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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贼巢 0到 /邹鲁乡 0:
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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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明末清初的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由 /乱0到 /治0的过程。文章以大埔县百堠村为个案, 具体探

讨该村在由 /贼巢0到 /邹鲁乡0的变迁过程中, 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认识

粤东地方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 理解客家传统社会, 这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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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以来, 粤东地方的 /峒寇岛夷0问题, 一直是国家

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 /复界0以

后, 地方社会趋于稳定, 经济文化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对

于这种社会变迁, 陈春声、黄挺等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

陈春声认为, /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 ,是潮

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 0 [ 1]。

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

三角洲为参照, 对于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随着 19世纪末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族群观念的输入

和国内客家意识的形成,经丘逢甲、温廷敬、罗香林等学者

的建构后, 逐渐形成 /客家文风由来就盛0的观念 [ 2] ( P537)。

客家研究的开拓者罗香林在讨论客家人文时,认为在朱明

一代, /以惠汀各属, 及赣南各客家住地, 以及潮州的大埔

为人文的中心0。 /降及清代,客家的文物中心, 渐由汀韶

惠各州, 而移于嘉应及大埔二地。0其主要依据是 /在清一

代, 广东的科甲,以嘉应本州及大埔为最盛0 [ 3] ( P20)。从明

至清, 大埔都是一个重要的客家人文中心。对于这个人文

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大埔文

化, 以茶阳饶姓、白堠杨姓、双坑何姓等, 最为知名。其中

白堠 /夙称邹鲁乡0 [4] (上编 , P289) ,自清代以来科甲蝉联, 人才

辈出, 是著名的 /文化之乡0。本文以白堠为个案, 具体探

讨明末清初客家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一、/贼巢 0及其转变

虽然罗香林把明代的大埔视为客家人文中心, 但当时

的大埔实为弹压 /峒民作梗 0从饶平拆出而新设, 且不时

发生 /寇乱0, 朝廷多次调用大军才得以平息。

正德以来, 明政府有 /南倭北虏 0之虞, /边供费繁0。

而明世宗又好兴 /大工0之役, /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
日, 帑藏匮竭0, 导致了全国性的财政危机 [5] (卷78)。郑振

满认为明政府解决危机的措施, 不是开源, 而是节流, 不断

裁减地方经费, 结果地方政府很多事务因缺乏经费而无法

举办, 从而导致对地方社会的失控 [6]。另一方面, 地方政

府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又不断加重编户齐民的

负担, 从而导致编户不断逋逃脱籍,逃入山海之中, 亦农亦

工亦 /盗0,不纳赋税, 不服差役,与官府对抗。因此, 就官

府和士绅而言, 这些在山中耕作而不纳赋役尤其是与官府

对抗的居民, 就是 /盗0、/贼0、/寇0了。明代中叶以来,全

国出现 /群盗蜂起0的局面, 而尤以广东最为突出 [ 7] ( P97)。

位于粤东北山区的大埔, 设县前为饶平县所辖, 是一

个 /盗贼0横行、官府难以控制之区。专门为控制赣闽粤

湘四省交界地区 /盗贼0活动而设的南赣巡抚在请求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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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县时指出: / 州、清远二都, 东连福建平和县, 北接上

杭、永定二县,西距程乡, 南抵海阳、饶平二县。地方旷荒,

谿峒险隘, 治教鲜及。是以盗起必蟠结于二都, 而延及邻

郡。屡经行剿, 未几,漏网者复聚而据之。0 [ 8] (卷 4, P3)为加强

教化、消弥 /盗贼0,在当地乡宦饶金的推动下, 明政府于

嘉靖五年以 州、清远二都设立了大埔县。但是, 设县后

并未因官府控制力量的增强而社会稳定, /山贼窃发0, 时

有发生。

随着宋明以来山区的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粤东沿

海与内地之间的贸易非常活跃 ,至嘉靖年间形成以汀州为

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商品贸易集散地 [ 9] (P326)。大埔介于潮

州与汀州之间, 为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 海陆商品源源不

断经此转运各地。这些过路财富, 对于土瘠民贫的 /梗

化0山民而言,据为己有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而对广大偏僻

山区, 官府控制力量相当薄弱。因此在一些地势险要的必

经路段, 渐成 /山贼 0多发之处。如位于汀江边地处大埔

与上杭交界处的产坑、看牛坪, 嘉靖二十三年 /贼首0刘全

联合上杭 /筀 竹寨、三图 诸盗, 互肆 剽掠, 四 境苦

之0 [ 10] (卷6, P14~ 15)。平民百姓不服官府管辖的为 /盗0现象,

亦相当普遍。正如当时乡宦饶相在分析原因时所言: /民
见奸宄得志, 强梗莫惩,多弃本业而恣浮荡,蔑训典而志淫

邪, 正气亦复不存。0 [ 11] (卷上, P16)

位于大埔东南的白堠村, 地处由县城茶阳至饶平官路

上的一个小盆地, 四面环山,地势险要, 是通往饶平、海阳、

平和等县的必经之路。大埔建县后, 官府在此设立关隘,

派乡兵守御 [12] (卷6,《关隘》)。但仍无法阻止此地成为 /贼

巢0,居民为 /贼0为 /盗0,屡见不鲜。而最大的事件, 莫过

于参与张琏的 /飞龙国0。

/张琏者,诏安、和平间大盗也。聚众数万,僭称王号。

改季, 设科取士,伪署十三道都督、阁老、翰林等官。筑城

八十余, 占据三县地。流劫江省,杀副使汪一中, 声言长驱

江浙, 取南都。0 [ 13] ( P5)张琏祖居距白堠约 30公里的饶平

县上饶堡乌石村, 原为县署书吏,因 /罪0逃入 /贼巢0大埔

木窖。在嘉靖三十九年趁粤闽赣一带海倭山寇交相蜂起

之机而起事和建立 /飞龙国 0过程中, 得到大埔 /贼0杨舜
等的支持, 杨舜因而被分封为王: /大埔贼肖晚、罗袍、杨舜

三人因与琏歃血, 琏为长。而诸巢数百辈皆附之。于是琏

封晚、袍、舜三人为王, 其余伪授官不可胜记, 而琏自称飞

龙人主。0 [14] (郑明选《南京兵部侍郎北川陆公行述》, 卷452)这个杨舜, 是白

堠杨氏七世杨洪之子。乾隆《杨氏族谱》称其及兄弟尧、

汤、孔 / 皆 荡 秩 不 自 检 束 0, / 率 以 奢 侈 结 匪

人0 [ 15] (杨拔元《八世祖直斋公行述》, 备考卷6)。

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调集粤、赣、闽三省官兵 7万余人,

分五路围攻, 其中一路就是攻打白堠。关于攻打过程, 当

时广东著名士绅黄佐所撰《岭东平三饶寇碑》说: /右哨由
大埔胡料乡, 以掣其臂, 则分巡南韶佥事贺君泾与浔梧参

将祝君明监统之。攻克白堠、吴家畚等巢。而饶平连结大

埔之凑, 遂摧折矣。0 [ 14] (卷69)可见白堠是 /飞龙国0的一部

分, 并为主要巢穴。平定张琏之役 /斩级六千六百余级,招

降安插男妇一万五千一百余口0 [ 16] (卷11, P3)。白堠各姓受

到沉重打击, 杨姓、李姓各被杀一百余人, 杨舜及两个弟弟

俱死, 财产被没收。长兄杨尧则隐姓埋名, 被 /安插0在饶

平县上饶坑背 [ 17] ( P40)。而其叔父富豪杨淮因与官府配合

密切, 在花费了大量财产后得以脱身 [12] (备考卷6, P14~ 17)。

/治国之要,教化为先; 教化之道 ,学校为本。0县令郭

某在大兵镇压张琏起义后, 为使当地人服从国家统治, 普

遍设立社学, 积极在乡村推行教化政策: /各社礼教不及,

民用蹈于匪彝, 侯为申明,置立社学, 且量拨没官田土以赡

社师。复议立乡约, 宣扬圣谕, 演为说文诗歌, 颁布各社,

期于遵行, 以训迪民间子弟, 良切风教。0 [ 11] (卷下, P19)而大埔

山民经过官军的多次打击后也认识到,对抗官府要付出巨

大代价。因此在官府教化之下, 埔民 /咸畏威守分, 力穑服

勤, 无啸聚弄兵之徒也, ,差输以时完报0 [ 11] (卷上 , P32)。

要和官府拉上关系, 提高社会地位, 取得控制乡村社

会的合法性, 在 /学而优则仕0的社会环境下, 惟有读书科

举一途。而读书科举的重要性, 在白堠有着关系身家性命

的传奇。在这次 /灾难0中, 杨淮之所以能够脱难, 除身为

富豪外, 相传最主要的是他曾有恩于几个读书人和为官

者。福建龙溪县举人陈令在去潮州府任职时, 途经白堠,

妻子难产, 得杨淮救助才得以平安。福建福清县书生陈仕

贤、张谷游学粤东时,被杨淮以优厚待遇聘为塾师, 但并无

学生可教, 因而得以专心准备科举考试, 考前又得杨淮厚

赠。后两人先后考中举人、进士,任职于广东臬司和刑部。

杨淮因其侄子杨舜事受牵连,在潮州府被捕盗通判陈令所

开脱。在被送至省里审判时, 又为陈仕贤、张谷所救, 因而

幸免于难。这些人通过科举而取得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权

和地方事务的处分权, 使杨淮深刻认识到读书科举的重要

性。因此在回家后, 不惜重金建筑了规模宏大的书院 ) ) )
大 书 斋, 并 为 子 孙 / 延 师 教 诲, 劝 学 不

辍0 [ 15] (杨拔元《八世祖直斋公行述》, 备考卷6) ,希望他们能够走读书科举

为官之路。

白堠杨氏、肖氏等从弘治年间起,就有人读书, 但效果

不是很显著。 /张琏之变0过后, 白堠各姓明显改变了对

官府的态度, 读书参加科举的人越来越多。至崇祯年间,

白堠先后有杨廷纪、丘大复考中举人, 并成为对付地方 /寇

乱0的一支重要力量。

明末万历以来, 粤东地方动乱不断, /寇贼猖獗 0, 先

后发生 /钟大魁之变0等数十起。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崇祯
元年的平远苏峻等 /五总之变 0, 崇祯三年的 /钟凌秀、叶

阿婆、陈蜡烛之变0。他们 /流窜 0于粤闽赣之间, 地方社

会动荡不安 [ 18] (卷7,《兵事部》)。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士绅,

纷纷组织乡兵进行抵御。崇祯三年, 钟凌秀等率众千余从

福建平和等地 /抢劫0回平远途径白堠时, /白堠乡兵乘其
饥疲, 斩获无算,擒巨魁吴四舍0 。而白堠乡兵之起, /首

倡者文学勗起杨绍震暨杨绍霞0, /而君鼎杨遇、须及杨廷

纲、君卜杨选,皆文学之有志请缨者, 相与协赞从事 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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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秀才组织和统率的乡勇被县城茶阳乡绅饶墱称为 /真我

邑之干城0 [ 19] (饶墱《白堠乡义勇公阡寇记》, 卷36)。可见经过七八十年

的教化后, 白堠人已完全改变了以前的传统, 实现了社会

转型, 一批受过儒家正统思想薰陶的士绅正在崛起, 并成

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二、/同堂七魁 0所见白堠科举之盛

自明末崇祯年间有人考中举人后, 白堠科举开始崛

起。虽然清初社会局势动荡不已, 但白堠人顺应时代潮

流, 科举业仍得到发展,至雍乾年间发展至鼎盛。

/丁卯棘闱开铁网, 杨家七子何济济。人号双珠出老

蚌, 德基锡恩宁馨儿, 必诜德徵吾犹子, 棣萼交辉光陆离。

桂林老守霜入髻, 闻信不觉扬双眉。上官同僚齐举贺, 共

道此事 天下稀。文章遇合 偶然耳, 根深实 遂良有

以。0 [20] (卷中, P173)这是杨淮的六世孙杨缵绪为两个儿子中

举而写的《为廷、砀两男竖旗祭祖祝文》中的一段。乾隆

十二年九月, 时任广西桂林府知府的杨缵绪接到家信, 得

知在该科乡试中, 杨家有 7人同时中举, 其中两人是杨缵

绪之子, 其余 5人是其侄子, 从而获得 /同堂七魁0之誉。

兴奋之余, 他当即写成该文,着家人送回白堠老家, 告祭先

祖。

名闻天下的 /同堂七魁 0现象, 在白堠确非偶然, /根

深实遂良有以0。自 /杨舜事件0后杨淮重视读书科举以
来, 白堠开始形成重视文教的传统, 逐渐积累至深厚的家

学渊源。白堠第一个贡生杨善 ,嘉靖年间 /家居教子 ,甚有

义方0 。其孙绍霖、绍震, 曾孙联珠先后于明末清初 /俱以
岁荐, 世其业0 [19] (卷28, P1)。即使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过

程中, 仍攻书不已。如薰, /申酉之季 ( 1644~ 1645)四方鼎

沸, 干戈蜂起, 避居围寨, 东西迄无宁宇。父 (士薰 )攻书

昼夜不息0 [4] (上编 , P68)。秀才丘宗文甚至对子侄说: /今天

下丧乱, 汝第读书以待天时可也。0 [ 21] (丘建猷《七世祖洪正公行述》)。

杨廷章在鼎革之际, 除留下口粮田外, 将大部分田地贱价

出售, 以所得 /力购古书, 延名师, 以敦训儿曹0, /厥后子
孙, 列庠序者十余辈,选贡登科第,亦不乏人0 [ 15] (备考卷 4)。

正是由于这些有识之士的提倡和身体力行, /迨至亲

党之后生小子, 闻风而发愤, 考德而问业, 因之胶庠鹊起,

斯文蔚兴 0 [4] (上编 , P75)。也正是这种在动乱中对社会稳定

的冷静而理性的肯定判断, 于社会动乱中反其道而行, 在

乱世中读书, 不断积累, 一旦局势稳定, 国家开科取士, 则

占得先机, 从而取得成功,为科举兴盛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中 ,白堠人依附粤东地方豪强

吴六奇集团, 后又随吴六奇归附清政府。在顺治八年清政

府任命的第一任大埔县令到任后,白堠人即纷纷参加科举

考试。其中堠南人杨士薰、杨士 兄弟考中秀才, 堠北肖

翺材在乡试中更是考中第二名举人,引起世人注目。顺治

十五年肖翺材考中进士, 再次名震粤东, 标志着白堠科举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肖翺材等人的鼓舞和引领下,白堠科举至雍乾年间

相当兴盛。总观乾隆二十年以前白堠的科举,有如下引人

注目之处:

人数多, 占全县的比重大。据嘉庆九年《大埔县志#

选举志》统计: 白堠共产生翰林 4 人, 占全县总数的

66. 7% ;进士 11人 (其中杨姓 8人 ), 占全县 61. 1% ; 举人

41人, 占全县 47. 8%。明代有 /父子进士0之称的茶阳显

族饶氏, 这一时期仅考中进士 1人,举人 8人,不及白堠杨

姓的 1 /4,更无法与白堠地方相比。而且自明末崇祯年间

以来, 历朝延续不断。据统计,白堠顺治年间中举人 2人,

进士 1人; 康熙年间中举人 7人,进士 3人 ;雍正年间中举

人 11人 ;乾隆前期中举人 21人, 进士 7人。

相对集中, 社会影响大。入清以来,每次生员考试,白

堠都有数人入学。甚至有 1年全县共取中秀才 12人, 其

中白堠杨姓竟占了 10人。进士、举人考试同样相当突出。

堠北肖宸捷于康熙五十七年考中进士, 被点为翰林。 3年

后, 堠南进士杨之徐之子杨缵绪亦做了翰林, /太史堠乡南

北居0 [ 4] (下编, P145), 一乡两翰林, 而且还是表兄弟, 传为佳

话。杨之徐本人亦赢得 /父子进士0的称誉。杨之徐的孙

子杨允玺于雍正二年考中举人, 其家被称为 /三世科甲0。

杨之徐的另外两个儿子杨黼时、杨演时先后于乾隆元年、

十年先后成为进士和翰林, 号称 /一腹三翰林0、/杨氏三

株0 [ 19] (卷20, P12)。在乾隆十二年 /同堂七魁0之前两年,杨成

梧、杨演时、杨文振 /同捷南宫 0, 白堠杨氏 /同榜三进士0

就已经名闻全国了。

随着科举人才的崛起, 这批士绅在乡居过程中, 以正

统儒家理念重新整合清初以来的地方社会,从而对乡村社

会的变迁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土堡楼寨 0与乡村聚落化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 先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

农民起义, 后有清军入关及各地的 /反清复明0, 动荡长达

50年。而在粤东地区, 一直到康熙十九年清兵攻占达濠

寨、丘辉逃往台湾,社会局势才稳定下来。在此之前, 闽粤

地方割据势力梁良、江龙、刘良机、吴六奇等, 往来于大埔

各地, 白堠受到沉重打击,人丁被杀,财产被掠, 住房、祠堂

被烧。

面对动荡的社会局势, 为保护生命财产, 各乡村纷纷

修筑传统的防卫设施 ) ) ) 土堡楼寨,增强自卫能力。正如

肖岁材在寻求建造 /鸣凤楼 0的合法性时所说: /楼以防

变, 非必变而始楼也。国家筑城凿池,设兵守之, 无非为保

民保邦计。而乡村之远于城者, 则有土堡楼寨。凡以守乡

里, 保宗族,亦即所以翼国也。0 [ 22] (肖岁材《鸣凤楼记》)

顺治元年, /明祚鼎革之际, 寇贼四起。乡人杨廷拱、

杨士 蔚 等, 率 众 于 白 堠 乡 中 筑 土 堡, 练 丁 壮 自

卫0 [ 23] (卷2, 《白堠堡》)。修筑了宁远楼, /外捍而内卫者无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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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0 [ 24] (卷下 , P52), 族人得以安然无恙。肖氏建有鸣凤楼, 后

又增建保定楼。杨氏增建职思楼、三和楼、源溉楼、花萼楼

等, 池氏建金汤围,张氏建大土楼等。这些楼都非常坚固、

结实, 并且规模很大。如鸣凤楼, /周六十间, 层而上之者

三0。康熙初年肖其宽所建之保定楼, /楼寨三层, 成圆

形, 为房室一百五十余间。周围开走马通巷, 外墙遍设炮

眼, 便于战守,重门铁闸, 异常坚固。寇至, 族众皆避居其

中。甲寅三藩之变, 耿精忠遣兵四出, 闽寇田养民煽乱大

埔县境, 舜民 (即肖其宽 )复捐谷二千余石, 备器械, 严守

御, 乡里赖安0 [23] (卷5,《保定楼寨》)。

这些倡建者多是有力量和影响的地方士绅。他们凭

藉在地方上的声望, 以及对保卫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充当了修筑围楼的倡导者。鸣凤楼于康熙七年被大洪水

冲塌, 监生肖其宽 /随合族老, 谋移建 0。宁远楼也塌于这

次洪水, 贡生杨士熏 /亟倡建复。及堡成, 而寇至 ,族众依

以捍卫0。 /一乡烟口, 不下数百家, 悉棲保楼中, 赖以生

全。0 [4] (上编 , P61)三和楼倡建者贡生杨鲲云, /念旧有职思

楼、宁远楼,为防守计, 而人众恐不能容,倡筑三和楼, 鼎峙

犄角, 有备无患0 [ 15] (备考卷2, P23)。

土堡楼寨的建立, 一方面为族人保护生命财产提供了

保障, 增强了防卫能力。 /族之人聚于斯, 血脉流贯, 众志

成城, 其 捍 灾 御 患, 若 手 足 之 捍 头 目, 不 令 而

速。0 [22] (肖岁材《鸣凤楼记》)另一方面为族人聚居提供了条件, 并

由此改变了乡村聚落形态, 使各村落宗族由散居变为聚

居, 增强了宗族的内聚力。在这一过程中, 地方士绅无疑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敬畏礼教 0与村落宗族化

面对明末清初人心思乱的社会环境,白堠士绅们非常

清楚, 要团聚族众,约束村民, 消除不稳定因素, 使地方免

于成为 /盗区0,须重建社会规范 ,确立一个等而有序的社

会。而当时可以直接利用的, 就是顺治九年颁行的《六

谕》和康熙九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 /敦孝弟以重人

伦、笃宗族以昭雍睦0等规定 [ 25] (卷2, P13)。为此, 他们对官

方认可 的宗族社 会组织 形式进行 重构, / 齐以礼

法0 [ 15] (《续修族谱序》) ,用官府提倡的礼教来规范族人。其主

要措施是重建祠堂、制订族规、创设族产、编修族谱等, 从

而形成村落宗族化过程。

祠堂作为宗族的象征,是宗族成员明世系、讲昭穆、明

礼让的神圣空间。清初的白堠士绅非常明白祠堂的重要

性, 他们借鉴宋儒程颐的做法: /物本乎天, 人本于祖。故

世代远, 裔胤蕃, 上溯所自, 祗根于一人之身。则营建宗

祊, 因 之 岁 举 时 祭, 用 伸 报 本 之 诚, 礼 也, 亦 情

也。0 [15] (备考卷3, P1)既然子孙都是由同一祖宗所传, 因此建祠

祭祀祖先以聚合人心相当重要。明末杨氏、肖氏所建祠

堂, 在明清鼎革之际均毁于战火。同时世道不靖, /不清不

明0,人心思乱 [ 1]。那些认同清政府并获得功名的士绅,

便急急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 其首选措施就是建祠堂。

肖翺材考中进士回乡后, 即倡建宗祠, 于康熙元年建成心

藏堂, 杨士薰也于康熙六年建成延庆堂。他们定期组织祭

祀活 动, / 瞻拜其 下者, 仁 人孝 子之 思, 复油 然兴

矣0 [ 4] (上编, P133)。

为进一步整合族众 ,士绅们还以 /礼以义起0为由, 以

开基祖为始祖, 定为大宗, 以分房祖为小宗, 兴建一批宗

祠, 建立大小宗制度。杨氏本只有四世祖祠, 开基祖附祭

其中。至康熙初年, 贡生杨士薰认为于礼不合, 谋建祀奉

开基祖的大宗祠。后由其子杨之徐于康熙二十八年建成,

祀奉开基祖, 从祀二、三世祖。并从嫡长子中推选宗子,每

当春秋祭祀, 由宗子主祭。以四世祖祠为小宗祠, 主祀分

房祖四世祖, 从祀五、六、七世祖。各房再依经济能力建筑

房祠。从此杨氏实行严格的大小宗制 [4] (下编 , P32)。肖翺材

登进士后, 先是倡修祀奉开基祖的大宗祠, 后又倡建祀奉

分房祖四世的小宗祠。丘、池等姓也相继建立了大小宗

祠。随着士绅的增多, 宗族的扩大,经济实力的增强, 所建

祠堂逐渐增多。据族谱统计, 至乾隆二十年, 杨氏有祠堂

15座, 肖氏 11座,池氏 4座, 丘氏 6座,祠堂在白堠乡村社

会中逐渐普及化。重建祖祠, 使子孙岁时祭祀瞻拜有所,

达到收族的目的; 而实行大小宗制度, 则进一步强化了等

而有序的礼制观念, 同时为作为宗族领袖的士绅合法地全

面控制宗族提供了事实依据。

为使宗族管理制度化, 各姓先后制订了以 /礼 0为核
心的族规家法。如乡绅肖俊章会同合族绅耆制订的肖氏

《族规》,共立 /户首办粮0、/立宗子0等 12条。其中 /戒斗

殴0条规定: /凡族间有事, 必先鸣之尊长、次房长处。不

听, 然后鸣之宗长, 以理直之。又不听, 然后鸣之约保, 自

有是非公论。若未投明而遽相斗殴者, 房宗长拿到宗庙中

重责。不服者, 合族攻之, 呈官治之。0 [ 22] (《族规》)明确规定

了宗族事务必须 /循礼0的处理原则。其它各姓都制订了

类似的族规。

/祖宗生我我生儿, 门户担荷更仗谁; 俗弊族繁贫日

甚, 义田乡校急维持。0 [ 4] (下编, P129)这是杨之徐在得知儿子

缵绪考中进士并选为翰林时写的信,从中可知解决族大人

繁的生计问题成为当时士绅们所面临的一大难题。随着

清初粤东社会逐渐稳定, 白堠各姓人口飞速发展, 其中以

杨姓和肖姓尤为突出。杨氏宗族在清初仅数百丁, 至康熙

五十五年时 /计丁二千有余0 [4] (下编 , P49)。肖氏男丁也在千

人以上。人口的猛增, 导致生存资源非常紧张, 杨之徐不

只一次地感叹: /迩来家口浩繁, 贫病交功, 日坐愁

城。0 [4] (下编 , P47)原有的公共产业 /公尝0, 自明末动乱以来,

/耗于强食矣0 [ 4] (上编, P75)。一旦发生自然灾害, 便难以救

助。为此, 各宗族首领积极倡导以祖宗名义建立和拓展共

有财产, 设立蒸尝、义田, 发展共有经济, 增强宗族的社会

保障能力。

杨氏在杨之徐、杨天培、杨缵绪等士绅领导下, 先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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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拓展了始祖、四世祖、六世祖等烝尝。雍正六年经杨

之徐倡议, 以宋代范仲淹为榜样,设立宗族义田, /以瞻鳏

寡孤独, 及贫死而无棺者0 [ 4] (下编, P254)。肖氏在肖翺材、肖

其宽等倡导下, 创立和拓展了始祖、二三世祖、四世乐耕公

等公尝。康熙十七年, 为避免 /地方当役0科及穷户, 监生

肖其采捐出田产创设 /义田0, 所收租谷作为肖氏宗族每 5

年承担一次地方差役的费用。 /如其有余, 则累利息。俟

其盛大, 增置田亩, 以丰祖祀, 建义学。0 [ 22] (《义田碑记》)据乾

隆族谱统计, 至乾隆二十六年, 杨氏共设有蒸尝 66份, 田

产 1905亩, 每年所收租谷达 73万余斤, 此外还有店铺和

大片山林。肖氏蒸尝租谷在 20万斤以上, 丘氏 5万斤以

上。这些公尝、义田所得, 除了祭祖、纳税等外, 每年要分

给宗族成员丁子谷。如遇灾荒, 则于宗祠煮粥赈济。庞大

共有经济的创设, 为宗族成员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为使族众清本源 ,定尊卑, 明礼守法,各宗族在康乾年

间相继撰修了族谱。杨氏在康熙以前没有族谱, /自始祖

迄今, 十六世矣。十世以前, 族人稀少, 虽无谱, 犹寥寥可

数0。但 /此数世之内, 蕃衍盈千, 出入相过,几如途之人,

漠不相识, 不有谱以联属之, 系派亲疏, 势将散乱而不

理0 [ 15] (杨鲲云《修族谱序》)。引起了绅耆们的忧虑。 /勤劳祖事0

的贡生杨鲲云花了 6个月的时间, 于康熙五十五年修

成 [ 15] (杨之徐《族谱序》)。肖氏 /上代虽有谱, 未登梨枣, 抄写有

限, 且多差讹,兼残缺不备0。至乾隆七年,由监生肖惕斋、

俊章、凤翔编成。肖凤翔认为所编族谱对族众遵循礼义具

有重大意义: /岂徒记乘也乎? 实欲收族以尽亲亲之义也。

既知亲亲, 则上以祖宗, 下以贤贤, 宁有不知尊之敬之哉?

人道之大, 孰大于是! 0 [ 22] (肖凤翔《谱序》)

宗子主祭, 祠堂普及, 族产拓展,管理制度化, 使白堠

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宗族化过程。建祠堂, 编族谱, 强化

了宗族成员的精神认同; 定族规,建立了宗族成员的行为

规范; 拓祖尝、创义田, 为宗族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这

批乡居士绅的目的, 则是通过宗族网络的建构, 在地方推

行国家礼教, 从而取得控制社会的权力, 成为村落宗族社

会形成和运作的精神领袖。如进士杨之徐,自康熙四十年

去职回乡担任宗族领袖后, 以儒家伦理 /名教 0为标准处

理族中事务。其大致经历, 正如其雍正五年所说: /族人质

成, 排难解纷,不遗余力。列祖尝祀, 提纲挈领, 俾有成规。

三十年来如临如履, 战战兢兢, 唯恐大德踰闲, 以获戾名

教。0 [4] (下编 , P247)

正是由于这批士绅担任宗族首领,以儒家礼教理念整

顿族务, 使白堠人得以保聚乡里,度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

乱, 进而重构宗族社会,实现村落宗族化,逐渐建构起一个

完全由士绅所控制的乡村社会, 形成 /敬畏礼教0的社会

风俗 [ 26] (卷40, P37) ,成为整个大埔县社会秩序最好的地方。

/埔邑为乡,不下数十。求如堠乡之士守卧碑,民安耕凿,

未之能或先也。0 [ 26] (卷40, P65)各宗族和谐相处, 共聚一区,共

同促进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五、/白堠夙称邹鲁乡 0

对于白堠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盛况,康熙三十八年大埔

同仁 (今湖寮 )人吴达源就有 /景彼堠山真烈烈,世间英才

常不绝0之说 [4] (上编 , P201)。而杨之徐在其康熙四十八年生

日那天吟诗曰: /功名富贵不妄求, 饱言仁义施广誉; 白堠

夙称邹鲁乡, 昆友十人事不常。训子义方犹在耳, 满庭诗

礼庇余庆; 弟兄切思年方壮, 游泮科名累相望。0 [ 4] (上编, P289)

其以自己家族为例, 具体描述了白堠被时人视为 /邹鲁

乡0的文化之盛。

明代嘉靖年间被视为 /贼巢0的白堠, 至康熙年间, 村

中已是书馆林立, 诗书气氛浓厚。据调查, 在近代教育改

制前, 杨氏学塾 30座以上, 肖氏 20座以上, 丘氏、池氏都

在 5座以上。很多学塾在清初甚至更早时就已创立。如

清初肖文明经商成巨富后, 建宅二座, /筑书台, 教子孙

读0。肖岁材 /建宅三处, 皆造书室, 延师教子0 [ 22] (《谱序》)。

而杨淮于嘉靖末年所建的大书斋, 虽曾多次维修, 但作为

学塾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远近闻名的杨氏义学, 则由杨

之徐归田后倡设, 以四世祖祠为学堂, 由族中名儒主教。

众多学塾的建立, 科举人才的不断涌现, 使白堠成为远近

闻名的 /邹鲁乡0。

白堠文人不仅精于科举制艺, 而且善于诗词歌赋, 广

交文友。肖翺材与程乡 (今梅县 )李士淳等名士, 互相唱

和, /大文尤雅重当时0,名重一时。 /凡寿序、墓志、诔章、

疏引之属, 登门求者, 踵相接。亦刻板行世, 名《松存轩文

集》。0还著有《松存轩诗集》、《韩江萃英录》等 [ 22] (《谱序》)。

杨之徐结交的文人更多, 往来赠答, 异常频繁。一生著述

甚丰, 康熙三十五年刻有《企南轩诗文前后集》行世, 后又

撰有诗集、文集若干卷。据民国《大埔县志# 艺文志》及
田野调查统计, 清前期白堠文人著述达 70种以上, 成为当

地有名的文献之邦。

大量的文化输出, 也使白堠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自清

初以来, 白堠人口发展迅速, 谋生艰难。很多文人发挥文

化优势, 从事 /舌耕0,就教于大埔、饶平、永定等周边城镇

乡村的学馆、书院, /以馆谷为恒产0。如肖翺材曾就馆于

程乡李士淳家的松梦斋和丰良吴文源总兵家的青柳馆,杨

之徐曾设馆于河源、茶阳、平和。其中不少很有成就, 对于

推动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杨演时被潮

州知府周硕勋聘为龙湖书院山长, /其乡之士 ,习文风翕然

丕振, 登贤书者多人0。后又历任广西秀峰、福建鰲峰等书

院山长, 名澡一时 [ 19] (卷20, P12)。而对岭南社会影响最大的

是杨缵绪。雍正十二年受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

斌聘请, 掌教于初设之广州粤秀书院, /广莞人士,闻其风

采, 咸思执贽登龙经, 赏识者皆当时俊髦 0 [27] (卷14, P7)。他

/楷模后进, 陶铸英才 , 立书院条约, 敦崇实行, 雅尚清

真0。结果 /二年内文风丕振, 髦士蒸蒸 ,列贤书登黄甲居

清要者, 从此不一而足。其德业闻望, 为广东人士所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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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0。清 代广 东第 一个 状元 庄有 恭, 就 是他 的学

生 [ 20] (卷中, P19)。

六、结语

以明代嘉靖年间的 /杨舜事件0为契机, 白堠人读书

应考, 逐渐与官府建立起密切联系, 地方社会开始向士绅

社会转型, 从而改变了传统 /贼巢0的社会形象。至明末

清初, 不断有人考中举人和进士, 不仅数量多,而且社会影

响大, 使白堠逐渐发展为地域文化中心, 成为远近闻名的

/邹鲁乡0。
科举的发达, 文化的兴盛, 并不是中原衣冠士族的遗

留, 而是在经历官府平定 /贼寇0的洗礼后, 经过数代人的

积累之后才得以实现, 是国家推行教化政策和地方宗族重

视的结果。随着士绅阶层的崛起,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动

乱的背景下, 推行国家礼教, 规范社会秩序, 重构乡村社

会, 不仅使宗族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而且对地方

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实现由 /贼巢0到 /邹

鲁乡0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士绅阶层充分利用各种国家和

社会资源, 逐渐控制乡村社会, 儒家礼教观念和道德规范

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思想, 从而使乡村的社会控制形态与

社会组织, 乡民社会生活较之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一过

程充分体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 而处于中

介的士绅则起着主导作用。

村落宗族化, 是宋明以来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但因地域社会发展轨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福

建莆田平原, 郑振满理解为 /宗法伦理的庶民化0; 而在珠

江三角洲, 科大卫、刘志伟则理解为 /庶民用礼教把自己士

绅化0 [ 28]。曾为 /贼巢0、地处偏僻山区的白堠村落的宗族
化过程, 则是伴随着清初士绅阶层的崛起, 为解决所面临

的迫切社会问题, 通过推行国家礼教而逐渐控制宗族权力

的过程。

白堠虽为个案, 但由 /贼巢 0到 /邹鲁乡0的社会变迁,

在粤东北客家地区具有普遍性。明正德以来,粤东地区正

经历着一个大开发的时期, 同时也是族群冲突、融合最剧

烈的时期, 农民起义、土豪占山为王等事件层出不穷, 社会

动荡不居 [ 29]。对此,乾隆年间大埔人饶堂曾有追叙: /吾

埔居岭海之交, 依山则伏莽凭陵, 近洋则海氖叵测。计自

有明一代, 为盗贼蹂躏,一寇未平, 一寇复起, 征剿旁午,求

数十年戢宁安堵, 了无可得 [ 30] (《汇志》, P106)。清初以前的程

乡、大埔是粤东 /寇乱0最严重的地区, 社会动荡不安, 经

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但至康熙二十年社会稳定后, 逐渐

发展成为客家地区科举文化最发达之地 [ 3] ( P20)。通过对

白堠乡村社会变迁的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客家

人重视文化的缘由, 进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客家传统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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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how com plex and abundant the reader is. En lightened byWo lfgang Ise r. s v iew that works is a k ind of response- inv iting struc-

tu re, it po sits that readers shou ld be ano ther k ind of response- inv iting structure. It attemp ts to g ive lite rature reception a theoretic

descr iption as clear as po ssib le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psycho logy and ph ilosoph ica l herm eneutics. Therefore, the reade r. s re-

ceptive a ttitude cou ld be accommodated before they com e into wo rks.

K eywords:  the reader; w orks; response- inv iting structures; litera ture reception; fusion of horizons

From / Lair of Thieves0 to / Country of Culture0: The SocialChanges
in Baihou V illage in Dapu County in the East ofGuangdong in the

LateM ing and Early Q ing Dynasties

X IAO W en-p ing

(Departm ent of H 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H akka R esearch Institute,

J iay ing University, M eizhou, 514015)

Abstrac t:  The lo ca l soc iety exper ienced a process from turm o il to stab ility in the lateM ing and ear ly Q ing dynasties in the east

o f Guangdo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 f Ba ihou V illage in Dapu County, th is paper investiga tes the em ergence of country gen-

try. s stratum and the ir influence on and function in local soc ial changes from turm o il to stab ility. It is o f g rea t importance to un-

derstand the de tails and innerm echan ism s o f the soc ia l transform ation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and the trad itiona l so cial form a tion

o fH akka.

K eywords:  lair of thieves; im perial exam inations; country of cu lture; socia l chang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Dyke Board of the PearlR iver Delta

TANG Fu-man, ZHOU X ing-liang

(Departm ent of H 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 t:  The Board o f D irectors of Dyke was a kind o f g rass- roots o rganiza tion, which a im ed atm anag ing the dykes in the De-l

ta of Pear lR iver during the pe riod o f the Late Q 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 f China. It p layed an im po rtant part in m as-

ses m otiva tion, m oney co llection, flood-prevention and irriga tion-d isputem ediation. A t the same time, the lo ca l governm ent tr ied

its best to strengthen them anagem ent of the Boards, bu t its autho rity had never penetra ted into the basic units o f thew ater conse r-

vancy.

K eywords:  the De lta o f Pearl R ive r; the board o f directors o f dykes; grass-roots unit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School. s Power and Influ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 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ZUO Song-tao

(D ep artm ent of H 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 t:  The de tailed study on the condition o f the trad itional schoo ls ( S ishu) and the teachers ( Shushi) after the abo lish-

m ent o f im per ia l ex am inations is scarce a t present. Som e scho lars insist that from then on Shush i has lost the righ t o f speak ing in

the society, however, the h istor ica l facts show that dur ing a long per iod from the la te Q ing to the ea rly Repub lic of China, it is

Shush iwho has education pow er but no t the teacher of the m odern schoo ls. The common people d id not accept the m odern

schoo ls.

K eywords:  abo lishm ent of im peria l exam inations; Sishu; Shushi; lateQ 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 f Ch ina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