之词汇
于宋代社会文化的意义网络之中 ，它不仅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新风尚，而且还同时折射着唐宋社会的变
革，催生着宋代司法传统由“人伦理性”转向“知识理性 ”，从而形塑着其后八百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
行为方式，成为传统中国人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 。
参考文献：
［1］戴建国． 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戴建国． 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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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n Formality
———Starting from Real Estate Lawsuit of Song Dynasty under the View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Reformation”
Chen Jingliang
（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 430074）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society，with the deepening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and isolation of land
right，contract writ had been widely applied to daily lives of common people． At the same time，“formalities”，
as the common designation of all kinds of contract writs in the real estate lawsuit，is of objective reality and
public trust so as to become typical sentences in the Song Dynasty judicial cases． Formalities was inherent
words in Song Dynasty society and judicial action and it reflected the real social reformation occured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y． When it was put in the web of Song Dynasty society as a
meaningful language symbol，formalities also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judicial infrastructure and judicial tradition
transition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formalities； real estate lawsuit； contract writ； judicial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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