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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晋商典当业会计账簿组织探析
——基于《立账簿头绪》

【摘要】刘建民先生收藏的《立账簿头绪》是一份十分珍贵的会计史研究资料，该资料总结了晋商典

当业会计账簿的种类、记账方法以及簿记编制等内容，改变了中式簿记师徒口耳相传的传授方式，是对

中国会计史上中式簿记的一种理论总结。《立账簿头绪》介绍了20种晋商典当业会计账簿的记账方法以

及6种记账规则，体现了晋商典当业账簿组织种类多、分工细，设置科学、体系完备，贴近经营实际，灵活

适用的特点。通过介绍《立账簿头绪》，分析晋商典当业账簿的种类、记账方法与规则、特点，弥补了当前

晋商典当业学术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并为会计史学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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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唐代质库账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传统典

当业账簿。自唐代以后，典当业账簿不断完善，大约

在清代中叶达到中国传统典当业账簿制度的最高

峰。其中，徽商、晋商典当业账簿设置科学、体系完

备，是中国旧式账簿组织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王裕

明在 2012年出版的《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一书中对

徽商典当业账簿组织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因资料匮

乏，学界对晋商典当业账簿组织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20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刘

建民先生开始搜集与晋商有关的民间纸质文献资

料，凡是晋商在经营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纸质

文献材料均予以收集整理，包括合约、账簿、书信、票

帖、规程、商业知识、诉讼呈文等十多种类型。在这批

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的晋商史料中，有一份极为罕见

的账簿资料——《立账簿头绪》，这份资料详细总结

了晋商典当业的账簿种类、记账方法以及簿记编制

等内容，为中国会计史、商业史以及典当业史的学术

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新资料。

本文拟利用这份新发现的《立账簿头绪》，对清

代晋商典当业的账簿组织进行探讨，以弥补当前晋

商典当业学术研究的不足。

二、《立账簿头绪》简介

《立账簿头绪》为白棉纸书写，装订成册，长

95cm，宽141cm，共24页4700余字，夹杂在刘建民先

生收藏的《精选杂信录》中。《精选杂信录》的内容非

常冗杂，大致分为五部分，分别是：一批晋商书信、尺

牍抄本；一部小说稿本；清代官员服饰介绍；《立账簿

头绪》；各地平码介绍。其中，在“晋商书信、尺牍抄

本”部分有一条插注“光绪二十一年抄完吴县管士俊

笔耕斋尺牍”。由此，可判断出《立账簿头绪》的抄写

年代大致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立账簿头绪》中有“架本账”“票利钱”“估衣利

钱”“当本钱”“架本钱”以及“典铺出进繁多”等内容，

据此可知《立账簿头绪》介绍的是晋商典当业的账簿

体系。《立账簿头绪》由“一立账簿头绪”“二（缺）”“三

辨字意以分出进”“四定五合以考遗忘”“五截众账以

归一本”“六安四柱以算总清”“七明升垫以坐钱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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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起积撇以断纠缠”等八个部分构成，主要介绍了

晋商典当业账簿的种类、记账方法与记账规则。

三、晋商典当业账簿的种类

典当业账簿一般分为营业账簿和普通账簿。营

业账簿主要是围绕日常经营的各个环节进行设置

的，包括收当、取赎、挂失等各个环节，体现了典当业

的行业特点；普通账簿主要是围绕银钱往来进行设

置的，与其他行业的账簿设置差别不大。晋商典当业

账簿基本上也分为营业账簿和普通账簿两类。《立账

簿头绪》介绍了20种晋商典当业账簿，具体如下（因

原文是竖排及部分字迹不清晰，本文做了整理，对引

文的少量文字进行了细微调整，其中“□”为无法辨

清文字，下同）：

出入流水账：上下分作两行，每日将入某若干写

于上行，出某若干写于下行，不可遗误。俟五日照此

另登各账。

各号往来账：每页右首大字写某字号以后分则

上下两行，五合日从流水登来如收若干写于上行

……如与来往多少家账本总宜多空几页，方接别家，

免致用完又要重立。

借外账：五合日从流水登来如借某号的于前一

行低二格，先写某年某月某日借字空二格写月息若

干……还出列于出字之下，所付月息列于用字之下，

一定之法。

外借账：五合日从流水登来如某号借银或借钱

亦照借外之式写，惟借字写在某号之下，不在年月日

之下。此亦过大账，借去列出字下，还来列进字下，得

利列利字之下。

出入换银钱账：五合日从流水登来，分则上下二

行，入换写于上行，出换写于下行。此要过大账，入换

列进字，出换列出字。

暂记账：众伙零用□□□来往暂记于此。每页右

首大字写某人，以后分则上下行，五合日从流水登来

如收若干写于上行……此账不过大账，以后出辛金

一齐再过大账。

傢倨账：如系陆续添置已出用账者不在此列。

若另行出账，五合日从流水登来买某物用钱若干列

于大账出字之下……又要从进字提来方能从用字

撇除。

众伙辛金账：此账各家规矩不同，或年或终或分

四季，亦有陆续出者，法无一定，均列用字则不能改

易……以后挨次写历年所定辛金。

东伙支使账：此亦年终出账。每页右首大字写某

人下小字写股俸若干，挨次另行写某年支使若干。此

项列于大账出字之下，算账开俸之时仍从进字提来

方从用字开俸。

官费账：从正中以及佐二各衙门每季规礼若干

……如伊等支用，已出大账即要登抄此账以备日后

查考。

房租账：开首将租房约据抄存，以后每年□过房

租已出大账即注此账，如有长用等项均要记清。

架本账：每月当取除取净实本钱挨次登此以对

大账实存之架本之钱。

十合账：逢十将内账出进算清再加外账五日流

水存项核对相符方登于此名为大账。

月总账：每月将六次五合总共登此。

积总账：每月挨次相加积至年终以为开算单之

底稿。

万年总账：每年将算单照式抄此以备后来起算

积利查此。

万倍财源账：开首将本铺合同照式抄存，以后每

页右首大字写某人下小字写股俸若干，先东后伙

……即将起去积利若干批注明白。

信稿二册：一登往来应酬之信底，一登来往号信

之书底。

大水牌一面：往来各号所欠之钱总登于此，每五

合日照底账登来某号欠钱若干，逐一注明于牌脚书

一总码。

大水牌一面：人名下所欠钱总共登此。每五合日

照底账登来某人欠钱若干，逐一注明于牌脚书一

总码。

大水牌一面：各号人名所存钱存银总登于此。

小水牌一面：上横写现欠外用存五字。

大水牌一面：上横写原进回利足当出用耗存十

字，每五日算账按款登此，算对后再写账。

大水牌一面：写式同前，均写十字。一面登月总，

一面登接总。算对登写各账。

由以上引文可知，这20种账簿分别是出入流水

账、各号往来账、借外账、外借账、出入换银钱账、暂

记账、傢倨账、众伙辛金账、东伙支使账、官费账、房

租账、架本账、十合账、月总账、积总账、万年总账、万

倍财源账、信稿二册、大水牌、小水牌。除了出入换银

钱账和架本账属于营业账簿范畴，其余18种账簿属

于普通账簿范畴。另外，李锦彰在2012年出版的《晋

商老账》一书中介绍了 11种晋商典当业营业账簿，

分别为典账、日清账、架本账、当总簿、盒账、草销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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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账、留取簿、估衣账、卖估衣首饰账、出入换银钱

项川换账（易换宝账）。综合《立账簿头绪》和《晋商老

账》的记载，可知晋商典当业的账簿种类至少有 29
种。具体分类如下：①营业账簿（11种）：包括典账、

日清账、架本账、当总簿、盒账、草销账、挂号账、留取

簿、估衣账、卖估衣首饰账、出入换银钱账（出入换银

钱项川换账、易换宝账）。②普通账簿（18种）：包括

出入流水账、各号往来账、暂记账、傢倨账、众伙辛金

账、东伙支使账、官费账、房租账、借外账、外借账、十

合账、月总账、积总账、万年总账、万倍财源账、信稿

（2）、大水牌（5）、小水牌（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两册信稿以及五面大水牌、

一面小水牌所记录的内容各不相同。因此，在实际经

营过程中，晋商当铺至少有34本不同的账簿。

四、晋商典当业账簿的记账方法与记账规则

1. 记账方法。关于记账方法，由前文所引用资

料可知，《立账簿头绪》对每一种账簿均有详细说明。

因受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再逐一分析。除某种账簿特

定的记账方法外，从《立账簿头绪》的内容还可以总

结出一些通行的记账方法。例如：①账簿中的“入”要

写于上行，“出”要写于下行”，这体现了“上收下付”

的基本记账方式；②账簿中的“某号、某人”都要大写

于每页右首，涉及银钱、股俸时，则要于某人、某号下

小字书写；③账簿中的“或存或欠”上边均要书一小

码以便改牌或登牌；④账簿涉及股东、伙计时，要“先

东后伙”。

此外，《立账簿头绪》对记账过程中何时要“空二

行”“低二格”“多空几页”等记账细节均有说明。

2. 记账规则。《立账簿头绪》还介绍了几种记账

注意事项，抑或是需要遵循的记账规则。下面对这几

种记账注意事项逐一说明。为方便研析，现将相关内

容辑录如下：

三辨字意以分出进

字意不辨则出进难分，账务必至有舛误之弊。今

将逐字详释于下。

原 始初开张，原本若干，即系存头，如属旧事，

上年终存头即下年头原头，上月尾存头即下月始原

头，上五合存头即下五合原头，最易明晓。

进 此字所包甚广，稍不明晰必致错误。进与出

对今日进来异日必要出去。前日出去，后日仍要进

来，进非利比利则一得属已进则假借于人，如入换银

钱借外银钱，外还银钱，或傢倨修理支使，塌账，前已

走过出字，今要撇除，必将原数从此提来。然后由用

字再撇。如来出大账尚挂牌欠不在此例，或出多入

少，难立存头，亦须从此浮借或从他业抽来资本均归

此字，余可例推。

回此系逐日取赎之项。五合日照外账登来如出

估衣之期。估衣本钱若干，亦须注此。

利 利者我之所得也。五合日将外账所得票利

登此。凡外借得来月息，估衣得来贯利，钱价得来盈

余，他业得来积利，并已前撇过之项今又收起，以

及算账大期将外账之项算至年终来的月息均要归

入此字。

足 足与利同。银则长平，钱则日足，照账登次

（此）。

当 此系逐日当出之项，五合日照账登此。

出 此字当与进字参看。今日出者，异日必要进

来。前日进来，后日必要出去。出与用字混乱用则一

去不返，出则去而复来。如出换银钱，外借银钱，还外

银钱，傢倨房屋修理有房东者不在此例。支使押租或

新顶之业，所买架本或他处之业所入资本，以及还前

日浮，均要归入此字，余可例推。

用 用者日之所用也。如当税、官费、戏费、房

租、月息、短利、辛金、下班东伙开俸、伙食、杂使、人

情布施、船钱脚力、补数钱价赔累以及算账大期将借

外之项算至年终，未付月息或陆续修理添置傢倨或

新顶之业所佃架利并以前走过出字傢倨修理支使塌

账，全要撇除均归此字，余以类推。

耗 耗与用同。银则短平，钱则日耗，照账登此。

存 实存之项也。先 从原头若干，历加进回利

足，除讫当出用耗，即为实存。

四定五合以考遗忘

五日不合则日久必要遗忘。故定期五日一合，每

月一总，一月一接，今详开于下。

凡遇五合日，先将出入流水账所注入某若干出

某若干，按款另登各账用印色押一过字，再将各字号

并人名存欠各牌改正清白，然后将各牌总码登记

……要与现欠外用存水牌上所余存头相符为准，即

要细心检查切勿含糊了事，核对无错照牌登注大账，

遇月□□□若干加上本月当头若干，除讫本月取赎

若干□□实存架本若干，亦登牌上，然后登注月总，再

将月总挨次相加，登注接总，以为年终开算册之鉴。

五截众账以归一本

码头既多，账目繁杂，使不归于一本则将来开算

总清何所措手是非截之不可。今将其式开于下。

凡各码头办事之伙，交来账簿，总要将伊账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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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共入若干共出若干，除出净存若干。看与伊之

存头符与不符，存头既符，然后将各号来往摺则或结

单发条宗宗与账照对，如有不同之件，必要咨询明

白，恐有错误……如此截法账目虽多，无不归于一

本，至典铺出差之伙非比别行，既不发买货物，虽以

明三暗四，惟出放短月之息出入换之，时买易生弊

端。所以各号来往摺、结单、清单、买物发单均要过细

核对，以杜蒙混。

六安四柱以算总清

四柱不安则总清何由而算，势必脱此漏彼，舛误

必多，故欲开总清必先安四柱，今备列于下。

某年新正月吉日开算上年刻本字号图章清单大吉

旧管

一宗原资本或银钱若干 此照万倍财源账所注资本登

来 有写原本银若干

一宗某年至某年积利若干 此照万年总每年天赐获

利总共登此

一宗借外银若干 此照借外账所借共总登来银钱各列

一行印本，将办按本铺钱价合银，钱本将银按本铺钱价合钱

以上几宗共银钱若干

新收

一宗票利钱若干（画横码），本年钱价（画码）合

银若干 正写

一宗作衣利钱若干（画横码），本年钱价合银若

干 写真字

一宗得外利银若干 写真字

一宗得外利钱若干，本年钱价合银若干 写真

字

一宗未得利银若干（或得短利银照式写） 至此以

上数宗均照接总账利字登来

一宗日足钱若干 本年钱价合银若干 写真字

一宗得钱价利银若干 此照钱换账净赚利登来 写真

字

以上数宗共得银若干 写真字

开除 此内均照接总账上用字登来

一宗付外利银若干 写真字

一宗厨役工钱若干 本年钱价合银若干 写真

字

一宗上年五二钱今按五千座亏钱价银若干 写

真字

以上十九宗共除银若干 写真字

一应除讫

蒙天赐获利银若干 此系新收内除讫开余净余

之项 写真字

实存 有写在也

一宗架本钱若干 本年钱价合银若干 此照架本账

总共登来 写真字

一宗傢倨钱七百六十九串七 本年钱价合银 此

照傢倨账总共登来 写真字

……

以上数宗共存银若干 写真字

附报满年流水

原存架本钱若干 此照上年年总净存架本登来

共当本钱若干 此照接总账当字登来

共回本钱若干 此照接总回字登来

共回作衣钱若干 此照接总回字登来

除回实存架本钱若干 此即年终所存架本登来

上为开写算单之式，凡银本均以银算账，所有钱

之数目上书横码下以本铺钱价归银。如系钱本均钱

算账，所有银本之数目上书横码下以本铺钱价归钱，

此一定不易之理，其总算之法扣除新收除讫开除即

是天赐获利，再加实存共合若干除讫旧管，再除天赐

获利若干，无有一毫盈亏即为无错。

七明升垫以坐钱价

典铺出进繁多，自有一定钱价，其资本充足者更

有坐钱价以留日后地步。然不明升垫之法，则于何处

措手，今开列于下。

凡作钱价或原以六钱合今要下为五钱几分或原

以五钱合今要下为四钱几分，总要明递坐之法。如系

银本，将旧管所列借外钱先以原钱价合银，再以今钱

价合银，从原钱价所合之项除讫今钱价所合之项

……共入银若干，共出钱若干，除出净入银若干，除

入净出钱若干，一一算清。如系银本，将此净出之钱

照本铺钱价合银，与净入银对除。若是钱本，将此净

入之银照本铺钱价合钱，与净出钱对除，入多出少为

盈，出多入少为亏。

八起积撇以断纠缠

算账大期必起积利，至诸东抽垫、众伙出进，其

以前撇除诸项应起者仍当提来，按股派分。否则日后

纠缠，即要费事，今将其式开列于下。

提来某年至某年积利若干 此照万年总账历年天赐获

利共总登来

按几十几分，每股应分若干 此照万倍财源账每年

股俸若干，细心分派，万不可含糊

年终在架本钱若干，按几升贯利若干 此照架本账

算起总共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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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银若干，按几等钱价利若干 此系钱本当初佃

过钱价，今要提出借外银，除去外借银，然后按几等贯利再以时价

合钱

架本若干，按几等钱价利若干 此系银本当初佃过钱

价今要提出□利

有初行开贸已失资本东家将使登项撇除者即始

初少伙亦不能分此，俱一定不易之理，其临时变动在

人之心领神悟。若举一隅耳不以三隅，反则纸上陈完

及何裨益于人也哉。

3. 记账规则分析。以上是几种记账规则的录

文，下面对晋商典当业账簿记账规则进行分析。

（1）辨字意以分出进。晋商将经营过程中的各类

银钱核算、账务往来细分为 8种情况，在账簿中以

“原、进、回、利（足）、当、出、用（耗）、存”等10个记账

专用字进行概括，并对每一种记账专用字做了具体

解释，确保银钱核算、财务往来不出现差错。

（2）定五合以考遗忘。晋商以“五日”为最基本的

银钱核算时间单位，每逢五日要求记账人员将流水

账中的银钱出入、各类存欠、外账“回利足当用”、内

账“出进利用”等项目细心核算，形成五合账，核对无

错后再登记大账，以避免遗忘账目。

（3）截众账以归一本。晋商总号、分号的账务都

是独立核算的，但各分号要定期向总号汇报经营情

况，总号汇总后定期向财东报告。“截众账以归一本”

即“总号—分号”经营方式在账务管理方面的体现。

首先，总号对各分号的“入换、出换、借外、外借、还

外、外还以及得来月息短利、付出月息短利”等信息

均要登记流水账，再从流水账登入各账；其次，分号

水牌存钱、诸项杂费、存头、欠项以及“出进利用足当

耗”均要写入五合流水账，再加上“回利足当用耗”，

要与大账存头、现欠外用存牌存头相一致；最后，总

号仔细核对各分号上报的来往摺、结单、清单、买货

发单，以防有人蒙混。

（4）安四柱以算总清。四柱结算法的基本结算公

式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但为了更为精准地

计算盈亏，晋商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衍生出了“新收-
开除=实在-旧管”这一计算公式，即此处所言“总算

之法扣除新收除讫开除即是天赐获利，再加实存共

合若干除讫旧管，再除天赐获利若干，无有一毫盈亏

即为无错。”晋商典当业采用的这种衍生的四柱结算

法不仅可以用来结算盈亏情况，也可以检查账目是

否存在问题。

（5）明升垫以坐钱价。清代制钱和银两之间并没

有固定的兑换比率，面对不同时期不一致的银钱兑

换比率，在记账过程中如何准确核算银钱之间的兑

换即此处所说“升垫之法”，并将此作为判断盈亏的

标准之一。

（6）起积撇以断纠缠。每逢账期分红，晋商要

详细列出股东、伙计的变动情况，并落实在账簿上，

以此作为“积利”“撇除”的依据，防止日后账目混淆

不清。

五、晋商典当业账簿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杨肇遇（1929）最早关注了清末典当

业的账簿，宓公干（1936）则以浙江、广东两省为例详

细介绍了清末以来典当账簿的基本情况。王裕明、封

越健（2012）利用新发现的一些账簿资料探讨了徽商

典当业的账簿组织。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晋

商典当业账簿与徽州、浙江、广东等地方商人的典当

账簿进行了对比。详见下表。

由此表可以看出，晋商典当业营业账簿与徽商、

浙江商人、广东商人典当业营业账簿的设置基本类

似，账簿种类在10种左右，涉及收当、取赎、挂失、满

商人群体

浙 江 、广
东商人

徽商

晋商

营业账簿及种类

当簿、柜上草簿、挂号簿、留取簿、留利簿、当总簿、
架总簿、存箱簿

大账、柜上草簿、草赎簿、归钱簿、留取簿、日清簿、
卖账、当总簿、架本簿、存箱簿、挂号簿、查失票簿

当簿、号簿、脚帖、栈簿、誊清簿、挂号簿、汇赎簿、
并栈簿、赎取簿、架总簿

典账、日清账、架本账、当总簿、盒账、草销账、挂号
账、留取簿、估衣账、卖估衣首饰账、出入换银钱账
（出入换银钱项川换账、易换宝账）

8

12

10

11

普通账簿及种类

流水簿、股本簿、往来簿、兑换簿、各项开支簿

流水簿、股本簿、往来簿、兑换簿、各项开支
簿、轧清簿、存款簿、暂记簿

平色簿、钱账、米油账、匠工草账、食米账、买
油经折、月总、年总、股本簿、流水簿、盘存簿、
员工收支簿

出入流水账、各号往来账、暂记账、傢倨账、众
伙辛金账、东伙支使账、官费账、房租账、借外
账、外借账、十合账、月总账、积总账、万年总
账、万倍财源账、信稿、大水牌、小水牌

5

8

13

18

典当业账簿及种类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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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处理等各个经营环节。除一些称谓方面的差异外，

如晋商的典账，徽商称之为当簿，浙江、广东商人则

称之为大账，徽商与晋商典当业营业账簿还体现出

业务方面的差异。徽商典当业一般都兼营栈房，专收

米麦等粮食作物，即谷押业务。该表所列徽商典当业

营业账簿中的“栈簿”“并栈簿”即是反映徽州典商从

事谷押业务的专用账簿。对谷押业务单独立账，说明

谷押是徽商典当业非常重要的业务之一。晋商当铺

则很少从事谷押业务。晋商典当业的当物种类“以衣

服为大宗，金银首饰次之，农具木器又次之，其余各

种物品则不甚普遍，或见于甲县而不见于乙县，或见

于乡村而不见于城市。”该表所列晋商典当业的“估

衣账”“卖估衣首饰账”充分说明收当衣服、首饰是晋

商典当业最主要的业务。此外，晋商典当业营业账簿

中的“出入换银钱账”是反映银钱买卖、兑换的一种

专用账簿，说明货币买卖、兑换是晋商典当业从事的

重要业务。

因此，晋商典当业账簿组织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普通账簿的设置方面，亦是晋商账簿组织特点在典

当行业中的集中体现，主要有：①晋商典当业普通账

簿种类最多，分工最细。浙江、广东两省典当业普通

账簿仅有8种，徽商典当业有13种，晋商典当业则有

18种之多，这体现了晋商“逢事设账，无账不立”的

经营习惯和契约意识。②晋商典当业普通账簿设置

科学，体系完备。例如，所有流水账、借外账、外借账、

暂记账等草流账簿均以“五合日”为时间核算单位，

进而形成十合账、月总账、积总账（年算单之底稿）、

万年总账（年算单的汇总）以及万倍财源账（万金

账），从而构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账簿体系。③晋商

典当业普通账簿的设置贴近经营实际，灵活实用。晋

商的“往来应酬之信底”和“来往号信之书底”是其业

务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起着沟通、报告、请示、指

示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还起着会计票据的作用。因

此，信稿簿的设置显然是出于经营实际的客观需要。

这种信稿簿超越了一般商人家信、商人友人往来信

范畴，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商业经营性特征，体现了晋

商非常鲜明的经营特点。

六、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对清代晋商典当业账簿种类、

特点以及记账方法、记账规则等问题具有一个整体

认识，弥补了当前晋商典当业学术研究一些比较薄

弱的环节。当然，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缺少个案的实证

分析，这也是笔者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重点。本文向

学界介绍的《立账簿头绪》不仅是晋商典当业账簿组

织、记账方法的经验总结，更是对中国会计史上中式

簿记的一次理论总结。这份资料改变了以往中式簿

记师徒口耳相传的传授方式，对研究中国会计史、商

业史以及典当业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

学界进一步关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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