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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以«南部档案»中的“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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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清代州县衙门档案中的诉讼文书是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文

献.在«南部档案»里,“票”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名称繁杂,多样性与复杂性

的特征显著.其并非只是传唤到庭的命令书,在庭审前的不同阶段,因案情的

需要还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如单一的调查、取证、差唤,及兼具多种功能的人证

传唤等,是案件审理的基础环节.差票中的拘提、差缉一类的术语为我们辨析

案情、判定案件性质提供了依据.衙门将多种功能合为一票的做法,不仅提高

了机构的办事效率,还降低了当事人的人力、物力消耗,是爱惜民力、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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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在清末的法制改革中,差票渐趋专业化,分类也更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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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教授曾言:“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

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１〕笔者近年来

一直致力于清代州县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对罗先生所言深有同感.就本文讨论

的州县衙门的“票”而言,在文书学领域,研究已涉及定义、沿革、文稿与文本以

及它与牌、签的区别.〔２〕至于其用途,也会予以说明或举出一二个实例,但由

于篇幅短小,不注重自身的系统性和与它者的差异性,档案阅读者仍很难领会

与把握.〔３〕在法史学界,对直接反映司法实践的档案中的“票”重视不够,或一

笔带过,或只注意到庭审时的传唤票,甚至有只字不提的.〔４〕 而“票”这一文

书,在司法档案中名称多样〔５〕,内涵丰富,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非常明显,是文

书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司法实践的重要素材,尚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本

文以四川«南部档案»为例,仅就“票”的种类与功用作一初步探讨,以飨同好.

一、单一的调查取证票

知县在审理案件时,为了核实或查验两造所递呈词的内容,在判决前往往

会专门发出差票,派衙役持票前往事发地,协同相关人员进行查证或勘验.这

类差票还没有到传唤当事人到衙门参加堂审的阶段,主要有差查票、查勘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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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５９页;又见艾马

克:«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晚清中国法律与地方社会»,王兴安译,台湾播种者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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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例»,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４—２０页.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书学教研室:«清代文书»(第一分册),１９８３年７月油印版,

第４０—５１页;又见上海大学文献信息管理科学系:«清代文书»(下册),１９８５年２月油印版,第
４６１—４８２页;又见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又见张我德等:«清代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６—２３０页;又见裴燕生主编:
«历史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７页;又见秦国经主编:«清代文书档案图

鉴»,岳麓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９页.
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４页;又见那思陆: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６—９６页;又见李艳君:«从冕宁县档

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５页;又见张晓蓓:«冕宁清代司法档

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６—２３０页;又见陈光中:«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又见张晋藩:«中国古代民事诉讼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遗憾的是,根据我们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对«南部档案»的整理,除了传知票外,文种皆命

名为“票”,没能展现出名称的多样性特征,参见西华师范大学、南充市档案局编:«清代南部县衙档

案目录»(全三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



验票三种.
(一)差查票

“查”为检查、调查之意.在诉讼案件中,主要用于核实两造或一造所递呈

词的情节、事件是否存在,是否属实.试举一例:

图１　差查票

特授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卫〔６〕为叩唤究逐事.案据

马调云、马步云、马凤灵、马如飞具告马廷选、马先云、马祥贵、马成、马祥

文、马仁贵、周彤违断霸踞一案.据此,除呈批示外,合行饬查.为此,票仰

该书前去,协同词证任仕春、马升云确查马调云等所控情词是否属实,刻即

查明理楚,回县禀覆,以凭察夺.去书及词证人等毋得
住崇教乡鱼栫滩,离城七十里

右仰词证任仕春、马升云、马如林、马廷志准此.
道光十二年六月廿七日承发房呈

稿　行〔７〕

在这起案件里,马调云、马步云等具控马廷选、马祥贵等蹧践祖茔、霸占公

田〔８〕,并呈递多张状纸禀请知县处理.而档案中未见马廷选、马祥贵一方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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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署衔的研究,参见吴佩林、曹婷:«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载«安徽史学»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４２—４７页.

«南部档案»４Ｇ７９Ｇ５ＧC５P４４７ＧG１９０,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对画行制度的研究,参见吴佩林、曹婷:«清代州县衙门的画行制度»,载«档案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
期,第１２６—１３０页.

参见«南部档案»４Ｇ７９Ｇ３ＧC５P４４３ＧG１８６,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因为南部档案的题名多有错误,目前以此方式注释是相对便于核查的,后文皆采用此方式,不按引证

体例格式,特此说明).



状词,无法判定事件是否属实,所以知县派遣书役协同词证对所控情节进行饬查.
又如:

图２　差查票

钦加同知衔特授四川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六级纪录四次庆为饬查

事.案据民人张明富、张明选、张明月具告杜乔瑞、杜何氏、谢明透霸欺族

一案.据此,除呈批示外,合行饬查.为此,票仰该书前去,协同原证韩才、
萧联仲确查杜乔瑞有无霸娶张何氏为婚,并透去家具衣物钱文等情,刻即

查明,秉公理处,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夺.去书及原证人等
住积上乡碑院寺,离城二十五里

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承发房呈

稿行〔９〕

此案件因张何氏丈夫亡故,后改嫁杜乔瑞之事引起,张明富、张明选等具告

杜乔瑞、谢明等勾诱霸配、透拿钱物.因其所控事项关乎整个案件的审讯进展

与性质的判定,故知县派书役持票前去,协同原证确查.
(二)查勘票

“勘”,在差票中为探测、实地查看之意.勘丈之事,汪辉祖认为大端有四,
“曰风水,曰水利,曰山场,曰田界”.〔１０〕从档案来看,若遇有田界不清〔１１〕、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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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档案»６Ｇ３４２Ｇ５ＧC２３P３７７ＧN２０４６,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勘丈宜确»,载张廷骧编:«入幕须知五种»,台湾文海

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第２８６页.
参见«南部档案»４Ｇ３４５Ｇ１ＧC１１P３０８,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房屋〔１２〕、祖坟被毁〔１３〕、偷盗纠纷等情况,衙门则会派遣书役亲自去事发地进行

勘合,呈禀上报.试举两例:
如:

图３　查勘票

钦加同知衔署理保宁府南部县事补用县正堂加五级随带军功加一级

纪录十二次承为查勘事.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据积下乡民杨思玉具首杨思

新、杨文春、杨蒲春塞占逆凶一案.据此,合行查勘.为此,票仰该书前去,
协同词证杨志、杨思魁查勘杨思玉屋后古沟并界石有无被杨思新等填塞、
搬毁、侵占各情形,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夺.去书毋得藉票需索,滋事迟

延,如违重究不贷.慎速.须票.
住杨家沟,离城八十里

同治九年四月初四日

稿行〔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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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７７Ｇ２ＧC１９P１６６,同治九年四月初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７Ｇ４６Ｇ２ＧC２８P４２３,光绪元年十月初六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又见

«南部档案»７Ｇ６３Ｇ２ＧC２９P２２,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６Ｇ７７Ｇ２ＧC１９P１６６ＧG１２８１,同治九年四月初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梯

形红戳部分公文术语的内涵:发房日期,指衙门要求拟写差票的公文发送到某房的时间;送稿日

期,指差票承办房呈送出草稿的时间;判发日期,指衙门审查认可差票草稿,再交付差票缮写者的

时间;送签日期,指衙门在呈送差票正本上盖印的时间;签发日期,指衙门发出该差票的时间;缮
签,指差票缮写者;封发,指对撰制好的公文进行登记、装封和发出的过程.



杨思玉提交的首状中称,杨思新仗有五子,刁恶横行,不仅占民界畔,还将

民屋后古沟填塞,另开新沟冲其住房田坵,知县作出“候查勘饬理复”的批

词.〔１５〕在被首未提交呈词的情况下,衙门出具查勘票派遣衙役实地勘查.
又如:

特用府正堂署理保宁府南部县事郎补军粮府加五级纪录五次记大功

二次沈为查勘事.案据临江乡民陈炳元具告陈礼元等恶霸毁塚一案.据

此,合行查勘.为此,票仰该书前往,协同词证李长太、陈步斗,查勘陈炳元

祖坟有无被陈礼元、陈大坤、陈中万、陈中锐越界毁塚作地,现出尸骸情事,
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夺.去书毋得

住大堰坝,离城七十里

光绪元年十月初六日工房张登云呈

稿行〔１６〕

陈炳元控告,陈礼元仗财广大,纵工多人越界毁坟,摊平种粮,并现出骨骸,
情形凄惨.因所述情节的真实性对此案件的审理至关重要,知县作出“候查勘

察夺”的批词.〔１７〕十月初六日,衙门出具查勘票,派工书梅开先协同词证查勘

是否有越界毁塚作地、现出尸骸等情事.
(三)查验票

“验”,在差票中为检查、检验、察看之意,如验尸、验伤.若遇有呈状人申诉

被对方打死或打伤,衙门受理后便会派书吏或衙役持票协同刑仵或词证一同前

去检查伤者或死者的情状,并以禀文的形式汇报调查的结果.试举两例:
如:

钦加同知衔署理保宁府南部县事补用县正堂加五级随带军功加一级纪

录十二次承为差验事.本年五月初七日,据孀妇刘温氏具首刘来喜等恶诬

逆凶一案.据此,合行差验.为此,票仰刑仵前去,协同词证刘宗棠、王正位,
查验刘温氏有无被殴伤痕.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夺.去书、仵毋得

住崇教乡石河场,离城六十里

同治八年五月初八日

稿行〔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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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７７Ｇ１ＧC１９P１６４ＧG１２７７,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７Ｇ４６Ｇ２ＧC２８P４２３ＧDG１１３２,光绪元年十月初六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７Ｇ４６Ｇ１ＧC２８P４１９ＧDG１１２８,光绪元年九月三十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８Ｇ２ＧC２１P１８８ＧX２３８,同治八年五月初八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图４　查验票

初七日,刘程氏告称刘开发纵工在她的地里放牛,糟践红苕.刘程氏理斥,
被刘开发等人殴打,两肩胛、右肋、右手 均有青伤,刘开元拖救,集约理处.但

刘开发抗不拢场,反于初六以其母刘温氏之名抢控在先.〔１９〕两方各持一端,初
八日知县发出查验票,派书吏、刑仵协同词证查验刘温氏有无被殴打伤痕.

又如:

调署南部县正堂章全衔为查验事.案据永丰乡民范德恺等以纵逆堕

胎等情具控范大生等一案.合行查验,为此,票仰刑仵前去,协同词证王宗

平等,查验范李氏有无被范大生殴跌堕胎情形,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夺.
去书、刑仵毋得

住快河岭,离城三十五里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刑房呈

稿行〔２０〕

牌头范德恺告称,族妹范氏髻配何本福为妻,冬月初十,范氏拿钱一串逃

外,被汛兵范德于继子诱拐,范德恺协同何本福找其理论,并斥责德于纵子范大

生逆殴,致德恺孕妻李氏跌地.〔２１〕知县便派刑仵前去检验所呈情况是否属实,

４４ 北大法律评论

〔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８Ｇ１ＧC２１P１８５ＧX２３５,同治八年五月初七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１７Ｇ６７０Ｇ２ＧC２２２P４８４ＧDX１２４,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南充市

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７Ｇ６７０Ｇ１ＧC２２２P４８２ＧDX１２０,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四川省南充

市档案馆藏.



然后再行核夺.

二、单一的差唤票

“唤”为传唤、呼叫之意,此差票的功能在于传唤当事人及证人等到衙门,即
我们通常所言的传唤到衙门的命令书.在这类差票中,往往列有需传唤的原

告、被告、干证、邻佑等人员名单.试举两例:
如:

特授四川保宁府南部县知府用候补直隶州正堂加五级随带加二级纪

录十次罗为差唤事.案据积上乡民孙银春具告孙安等霸争废公一案.据

此,兹值开期,合行差唤.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

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
计唤:
被告:孙安、孙大银、孙接贵

干证:马登云、向俊禧、何福如

原告:孙银春

住孙家坝,离城五里

同治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工房呈

稿行〔２２〕

孙银春具告孙安等独霸妄争渡船,孙安等反诉孙银春等独霸渡船、妄告

混争等情,两造各执一词〔２３〕,知县便发差票传唤两造及干证到堂审讯,以便

审断.
又如:

特授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八次李为移关事.案准西充县正堂袁移

关刘正春具禀罗士映等泣恳怜究一案.等由.准此,合行差唤.为此,票

仰该役前去,速将票内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移解.
去役毋得

计移关:罗士映、罗连城、罗连捷、罗天喜、罗天开
道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礼房呈

稿行〔２４〕

５４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２２〕

〔２３〕

〔２４〕

«南部档案»７Ｇ１３Ｇ１ＧC２８P２３ＧDG６３２,同治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７Ｇ１３Ｇ４ＧDG６３６,同治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４Ｇ２０７Ｇ９ＧC８P３１８ＧN３３７,道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图５　差唤票

西充县民刘正春具禀南部县民罗士映等强索钱财、凶殴伤人等情事,西充

县正堂需差唤罗士映等人进行审理,但因其非辖内居民,无权差传,故移文南部

知县代为差唤〔２５〕,并移解相关人员赴西充县候讯审理.

三、兼具多种功能的票

(一)验唤票

验唤,是验与唤的合称,兼具两个功能.衙役不仅要检验死亡人员的尸

身或受伤人员的伤痕,还要传唤相关人员到指定地方(如尸所、衙门)进行下

一步的案件审理.在差票中,列有原告、被告、干证、邻佑等人的名单.试举

两例:

如:

钦加同知衔调署保宁府南部县事梓潼县正堂加五级军功随带加四级

纪录十次徐为相验事.案据民人张国太具报伊母张何氏自缢身死一案.

据此,合行相验.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即将后开原被、尸亲、邻佑、人证逐

一唤齐尸所,预备棺木,搭盖棚厂,伺候本县亲临相验.去役毋得

６４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５〕 参见«南部档案»４Ｇ２０７Ｇ８ＧC８P３１７ＧN３３５,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藏.



计唤:

被报:张国柄、张应扬、张应文

邻佑:张国均、张国银、张先发

干证:张国金

原报:张国太

住积上乡寨子山,离城三十五里

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刑房呈

稿行〔２６〕

张国太具报其母自缢身死,而张国美则具禀张国太恶霸弟媳郭氏乱伦,并

纵令郭氏逆殴其母何氏,反恨其母投鸣,威逼何氏自寻短见,并捏报人命,无辜

牵连家族多人.〔２７〕张国朝也具诉,称张国太纵令郭氏逆殴其母,自觉理亏便诬

报命案.〔２８〕因此知县便派差役唤齐两造、邻佑、干证等人,协助查验.

又如:

署理四川保宁府南部县事即用县正堂加五级随带加三级纪录十次黄

为验唤事.案据民人周德志具告周德任等勒买逆凶一案.据此,合行验

唤.为此,票仰刑仵、役前去,查验周德志有无被殴伤痕,据实禀覆.该役

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刑仵、役毋

得

计唤:

被告:周德任、周宗耀、周宗诗

干证:周德书、周人翠、周宗炳

被告:周人喜

原告(受伤):周德志

住积下乡白家沟,离城九十里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刑房呈

稿行〔２９〕

７４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南部档案»７Ｇ３６８Ｇ４ＧC３４P２２１ＧDX３０３,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７Ｇ３６８Ｇ１ＧC３４P２１４ＧDX２９６,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７Ｇ３６８Ｇ２ＧC３４P２１７ＧDX２９９,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２Ｇ３ＧC２１P１５４ＧX２２３,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图６　验唤票

周德志告称,自己年老子故,生活艰难,与堂弟周德任就租当田地发生争

执,德任仗财欺贫,令子宗耀、宗诗掌打自己,致鼻口出血,被掀跌在地,伤及两

肋.〔３０〕因此,知县派刑仵、役前去,查验周德志有无伤痕,并传唤相关人员赴县

讯究.
(二)勘唤票

勘唤,是勘与唤的合称,兼具两个功能,书役不仅要对两造所争事项进行实

地验证、核对,还要传唤相关人员,以待下一步的审讯;同样,也须在差票中开列

原告、被告、干证等人员.试举两例:
如:

署理南部县正堂张全衔为勘唤事.案据崇教乡七甲民张万盛等以恃

抗凶霸等情具告张万修等一案,据此,合行勘唤.为此,票仰该书前去,协

同词证查勘张万宇等当业内红苕有无被张万修等估挖情事,具实禀覆.该

役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察讯.去书、役
计唤:
被告:张万修、张万厚、张永顺

干证:张星彦、张万禄

８４ 北大法律评论

〔３０〕 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２Ｇ１ＧC２１P１５２ＧX２２０,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藏.



原告:张万盛、张万蛟、张万宇、张万通

住石河场,离城五十里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廿八日礼房呈

稿行〔３１〕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七月二十日,张万盛具告张万修等刁谋霸撇

事〔３２〕,二十三日又具禀状,称其望免讼取累,但张万修仗其势大,执械凶来业内,
挖尽田内红苕.次日,知县批“既不遵理,姑候勘唤察讯”〔３３〕,即派发勘唤票.

又如:

署保宁府南部县事候补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徐为阻割妨农等事.案

据民人郭武寿等具告孙德等一案.据此,合行勘唤.为此,票差书役前去,
查勘郭武寿等田坵有无被孙德等挑土崩占情事,逐细勘明,据实回禀.该役

即将票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
计唤:
被告:孙德、孙狗老幺、郭文安
干证:何久阶、余朝鳌、吴仕玉
原告:郭武寿、郭武珍

住积上乡蒲福坝,离城五里

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工房呈

稿行〔３４〕

郭武寿、郭武珍等具控,其田坵被孙德等挑土崩占.孙德则具称,郭武寿、
郭武珍以阻割妨农,反控伊等抢割其佃田.〔３５〕因此,知县便派差役去田地进行

勘察,并传唤被告、原告、干证赴县,以便讯究.
(三)勘验唤票

勘验唤是勘、验、唤的合称.因案情较为复杂,不仅须对两造所争事项进行

实地验证、核对,还须对涉案人员进行验伤或验尸,与此同时,兼具传唤两造及

相关人员赴县审讯的功能,往往一票多用.在档案里,这类票的数量极少.试

举一例:

９４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南部档案»１６Ｇ３８１Ｇ４ＧC１９９P３９２ＧDN３６８,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川省南充市档

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６Ｇ３８１Ｇ１ＧC１９９P３８４ＧDN３６０,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四川省南充市

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１６Ｇ３８１Ｇ２ＧC１９９P３８６ＧDN３６１,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

案馆藏.
«南部档案»４Ｇ９４Ｇ１ＧC６P１２３ＧG３３２,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４Ｇ９４Ｇ４ＧG３３４,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钦加同知衔特授南部县正堂王全衔为勘验差唤事.案据金兴乡民王

六儿以率毁掳殴等情具告李兴山等一案.据此,合行勘、验、差唤.为此,
票仰刑仵前去,查验王六儿有无被殴伤痕,并勘厂内盐锅曾否被李兴山掳

毁各情形,据实禀覆.该役前去,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

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
计唤:
被告:李兴山、李建平、谢仕连
干证:杨大伦

原告(受伤):王六儿

住决合岭,离城五十里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刑房呈

稿行〔３６〕

王六儿告称,民农灶为业,有土棍李兴山贪谋其井广碱,勒买花盐,兴山以

民孤朴可欺,串通滥皮李建平、谢仕连恶凶凶地来厂估要食盐,未允,便率弟兄

毁其盐锅三口,掳去花盐八十余斤.王六儿讲理阻拦,可李兴山等竟持铁铲殴

其头顶,左眉充血,两背膀、臀股青紫.知县批“候勘验唤讯”〔３７〕,即派差役去查

验王六儿有无伤痕,勘察盐锅曾否被毁,并传唤相关人员赴县听候审讯.
(四)勘验拘票

勘验拘票,同勘验唤票一样,兼具多项功能,因“拘”针对重情案件(见“差拘

票”),差票中常带有“畏罪”“脱逃”“勘拘”等字眼.此类差票在现存州县衙门档

案中的数量不多.试举一例:

特授南部县正堂王为勘验差拘事.案据临江乡民鲜金钊等以畏罪脱

逃等情具告鲜洪川等一案,据此,合行勘、验、差拘.为此,票仰刑仵前去,
查勘□□□房有无烧毁情事,并验陈天海曾否烧□,据实禀覆.该役即将

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刑仵、役毋得
计拘:
被告:鲜洪川

并唤:鲜赵氏

干证:宋长海、鲜金福

应讯:陈大海

０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３６〕

〔３７〕

«南部档案»１６Ｇ７３６Ｇ２ＧC２０５P２１５ＧDX１２４８,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６Ｇ７３６Ｇ１ＧC２０５P２１３ＧDX１２４３,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九日,四川省南充市档

案馆藏.



原告:鲜金钊、陈天义

住黄角店,离城六十里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刑房呈

稿行〔３８〕

鲜金钊、陈天义言,鲜洪川屡不安分,出有戒约可凭,兼仗仵作势大,藉卖为

由,迭搕其钱财,并放火烧毁陈天义住房七间,险将其父烧死,他们请凭保甲将

鲜洪川押送到县,禀准提讯,洪川等自觉理亏脱逃,于是恳请知县讯究.知县受

理了此案,“候勘验拘究”〔３９〕,并派发差票进行勘验并差拘相关人员到堂审讯.
(五)并票

并票是衙门基于不同申诉主体上报的同一案件采取合并处理的一种方式,
其目的在于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避免衙门的矛盾裁判.遇有互控状时,衙
门往往会并票处理.〔４０〕“互控状”所告主体内容通常一致,状纸上所填时间或

同一天,或临近几天.〔４１〕

如光绪二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六月二十三日陈仕品与何丕元互控各情一案

中,陈仕品告称,其女陈氏发配何丕元之子何其伦为妻,不料其伦仗财作胆,意
欲娶妾嫌离.今三月内,其女回娘家,身染寒疾.六月,女儿的病痊愈后,其亲

身送回,可恶女婿其伦等见其行至伊近,胆敢拦途,将父女二人殴伤,殴后将父

女二人捆吊,无据诬讦,估逼休离,复以条责,周身重伤.〔４２〕 同日何丕元则告

称,陈仕品纵女长刁,民知投鸣保正何其成、何应福不依论理,仕品出有再不纵

容约据,今正陈氏归宁拜年未归,民子往接六次不返,仕品诈病支吾,至六月二

十二,仕品支弟王仕耀等将陈氏送来民家,民子戒斥追问,陈氏咬出周文喜恋奸

实情,仕耀等不自省悟,反抓民子行凶辱骂.〔４３〕 衙门接到双方的“告状”,发现

事为一系,遂在何丕元的告状中批道:“现于陈仕品控词批准,俟候并唤质讯究

断.”〔４４〕六月二十九日,衙门发出差票:

１５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１８Ｇ２ＧC２１３P３５７ＧX３７２８,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１８Ｇ１ＧC２１３P３５４ＧX３７２４,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在«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中,就明确提出“并票”一词.对于两造同时起诉,“不分

别原告、被告,听其互控,批准后列为一票遣差传提,谓之并票.”参见(清)石孟函辑:«广西调查诉

讼习惯报告书»,清宣统二年广西官书局排印版,国家图书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４６６Ｇ３ＧC２５P１３,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又

见«南部档案»６Ｇ１９２Ｇ４ＧC２１P３６１,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又见«南部档案»
１７Ｇ１０３Ｇ７ＧC２１３P２４４,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５Ｇ１１５Ｇ２ＧX２６５９,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５Ｇ１１５Ｇ１ＧX２６５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１５Ｇ１１５Ｇ１ＧX２６５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赐进士出身赏戴花翎调署保宁府南部县事特授涪州正堂覃恩加三级

恩诏加二级卓异加一级记大功十次张为并票差唤事.案据永丰乡民陈仕

品与金兴乡民何丕元互控各情一案.除验明陈仕品、何陈氏伤痕单附卷

外,合行并票差唤.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

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
计唤:

住外郎桥大坟坝,离城二十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刑房呈

稿行〔４５〕

图７　并票

除互控外,在两个不同案件中,如果两案当事人相同,或者两案案情有关联

时,衙门也会“并票同讯”.〔４６〕

四、重情案件的拘缉票

诉讼者出于诉讼策略的需要,所呈之状常常反映出“十状九谎”的特征,更
有不少以“重情案件”方式进入衙门审理程序,而最后经过县官的审理,不过仍

是“民间细故”而已.这些情况增加了我们识别一件案子案情轻重的难度,而差

２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４５〕

〔４６〕

«南部档案»１５Ｇ１１５Ｇ４ＧX２６６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对此,梁恭辰的«北东院笔录续编»也有记载:浙人姚廷清冒黔籍领乡荐,姚廷清想要求

周石藩弟“印结”,此案被告至督察院;此后,姚廷清又以周石藩弟受姚贿五百金再次上告.姚廷清

冒籍案与周石藩弟受贿案本为两案,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互控”.但由于这两案当

事人相同,且案情相关,所以衙门在受理时同样“并票”,同讯二人.参见梁恭辰:«北东院笔录续编»
(卷４),«冒籍冤狱»,载周光培编:«清代笔记小说»(第５０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４页.



票中的拘提、差缉一类的术语,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捷径.
当发生偷税、抢盗、渎职、杀人、脱逃等性质严重,危害国家、集体或民众利

益的行为,且相关人员负隅顽抗、逃脱或拒不认罪时,官府往往派发拘缉票将其

捉拿归案.拘缉票在约束人身自由、强制拘提这一方面,与其他性质的票有着

严格的区分.
(一)差拘票

“情节较重的,才发拘票”.〔４７〕“拘”有逮捕或扣押之意,一般针对重情案

件,因其性质较为明确,便省去了传唤这一阶段,直接差拘,衙役向所列人员出

示差票后,即把人带走.至于带人的方式,若传票中未明确标明“锁押”字样,则
不能对当事人施以枷具等约束.试举两例.

如:

特授南部县正堂王全衔为差拘事.案据保正梁国清等押送窃贼范友

元、刘秃子到案,讯据供认与窃贼李俸儿、李发春伙窃不讳,除将范有元等

各予分别枷责候讯外,合行差拘.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将李俸儿等一并拘

获,锁押带县,以凭究办.去役毋得
计拘:窃贼:李俸儿、李发春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刑房呈

稿行〔４８〕

图８　差拘票

３５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４７〕

〔４８〕
张伟仁:«清季地方司法»,载«食货月刊»１９７１年第１卷第６期,第４１页.
«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３７Ｇ６ＧC２１４P４２ＧX３８５３,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保正梁国清、王培元等具禀,范有元、刘秃子平日不农不贸,惯于偷窃团邻.
十月,其所管花户民萧明顺家丢失黄牛两只、布衣三件、皮领架一件.后查访至

阆中县得知,孙天顺正将两只黄牛出售,经讯查,系惯贼范友元、刘秃子所为,知
县便派人提讯.〔４９〕范友元、刘秃子在供状中称,是李俸儿、李发春牵来两只黄

牛,言说自家喂养,邀范友元、刘秃子赴阆中洪山场出卖.〔５０〕 因此,知县便断

定,黄牛为李俸儿、李发春所盗,便派发差拘票.
又如:

署四川保宁府南部县事候补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柴为详请饬提,以

免脱漏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湖北督粮道李札开,饬提运军朱子明、户

首朱宏谋等具控朱明映等玩丁藐公一案到县.奉此,合行差拘.为此,票

仰该役前去速拘票内后开有名人等,逐一拘齐,随票依限赴县,以凭具文批

解,归伍当差.该去役毋得
计拘:玩丁:朱明映、朱明燕、朱明星

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兵房呈

稿行〔５１〕

图９　差拘票

４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４９〕

〔５０〕

〔５１〕

参见«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３７Ｇ５ＧC２１４P３８ＧX３８５２,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四川省南充市

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３７Ｇ３ＧC２１４P３５ＧX３８５１,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四川省南充市

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４Ｇ４５Ｇ１５ＧC５P１５１ＧB７０４,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武昌督粮道衙门下发札文饬南部县,详称案据运军朱子明、户首朱宏谋等

具控,迁居四川军丁朱明映、朱盛福等恃远抗帮,因急需差役帮办漕运,拒不回

籍归伍当差,致刁风日渐.〔５２〕 为此,南部县衙专门派发差票,拘解玩丁朱明映

等归籍.
再如:

钦加同知衔特授保宁府南部县正堂王全衔为差拘事.案准□□汛厅

吴移,称大河坝石匠黄克荣父子包修定水寺金龙桥,草率完工,现已倾倒,
屡传不到,移请拘究.等由.准此,合行拘唤.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即将

后开有名人等,逐一拘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
计拘:石匠:黄克荣、黄世泽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工房呈

稿行〔５３〕

南部县汛部厅称,其所属南路定水寺金龙桥一道,创自嘉庆初年,迄今风雨

侵蠹,日久倾圯,木朽石蚀,后由大河坝石匠黄克荣父子估夺争包,但其草率完

工,将工价用尽,而两边码头尚未新砌,黑夜逃走.今年四月相隔未久,竟致码

头崩裂,屡传该匠黄克荣父子,匿藏不面,至七月桥已倾倒,来往行人多有不

便,便备文移请南部县正堂饬差拘案.〔５４〕 因屡传不到,南部知县便发票进行

拘唤.
拘票在明代的«孔府档案»里也有实例,试举一例,借此也可知此票针对的

是重情案件:

圣　　府

为灭伦抄害事.据陈大任告前事,票差本役前去,即拘后开犯证赴府

听审,毋违.
计拘:
被告:陈大授

干证:曹一登、孔弘慎

崇祯三年八月初八日　差卞文

票行　定限本月次日缴〔５５〕

５５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参见«南部档案»４Ｇ４５Ｇ１４ＧC５P１４９ＧB７０１,道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藏.
«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１７Ｇ２ＧC２１３P３５２ＧDG１２７４,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四川省南充市档

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７Ｇ１１７Ｇ１ＧC２１３P３５０ＧDG１２７２,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南充

市档案馆藏.
«孔府档案»２５Ｇ４,崇祯三年八月初八日,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馆藏.



图１０　«孔府档案»中的拘票

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八月初七日,孔府庙户陈大任状告陈大授,称陈大授叠

淫惯盗,凶暴异常,为一方大害,本月初六恃酒无禁,平空将其妻女殴打,遍身重

伤.陈大任还罗列陈大授污奸侄妇孔氏不遂、奸污侄女大姐盗嫁河南、漏报人

丁等六大罪行,要求孔府裁决.〔５６〕 孔府见事情严重,于次日发出差拘票,命令

差役前去拘拿陈大授赴府听审.
(二)差缉票

“缉”有搜捕、捉拿之意,比“拘”性质更为严重,一般专指有明确犯罪性质,
但拒不认罪,且脱逃、私逃一类的案件.对待此类人员,往往会突破区域的限

制,呈报上级、通知平级、下发所属机关,以便协助尽快捉拿归案.差缉票中,一
般带有“锁押”“押解”字样,这意味着衙役不仅可以使用强制性手段,还可以对

当事人施以物理性的约束.试举两例:
如:

钦加同知衔特授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记大功八次王为

差缉事.案奉保宁府正堂文札开,转奉各大宪批.据蒲江县具禀增生张肇

６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５６〕 参见«孔府档案»２５Ｇ２,崇祯三年八月初七日,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馆藏.



灼管理济积各仓并三费局亏款私逃一案.等因.奉此,合行差缉.为此,
票仰该役前往县属境内,严密查拿增生张肇灼,务获随票带县,以凭押解归

案审办.去役毋得
计缉:亏公私逃增生:张肇灼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七日户房呈

稿行〔５７〕

保宁府衙为协唤差缉蒲江县增生张肇灼,其管理济积各仓并三费局事,致
亏款私逃等情,下发札文给南部县,协助捉拿张肇灼.〔５８〕 因此,知县便派遣差

役在县属境内严密饬查,如发现立即捉拿归案.
又如:

特授四川保宁府南部县事尽先补用直隶州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罗为

差缉事.案据民人姚学贤具告谢三钦等窝窃刁藏一案,当经审讯未结.因

案内要被夏三等畏罪脱逃,除移知苍、广两县协缉外,合行差缉.为此,票

仰该役前 往 县 属 境 内 严 缉 夏 三 等,务获锁押带县,以 凭 讯 究.去 役 毋

得
计缉:逃犯:夏三、黄饱吃;逃妇:姚蒲氏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八日刑房呈

稿行〔５９〕

７５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５７〕

〔５８〕

〔５９〕

«南部档案»１６Ｇ３２６Ｇ２ＧC１９８P４９３ＧDH１３８４,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七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１６Ｇ３２６Ｇ１ＧC１９８P４９１ＧDH１３８２,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四川省南

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０Ｇ９ＧC２１P１３６ＧX２１２,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八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图１１　差缉票

四月二十一日,姚学贤具称,蒲氏未育有后,谢三钦、谢三连、黄饱吃、夏三

等惯窃成性.黄饱吃、夏三等刁拐蒲氏至谢三钦等家中,奸宿不归,族邻将蒲氏

叫回后,谢三钦、黄饱吃等撬开宅后,又将蒲氏引出藏匿.〔６０〕二十二日,保正张

崇宽也禀称,谢三钦等行窃方境诱拐妇女,公恳除害.〔６１〕 从其后的叙供得知,
黄饱吃等行窃诱拐妇女情事基本属实.〔６２〕故知县移知苍、广两县合理差缉,逮
捕逃犯归案.

五、清末法制改革后“票”的变化

前面讨论的都是法制改革前的情况.清末,新政兴起,法制领域开始实行

一些改革.就南部县的差票而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票稿制度被附卷存查制度取代(如图１２所示〔６３〕).根据袁慧等人的

统计,这种存查票出现在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六月初三日,一直持续到宣统

三年(１９１１年)九月初九日.期间虽还有以前的稿票,但集中在宣统三年,且数

量极少.〔６４〕附卷存查票的出现是清末四川全省开展的吏治整顿与各省试办审

判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口食数额,以减轻民众负

担.〔６５〕该票较之以前的票稿,至少有两处特别不同:一是按房半印编号,其管

理更为规范;二是出现了西方外移法律词汇,如公诉、证据.
二是分类更明确.随“附卷存查票”连在一起的还有票的正本.正本系雕

版印制,为差役执事所用,一般不存入档案.正本票包括三个部分(见图１３〔６６〕

之A、B、C):最右边为形式事项部分(A),此部分又分三栏,最中间刻“传人用传

召票,缉贼用缉捕票,查勘用勘验票,追款用饬追票,谕饬用饬遵票,关传用关协

票”(AＧ２),这种分类法是将之前的做法格式化,较之以前更为明确;最上面须

填写票的具体类型,如图１３AＧ１部分填写的是“传召票”,一票只能填一种;最
下面,即AＧ３部分,是案件相关人员的情况,需开列原被、干证、保甲等相关人

员的姓名、住址等信息.

８５ 北大法律评论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０Ｇ１ＧC２１P１１８ＧX１９１,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０Ｇ２ＧC２１P１２１ＧX１９５,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参见«南部档案»６Ｇ１７０Ｇ８ＧC２１P１３４ＧX２０８,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十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

馆藏.
«南部档案»１８Ｇ８１０Ｇ２ＧG８５５４,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同前注〔２〕,袁慧、金生杨:«差票与签、存查的对比分析»,第１７—１９页.
参见«公牍:督宪通饬各属整顿吏治文»,载«四川官报»１９０８年第１８期,第３９—５３页.
参见«南部档案»１８Ｇ１０９４Ｇ５ＧH１９１９,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图１２　清末的“附卷存查票”

图１３　清末传召票正本

　　正本票第二部分为实质事项部分(B),主要包括前衔、事由、饬令、日期、画
行等.兹选录一件内容完整的档案作一说明:

９５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①在任候选直隶州特授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史②为查

勘事.③案照何现炳以越界蓦伐控何现富等一案,④仰该书持票前往,协

同词证何多佑等查勘何现炳业内柏桑树株有无被何现富等越界砍伐若干

情事,详细勘明,据实禀复,依限回县,以凭核夺.该书于应得口食外,毋得

藉票滋扰,致干重办.须票.

⑤住庞家营,离城九十里.

⑥原被应各给书、仵每名口食钱二百五十文,差役每名口食钱 文.

⑦承吏: 总役: 仵: 书:何纯照 差:

⑧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⑨县 行 ⑩限四日销〔６７〕

上列①为前衔,②为事由,③为案件名,④为饬令内容,⑤为当事人地址,

⑥为两造应付口食费用,⑦为衙门承办者,⑧为发票日期,⑨为稿行,⑩为销票

时限.比较法制改革前的同类票(图３),特别之处在于⑥,它严格规定了书仵、
差役的口食钱.口食费用的处理依据来自第三部分的规定.

第三部分为附加的口食章程(C),其核心是“计里给资”,以防衙役无止境

地勒索.原文如下:

附列书仵下乡勘验绘图开单禀覆口食章程

一、路在百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二百五十文;
一、路在一百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三百五十文;
一、路在二百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四百五十文;
一、路在三百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六百五十文;
一、回县具禀,原被各给钱一百文.
附列差役口食章程

一、路在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三百文;
一、路在百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六百文;
一、路在一百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七百文;
一、路在二百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八百文;
一、路在二百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一千文;
一、路在三百里以内者,原被各给钱一千一百文.
以上所定川资口食无论原被人数多寡,只准照取各一分,如无原被只

准向票上有名之人取一分.缉捕命盗案,票差柜有费,事主不给,倘敢多索

分文,准禀诉究办.〔６８〕

０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６７〕

〔６８〕

«南部档案»１８Ｇ８０７Ｇ５ＧGB４２３,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１８Ｇ８０７Ｇ５ＧG１４８０,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八月,四川总督赵尔巽改革讼费,原文如下:

第一条　词讼案件每案只票差二名,口食由原被两造分给.十里以

上,每差一名,两造各给钱三百文,以上每十里加给钱一百文,路远照加,每

名只准加至一千文为止.又无论原被人数多寡,每造只准各给一份,不得

按人数索取.如无原被,由票上有名之人共给一份,应给若干,均由官于票

上标明,至复讯案件,原被共给钱二百文.
第二条　命盗案件厂费及书仵差役口食等项,向由三费局支给,不准

向事主需索分文.如有捏报假命案希图拖累者,审实除罚赔厂费外,仍照

章加倍判缴讼费,以示惩儆.至民间禀送盗贼,每起由三费局支给刑房及

值日人役纸笔等项钱八百文,不准使事主及押送人花费分文.
第三条　有暂时押管人犯,一人只准一差,每差由被押人给口食钱八

十文,多索严办.贫者不给.〔６９〕

比较上列两种法规,宣统元年发生了较大变化.针对书差口食费用,严格

区分重情与细故案件.其中命盗案件厂费及书仵差役口食等项,因有三费局负

责支出,再次强调不得向事主需索摊派.该法规要求“无论书役,所有按里应得

口食均须于票后分款刊刻,给票时用朱笔标明,使人一目了然,以杜蒙索.”〔７０〕

此后,票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出现了传唤票,而不是先前的传召票;上图

的C部分全部被新规代替(见图１４〔７１〕).

图１４　清末传唤票正本

三是出现了专门针对细故案件的“传知票”(图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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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公牍:为通饬遵办事»,载«四川官报»１９０９年第２４期,第５—６页.
同前注〔６９〕,第６页.
«南部档案»２１Ｇ３５３Ｇ３ＧDG３２６,宣统二年八月,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南部档案»１８Ｇ１００９Ｇ３ＧH１４２８,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图１５　清末传知票

　　原文如下:

在任候选直隶州特授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史为传知自

行投案事.据×××以×××词控×××一案,查所控系×××细故.被

告正当投案诉明,断无匿不到案之理,不必差传.为此,即着原告×××持

此传票交给该管保甲×××,该保甲接到此票即速告知被告×××,定于

×××月×××日自行到县投案,将票呈验,立即讯结.其两造、干证均着

自行邀齐赴案,如干证不到则不能审讯,一切应行呈验要件,均各检齐,临

审呈案,以免另行往返致有守候拖累之苦.此系本县深恐吾民受差役扰

害,故特设此票.尔等须体我一片苦心,届期务行投到,一讯即结,既不耗

费钱文,又不费时失业,幸勿观望迁延.如届期原告不到,将案注销;被告

不到,签差传召.慎勿违误.须票.
右传知票给原告×××、×××,保甲×××、×××准此.

光绪三十×年×月×日

保甲接到此票,将人传齐后仍交原告带回,该保甲在此处划一押

传人保甲如敢需索分文,准禀诉严究〔７３〕

２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７３〕 «南部档案»１８Ｇ１００３Ｇ５ＧDH５４７,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衙门为避免差役扰民,针对钱债、田土、买卖等细故案件,专门设计了传知

票.此票不需要差役,免去了差役传案的口食银.具体做法是:衙门受理原告

告状后,把此票给原告,由原告交给所管保甲,保甲拿到传知票后通知被告到县

投案的具体时间.两造在规定时间自行到案听候衙门审讯.若原告不到,注销

案件;若被告不到,则派人签传.就笔者所看到的档案,有被告不到,再发传票

的情况.但这类票自宣统元年八月四川总督赵尔巽改革讼费后,就没有再出

现了.

六、结语

就诉讼而言,当县官对两造或其中一方的诉讼作出“准”或“候唤讯察究”之
类的批词时,意味着诉讼进入下一个流程,衙门便会发票给差役,派其持票执

事.这个“票”就是差票.人们习惯上认为它只是传唤相关人员到衙门审讯的

凭证文书,如华夫主编的«中国古代名物大典»认为差票是“官吏遣派差役传人

之凭证”〔７４〕.事实上,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南部档案»
里看到的差票,其作用并非如此单一.它因案情的需要,在庭审前的不同阶段

呈现出单一的调查取证、单一的差唤、兼具多种功能的人证传唤等不同的功能;
而且可借“差缉”“拘传”一类的术语判定案件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类术

语的就是细故案件,比如查验票中,要求书役去核验的尸体案件有可能就是重

情案件).不仅包括南部县、巴县、冕宁县在内的四川如此,滋贺秀三通过对我

国台湾地区淡新档案的研究,也发现在我国台湾淡水厅、新竹县地区,票承载着

调查、取证、督责、调解、遏暴、查封、传讯、逮捕等功能,不能简单地把听讼程序

等同于庭审程序.〔７５〕

笔者与滋贺秀三先生对票的命名都是依据其所承载的功能而确定的,两者

名称不尽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因为:(１)票的表现形式存在地域性差异.比如遏

暴票基本不见于«南部档案»;又如在广西,票主要分为传票、拘票、快票、并票、
协传票、过界票六种〔７６〕,又明显不同于前两者;(２)笔者对票的命名注重“档案

的原生性”,即一般照录原始档案,而滋贺先生多根据其意而加以概括;(３)笔

者注意到了票的多功能性,衙门往往将勘、验、唤或拘等的功能集中于一票,要
求书役一并执行,而滋贺秀三的命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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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华夫主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下),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４１页.
参见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

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８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２８—５３４
页.

同前注〔４０〕.



从笔者所列差票图示,读者也可看到,在四川南部县,差票的制作者存在工

房、户房、兵房、刑房等不同的房役,此种情况也出现在四川的巴县、冕宁县、会
理州等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四川,各房都有处理词讼案件的权利,如刑房

主要负责命盗案件,工房则主要处理与营造有关的案件,他们各自依其职掌处

理词讼事务.〔７７〕从保存下来的«南部档案»看,票的数量以户房、工房、礼房、刑
房为多,分别为２０５１、１５６５、１３２９、８５５件,这也能说明衙门对词讼案件的处理并

非如学界所想象的那样仅由刑房独办.不过,在其他省份也有不同的做法,如
安徽南陵县,统一由承发房办理〔７８〕;又如在青海循化厅,则没有写明何房

承办〔７９〕.
“差役之票,即讹钱之券也”〔８０〕,既往的研究往往给我们一种差役借票需

索、横行乡里、胡作非为,政府因为不给差役工资而无可奈何、任其搕诈的印象.
而本文“兼具多种功能的票”则说明,政府已充分意识到一张差票对涉讼者所造

成的经济负担,在实践层面采取了将可发若干次的差票合并为一票的做法,这
不仅提高了衙门的办事效率,更降低了当事人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不仅如

此,已有的研究也说明在巴县、南部县、宝坻县、获鹿县等地的衙门有一套利用

木戳印章管理差票签发的制度,要求在盖于差票的木戳印章上逐一填写到房、
呈稿、送签、发稿、发签等具体的时间信息,这些信息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

所修订.如在四川南部县,咸丰初年的信息为:典吏、X日呈稿、X日缮清、X日

磨对、X日封发、X日判行、X月X日时申发等(图１６)〔８１〕,与同治年间的(图３、

４)不尽一致.这些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先前获取的衙门对书役管理的认识.

４６ 北大法律评论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参见吴佩林:«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载«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第６８—８８页;又见吴佩林:«有序与无序之间:清代州县衙门的分房与串房»,载«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４３—６０页.

例子可参见«安徽南陵县档案»４３４００１ＧQ４６Ｇ１Ｇ２１２７Ｇ１,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安徽省档案

馆藏.
例子可参见«青海循化厅档案»４６３００１Ｇ６Ｇ５０,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二日,青海省档案馆

藏.
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０页.
«南部档案»５Ｇ３４Ｇ４ＧG８７９,咸丰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既有研究

可参见张永海:«巴县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载«档案学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２、３期,第２７页;又见滋贺

秀三:«诉讼案件所再现的文书类型———以“淡新档案”为中心»,林乾译,载«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２０页;又见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７—１５８页;又见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１２页;又见苟德仪:«清代州县工房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三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

会,四川南充,２０１４年,第８４—９０页.



图１６　木戳印章

　　从南部县来看,差票的种类繁多、功能多样、样式简洁、程序严明,说明司法

案件的审理发展到清朝已经十分完善.而经过清末的法制改革,差票的专业化

趋势明显,分类也更加明确,这些制度化的规定是中西方合力的结果———对外

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对内要求防范书役对民众的敲诈勒索.总体而言,清末的

差票改革有助于防范廉政风险、提高司法效率,其积极意义不可忽略.

(审稿编辑　潘　程)
(校对编辑　谢可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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