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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地陆续发现的民间手写契约文书，大大丰富了写本文献研究的资料和内容。张涌泉

(2013：10)在谈到历代写本文献时指出：“敦煌文献的抄写时代最晚至北宋初年，而宋元以来地方契约文书的抄

写时代为宋、元、明、清、民国时期，二者时间先后相承，内容互补，反映了唐五代至民国以来写本文献的完整序

列。”在这些历史文书当中，清水江文书有着比较突出的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本文拟从写本文献的角度谈谈

清水江文书的价值，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1.提供了写本文献的地域性样本

20世纪上半叶，贵州清水江流域的契约文书开始陆续被发现，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集中在清中叶至民国

时期，记录的主要是当地林木、土地的贸易活动和契约行为，学术界根据这些文书的书写特点和保藏情况，将

它们统称为“清水江文书”。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在时间上，能够承袭宋元以来民间文书的特点与传统，将写

本文献的创制和书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空间上，能够与云南、四川诸省民间文书一起，共同组成

与浙东、东南、西北、徽州等地文书相并列的西南民间文书集群，尤其是填补了黔、湘、桂边缘地区写本文献的

空白。

作为民族地区的汉文写本，清水江文书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别字方音、汉字记苗侗音等方面。

1.1 大量书写别字反映了当地的历史语音

作为民间手书文献，清水江文书与其他契约文书一样，里面有很多的书写别字。这些别字不仅显示了书

手的文字书写习惯，同时透露着他们对语音的感知和认识，是当地的语音历史的直接反映。黑维强(2018：628)
将契约文书的别字标准总结为两条：“一是别字的字面意思与契约文书原本要表达的词义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性，只有读音上的关系……二是文献书写时间整体上要有一定跨度，书写者不为某一人，以此保证文字使用有

一定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清水江文书别字资料丰富，据姚权贵(2020：134)考察发现，有同音近音别字、地名音

译别字、人名别字、方音别字、苗侗音别字等五种常见类型。这些别字往往能为我们考察当地当时的方音特点

提供线索。嘉庆十九年《范宗素南见山场杉木断卖契》：“范宗素名下名占乙股，上凭芳(荒)田角为界，下凭德

华，左凭宗治之木为界。”(《加池》1/122)①又民国庚申九年《姜德喜母字皆冉蜡荒田断卖契》：“立断卖芳田园字

人本房姜(德/明)喜母子……恐后立此断卖芳(荒)田园为据。”(《加池》4/272)这里“荒田”别字作“芳田”，考中古音

“芳”是滂母平声宕摄阳韵字，而“荒”是晓母平声宕摄唐韵字，但从别字关系可知二字在当地方言中读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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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古帮组字与晓母字相混。又如丁巳年《杨维相借钱据》：“亲手收足，限至八月初十凡清，不得误。”(《加池》4/
395)“凡清”是“还清”的别字，中古“凡”是并母，“还”是匣母，反映当地语音古匣母、并母字相混。这类语音现

象，史光辉(2020：129)调查发现：“当地苗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将‘重复’写成‘重互’，‘荒田’写成‘方田’等，反

映苗、侗族读汉语[x]与[f]音不分的情况普遍存在。”

还有一些普遍的方言语音规律，在清水江文书的别字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民国三十七年《姜坤宁培喜则

杉木栽手卖契》：“当日凭中议定谷只(子)七十二斤整，亲手收足应用。”(《加池》2/490)其中“谷只”是“谷子(稻
谷)”的别字，查“只”中古是章母字，“子”是精母字，反映直到民国末期，当地方言古章母、精母字合流。这一现

象，在乾隆、嘉庆时期的文书中已经非常普遍，例如“地主”(土地的主人)别字作“地租”，“四至”(田土等的四方

界限)别字作“四字”，“存照”(存以为据)别字作“承照”，“商议”(商量)别字作“相议”等，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别

字现象。这些别字共同反映当地方音古知、庄、章三组与精组字存在合流现象，即[tʂ]组音读[ts]组音。这说明

当地方言语音的演变符合汉语语音的总体趋势。

1.2 独具特色的汉字记苗侗音现象

清水江流域与今黔东南地区相互重叠，是以汉、苗、侗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千百年来，族群互动及其接触

交融形成了地域性、民族性特色鲜明的语言文化。这在清水江文书中有非常显著的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大量“汉字记录苗侗音”的现象。清水江文书中有许多苗、侗族地名、人名及民俗词语，文书的写手在用汉

字译写这些词语时，往往习惯性地使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记录苗、侗音，就产生了大量汉字读音与苗侗音相对

应的写本现象。

以民族地名的音译为例，首先，清水江文书中民族地名随处可见，例如咸丰七年《龙彦魁立拨换字》：“坐落

地名盤尧瓦，上依路为界，下依正溥土为界。”(《清水江》3/3/5)②其中“盤尧瓦”就是对一个苗语地名的汉字译

写。又如咸丰元年契名《龙庚乔培纣杉木栽手断卖契》(《加池》2/10)，契名《姜及龙冉皆笼杉木山场断卖契》(《加

池》2/12)中的“培纣”“冉皆笼”都是通过汉字记音译写的苗语地名。又如乾隆元年《山林断卖契》中明确标注地

名“平鳌寨污拜碑”(《林契》1/A0001)③，“污拜碑”就是苗语地名的汉字转写。类似的这类用汉字记录民族地名

的情况非常多，过去人们由于对民族地名和民族语不够熟悉，对这些现象的认识也不够。但随着清水江文书

的大规模整理，以及一些民族语言研究学者的加入，这些“地名音译”现象及其语音价值逐渐得到开发利用。

我们比对一定数量的地名资料，就可以通过这些地名的书写别字，来发现其中的语音关系。例如常见地名“党

周”，通过文书比对，可以知道这个地名还别作“党绍”“党后”“党纣”“党走”等，其中绍、后、纣、走、周就是音译

这个地名时产生的别字，其中“周”中古音在章母平声尤韵，“走”在精母上声侯韵，就可以反映出当地方音古章

组字与精组字存在合流现象。而精晓苗语的学者，就进一步考察得知“党周”等其实是苗语地名[ta 53zə55]的音

译，意思是“老虎出没的山台地”(范国祖，2018)。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文斗寨“番故得”又译写作“番故

颓”“番固得”；加池寨“培故”又译写作“排故”“培固”“培构”“鄙姑”等，大量寻绎这些汉字记音材料，就能够更

为全面地认识到这一写本现象的语音价值和地域特色了。

2.蕴藏有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

清水江文书是语言文字资源的宝藏，我们可以先看一份完整契约文书，如写于乾隆三十一年的《山林断卖

契》(《林契》1/A0005)：
立卖山场字文斗下寨下房人姜九香、儼岩，今因有祖遗山场一所，坐落地名引佳姐，上凭(凴)路，下凭溪，左

凭岭，右凭冲，四至分明。颇与平敖(鳌)寨亲识姜相云等田地连近，与文斗寨相隔颇远，因央中问到相云叔侄名

【下】求卖。买主一口应承承买，凭中三面对议，此山四股分占，内除金岩一股不卖，得买九香二股，儼岩一股。

定价五两二钱五分，每股该银一两七钱五分。当即银契两交，分文不欠，领回应用。自卖之后，恁凭买主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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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业，栽插蓄禁，异日长大发卖，不得见肉眼红，借故需索。恐后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凭中亲族姜必党受梱银一钱

依口代书姜绍虞喫银一钱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立 文堵九香眼加者山约

稍加整理，就会发现这一份山场买卖契约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语言文字现象。这里面有颇(很，使用频

率2次)、央(央求、请求)、亲识(亲友)等古语词；有苗语音译词引佳姐(地名)、眼加者(地名)等，且二者是同一地名

的别字译写关系；有应承、发卖、承买、蓄禁、管业、对议等契约套语词语；有该(欠)、连近(接近，挨靠)、梱(亦作

“綑”，整)等方言词语；还有见肉眼红、借故需索、依口代书、喫(获得)等民俗语词。

具体而言，清水江文书的语言文字资源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提供了丰富的近代汉字字形

以手写文字为主体的写本文献，在汉字史尤其是近代汉字的研究中弥足珍贵。清水江文书与历代写本文

献一样，都是近代汉字积存的宝库，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字料之一。例如：

【契】

，民国二十九年《杨再明等卖墦地屋场字》：“立 卖墦地、屋场字人，杨再明、杨再祥、杨再炳、杨再冸、

杨再银等。”(《天柱》1/1/2)④
，民国二十九年《杨再明等卖墦地屋场字》：“其墦地屋场卖与钱主子孙远(永)远耕管为业，卖主不得异

言，足当恐口无凭，立卖 字为据。”(《天柱》1/1/2)
，民国三十四年《魏求林等除帖领字》：“凭原 中：陈廷清、杨秀程、蒋作成。”(《天柱》1/1/14)
，民国三十五年《陈代鸿夫妻卖田契》：“立 卖田字人，陈代鸿夫妻名下，今因家下要洋用度，无从得

处。”(《天柱》1/1/71)
，《魏富林、魏双林卖田契》：“立 卖田人，魏富林、双林二人今因家下要钱用度，无从得处。”(《天柱》1/

1/121)
，民国三十六年《陈代云卖基地契》：“谷 两交清楚，其谷不欠颗粒，自卖之后任从买主耕管为业。”

(《天柱》1/1/124)
按，“契”是清水江文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之一，但它的写法在清水江文书中可谓十分纷杂。上引诸例

为《天柱文书》第一辑第一册随手捡得，就发现“契”字有六个不同的俗写形体。从字形上看，“契”字左上部本

从“丰”，但文书俗写有增笔为四横者，如“ ”字；有缺笔作两横者，如“ ”和“ ”；有讹形似“主”者，如

“ ”和“ ”。右上部本从“刀”，但俗书几乎全部写作“力”，概刀、力二旁恒混。近代汉字资料中，“契”的俗

写形体也很多，大多能在清水江文书中得到印证，部件“丰”增笔为四横，又易变书为“圭”；而形似“主”者，是因

“丰”字竖笔不出头，又进一步断裂所致，如乾隆五十年《姜义九含租佃之山林卖契》：“立卖山场杉木 人下房

姜义九坛、(姜)老蛟父子二人。”(《林契》2/B0004)部件“丰”即未出头。

【得】

，乾隆二十九年《杨体俊父子承袭借贷字》：“日后父子 官，不 忘恩背义。”(《黎平》1/8/4602)⑤
，道光十九年《张文柄等弟兄断卖山约》：“其山自后恁从买主管业，卖主 异言。”(《黎平》1/1/5602)

，民国二十五年《吴文灿出典田字》：“其田自典之后，任凭典主耕种管业，吴姓不 异言。”(《黎平》1/4/
5030)

，道光二十一年《张天秩卖山约》：“恁从买主管业，不 异言。”(《黎平》1/6/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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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年《杨正芳断卖荒坪约》：“其荒坪自卖之后，恁凭银管业，日后不 异言。”(《黎平》1/8/4609)
，同治五年《杨承礼断卖棉花地约》：“自卖之后恁凭买主管业，卖主不 异言。”(《黎平》1/8/4626)
，光绪三十一年《王在沼卖田字》：“自卖之后，任从买主耕管，王姓内外人等不 异言。”(《三穗》1/1/17)
，光绪三十二年《杨吴氏婆孙卖田契》：“今因空乏，无钱用度，婆孙商议，自愿将到先年 买杨姓之业。”

(《三穗》1/1/18)
按，“得”是一个常用字，我们在黎平、三穗文书中随手捡得俗写异体八例，字形非常丰富。从字形上看，在

清水江文书中，“得”字左部“彳”常被书作“氵”，如“ ”和“ ”；“氵”又进一步变书作“冫”，如“ ”等；又或草

书作“|”，如“ ”“ ”“ ”。右部“ ”的俗写也非常繁复，有的上部变书作“口”形，如“ ”和“ ”等；有的讹

变似“等”，如“ ”和“ ”字；有的讹变似“寺”，如“ ”字，概草书省形所致；有的则直接为草书变体，如“ ”

字。此外，“得”在清水江文书中还有很多俗写形体，如省形作“ ”，光绪二十七年《舒谟坤卖水田契》：“其钱请

(亲)手领足，二比不 异言。”(《天柱》1/1/171)“得”字左部省一“丿”笔，右下部省一横笔，皆常见之俗写。

清水江文书中的这些汉字字形，大多能与传统汉字相互印证，有的早见于历代写本文献中，有的也出现在

传世典籍中，共同勾勒出一个汉字在近代的形体演变脉络。同时，观察这些字形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能进一步

总结近代汉字的常见俗写规律，如“契”字的部件“丰→ 、 →圭、主”，“得”的部件“彳→氵→冫→丨”等。

2.2 有许多跨文化汉字现象和材料

与其他民间文书不同，清水江文书的写手既有汉族人民，又有很多是该流域苗、侗为主的少数民族居民，

由于他们的母语不是汉语，在接受、学习和使用汉语、汉字时往往受到自身母语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富有跨

文化特色的用字和写字现象。李运富、何余华(2018：60)指出：“跨文化的汉字研究，即把‘跨文化’作为‘汉字研

究’的一种方式或视角，理解为‘用跨文化的方式或视角来研究汉字’，也就是研究本文化汉字时会涉及另一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例如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母语、不同文字、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不同制度等，都属于

‘跨文化’式研究。”在文本文字及其性质上，清水江文书的文字现象，能够为跨文化汉字研究提供富有价值的

材料。

在使用汉字时，由于受自身民族语文化影响，人们经常使用音同、音近的汉字去记录民族语，这就在文书

中产生了很多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例如嘉庆三年《姜老岩冲故龙杉木断卖契》“自愿将杉木乙(一)
块，坐落土名冲故龙，四大股”，其中“冲故龙”就是一个苗语音译地名，王宗勋(2015)释云：“冲故龙，又写作穷故

垄、从固笼等，苗语译音，意为往侗家方向去的山冲。”(《加池》1/18)可以看出，受苗语语音的影响，这个地名的

用字并没有确定的字形，而是用了一组音近或音同的汉字。这种情况，直到民国时期的文书中依然存在，如民

国三十九年《姜盛富等山场权属纠纷和息书》：“将双方契据面验清白，虫固笼之山仍归姜盛富、盛荣、盛贵、绍

烈叔侄管业。”王宗勋(2015)释云：“虫固笼，也写作穷故笼等。”(《加池》4/452)此外，这个地名在清水江文书中还

写作从固龙、从固陇、崇故笼、穷故笼等。整理发现，这里穷—崇—从—冲—虫、故—固、笼—陇—垄在当地人

口音中分别都是音同或音近的；“穷”中古音是群母，“崇”是崇母，“从”是从母，“冲”是昌母，“虫”是澄母，而在

苗族人的口音中，这些字的读音是近同的，这反映当地当时的语音古见组、庄组、精组、知组、章组字存在一定

的合流情况，把“崇”“冲”又写作“从”，说明当地语音庄、章组字与精组字互借，即[tʂ]组音读[ts]组音，这是汉语

方言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反映了当地方音发展演变的一些特点。

2.3 提供了丰富的汉语词汇语料

清水江文书蕴含有非常珍贵的汉语词汇资料，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大量的汉语历史词语，二是契

约文书套语词汇，三是农、林史专业词汇，四是农林经济所使用的行业词汇，五是当地特有的方言民俗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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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清水江文书作为当地混农林业经济活动的真实记录，其中就有非常多的农、林史专业词语。这类词

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类型丰富，如名词有土(多指种有林木的山地)、圡(古籍为别“士”而加点，清水江文书作土

的俗写)、祖田(祖上遗存的田产)、土名(土地名字)、地名、栽手(具有栽种技术的人)、亚(侗语yav，即“田”之义)、亚
梭(干田，没有蓄水的田)、岑(侗语 jenc，山坡或坡地)、也强(苗语记音词，长而弯的田)等；量词有团(土地数量单

位，相当于块)、股(分得田土所占的比例)、处(田土的数量)、碗(苗侗地区粮食计量单位，4碗约合1升)、幅(土地数

量单位，相当于片、块)等；动词有坐落(土地的具体位置所在)、长大(树木、农作物等生长)、修槁(修剪枯木)、修剔

(砍除杂草)等；形容词有梭(侗语 sot，干的意思，如“亚梭”即干田)等。大类下面还可以细分出一些小类，如量词

可分田土数量、田土面积、粮食重量类等；动词可分栽种、买卖、耕管、修理类等。这些大多是清水江文书的常

见常用词。

其次，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还使用了很多与买卖相关的行业词语。最常见的就有出卖、卖与、承买等词，如

嘉庆十年《姜登高断卖杉木约》：“出卖与姜佐兴名下，承买为业。”(《清水江》1/1/118)道光二年《林文举卖田地

字》：“要钱出卖，请中问到本房林武刚名下承买。”(《天柱》1/18/2)道光八年《龙文焕、龙文礼、龙文河父子等卖田

契》：“无人承买，请中问到春花寨林邦琼承买。”(《天柱》1/18/3)其中的“出卖”“承买”都是汉语史中的常见词，如

晋葛洪《神仙传》卷九《尹轨》：“当陪付官钱百万，出卖田宅车牛，不售而见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南北朝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种 第二十》：“九月十月出卖。”(2009：239)唐长孙无忌《故唐律疏议》卷十五：“其物主

登时伤，杀此牛出卖，直绢三匹，计减二匹。”(《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其中“出卖”都是“以物换钱”的意思，清水

江文书依然沿用其义，只是在契约文书中，具体指的是卖主为换取银钱用度而出卖土地、田园、屋基、林木、山

场等物。“承买”的用例也非常多，例如宋曹彦约《昌谷集》卷十《札子》：“若出产户无钱纳，即许给榜召人承买。”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给榜召人”就是写文书或告示寻找买主，“承买”即承受购买之义。宋李焘《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二《仁宗》：“如异居亲族愿承买者，听之，仍减元价十之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了

这对表示买卖关系的行业词语外，还有一个常用的“发卖”，例如嘉庆十年《姜美保断卖山场杉木约》“自卖之

后，恁从买主年年修管业，长大发卖，弟兄子孙不(得)异言。”(《清水江》1/1/2)又如道光元年《陆光儒佃山字》“其

山杉木日后长大发卖，先问地主，地主无人承买，方出外人”(《清水江》1/1/134)，其中“长大发卖”是指林木长成

之后进行买卖，“发卖”即售卖、出售之义，例如明臧懋循《元曲选·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小子刘一郎是也，浮

梁人氏，带着三千引细茶，来京师发卖。”(明万历刻本)“发卖”就是“出售、售卖”之义。

除了这一类的行业词语外，还有一些行业词语与交易过程相关，如价银、价钱、银钱、银两、纹银、足色银、

光洋等表示买卖价格的词。这些词语有些来自汉语历史词汇，例如乾隆十九年《姜福岩立卖塘约》：“当日凭中

言定价银一十八整，亲手领回应用。”(《清水江》2/2/103)其中“价银”即指出卖物按价买卖所收付的银两数，近代

汉语语料中经见，如宋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七十四：“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

两，四尺二寸二十六两。”(清雍正景抄宋本)又毕恭(嘉靖)《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财赋》：“炭银三百两，马价银一

万四千七十两。”(明嘉靖刻本)皆其例，用义与清水江文书一致。有些则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新词，例如“纹银”，

是明清逐渐通行的一种标准的成色最好的银两，因其表面有皱纹故称，用例多见明清时期典籍，如明周南瑞

《天下同文集》卷三《献书》：“表里纹银绮素有差，以为异日旌奖之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

全书本)明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十二第五十六回：“都是三五钱一块的零碎纹银，常峙节接过放在

衣袖里。”(明万历刻本)清鄂尔泰(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一《课程》：“成色虚数尽折纹银其五。”(清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皆其例，用义与清水江文书相同。

2.4 保留了大量方言语音资料

清水江流经的贵州黔东南，是一个方言资源丰富复杂的地区，方言语音的历史面貌在清水江文书中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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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道光二年《姜世清党纣荒坪及杉木断卖契》：“有杉木乙根，坐落地名党养，在世璜之田各。”(《加池》1/
233)其中“田各”就是“田角”，之所以写作“各”，就是因为清水江锦屏一带方言“角”读为“各[ko21]”音。查中古

音“角”在见母入声觉韵，而“各”在见母入声铎韵，比较可知当地方音读古觉韵字与铎韵字近同。这一现象

在贵州、四川、重庆等地的西南官话中非常普遍。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锦屏方言中，“各”除了读同“角”音以

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读音“[kuan21]”，肖亚丽(2017：49)调查认为：“[kuan21]是贵州锦屏县一个很有特色的方

言词……它可以表示普通话反身代词‘自己’和‘各自’的意义，也可以表示普通话副词‘另外’‘已经’‘竟然’

‘原本’‘倒是’等意义……[kuan21]是西南官话代词‘各人’合音的结果，其反身代词用法是本源。”而这个作为反

身代词的[kuan21]其实在清水江文书中就已经出现，例如光绪十七年《曰匡山场佃契(一)》：“此山地主分为四股，

恩瑞占三股宗连佃种，凤仪、恩厚占乙股各种。”王宗勋考释指出：“各种，锦屏方言，指自己栽种。各，读为

‘guán’音。”(《加池》3/216)其与现代方言调查结果可相印证。

类似这种方音材料，在清水江锦屏一带文书中还有很多。同治二年《姜开仕叔侄刚套冲山场杉木断卖

契》：“地名衣载，蒙中改劝，叔侄自愿将到地名刚套冲山场杉木乙块。”(《加池》2/49)其中“改劝”即“解劝”，义即

劝解。民国十七年《刚套山场纠纷和息合同》：“内解三字。照契管业。”(《加池》4/439)，其中“内解”就是“内

改”，表示契约中三处地方有改字。这些材料里“解(劝解)”写作“改”，而“改(改动)”又写作“解”，所以当地方音

读“解”“改”大致是音同的，故作“改”，中古音“解”与“改”都是见母上声蟹韵，它们读音本身就相同。这一现象

在今西南官话中依然非常普遍。道光十九年《龙家琳格料大田典契》：“左抵干埂世爵田，右抵水沟，四至分

明。”(《加池》4/139)其中“干埂”即“间埂”，是指田土之间的间隔土埂。光绪二十年《姜凤至当在山场杉木并栽

手断卖契》“此山得买(神/平)松连间。”(《加池》2/237)这里“连间”即相邻、相连，“间”亦读同“干”音。中古音“间”

是见母去声裥韵，“干”是见母去声翰韵，可见当地方音读古今西南官话裥韵字与翰韵字相同。这一语音现象，

一直沿续至今，现代西南官话如重庆梁平有“干干”“干子”等词，其中“干”都表示用作间隔的埂子，正字当作

“间”，显示了方音语音的历史状况。

还有一些语音材料，可以共同反映某一个历史存在的方言事实。道光十三年《冉幼山场权属清白书》：“外

批：此白界老木二股，栽手是世洪所占。”(《加池》4/407)其中“白界”即“别届”之别字，意思就是“上一届”或“往

届”。当地方言因“别”与“白”音近同，故作“白”。考中古音“别”是並母入声薛韵，是个山摄字，而“白”是並母

入声陌韵，是个梗摄字，可见当地方音“山”“梗”二摄相混。这一现象，在清水江文书中非常普遍，例如道光二

十一年《培隔山场佃契》：“如有不成，栽手并无股忿(份)，地主令招伯人。”(《加池》3/117)其中“伯人”即“别人”，

中古音“伯”是帮母入声梗摄，“别”是並母入声山摄字。嘉庆十年《莲花山山场佃契》：“佃与高山乙则载木，日

后木长大，二股均分。”(《加池》3/17)其中“乙则”就是“一截”，中古“则”是庄母入声梗摄字，而“截”是从母入声

山摄字，也证明了当地方音梗、山二摄相混的历史语音情况。

此外，通过考察一些地名音译现象，就会发现这些地名的用字及读音，可能还保留着某些重要的古音现

象。嘉庆二十一年《姜学宗父子皆占乌什等杉木山场油山房屋断卖契》：“又将屋地基乙块，地名党杨泽，

上凭佐兴，下凭起三，左离坟山五尺，右凭油乍为界。”(《加池》1/145)其中地名“党杨泽”，别字又作“党样

得”“党样颓”等，对应来看，中古音“泽”是澄母，“得”是端母，“颓”是定母，可知当地方音读古知组字与端

组字存在合流现象。端组与知、庄、章三组相混，是古湘赣语的一大特点，显示了古湘赣语对黔东南方言

的影响。

3.再现了大量鲜活的写本现象

作为民间手书文献，清水江文书中的写本现象也是非常丰富的，能够为多维度考察明清写本文献的特征

提供鲜活的例证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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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保留了写本文字的基本样态

首先，清水江文书的汉字书写虽然没有像敦煌文献那么复杂多样，但仍然有风格各异的书体。清水江文

书大多以近代以来的楷书、行楷书写，但也不乏各种草书。清水江文书的书写者有的是当地的普通林农，有的

则是受过专门汉语汉字训练的执笔人，由于受母语民族语的影响，他们的汉语汉字水平呈现出高低不同的情

况，因此在写本上就造成了参差不齐的书写面貌。

我们可以先比较以下几份文书：

图1的文书不仅纸张有很大残损，且文字书写比较凌乱，行款横竖不齐，识读起来比较困难，书写水平是比

较低的。图2的文书在书写和行款上都有很大改善，字迹规范整齐，可识度非常高，属于质量中等的文书，代表

了清水江文书大多数写手的水平。

有些写手的汉字书写既规范又非常漂亮，具有书法艺术的美感。如下页图3中的状纸，字体大小均匀，行

款整齐，笔力也较前两份文书更强，在清水江文书中属于中上水平。

书写水平参差不齐是写本文字的基本样态之一，清水江文书很好地保留了当时当地人手书文字的原始样

本，这为考察当时当地人们的汉字书写水平，以及民族地区人们学习汉字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见证。

其次，随意的俗写、俗造也是清水江文书文字的一大显征。清水江文书虽是具有既定规范的应用型文体，

但与历代写本文献一样，俗写类型十分丰富，很多俗字可以找到其演变的路径和规律，还有不少是手书文字难

以避免的俗书之误。比如由于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不明，有些形近的部件常常发生书写错误。有些俗写在近代

图1 乾隆五十一年《王照断卖田契》(《清水江》2/10/2)

图2 道光六年《姜朝弼断卖园圃杉木字》(《清水江》1/1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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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发展中已经能够看到端倪，清水江文书只是承袭其俗写方式，例如嘉庆十四年《姜廷仕劳榜杉木卖契》：

“所买所卖二彼(比)情愿，固无公 (私)相逼，亦无包霸他人物业等情。”(《加池》1/65)又光绪二十四年《阳先敦子

阳宗富、阳宗贵兄弟兄弟二人分关合同》：“须尽友恭之，以全昆玉之情，岂忍炊 图各爨。”(《天柱》1/207)该份

文书末尾小字“私”又作“ ”。在清水江文书中“私”作“ ”的例子还非常多，这一俗写现象近代汉字已见其

例。“私”系据《说文》篆文“ ”楷定，汉魏以来碑刻文献多书作“ ”或“ ”(毛远明，2014：837)，《碑别字新编》

引《魏高道悦墓志》作“ ”，引《隋董夫人卫美墓志》作“ ”(1985：43)，皆“私”字俗写作“ ”之源流。从字形

上看，俗写“幺(么)”常简省作“厶”，而“厶”亦常增繁作“幺(么)”，如明清小说“吆”作“ ”(曾良、陈敏，2018：
723)，字书“ ”字俗作“ ”(宋濂，1997：668)，比勘之，“私”俗书作“ ”正与其同理。

有些俗写虽然经常看到，但很难考释清楚它们的源流。乾隆二十八年《姜凤宇山林断卖契》：“又二十九年

二月十五日，将凤宇名下一股补一半与永福为业，价银一 。”(《林契》1/A0003)乾隆四十四年《姜党格含租佃

之山林卖契》：“议定价银照旧一股八钱，二股共占一双 六钱正。”(《林契》2/B0002)嘉庆九年《姜有位含租佃

之山林卖契》：“当日平中三面议定价银十一双 二钱。”(《林契》2/B0018)根据异文和文义可知“ ”“ ”

“ ”皆是“两(银两的重量)”的俗写变体，近代汉字如明清小说中“两”俗作“ ”形等常见(曾良、陈敏，2018：
365)。从清水江文书的用字情况看，“两”一般只有在表示银钱的重量，即银两时才会写作“ ”等形，其他则仍

书作“两”。学界对银两之“两”何以作“ ”等形的源流尚未考清。

3.2 形式多样的校改符号

相较于历代刻本文献，写本文献中讹、脱、衍、乱的情况更多更复杂，随处增减文字，随意修改乙正，混杂的

标识符号，既是写本文献的典型特点，也是校理的难点。唐韩愈在《读鹖冠子》中云：“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

五字，乙者三，灭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宋蜀本)指出了古人校读写本文献时的

重要方法，张涌泉(2013：264)进一步指出：“‘正’是改正讹字，‘注’是旁补脱字，‘灭’是删除衍文，‘乙’是乙正错

乱的文字。”清水江文书中各式各样的校改符号，也是其写本文献价值之一。

一是错讹改字符。清水江文书的书手们改字的方式很多，所用的符号也非常丰富。有的是用较粗的“\”
线或“/”线删除写错的文字，然后在原文右侧用小字改正。乾隆三十九年《姜合保典田约》：“自源(愿意)将到祖

遗田一丘， (坐落)地名也强，计禾六把。”(《清水江》1/3/3)其中“坐落”之“落”字为改字。有的是将错讹字整体

涂抹后再书正字，一般整体涂改后直接于下方书写正字，这种一般是边写边改。嘉庆二十四年《彭长三等卖杉

图3《诉姜献义越界恃强横争恳请公裁事状纸》(《清水江》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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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契》：“立卖杉木 (人啇)洞寨彭长三、昌文二人，今因要银使用， (无)从得处。”(《剑河》1/1/5)“ (无)”就是

整体改动。道光五年《姜舒太、姜世法弟兄断卖杉木约》：“四处分明，其山之 (木)分为五股，买主占三股。”

(《清水江》1/2/46)“木”涂抹后于下又书“木”字。也有些是文书写完之后，发现当中有错字，整体涂抹后，将正字

写在右边。道光元年《姜包柳断卖杉木山场约》：“右凭冲为界，四 (至)分明。”(《清水江》1/1/21)“ ”即将

“字”整体涂抹后，在旁边书写正字“至”⑥。

有时候同一份文书中，改字符号的使用并不统一。图 4乾隆三十一年《段俊福立卖园契》(《清水江》2/2/
145)中“ (后改为後)”用的是“/”线改字符，“ (名改为仕)”用的是整体涂改的方式，“ (钱改为 )”用的

是“彡”字斜线修改，而增补 字时，则是直接采用插入原文两字中间间隙的方式。

二是脱字与补字符。书写文书时，出现文字脱漏需要临时增补文字，清水江文书的补脱方式也比较灵

活。有时是在原文右侧增加“\”线，以小字增补。乾隆十二年《姜国政断卖田约》：“卖以加十寨 (姜虎明)名下

为业，当日三面议定实价纹艮(银)一十 (二两正)。”(《清水江》1/3/1)“虎”“正”皆为补脱字。嘉庆十年《姜胜祖、

姜胜武弟兄断卖山场杉木约》：“ (立断卖)山场杉木……恐后 (无凭，立)此卖山场杉木一纸远永存照。”(《清水

江》1/2/5)通过“\”线补“断”“凭”二字。嘉庆二十二年《姜生隆断卖杉木山场约》：“倘有弟兄外人争论，俱在

(卖主上)前理落，不关买主之事。”(《清水江》1/1/13)内增“主”字，皆补脱文字之例。有时不加线，直接在原文右

侧上下两字中间增补脱漏字。乾隆二十七年《姜文相等断卖田约》落款处：“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立。”

(《清水江》1/3/2)“隆”是直接增补的小字。有时增补的字非常小，不易辨识，例如乾隆四十九年《姜番保断卖田

契》：“情愿将到 (名下祖)田一丘。”(《清水江》1/3/5)“下”为增字，但写得又细又小，不易察觉。嘉庆二十五年

《姜成周、姜通文兄弟二人断卖木四根字》：“议定价银八钱正，亲手取回 (应用，其)艮(银)。”(《清水江》1/1/17)
其中直增“用”字。

除了在文中以相应的符号增字以外，也常常会在文末使用“内增/添……字”的固定格式加以说明，有时又

称“外添……字”，表示另外增添之字，与“内添”功能相同。图5嘉庆十三年《姜廷华分山场合同》中先通过在原

文右侧增加小字的方式增加“年”“股”“占”三字，后于文末小字注明“内添三字”(《清水江》1/3/18)。

图4 乾隆三十一年《段俊福立卖园契》截图(《清水江》2/2/145)

··10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6 语言文字学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三是衍文与删字符。清水江文书的删字格式最常见的是用“○”号整体圈除。乾隆十二年《姜国政断卖田

约》末尾注：“代书姜国政， ，(姜)廷芳笔。”(《清水江》1/3/1)中间衍文不知何字，文书以“○”号圈除。嘉庆十

九年《姜廷睡、姜荣兴弟兄立卖园契》：“凭中 言定价艮(银)乙两二钱，亲手领回应用。”(《清水江》2/2/181)“言

中”二字也是用“○”号删除。这种以“○”号删字的校改格式，清水江文书的执笔者一般称之为“圈字”，即圈除

文字。光绪二十六年《王林富立卖油山地土字》末尾小字注：“外批：内添一字，圈一字。”(《清水江》2/7/22)正文

所圈字即正文“其油山地土，买 主管业”中的被圈除的“ ”，因为只有一字，故注云“圈一字”。

执笔者使用“○”号时，大多时候笔力很重，以至于墨汁将原字完全覆盖，而也有少数时候“○”号比较细

腻，如乾隆三十九年《山林卖契》：“上依界至，下凭 路。”(《林契》1/A0013)这里“木”字上加有一个很轻细的

“○”号，表示改字已经删除。但该份文书的校录者，仍然录作“下凭木路”，显然是不熟悉清水江文书的校改格

式出现的失误。

除了圈字以外，还有整体涂抹删字的，例如道光元年《姜包柳断卖杉木山场约》：“其山出卖与姜廷德、开文

兄弟四人名下承买为 业。”(《清水江》1/1/21)其中“ (業)”写了一半然后整体涂改删除。光绪二十一年《杨

秀辉立换字》：“蒙中劝解，秀 文补出钱二千三百文与兄秀辉。”(《清水江》3/1/8)“ ”可能是写“文”字起笔有

误，故涂抹删除。清水江文书的执笔者把这种涂抹删字的方式称为“涂字”，例如光绪三年《范五连冉故苟杉木

栽手断卖契》末尾小字注：“内措(错)一字，徒(涂)三字。”(《加池》2/119)指的就是正文中改正了一个错字，涂删了

三个字。

四是错乱与乙正符。清水江文书发生书写错乱的情形也非常多，执笔者往往使用“己”形符号进行乙

正。道光二十八年《姜丙生从故宠杉木断卖契》：“栽手占二股，栽手 (二股出卖。又地)名乙块刚套凹讲

边。”(《加池》1/441)文书中原写作“出卖二股”，乙正为“二股出卖”。嘉庆二十五年《姜弼周、姜宠生、姜木生

父子断卖田约》：“当【日】 (凭中)三面议定价银八十七两整。”(《清水江》1/1/18)文书中将“中凭”乙正为“凭

中”。有时候为了让契约文书的读者更加清楚笔者的意图，执笔者在使用“己”形符号之后，还会专门注明

“上”“下”来表示乙正后的正确位置。乾隆四十七年《含租佃之山林卖契》：“外批：木六根余(除)外；又此山

(所栽之木)二股凭(平)分。”(《林契》2/B0003)这里表示将原文“之木所栽”乙正为“所栽之木”，乙正后“所栽”

在上，“之木”在下。

图5 嘉庆十三年《姜廷华分山场合同》截图(《清水江》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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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宗勋《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4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凡引该书，简称《加池》，如“《加池》1/1”表示该书第1卷第1
页，下同。

②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1-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11年。凡引该书，简称《清水江》，如“《清水江》1/
1/1”表示该书第1辑第1册第1页，下同。

③(日)武内房司、唐立、杨有赓合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3卷)，东京外国语大学，2001-2003年。凡引

该书，简称《林契》，如“《林契》1/A0001”表示该书第1册第1份文书，“A0001”是该书编排文书的编号，下同。

④张新民《天柱文书》(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凡引该书，简称《天柱》，如“《天柱》1/1/1”表示《天柱文书》第1辑第1
册第1页，下同。

⑤贵州省档案馆、黔东南州档案馆等合编《贵州清水江文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2019年。该丛书目前出版了 3辑共

45册，分为黎平、剑河、三穗、岑巩、天柱五大卷，其下各分册和小卷。凡引该丛书，皆使用简称，如“《黎平》1/1/5602”表示黎平

文书第 1辑第 1卷编号 5602，“《三穗》1/1/1”表示三穗文书第 1辑第 1卷第 1页，“《剑河》1/1/1”表示剑河文书第 1辑第 1卷第 1
页，下同。

⑥清水江文书中有很多别字现象，如“四至”作“四治”“四字”“四止”等，受语音影响，这种别字一般情况下执笔者不会改动，这

里改“字”为“至”，说明当地人是把“至”当作正字，而把“字”作为书写别字的。

参考文献：

[1][明]宋濂 1997《篇海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8册，齐鲁书社(影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
[2]范国祖 2018《清水江文书汉字记苗音苗语地名整理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第4期 .
[3]方一新 王云路 2006《中古汉语读本》(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4]黑维强 2018《土默特契约文书所见200年前内蒙古晋语语音的几个特点》，《中国语文》第5期 .
[5]贾思勰(著) 石声汉(校释) 2009《齐民要术今释》(上册)，中华书局 .
[6]蒋希文 1990《黔东南汉语方言》，《方言》第3期 .
[7]李运富(主编) 2018《跨文化视野与汉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8]李运富 何余华 2018《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9]毛远明 2014《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中华书局 .
[10]秦公 1985《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 .
[11]史光辉 2020《多语和谐视野下的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5期 .
[12]唐智燕 2019《近代民间契约文书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3]肖亚丽 2017《贵州锦屏方言的反身代词[kuan21]及其语法化》，《语文研究》第4期 .
[14]姚权贵 2020《清水江文书所见300年前锦屏方言的语音特点》，《贵州民族研究》第5期 .
[15]曾良 陈敏 2018《明清小说俗字典》，广陵书社 .
[16]张涌泉 2013《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 .

··10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从写本文献角度看清水江文书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