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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破券 ”、“破莂 ”及相关的一群词语
毛 远 明

“破券”是一个涉及古代契约制度 、契券文书制作方式的重要词语。该词其他辞书不载 ,

《汉语大词典 》卷 7, 1030页收录 ,但具体处理却很不妥当 ,特别是释义问题最大 。汉语中还有

一群词与此词意义相同 、相近或相关 ,而 《汉语大词典 》等辞书没有收录。鉴此 ,有必要专题清

理 ,以便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汉语文辞书编纂提供科学可信的材料。同时对古代文书制度的

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1.破券

“破券”这个词条 , 《汉语大词典》原文如下:
【破券】破钞 , 花钱。 《太平御览》卷九七五引北齐太上时童谣:“千钱买果园 , 中有芙蓉树;破券不

分明 , 莲子随他去。” 《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五》引作 “破家”。唐温庭筠 《苏小小歌 》:“买莲莫破券 , 买

酒莫解金。酒里春容抱离恨 ,水中莲子怀芳心。”

词条中关于 《太平御览 》异文① 、例证摘引都有问题② ,不过都还无大碍 ,最主要的问题在

于词义解释 。

据我们的调查 , “破券 ”应该是指剖破契券 ,即书写契约 ,制作契券 ,是古代订立契约文书

的一种方式 。与 “破钞 ,花钱”没有关系。

讨论古代文书契约的制作 ,对于理解 “破券 ”的含意有直接帮助 。我国立券制度有悠久的

历史 ,据典籍记载 ,早在先秦已见大量例证 。如:
(1)合符节 ,别契劵者 , 所以为信也。 (《荀子·君道》)

(2)于是约车治装 ,载券契而行。 (《战国策·赵策》)

古代制作契券 ,除了书写契券内容 ,还在书写材料正中大书文字或非文字的符号 ,然后从

中剖分为二 ,成为半字 。契券涉及的双方各持其一 ,作为凭证。 《释名 ·释书契 》:“契 ,刻也 ,

刻识其数也 。”又说:“劵 ,绻也。相约束缱绻以为限也 。”《太平御览 ·文部 ·契劵》:“《世说 》

曰:劵 ,契也 。别之书 ,以刀刻其旁也 ,故曰契也。”③又说:“劵者 ,束也 ,明白约束以备情伪 。

字形半分 ,故周称判书 。”契券文书的制作要从中剖分为二 ,故券分左右 ,左券卑 ,右券尊 。如

果是债券 ,债权人执右券 ,债务人执左券。例如:
(3)即以左劵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劵。 (《商子·定分》)

(4)虞卿操其两权 ,事成 ,操右劵以责。 (《史记·平原君传》)司马贞索隐:“言虞卿论平原君取封 , 事成

则操其右劵 ,以责其报德也。”

以契券之载体论 ,考古发现的古代契券文书有简策 、木牍 、帛书 、纸质 、石质 、陶质 ,还有金

属制作的铅券 、铁券 、银券 、金券等。 《汉书 ·高帝纪 》:“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 ,丹书铁劵 ,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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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室。”有的出土铁券上填有朱砂 ,是典籍所载铁劵丹书的实物证据④ 。

契券又称 “傅别”、“质剂 ”,其构词理据与 “破券”也有关。称为 “傅别”,是因为制作契券 ,

契约内容写好后 ,便将文书剖分为二 ,双方各执一券 。
(5)以官府之八成 ,经邦治……四曰听称责以傅别。 (《周礼·天官 ·小宰》)郑玄注:“傅别 , 谓券书也。

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傅 ,傅着约束于文书;别 , 别为两 , 两家各得一也。”孙诒让正义:“傅别 ,则为

手书大字 ,中字而别其札 ,使各执其半字。”

(6)凡以财狱讼者 ,正之以傅别 、约剂。 (《周礼·秋官·士师》)郑玄注:“傅别 , 中别手书也。”

“傅别”或称 “傅辨 ”、“符别” , “傅 ”, “符 ”也 , “辨 ”, “别 ”也 。称呼不同而意义无别。 《周

礼 ·天官·小宰 》:“四曰听称责以傅别。”郑玄注:“傅别 ,故书作 傅̀辨 ' ,郑大夫读为 符̀别 ' ,

杜子春读为 傅̀别 ' 。”

“质剂”是古代贸易券契 “质 ”和 “剂”的合称。长券叫质 ,短券叫剂。 《左传 ·文公六年 》

称 “质要 ”, 《荀子 ·王霸》称 “质律 ”,其取义谓契券可奉为法律而事由之要结而成。
(7)七曰听卖买以质剂。 (《周礼·天官·小宰》)郑玄注:“质剂 ,谓两书一札 ,同而别之 , 长曰质 ,短曰

剂。傅别 、质剂 , 皆今之券书也。”

(8)凡卖儥者 ,质剂焉。大市以质 ,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 , 同其度量 ,壹其淳制。 (《周礼·地官 ·质

人》)郑玄注:“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大市 ,人民马牛之属 , 用长劵;小市 , 兵器珍异之属 ,用短劵。”

对 “破券 ”一词作文献调查 ,发现不仅其用例多 ,而且绝大多数是剖分契券 ,制作契约文书

的意思 。例如:
(9)唐温庭筠《苏小小歌》:“买莲莫破券 ,买酒莫解金。酒里春容抱离恨 , 水中莲子怀芳心”。

(10)唐臧荣绪《晋书补遗》:“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 , 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 ,宣敕使使令手书。

书定 ,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 ,写朱券簿集上。”⑤

再看有关契券的出土实物证据。新出土历代碑刻契券实物材料 ,能真实反映古代契券状

貌 ,并通过实物 ,反映契券的制作程序 ,为 “破券 ”释义提供有力的实物证据。例如北魏太和元

年 《郭◆买地券》:“券破之后 ,各不淂变悔 。”券破 ,契券剖破(刘庆柱 《陕西长武县出土太和元

年地券 》, 《文物》1983年第 8期)。北宋靖康元年《杜氏买地券 》,正文前右侧题 “合同 ”二字之

半 ,以示剖分(李端阳 、陈明芳 《湖北孝感大湾吉北宋墓 》, 《文物》1989年第 5期)。金大定二

十九年 《邢禹买地券》 ,正面阴刻券文 ,背面半分骑缝字为 “合同分券 ”(阎建春 、石俊贵《托克托

县发现金代买地合同分券 》,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8年第 1期)。

以上材料说明券立二本 ,要剖破为二 ,即使不真正剖破 ,也要保留其形式 。

最后再分析 《汉语大词典》所引两条例证 ,看是否与释文相合。

第一例引童谣从字面上理解 ,是说订立契券时 ,文书没有写清楚。因为千金所买的果园 ,

其中的 “芙蓉 ”,即木芙蓉 ,又别称莲花⑥ 。契券书写者没有将二者分别写进契券 ,结果只好

“莲子随他去 ”。而暗含的意思则是说北齐武成帝创立的基业并不稳固 ,埋藏着危机 ,他本人

死后 ,终致于国家破亡 。童谣作为谶语 ,并不说破 ,让人去猜测 。宋代的宋祁是把童谣读懂的 。

其 《木芙蓉诗 》说:“芙蓉本作树 ,花叶两相宜 。慎勿迷莲子 ,分明立券辞。”如果按 《汉语大词

典 》的解释 ,将 “破券”释为 “破钞 ,花钱 ”,那么与童谣 “不分明 ”之间既没有语义 、语法关系 ,也

没有内在逻辑联系。这种解释不仅与上下文之间的意思疏解不通 ,而且句法结构也不搭配 。

第二例引温庭筠诗。诗人为什么要叮咛 “买莲莫破券 ”呢 ?因为 “水中莲子怀芳心 ”,是不

堪分的 。诗歌 “破券”与 “解金”对举 , “破 ”与 “解”都含有 “分 ”的意思。 “分”既可以解释为剖

分 ,又可以理解为分开 、分手 、分离;而分开 、分手 、分离又都是特别令人难堪的。所以 , “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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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容抱离恨 ”,不忍分开;“水中莲子怀芳心 ”,不堪分离 。诗家语自有奇幻的想象 ,丰富的联

想 ,借物象以传情 ,言在此而意在彼 ,构思十分巧妙 。如果将 “破券 ”解释成 “破钞 ,花钱 ”,文句

既不通畅 ,诗意也索然无味了。大约在明代 , “破券 ”又产生出一个新的义位 ,即毁弃契券 。于

是 “破券 ”又进入了 “毁券”、“折券 ”、“焚券”义场 。这时的 “破”就不再是剖分之义 ,而是破毁 、

毁弃之义了 。如明孙承恩 《文简集·东皋陆翁墓志 》:“岁侵破劵 ,蠲除宿逋。”温纯 《温恭毅集

·王君墓志 》:“或终不能偿 ,辄为破劵 。”即使如此 ,也与 “破钞 、花钱 ”之义无涉。

2.破莂　对书 、分券 、剖券 、判书

为了论证充分 ,下面再讨论一组与 “破券”同义 ,而《汉语大词典 》大多未收的词语。

1)破莂:制作文书契券 。义同 “破券 ”。例如:

晋 《杨绍买地莂》:“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 ,对书破莂。民有私约 ,如律令。”⑦莂 ,即契约 ,

合同。 《释名 ·释书契 》:“莂 ,别也 ,大书中央 ,中破别之也。”分开谓之 “别 ”,分开的契券谓之

“莂”, “别”、“莂”同源。又 “券莂 ”连言 ,元嘉十九年《广东始兴南朝宋买地券 》:“此冢地分界

时 ,有张坚固 、李定度沽酒各半 ,共为券莂 。”⑧

《杨绍买地莂 》还提到 “对书 ”。什么是 “对书”呢 ?古人制作文书时 ,在简牍 、绢帛 、碑石或

者纸张上对等书写内容相同的文字材料 ,这便称对书。以后 ,不是制作契券 ,也或称 “对书”。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州县官受代 ,则对书于考课之历。”

就契券而论 ,用对书的方法书写契约内容 ,然后将刻写好的文契从中剖开 ,一分为二 ,当事

双方各执一份。因此可以称 “破券”,也可以称 “破莂 ”。

2)分券:义同 “破券”。作动词 ,义为制作契券文书。例如:
(11)时王侨 、赤松子 、李定 、张故分券为明 ,如律令。 (东晋泰始六年《欧阳景熙买地券》 , 《中国西南地区

历代石刻汇编·广西桂林卷》 1页)

(12)证知李定度 、张坚固。以钱半◆,分券为明 , 如律令。 (南朝齐永明五年 《秦僧猛买地券 》, 《中国西

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广西桂林卷》 2页)

又可以做名词 ,指契约本身 。例如:
(13)券立二本:一本奉后土地祗 ,阴官神主;一本给付墓中亡人熊道元收把……今分券背上书`合同 ' 二

字。 (明洪武二十年《熊道元买地券》, 张沛《安康碑石》 ,三秦出版社 , 1991年)

(14)券立二本:一本奉付后土阴君 ,一本乞付墓中。今分券背上书`合同 ' 二字。 (明嘉靖十二年《李明

买地券》)⑨

3)剖券:义同 “破券”,只是典籍用例都是指封赏功臣时制作文书凭据 ,而不是制作一般

契券。改 “破 ”为 “剖” ,语素的替换大抵与封赐之事隆重 ,而用语典雅有关。例如:
(15)歃血饮黑河 , 剖券著青史。 (元纳延《金台集·京城杂言六首》之五)

(16)锦湖泚笔写露布 , 石室剖券分天章。 (明林弼《林登州集·题钱氏铁券》)

4)判书:契约文书又称 “判书”,以制作契约文书时 ,将其剖判为二而得名 。例如:
(17)凡有责者 , 有判书以治则听。 (《周礼· 秋官 · 朝士 》)郑玄注:“判 , 半分而合者。故书 `判 ' 为

`辨 ' 。郑司农云:谓若今时辞讼有券书者 ,为治之。辨 , 读为别 ,谓别券也。”贾公彦疏:“云判 , 半分

而合者 , 即质剂 、傅别 、分支 、合同 , 两家各得其一者也。”宋王昭禹《周礼详解》:“有判书以治则听

者 , 责 ,谓督偿之人;判书 , 谓人执其一 , 书其所予之数 ,使责者执之 ,抵冒而讼 ,有判则足以验其寔 ,

故为之听治也。”

(18)券者 , 束也。明白约束 ,以备情伪 , 字形半分 ,故周称判书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

3.正确解释 “破券 ”,关键在 “破 ”字

要正确解释 “破券 ”一词的意义 ,关键是对 “破”字的准确理解 ,而 “破 ”虽是一个多义语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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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参与词的组合只能是其中一个 ,因此分析 “破 ”组合成 “破券 ”参与的义位 ,又成为解释词义

的焦点 。根据上文所列材料 ,可知 “破券”之 “破 ”与 “剖 ”、“分”、“判” 、“别 ”同义 ,都有破分 、

剖判之义。 《正字通·石部 》:“破 ,剖也 。”《礼记 ·中庸 》:“语小 ,天下莫能破焉 。”孔颖达疏:

“言事似秋毫 ,不可分破也 。”《后汉书 ·方术传下·华佗》:“君病根深 ,应当剖破腹 。” “分破” 、

“剖破”同义连文 ,意义甚明显。

《汉语大词典 》将 “破券 ”之 “破 ”理解为耗费 、花费 ,而忽略了它的剖分义。当然 ,对 “破 ”

字的错误理解并不始于《汉语大词典 》。查 《汉语大字典》卷四 , 2426页 , “破”字条:
破:耗费;花费。如破钞;破财。唐温庭筠《苏小小歌》:“买莲莫破券 , 买酒莫解金。酒里春容抱离

恨 , 水中莲子怀芳心。”

应该说 “破”有 “耗费 ,花费”义还是成立的 ,但是 《汉语大字典 》所举 《苏小小歌 》的书证却

靠不住 ,说已见前 。我们推想 ,由于 《汉语大词典 》出版在后 ,可能是此词条的编写者疏于考

察 ,沿袭《汉语大字典 》。

另外 , “破莂 ”、“分券”、“剖券 ”,还有 “对书 ”、“券莂 ”等词语 , 《汉语大词典》均未收录 ,而

这些词语的文献用例不少 ,且不易准确理解 ,因此我们觉得应该增补为好。

附　注

① 《太平御览》所引童谣出自《三国典略》, 各书多有引用 , 都作 “破券” , 如宋潘自牧《记纂渊海 ·果食

部》 、《佩文韵府·愿韵》、唐温庭筠《苏小小歌》, 顾嗣立补注引 、明梅鼎祚编《古乐苑》卷四九等。只有《乐府

诗集·杂歌谣辞五》作 “破家” ,但这条异文其实不可靠。

② 辞书引例 ,当以原文照录为上。如果文长 ,可用摘引 , 但摘引要相对完整;如紧缩改写 , 则必须改写准

确。 《汉语大词典》此条紧缩摘引例证有问题。所谓 “北齐太上时”, 表述既不明确 , 也不确切。 《太平御览 ·

果部·莲》:“ 《三国典略》曰:周平齐 ,齐幼主 、胡太后等并归于长安。初 , 武成殂后 , 有谣云:̀千钱置果园 , 中

有芙蓉树。破劵不分明 , 莲子随他去。' 调甚悲苦 ,至是应焉。又曰:高纬所幸冯淑妃 , 名小莲也。”可知 “太上”

应指 “北齐武成帝”;而且童谣并不产生于 “太上时” ,而是在 “武成殂后”。 《汉语大词典》所断时间也有误。

③ 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下面的例句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 都引自此书 , 不再

一一出注。

④ 方诗铭《再论 “地券”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 , 《文物》 1979年第 8期。

⑤ 臧荣绪《晋书补遗》一卷 ,见《九家旧晋书辑本》;《太平御览》卷五九八。

⑥ 芙蓉为荷花别名 ,如《楚辞·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 , 集芙蓉以为裳。”洪兴祖补注:“《本草》云:其

叶名荷 , 其华未发为菡萏 ,已发为芙蓉。”又指木莲 , 俗称木芙蓉。如隋江总《南越木槿赋》:“千叶芙蓉讵相似 ,

百枝灯花复羞燃。”

⑦ 沃兴华《碑版书法》 157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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