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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帳簿來自河北蔚縣一個文物商手中，紙

張普通，没有欄格，缺少封面與標題。然而觀察

帳簿裝訂的位置，依然能夠看到曾經裝有深藍色

封面的痕跡。可能因為封面脫落，所以後人才在

冊脊上題寫了「嘉慶十八年」字樣，而這為今日

之研究者留下了寶貴的時代信息。

　　由於來自文物商之手，又為單件文書，缺乏

其他相關材料，要確定帳簿的歸屬地及所有者就

變的相當困難。所幸帳簿中夾有一張小紙條，以

鉛筆書寫，內容如下：

　　支委幹部同志 金

   茲有張李堡村團員史玉英去到史家堢村參加團

的工作，過了組織生活，好吧。

　　4月2號  敬禮 

　　團支書 史寶之印（印章）

　　張李堡村與史家堢村南北毗鄰，為蔚縣的兩

個村落，二村在縣城以西約13公里處，東距南留

莊鎮約2公里，南距暖泉鎮約5公里。字條內容以

繁體字書寫，間有若干簡化字，能夠確定其產生

時代大致為1960年代以前。字條本身很小，保存

不易，因而可以認為其書寫時間與夾入這本帳簿

的時間大致相仿，從而表明帳簿在成為商品之

前，就應當保存在上述地點。考慮到這本帳簿作

為文物商品的流動性，僅憑一張字條，顯然無法

認定這一帳簿的主人就出自上述兩個村落，但基

本可以明確的是上述地點在帳簿主人及其後人的

活動範圍之內。

　　就目前各地發現帳簿的大致情況而言，這類

文書雖然性質相類，但其中仍然存在相當複雜的

功能區分，常常因地、因人而異，並不可一概而

論。因此，在缺乏其他相互印證文獻的情況下，

只能從本冊帳簿的內容入手，來進行一些簡單推

斷。

　　這本帳簿的結構比較明確，大體上可以分為

四個部份。其一為義和店、魁盛店、元和店、

萬全店共四個字號一年內的進貨情況。其中義和

店分了兩次記載，第一次的時間跨度為二月至五

月，第二次為九月至十二月，其餘三個字號都只

有部份月份的記載。其二為趙景、周屏一年內南

賣貨的記錄。其中，周屏於五月與十二月進行了

兩次採買；而趙景則既有全年的記錄，也單獨記

錄了一次十二月的採買情況。其三為全年付出的

腳價。其四為回頭銀封款。從字體來看，整本帳

簿並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並且其中間或存在改動

的痕跡，格式並不十分嚴格。綜合來看，帳簿主

人所經營的生意，包括四間不同的字號，但都是

經營雜貨。除了每個字號日常的進貨渠道之外，

這一年還委託兩人進行了若干次南下採買貨物的

活動。

　　就內容而言，這本帳簿應當為單一功能的流

水帳，只記載各商號的進貨情況與採買的相關

情況，並不涉及銷售狀況及各字號的資產狀況。

帳簿內記載的四間商號都經營雜貨，貨物結構類

似，並且擁有各自獨立的送貨人，義和店是其

中最具規模的一間。從上述情況來看，這四個

字號應當不集中於一處，亦相隔不遠，因而對商

品的需求類似。整理者翻閱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的《蔚縣碑刻輯錄》，發現了兩條可能相關的記

錄。其一為位於蔚縣縣城內財神廟嘉慶九年重修

碑記，題名中出現完縣元和店捐錢的記錄1；其二

為咸豐二年《玉泉山寺重修碑記》，題名中出現

了暖泉義和店字樣2。而帳簿中元和店項下，出

現了完縣口袋的進貨記錄，而這是其他三間字號

中沒有的，間接可資佐證。冊尾腳錢項下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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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基本能夠與前文各店進貨的日期、物品

一一對應。最後一部份「回頭銀封款」的所指，

暫時尚未查清。

　　作為嘉慶十八年蔚縣地區四間普通字號的進

貨流水帳，該帳簿最直接反映出的歷史信息，

即為清代中期該地的日常雜貨的商品結構。就四

個商號整體而言，購入的貨物之中，各色布匹所

佔的比重最大，以定白布、定機白布、苫皮布

為主，還包括定紫花布、定花布、定皮布、細白

布、二細白布、水線白布、絨花布、被面布、馬

白布、馬皮布、孟白布、二細苫布、二細紫花蘭

布、大孟厚布、大漂布、大庄色、小付色等諸多

名色。各個字號所購入的各類白布都單獨標有數

字，並以「捲」為單位進行標識，如義和店，全

年共進各色白布97捲。由於白布為最大宗商品，

進行這樣的標識，可能是出於統計方便的需要。

　　帳簿之中，所有金額都以銅錢為單位記錄，

大抵能夠反映出帳簿主人所擁有生意的規模。

而通過帳簿中所記載進貨的資金狀況，亦能夠進

行推斷，以資佐證。整個帳簿中最大的一筆資

金，為周屏於五月廿三日南買貨的總金額，共計

2,438,399文，考慮到嘉慶年間銀錢比價的情況，

大致以白銀一兩兌換銅錢1,100文來進行換算3，約

等於銀2,216兩，在蔚縣這樣一個比較小且近邊的

地方，一家日用雜貨店的日常資金規模已經不算

小了。

　　帳簿中還存在許多尚未完全確定的細節，如

許多物品及其來源，某些數字的含義等等，冀求

教於方家。在整理過程中，識讀不出及殘缺處的

漢字以□代替。同時，為了與原稿中的漢字數字

相區别，原稿中的蘇州碼一律轉寫為阿拉伯數

字，特此說明。

註釋：

3   鄧慶平編錄、趙世瑜審訂，《蔚縣碑刻輯錄》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137。
3    鄧慶平編錄、趙世瑜審訂，《蔚縣碑刻輯錄》，

頁269。
3    嚴中平，《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1995），頁37，表30，《白銀外流

下中國銀錢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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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嘉慶十捌年帳薄

義合店

二月十二日于文運駝來

1、2、3、4號

　　　　定白布四捲 34　　　　五月廿三日攤□

      　苫皮布五疋

　　　　扯手袋九十九條

　　　　大甬袋壹百條　

　　　　定筆三包

　十五日馬天定駝來

5、6號  定白布弍捲 34

        清河炮壹千個

        苫皮布四疋

　十八日王老□駝來

7、8、9號  定白布三捲  34

           付色五拾疋

           苫皮布五疋

　廿三日劉老玉駝來

10、11、12號  定白布三捲  34

　　　　　　　苫布三疋

　　　　　　　小定膏五百□

　　　　　　　大瓶眼藥壹拾瓶 50

　　　　　　　定筆弍色  25

　　　　　　　蔴綯四十斤 計170條

　廿四日郭老寶駝來

13、14、15  定白布三捲  34

　　　　　　苫布三疋

三月初一日劉通駝來

16號  定機白布壹捲 34

17、18、19、20、21號  定白布五捲 34

　　　　　　　　　　　京被面布四疋

　　　　　　　　　　　付色布弍拾五疋

　　　　　　　　　　　孝帶壹拾九把 計95付

                      苫皮布八疋

　初六日王老守駝來

　22號  定機白布壹捲 34

　23、24號  定白布弍捲 34

　　　　　　付色弍拾五疋

　　　　　　苫皮布四疋

　初八日收李老俊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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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至29號  定白布五捲

　　　　　苫布五疋

　十一日收鄭玉駝來

30、31號  定白布弍捲

　　　　　苫布弍疋

　十八日郭玉駝來

32號  定機白布壹捲 34

33、34號  定白布弍捲 34

　　　　　苫皮布五疋

　　　　　老甬五十弍條

　　　　　大甬帶壹百條

　　　　　寸帶四百四十條

　　　　　孝帶三百四十五付

　廿二日沈老恩駝來

35號  定機白布壹捲 34

36號  定白布壹捲 34

　　　孝帶壹百四十五付

　　　老甬帶弍拾條

　　　宮梳壹拾五付 7件5、5件10付

　　　定皮苫布四疋

　　　大白扣壹千

　　　二白扣壹千

三月廿四日李老俊駝來

37、38號  定白布弍捲 34

　　　　　苫布弍疋

　廿九日鄭玉駝來

　定紫花布壹拾疋

　定皮布壹疋

四月初五日李老代駝來

42號  定機白布壹捲 34

39、40、41號  定白布三捲 34

              苫布四疋

　十三日郭永盛駝來

43、44、45、46、47號  定白布伍捲 

　　　　　　　　　苫布五疋

　十六日收李老致駝來

48、49號  定機布弍捲 34

          定苫布弍疋

　廿二日郭老言駝來

51、52、53、54、55號  定布伍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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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號  定布壹捲   才□31疋 代皮油白3疋

      大府色拾弍疋

      孝帶柒拾六把  計308付

      老甬帶卅八條

      定機皮布壹疋

      定苫皮布柒疋

　廿八日李老俊駝來

56、57  定機白布弍捲 34

58  定白布壹捲 34

    金磚被面弍疋

    細白布壹拾疋

    苫布叄疋

四月廿八日定白皮布壹疋

五月初八日王老永駝來

59、60、61號  定白布叄捲

              苫布叄疋

　初十日郭老言駝來

62號  定機白布壹捲

63、64號  定白布弍捲

          苫布叄疋

　十五日李英駝來

65、66、67  定白布叄捲 34

            苫布叄疋

            定筆叄色

            五爪六十弍條 301

            青蒜八十叄頭 64

　廿一日范懷仁駝來

68、69、70、71、77、78  定機白布六捲 34

74、75、76  定白布叄捲 34

            定苫布九疋

　　堯泉駝來

72、73  定機白布弍捲 34

        定苫布弍疋

付四月初五日收定苫布弍疋  係苫□水線布

攤清

魁盛店

上年十二月淨彡錢壹萬○四百○六文

三月初一日韓專座順玄□□三百○四兩四厘八分 合錢  34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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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買      絨花布30疋共合錢　19595

          二細白布155疋共合錢　113675

          馬白布256疋共合錢　145407

          孟白布130疋共合錢　43905

          威縣絹十連共合錢　8622

七月初三日卜收染錢叄千文

　又收縫苫布發腳錢五千七百卅三文　　352795 

　又收銀數賠頭錢一萬弍千七百五十○

　除取淨收錢735付出

四月廿一日許恆駝來

5、6、7號  孟白布叄捲 40疋

           馬苫布叄疋

五月初三日齊玉駝來

1、2、3、4、8、9號  馬白布陸捲

                    威縣絹壹拾連 白2 青8

                    馬苫皮布四疋

　十八日邢岱駝來

10、11、12  二細布叄捲 40

13  馬白布壹捲 34

    二細苫布叄疋

    二細紫花蘭布三拾疋

    馬皮布四疋

四月廿六日胡玘駝來

（有缺頁）

元和店

五月廿三日取□□壹百○弍兩壹錢九分　1110  合錢113431

又彡錢六千文

八月十五日取錢八千文

十二月初四日取錢五十七文

上年十二月凈取錢八十四文

四月初九日郭老慶駝來

1、2號  二細對白布弍捲 連皮60塊

 　　　　二宗合錢78404

         對苫布叄塊

廿三日田老昇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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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縣口袋五十條

六月初九日劉老雲駝來        二宗合錢　44843

　完縣口袋五十條　127488

　卜收銀數賠頭錢四千一百廿一文　除取淨收錢8057  

付內淨收錢八千○五十七文

趙景兄

二月廿日□□通兄□玄錢弍萬八千文

四月廿五日取錢壹萬一千壹百六十九文

二月廿日收發來山藥弍馱原秤370斤淨360斤27合原秤□

　又收□簍用□一千九百四十文

　廿一日收江米條廿斤淨19斤共合□

五月十三日收薑弍色共重淨187斤52兩合□□

　又取用錢壹百九十文　39169 

　又收繩簍色皮小車腳錢四百廿五文

　卜俊永盛店款收銀拾三兩八錢1103合錢15594

八月拾八日順去寶銀五十一兩一錢五分1115 合47432

779009 又課銀弍拾四兩叄錢 1100合錢16703

十二月初三日取錢一千八百廿文

               薰雞鴿子腳錢　7936

　卜取升色銀弍兩五錢四分  

　卜取銀一兩叄錢七分　　26105

初七日取錢弍萬四千弍百九十五文

十月初九日收江米條弍拾斤 合錢1600

十九日收生□□連五簍   共銀91900

　又收江米條八拾斤  合錢6400

　又收雲片羔四拾斤  合錢4000

        □□□□

　廿日收山藥壹馱共重210斤半　共出皮32斤

　又收棉花三斤半　　三宗共合錢5803

　又收表行□四斤

　廿三日收台白糖三色 原75、79、85  □78、81、88　共銀22兩5錢6

十一月初一日收都赤糖四色 連皮3色630斤 1色115斤　共銀21兩5錢8

　又收漳貢粉壹色  連皮110斤　共銀11兩6錢

　十二日收15胡祥太京表五具1兩5  合銀7兩5

　又收12色尖表壹繩44□12　合銀6兩28

　十八日收藕粉三拾匣5分5　合銀1兩65

十二月初三日收薰雞八隻

　又收薰鴿子十□          三宗共錢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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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收貝盤廿付

　卜收銀一兩叄錢七分1103　合錢1548

　卜收四□布錢叄百五十七文

　卜收蔴連子錢四百九十

　卜收船腳稅錢三千弍百文

　卜收銀數錢八百七十

萬全店

五月廿三日從義合店順去寶銀壹佰○一兩六錢三分1101　合錢112809

四月初五日李老代駝來

2號水線白布弍捲 34

　　大孟厚布四拾疋

　　皮苫布弍疋  內有大白布皮2疋

　十六日收李老致駝來

　大漂布四拾疋   

五月廿三日清□□

　大白皮布弍疋

五月廿三日收囬貨錢拾一萬弍千八百○九文

義合店

九月初四日收大定膏五百□　十二月初四日攤過帳

  又收小定膏叄百□

  又收大瓶眼藥拾瓶

  又收小瓶眼藥弍百瓶

十二日李並鋪駝來

  定花布弍拾疋

  定皮布四疋

廿六日郭玉駝來

  大雙響炮三拾把

  二雙響炮壹拾把

  定白皮布四疋

  李老俊駝來

  黑礬壹色重20斤

  定白皮布壹疋

十月初六日王□駝來

  香油壹拾叄斤　淨十四兩 134

  廿一日李厚駝來

79、80、81、82  定白布四捲 34

                苫布四疋

                棉花五色  連皮共重397斤  一□77、78 弍□78、79 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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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6、86 五□76、77 

  廿八日郭萬駝來

83、84、85、86、87  定白布五捲

                    定苫布五疋

十一月初五日鄧和駝來

88、89、90、91、92  定白布五捲

　定苫布五疋

　初六日袁發馬來

       93、94、95  定白布三捲

　定苫布三疋

十一月十六日收小錢撘子一個

  又定皮布壹疋

  定筆弍色

  老甬帶九十八條

廿日馬登照駝來

96、97  定白布弍捲

　定苫布弍疋

十二月初三日張恆禮駝來

　白菜壹百五十八斤

　筆三十支

趙景兄十二月初七日南買貨錢壹拾弍萬玖千○六十九文

胡祥太京表五簍　　　　　　　 18　合錢玖千文

色尖表四十四疋　　　　　　　145　合錢六千三佰捌十文

藕粉三拾匣　　　　　　　　　  7　合錢弍千壹佰文

山藥壹佰柒十五斤              45  合錢柒千八佰七十五文

棉花三斤半　　　　　　　　　 22　合錢七佰七拾文

表辛紙拾弍刀　　　　　　　　 38　合錢四佰五十六文

台白糖弍佰四十五斤　　　　　125  合錢三萬○六佰廿文

漳赤糖四佰一十斤　　　　　　 7   合錢弍萬捌千七佰文

漳貢粉壹佰斤　　　　　　　　 15  合錢壹萬五千文

生□白□連五簍　　　　　　　215  合錢壹萬○七佰五十文

江米條壹佰斤　　　　　　　　  1　合錢壹萬文

雲片糕四拾斤　　　　　　　　 14　合錢伍千六佰文

褀盤腸□弍拾付　　　　　　　 19  合錢叄佰捌拾文

薰雞捌隻　　　　　　　　　　126  合錢壹千○捌文

薰鴿子拾個　　　　　　　　　 43  合錢四佰叄拾文

周屏兄五月廿三日南買貨錢弍佰四拾叄萬捌千叄佰九拾九文

定白布弍千一佰拾柒疋　　　　830  合錢壹佰柒拾五萬七千一佰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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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才布叄拾壹疋　　　　　　　　　960  合錢弍萬九千柒佰六十文

定機白布陸佰疋　　　　　　　　　880  合錢伍拾弍萬捌千文

定籽花布拾疋　　　　　　　　　　880  合錢捌千捌百文

上細白布拾疋　　　　　　　　　　940  合錢玖千四百文

大莊色拾弍疋　　　　　　　　　　650  合錢柒千捌百文

小付色壹佰疋　　　　　　　　　　170  合錢壹萬柒千文

清花炮壹千箇　　　　　　　　　　 17  合錢壹千柒佰文

大定筆捌拾支　　　　　　　　　　 25  合錢弍千文

定州眼藥拾鉼　　　　　　　　　　 60  合錢陸佰文

大定州膏弍佰帖　　　　　　　　　  1  合錢弍佰文

蔴綯壹佰六十條　　　　　　　　　 22  合錢三千五百弍拾文

孝帶九佰六十五付　　　　　　　　 20  合錢壹萬九千三百文

扯手帶玖拾九條　　　　　　　　　 70  合錢陸千九佰叄拾文

老甬帶壹百十條　　　　　　　　　 32  合錢叄千五佰弍拾文

大甬帶弍佰條　　　　　　　　　　 27  合錢五千四佰文

寸帶四百四拾付　　　　　　　　　  6  合錢弍千陸佰文四十文

白水線布六十八疋                  570  合錢叄萬八千柒佰六十文

紅水線漂布捌拾疋　　　　　　　　500  合錢肆萬文

白皮布四疋　　　　　　　　　　　750  合錢叄千文

大白扣壹千　　　　　　　　　　　  3  合錢叄千文

二白扣壹千　　　　　　　　　　　  2  合錢弍千文

大五件梳拾付　　　　　　　　　　120  合錢壹千弍百文

大七件宮梳五付　　　　　　　　　130  合錢陸佰五十文

巾布被面六疋　　　　　　　　　　1180 合錢柒千○八十文

以上縂共合錢弍佰肆拾九萬捌千五佰捌拾叄文  餘錢 60184

對白布壹佰弍拾三塊　　　　　　  700 合錢捌萬六千一百文

完縣口袋壹佰條                  480 合錢肆萬八千文

馬白布弍佰五十六疋              640 合錢拾六萬叄千八百四十文

二細白布壹佰弍拾五疋            810 合錢壹拾萬○一千弍百五十

二細南□布三拾疋                870 合錢弍萬六千一百文

大蘭絨花布三拾疋                780 合錢弍萬叄千四佰文

孟白布壹佰弍拾疋                420 合錢五萬○四佰文

威縣絹壹拾連                    950 合錢玖千五百文

以上八宗共合錢伍拾萬餘捌千五佰九十文

周屏兄十二月初買南貨陸拾六萬柒千伍佰弍拾五文

定白布陸佰七十五疋             82  合錢伍拾五萬叄千五百文

定紅布弍拾疋                  103  合錢弍萬○六佰文

棉花叄佰九十七斤               21　合錢捌萬叄千叄佰七十文

大定膏五佰帖                   8   合錢肆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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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定膏叄佰帖　　　　　　　　　　4   合錢壹佰弍十文

大定眼藥拾鉼　　　　　　　　　　6   合錢陸佰文

小定眼藥弍佰鉼　　　　　　　　　12　合錢弍佰四十文

大雙響炮三拾把　　　　　　　　　18  合錢五千四佰文

二雙響炮壹拾把　　　　　　　　　13  合錢壹千三百文

順藥三拾斤　　　　　　　　　　　11  合錢弍千弍佰文

香油拾三斤　　　　　　　　　　　16  合錢弍千○捌拾文

老甬帶九十八條　　　　　　　　　32  合錢三千壹佰三拾六文

錢褡子一箇　　　　　　　　　　　94  合錢玖佰四十文

黃千定筆四色　　　　　　　　　　25  合錢壹千文

白菜壹佰五十八斤　　　　　　　　16  合錢弍千五佰廿八文

表辛紙捌斤　　　　　　　　　　　62  合錢伍佰文

以上共合錢陸拾柒萬柒千九佰拾四文  餘錢 10389

腳錢欵

正月十九日出生桐油腳錢一千壹百文　　　　二月十二日出布腳錢一千八百六十文

二月十二日袋□腳錢九十文　　　　　　　　十五日出布炮腳錢九百廿六文

十八日布、付色腳錢壹千三百○九文　　　　廿日出山藥腳錢三千卅文

廿一日江米條腳錢壹百六十文　　　　　　　廿三日出布腳錢一千弍百○九文

廿三日蔴綯腳錢弍百四十文　　　　　　　　廿四日出布腳錢一千弍百○九文

三月初一日出布腳錢弍千五百卅三文　　　　初六日出布腳錢一千三百九十五文

初六日出付色腳錢五十文　　　　　　　　　初八日出布腳錢弍千三百廿五文

十一日出二捲布腳錢九百卅文　　　　　　　十六日出順昌腳錢壹百廿文

十八日出布腳錢弍千四十六文　　　　　　　又出帶子腳錢弍百五十文

廿二日出布腳錢一千五百○四文　　　　　　廿四日出布腳錢一千四百八十八文

廿八日出紫花布腳錢弍百四十文　　　　　　四月初五日出布腳錢四千六百卅八文

四月十二日出對布腳錢一千弍百文　　　　　又出布腳錢弍千六百卅五文

十六日出二捲布腳錢九百卅文　　　　　　　又漂布腳錢五百廿文

廿二日出布腳錢弍千四百九十文　　　　　　又大府色腳錢壹百十六文

廿三日出口袋腳錢五百文　　　　　　　　　廿八日出布腳錢弍千弍百○弍文

五月初一日出胭脂順布腳錢壹百五十文　　　初三日出馬布腳錢弍千弍百卅二文

初三日出皂絹腳錢卅文　　　　　　　　　　初八日出布腳錢壹千弍百○九文

初十日出定布腳錢一千弍百○九文　　　　　十三日出薑腳錢壹千五百廿文

53885十八日出4捲布腳錢一千九百○八文　　廿一日出14捲布腳錢五千六百四十二

六月初四日出口袋腳錢四百文　　　　　　　初八日出口袋腳錢四十文

54312 □月廿六日出絨花布腳錢四百四十弍文

五月廿三日收腳錢四萬三千五百

七月初三日卜收對布口袋腳錢弍千弍百

又卜余莊布收腳錢八千六百十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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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二日出布腳錢弍百六十四文　　　　　廿六日出炮腳錢三百四十五文

廿六日出黑礬腳錢壹百十弍文　　　　　　　十月初六日出香油腳錢壹百文

十月初九日出江米條腳弍百文　　　　　　　十八日出雜貨腳錢壹千九百文

十九日出山藥腳錢弍千四百十五文　　　　　廿一日出棉花腳錢弍千弍百五十文

廿一日出布腳錢一千弍百四十文　　　　　　廿三日出白糖腳錢弍千三百六十五文

廿八日出布腳錢一千五百五十文　　　　　　廿九日出布腳錢八百十九文

十一月初一日出糖腳錢五千四十文　　　　　初五日出布腳錢弍千○十五文

初六日出布腳錢一千弍百○九文　　　　　　十二日出黃表腳錢一千弍百文

□十五日出帶子腳錢七十五文　　　　　　　十四日出藕粉腳錢壹百八十文

廿日出布腳錢八百○六文　　　　　　　　　十二月初二日出白菜腳錢一千壹百文

十二月初四日買收花布腳錢一萬一千一百□□

初七日卜收雜貨腳錢一萬三千弍百九十□

囬頭銀封歀

□月初十日囬頭錢弍百六十文　　　　　　　二月初二日出□□錢壹千五百文  

□月初四日囬頭錢三百五十文　　　　　　　十二日囬頭錢七百五十文

廿日□□錢弍千四百文　　　　　　　　　　三月初二日□□錢壹千五百文

□月十四日□□錢壹千弍百文　　　　　　　廿八日出囬頭錢九百文

五月初一日□□錢壹千○五十文

五月廿三日□□□□□□

又收□□錢□□□□□

卜收余家莊銀□□□□                       

四月十五日出囬頭錢四百五十四文　　　六月廿五日出囬頭錢六十文　　　八月十四日出□□錢九百文

十一月十五日出銀□□錢七百五十文　　卅日出囬頭錢三百四十五文  2539

十二月初四日收錢弍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