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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
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 ) ) 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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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 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 由动乱频

繁的 /盗窟0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 /邹鲁乡0。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

个人文集, 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 ,以儒

家伦理为指导, 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 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

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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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广东、福建、台湾、香港

新界等地的一系列历史人类学研究表明, 在南中国,

乡村庙宇往往是社会地缘关系的最重要标志和象

征。¹ 同时,也是地方社会认同国家的重要象征场

所。如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既是标准化

神明信仰地方化的过程, 也是地域社会在文化上进

一步整合到大传统中的过程, 两者相互渗透。º 陈

春声认为宋代至清代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出现和流播

的历史,与潮州地区农村社会逐步融入 /国家 0体制
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个过程,又可能被当地士绅

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本文以粤东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探讨明清之际

民间信仰的变化与地域社会变迁的关系。考察这一

时期白堠民间信仰变化过程中,发现地方社会与国

家认同之间关系密切。当地的五显大帝、三山国王

等神明的崇拜与祭祀, 与该社区的发展有密切的联

系。在明末清初士绅阶层崛起后, ¼士绅对传统以

来的神明进行整合和重新解释,从而使民间信仰呈

现明显的儒家化和正统化倾向。

一、白堠的主要庙宇

国家以神道设教,将其视为建立统治、教化乡民

的重要手段。 /圣王成民而致力于神, 祭法所陈, 皆

设教之微旨也。屈原放废, 爰著 5九歌 6。其民间之
祠祭乎,然名义已稍殊矣。自孝武立仙观以祈年,孝

明得妙门于西竺,教濅广, 徒亦濅众。栋宇连云, 缁

黄宅之。国家因而不废,将以资清净,祈福祥, 昭灵

贶, 犹是为民之意焉耳。0½官府允许民间设庙祀神,

其目的在于 /资清净、祈福祥、昭灵贶 0, 满足百姓各
种社会和心理的需要。

以合符官府的标准,嘉靖年间白堠登录于官方

文献 5大埔县志 6/祀典0的有两座佛教寺庙。 /端平
寺, 在白堠村溪北, 今为乡约会所。万寿寺,在白堠

村溪南。0¾后人考证,端平寺也在溪南。¿ 全县共 9

座寺观,白堠占了 2座,说明当时白堠寺庙文化相当

发达。至康熙年间,所载录者仍为这两寺,外加杨泷

于万历年间所建之文昌阁。 /白堠文昌阁, 在白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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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马佛山,邑人杨泷倡募鼎建, 为一方关锁。0¹

但于民间社会,普通百姓所祀奉的不合祀典的

神明相当多而且杂,民间信仰相当发达。以官府的

角度, 其突出特点是 /淫祀 0。º 嘉庆 5大埔县志 6的
编者认为: /埔民所祀, 除合于祀典外, 亦殊多不经

者。然已庙食其土, 或实能为民御灾捍患, 未可知

也。故并得而汇志焉。0» 在所纪录的各地宫庙中,

白堠地区许多 /不经者 0冒了出来:

五显庙,即下洋宫,祀五显大帝; 上洋宫,祀

三山国王;憩斯亭,祀观音,在白堠马山之麓,康

熙五十五年进士杨之徐等募通乡创建;筀竹宫,

祀五谷大帝;四帝宫, 岁贡肖成中等倡建;滑濑

宫,又名明贶庙, 祀三山国王; 车头坊有车头

宫。¼

以上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田野调查中,

我们发现堠南还有龙尾宫、祀平政公王、金汤围关帝

庙、祀关帝; 堠西有茶亭下观音庙、祀观音、水口公王

庙,祀唐葛公王、堠西伯公庙、祀石伯公;堠北有梅树

滩的妈祖宫、祀天后、林屋有关帝庙、祀关帝;堠东有

城前角都衙庙、祀李都衙, 等。各宫庙至晚在清前期

即已设立。有的房屋大堂亦设神位, 人神共处,神与

祖宗并祀。如 /文明毓秀 0的惭愧祖师,得辅堂的观

音,三和楼的三山国王,堠北肖氏大宗祠椒远堂的五

显大帝。

另外,大埔地处山区, 人们在山路上每隔一定距

离即设一茶亭,内设神座,祀神明, 发挥宗教行善的

功能和作用。 /凡茶亭之设, 或先有寺观而后有茶

亭,或已设茶亭而招僧人看守,亦塑神像焉。0½在白
堠通往四周的山路上,亦设有不少神庙,如吊梨凹的

观音庙,九龙亭的观音庙等。

通过民间的神明系统祈福求祥的观念, 在乡村

社会中影响很深。传统白堠人认为, 一个地方在东、

南、西、北、中四面八方都要有神庙,不论佛道, 以镇

煞驱邪,居民才有安全感。因此白堠村的四周都建

有宫庙。认为属于道教的有村东的上洋宫 (三山国

王 )、村中央的下洋宫 (五显大帝 )、水口的滑濑宫

(即明贶庙, 祀三山国王 )、村西的龙尾宫 (祀平正公

王 )、村北的天后宫,其中前四者被称为白堠 /四大

宫0。认为属于佛教的有村中央的观音亭, 村东的

宝林寺 (惭愧祖师 ) ,村西的马山寺, 村南的双林寺,

村北的宝华寺, 后四者被称为白堠 /四大寺。0每当
全村作太平福举行迎神赛会时,要把各神庙里的神,

尤其是 /四大宫 0和 /四大寺 0的神明迎请到场。¾

虽然对于这种完备的神明系统的形成过程因文献所

限难以考究,但民间社会崇信神明的观念应是一种

传统。

考察民间信仰的发展历史,发现从明末以来,在

士绅的主导下,开始出现对传统神明进行重新整合

和解释的现象,从而呈现正统化与儒家化的倾向。

二、神明的地方化与正统性

白堠人普遍信奉的三山国王、五显大帝, /即清
远从古崇祀之福神也0, ¿民间社会认为是自古以来

所信奉的神明。

所谓三山国王信仰,源自隋朝以来粤东揭阳淋

田巾山的山神崇拜。 /肇迹于隋,灵显于唐, 受封于

宋。0À元至顺壬申 ( 1332)七月, 潮州路总管王元恭

请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兼经延检讨庐陵齐希孟所撰

5潮州路贶三山国王庙记6称: /潮州路三山之神之
祀, 历代不惑。盖以有功于国,弘庇于民, 式克至于

今日,,元时, 民实阴受神赐。潮之三邑, 梅惠二

州, 在在有祠。远近人士, 岁时走集, 莫敢遑宁。0Á

至元朝时,三山国王成为粤东潮梅地区普遍信奉的

神明。据陈春声的研究, 三山国王信仰在潮州地区

具有特别的地位, 尽管明清时期三山国王未曾被王

朝正式承认, 但历次 /毁淫祠 0中, 也未见有冲击三

山国王庙的记载。�lu

五显神据说起于唐代,但宋代始见于记载,洪迈

5夷坚志 6中记载神迹颇多。五显神信仰流行于江
西德兴、婺源一带, 是兄弟五人为神。至南宋时, 已

经跨越地界,影响至京师临安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

区,成为宋代重要的跨地区的民众供奉的神明。据

5夷坚志6记录的一些故事, 早期的神迹主要是施药

治病、预测仕进、助人生财等, 并没有什么特殊。因

屡显灵异, 每闻于朝, 都得褒封, 至宋末被封为王。

宋人又将五显与佛教的华光如来五显灵官大帝混为

一谈,因而五显又称为五显华光大帝。至于其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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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不同说法。 5新搜神记 6称为宋人萧永福的五
个儿子, 5铸鼎余闻6则称为南齐柴姓五兄弟, 5清嘉
录 6则称 /姓顾, 陈黄门侍郎野王之五子 0。后来综
合各种传说而成的佛教故事 5南游记6,认为五显为

佛教神,后投胎于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萧永富

家,因而姓肖。¹ 至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规定每岁

四月八日与九月二十八日官祭五显, 从而将五显纳

入祀典。

白堠杨氏三世祖杨敬宗等,于宣德元年 ( 1426)

捐资修建兰砂甲大埔角西泉寺 (位于今大埔县枫朗

大埔角 )。º 据调查,其主神即是五显大帝。白堠村

中所崇信的五显大帝,可能就是这个寺庙的分香。

但很明显, 这些神明都不在大埔官府的祀典之

内, /然已庙食其土, 或实能为民御灾捍患, 未可知

也。0虽然官府对其合法性持怀疑态度, 但还是默认

了。而于乡村士绅而言,则要时时受到考量和质疑。

因而士绅在重新建构传统以来民间所信奉的神明系

统时, 有意地将其与本地历史结合在一起,使之经历

了一个地方化与正统化的过程。

在调查中发现, 有一些神明被当作家神祭祀的

现象。如肖姓人认为五显大帝也姓肖, 并认为是祖

宗入乡定居时带来的, 因而将五显大帝作为祖先神

来看待;丘姓将李都衙作为家神; 而杨姓一些房族,

将惭愧祖师、观音等供于家中, 与祖先共聚一堂,成

为家神。据科大卫教授分析,这可能是为避免被认

为是 /淫祀0,有意将自己所崇信的神明作为祖宗带

来的家神,因而与崇拜祖宗一样具有合法性。»

关于村中神明的来历和传说, 少有文字记载。

不过多有 /灵异0的传说, 成为村民信奉的合法性依

据。如上洋宫的三山国王, 在崇祯三年抗击 /流寇 0
时,被士绅作为号召乡人抗敌的标志:

恭迎明贶三山国王主盟, 即清远从古崇祀

之福神也。义旗一竖,荷戈者云集。祝神祈剿,

三告皆吉。勗起等歃血誓师,握筹运饷,特立赏

格,载约簿, 条款森然, 人争奋勇. . . . . .夫二次

杀贼,皆未时授首擒渠, 信有之。山凹对垒,贼

见我乡兵中有绯衣长髯、张黄盖、提大刀以当先

者,此必三山国王之神威灵赫奕故。么麽小丑,

俱于白堠地方剿灭, 从征乡兵, 不损一丁,则神

力显佑,为不诬。¼

作为自古以来被奉为一方 /福神 0的三山国王,

在社会动乱过程中成为团聚乡人抵御外敌的象征,

为保卫白堠作出了贡献。

白堠人崇拜观音,相传也是因为观音有功于白

堠人。观音庙位于村落水口地方, 乡人俗称为 /把
水观音0, 或 /水口观音0。白堠人称倭寇为 /红毛 0,
相传当年 /红毛 0来到白堠时, 水口观音 /显灵 0, 让
白堠人到高礤避难,因而白堠人没有受到很大损失。

当 /红毛0沿清远河到达南山村时,相传南山的杨林

太公也 /显灵 0, 突然出现浓雾, 使 /红毛 0看不见南
山村落,因而一直沿河往大产过福建去了,也没有受

到损失。½

追溯历史, /倭寇 0确实来过处于山区的大埔。
在张琏授意下,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 海阳 /贼首 0王
伯宣 /入海道倭犯潮 0。¾ /三十九年夏六月倭奴入
境, 知县马俶芳败之。后再入寇, 至冬十一月乃退。

初倭奴数百由县境大黄坑抵双坑, 屯扎四月 (日 )。

趋湖寮,攻破河头, 屯扎十日, 大肆杀毁。知县马俶

芳动调产坑抚民关相、沐教抚民陈村等, 抵河头, 分

左右翼夹击, 贼大败。斩首数十级, 余党奔窜出境。

至八月,又有二千余贼复大举入寇,初屯三河月余。

进屯湖寮古城月余, 趋莒村、双坑, 抵枫朗, 共屯月

余。至十一月始迤逦出境。凡经屯劫之地, 横尸遍

野, 掳掠子女、焚毁民居无算,惨不可言,亦埔地之一

大劫运也。0¿ /倭寇 0由韩江溯河而上至大埔三河、
寮湖等到地,使当地人损失惨重。依地理路线而言,

倭寇由双坑至枫朗须经过白堠,而且确实进了白堠,

并造成了一定损失。如堠南下村后来成为六世杨玉

( 1488- 1524)专祠的孝庆堂, 相传建于明代, 下堂

就被倭寇拆毁。 /孝庆堂为我六世祖沈笃公专祠,

推祀五世祖裕后公,诒谋宏远,垂裕后昆。明季倭寇

拆去下堂。0À

无疑,以上传说将神明与地方历史结合在一起,

成为士绅将神明正统化的重要依据。士绅以儒家伦

理整合乡中寺庙,使之趋于正统化,始于明末。堠北

秀才肖端吉 ( 1560 - 1645) , /承父支分业, 力为规

划, 遂至巨万。气概端方,度量闳廓,乐善好施,济困

扶危,绰有长者风。0家产丰厚, /捐望楼下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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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坛。0¹于堠北望楼下地方, 建立了社坛, 奉五显

大帝为社神作福, 成为一乡祈福之所。族中老成肖

学诗 ( 1552- 1623), /勤学励操修, 怜恤贫寡, 解忿

息争。喜闻己过, 亦好规谏人, 多导人以善。0于明
末 /倡起福会, 买置田租, 以供新正朔五日坛福祀。

后人德之, 书名配享。0º 为使乡中每年举办的祈福
活动正规化,组织了福会, 由士绅主持,并捐资置产,

以每年所收租谷作为祈福活动的主要经费, 从而使

村民的祈福活动纳入到正统化的范畴之内。堠北肖

氏以五显大帝为主神举行的福会活动, 至今仍在举

行。

至康熙年间,随着白堠经济文化的发展,乡中士

绅对传统以来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

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担任乡约正的堠南贡生杨

凤来:

乡有宋代江濂夫妇旧遗屋地, 世为侯南公

业。凤来就其地,建约亭三椽,以祀其夫妇。时

集子弟讲约其中,正襟危坐,凜然不可犯。»

乡俗正月迎神, 四月田会, 五月龙舟,轮值

福首者,苦于无费。公鸠众置买青坑田租,所入

铢积寸累,建江公祠, 而孤魂之香火有托。他如

修葺桥道,神庙古刹, 不可胜纪。¼

杨凤来倡捐置产,为乡中的神明活动置买田产,

所收租谷为每年正月的迎神赛会、四月的田会,五月

的龙舟会等神明祭祀活动提供经费, 对传统的神庙

古刹进行修整,从而使村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得以正

常化和制度化。

在进士杨之徐于康熙年间主持祈福活动所撰写

的祈福文中,将白堠民众传统信仰的三山国王和五

显大帝当作掌管地方的社神,从而具有合法性和正

统性。如在康熙五十七年 ( 1718)秋季的 5方社会祈
秋福疏 6文中称:

食毛践土, 明神之诒。春有祈也, 秋则报

之。堠之南里, 伊谁是司? 三山五显, 无择人

斯。½

这种观念, 在其子进士杨缵绪乾隆二十六年所

撰的5募修五显大帝三山国王双庙簿序6中有更明
确的表达:

按 5礼6,天子为群姓立社曰大社, 其自为

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其自为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即今所谓里

社也。白堠一乡,居民数百户,例得立社。而历

代相沿崇祀者, 有两宫福主,一曰五显大帝, 一

曰明贶三山国王。其名号与社异, 而水旱祈祷、

秋冬报赛之举,咸在于是,其制与社同。明季沧

桑,伏莽之戎, 所在抢攘, 屡显神威, 保障一方。

殆祭法所谓 /能御大灾则祀之, 能捍大患则祀

之0者乎? ! ¾

杨缵绪从儒家经典 5礼记 6中寻找依据,认为白

堠一乡数百户,按例应该设立社庙。村中历代所崇

祀的五显大帝和明贶三山国王,名号虽不是社神,但

/其制与社同。0而且庙内都附有五谷神, 从而使三

山国王与五显大帝都具有社神的色彩。它们在明末

动乱之际, /屡显神威, 保障一方 0, 为保家卫乡、保
护一方百姓作出了突出贡献, 承担起了 /捍患御灾 0
的角色,应当受到村民的祭祀。

通过杨之徐等士绅的塑造,传统以来所信奉的

地方福神三山国王和五显大帝, 成为国家祀典所认

可的乡村社神,从而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统性。因而

三山国王、五显大帝成为村中作福、打醮等迎神赛会

等活动的主神,被村民世代所祀奉。

三、蔡仙人:塑造神明合法性的个案

士绅以其社会地位和影响,以儒家伦理塑造本

乡神明的社会形象,对传统神明重新解释,寻求其合

法性,改造传统乡村文化,充当了重要角色。下以蔡

仙人作为个案,试作分析。

白堠蔡仙圳,是堠北的重要灌溉水渠,但数百年

来, 村人不知道开圳的原委。对于这一神奇的水圳,

在乡中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历来有不同的版本,大

致可分为民众和士绅两类。

一般百姓口耳相传,蔡仙人开挖这条大水圳,有

两种传说。一说原来堠北地势高爽, 无水灌溉。蔡

仙人怜悯堠北人苦旱, 在一个晚上用 /仙杖 0划地,

开成一条大水圳。一说一位姓蔡的老人,为了解决

苦旱, 攀藤附葛, 寻找水源,带领大家开大水圳。在

水圳即将竣工时, 蔡公受伤而死,村人为纪念蔡公,

在圳头盖了蔡公庙。后来,人们传说蔡公为民造福,

已成为神仙,因而叫蔡仙人。¿

当然,堠北有灌溉水圳, 为何一水之隔的堠南就

没有呢? 因此又产生了相互比对的故事。

堠南东山车头坝为大埔县三大旱坝之一 (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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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是溪背坪和黎家坪 ) ,村民所种多是望天田, 靠池

塘蓄水灌溉的不足百亩。小旱则减产,大旱则失收。

望着从村旁流过的清远河水,当地人也有蔡仙人开

水圳但未成功的传说。相传蔡仙人用仙杖为堠北人

开了一条大圳,引松柏坑、旧寨流出来的水, 灌溉堠

北的田园后,决定为苦旱的东山人再开一条大圳,引

清远河水灌田。他在夜深人静后, 从横乾柳枝潭口

的鲤腹滩开始测插标记。被东山河边庙里的公王看

见,怕圳开成后没有人再来祭拜求雨,便暗地里把标

记移低。蔡仙人没有觉察,照标记用仙杖开圳,但却

很快听到东山村鸡鸣喔喔, 便匆匆回天庭去了。原

来是那公王装鸡啼,使蔡仙人开不成圳。公王还上

天向玉帝奏事,诬告蔡仙人。玉帝紧锁天门,蔡仙人

没有机会再为东山人开圳了。在横乾村柳潭旁的溪

背山脚下及渡口西边, 至今留有许多凿石沟。¹ 其

实那是村人为引河水灌田而凿的, 但因测量技术不

高,圳低田高, 没有成功。这多处石圳沟, 演化了蔡

仙人东山开圳的神话故事。

还有一个说法是: 相传赖伯公与蔡仙人打赌斗

法,一在堠南,一在堠北, 看谁能在一夜之间把水圳

开好。赖伯公开至东山村车头时, 蔡仙人装鸡叫。

赖伯公听到后就停工回家睡觉了, 因此堠南的水圳

只开到车头,未至堠南,没有开成。而蔡仙人在堠北

则一直从村头开到村尾, 从上村到下村, 长约七八

里,水圳开成了。º

从这些民间传说来看, 蔡仙人为男子, 且有法

力,甚至是天上的神仙,因而能开成堠北水圳。而堠

南水圳未开成,一是当地公王担心利益受损而搞破

坏,一是赖伯公上当受骗。

而官方文献记载, 也认为是由蔡仙人所捐资修

建的: /蔡仙圳, 宋开禧元年蔡仙人捐资雇工开凿,

经七八里,溉田三千余亩。自题有诗,镌在圳头礤石

壁上。0»

在当地的士绅眼中,则认为前人没有记载,关于

蔡仙圳有一个 /发现 0的过程。雍正年间堠南明通
进士杨缵烈以5蔡仙圳 6为题, 详细记载了这个 /发
现 0的过程:

白堠甲溪北,有溉田水道一条, 约七八里,

俗呼蔡仙圳。其发源处,石壁巉险陡峻,人力难

施,类鬼斧神工然。旁有崖穴, 筑小祠以祀蔡

仙,塑女道士像,历数百年于兹矣, 鲜有知其原

委者。雍正七年, 里人职监萧彝章, 重修水道。

巡功憩息祠下, 谛视祠后石壁, 黝黑如漆,中间

苔藓蔓延,凹凸独异,心疑之。命工人取长梯铁

具,划治苔藓, 重加洗涮,得镌字数行,急用纸拓

出。其文云: /余生甲申, 至年四十有二, 始开

此圳。志曰: 白堠洞里号神仙, 一带江山几百

年;余今开垦乾坤老,永为鬼祭蔡花田。开禧元

年乙丑, 钱公勒珉。0凡五十五字, 自此人方知

开圳年岁,及蔡仙之为妇人。淹没已久,忽然豁

露,倘亦仙灵之启其衷哉。彝章注 /鬼祭 0云:

/江南有竹山地二顷, 不生树木, 惟长茅茨, 岁

清明祭而燎之,以卜丰歉。0注 /花田0云: /广州
治城之西,平田弥望, 皆种素馨花,伪刘时美人

多葬此。0¼

由雍正七年肖彝章的拓本及注释可知,蔡仙人

为妇人,水圳开于南宋开禧元年 ( 1205)。后来杨缵

烈在编著乾隆 5大埔县志 6时, 把这段话放进了县志

中。淹没已久的关于蔡仙圳的历史, 就这样被当地

士绅们 /建构0出来了。
蔡仙圳对于白堠尤其是堠北人相当重要, 当地

的主要粮食就是由这条水圳灌溉的田地所生产的。

但当时当地人对蔡仙人相当冷漠, /未尝立庙, 仅依

废洞,立像祀焉。入其庙, 藤绳满室, 鸟雀与居。0对
于以儒家伦理指导社会生活而重视酬报的士绅们看

来, 这是不道德的。因此,堠南进士杨文振特意撰写

了5建蔡十娘庙序 6, 对蔡仙人的故事进行重新解

释, 号召乡人捐资为蔡仙人建庙:

凡人有旷世而相感者,必其人足以系思而

兴怀不已也。尤为其人之行事,足以动情而欣

道勿绝也。间尝凭弔吾乡堠北往事, 辄叹十娘

之明德远而食报薄也。十娘固贤哉妇也, 堠北

水利,人知始自十娘, 不知堠北疆里, 尤辟自十

娘也。我堠北自开禧前,高者崇林蓊郁,卑者茂

草芊绵,不可耕也。蔡氏十娘,于开禧之元年攘

林木,斩荆棘, 始事疆里焉。堑山谷,凿石涧,而

水利于是开焉。俾尔后人, 服先畴而粒食者无

艰,功诚大矣, 宜乎崇德报功, 享祀匪懈哉! 原

其始,未尝立庙,仅依废洞,立像祀焉。入其庙,

藤绳满室,鸟雀与居, 石貌香炉,惟闻水声潺潺

然。乡之人,凡遇旱潦, 无不相率而问诸十娘。

凡遇丰凶,亦无不相率而问诸十娘。即岁时伏

腊,有求必祷, 有叩必应焉。

呜呼,十娘之明德远而食报薄也。缅昔涑

澈著芳, 芍陂流徽, 碓成而富蜀, 径穿而饶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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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乎引泽润邻, 竖纷沃坂, 诸君皆承乏岩疆,居

官奏绩,虽代不数人,而史不绝书。数百年后,

犹得述其事而崇祀之。今兹之畋尔田、宅尔宅

者,果谁氏之赐哉。十娘非有承乏之命,社稷之

寄,生民之托,乃捐其金资,竭其身力,将为斯土

计长久。一人为之,千百人资之, 一日营之,千

百年赖之,彼姝者子, 深识大力, 为人之所不能

为,诚贤哉妇也。使圣天子在上,贤有司採以上

闻,当有温纶奖誉,宠命褒嘉。

噫,其适南迁之后乎, 使庙食百世,享祀匪

懈,谁曰不宜, 乃竟阙如也。意宋时此地,旧辖

海阳,土属僻壤, 民人鲜少, 文教未兴, 土风朴

略,以故史不及书,志有遗载,其功其德,淹没不

彰。十娘一事, 遗憾者久,一日亲履其岩,访求

轶事,但见四壁苍苍, 神像废坏, 洗而视之,见有

十娘自詠数句,按开禧乙丑,乃宋宁宗改元之元

年也,至今数百余载, 仰其德者如山高,承其泽

者如水长,庙祀之举, 岂可一日或缓? 后之蒙业

而相安,与慕义而共襄斯典, 亦见报德之情,虽

百世而犹然也,神其慰诸, 为书数言以弁。¹

从序文中可知, 杨文振把蔡仙人进一步定名为

蔡十娘。认为她不仅开挖了水圳, 而且是堠北大片

土地的拓荒者,为白堠的开发作出了卓越贡献, /功
诚大矣。0而且 /乡之人,凡遇旱潦, 无不相率而问诸

十娘。凡遇丰凶,亦无不相率而问诸十娘。0蔡十娘
有求必应,为乡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但仅依废洞,

未得庙食, /十娘之明德远而食报薄也 0, 杨文振认
为这是不应该的,从而为乡人崇拜祭祀蔡仙人寻找

到合法性的依据。因此在乾隆初年 , 号召乡人

捐资建庙。乡人响应杨文振的号召 , 很快就建

起了蔡十娘庙。不过所奉祀的就不再是女道

士 , 而是蔡十娘了, 和一般的俗神无异, 乡人俗

称之为蔡仙人姑婆。

关于士绅从文字上获得的说法和老百姓口头留

传的说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肖彝章的发现,杨

缵烈、杨文振的 /建构 0,一个几百年来只存于传说、
未受重视的蔡仙人, 建立了庙宇, 得到了合法性,成

为村人崇祀的对象。每年乡人作福, 都要请入神坛,

享受全村人春祈秋报的祭祀。当然, 其 /建构 0过程
的 /缺陷 0,后来学者温廷敬多有指正。

温廷敬是白堠白罗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史专

家和金石学家。为修撰5大埔县志 6, 对当时认为是
大埔最早石刻的蔡仙圳碑文重新进行比照考究,发

现对蔡仙圳的传统理解有许多失误:

钱公超石刻: 余甲申年四十有二, 因开此

圳,缪言四句: 白堠洞里号神仙,一带江山数百

年;余今开垦乾坤地,永与鬼为祭祀田。开启元

年乙丑仲春,开山钱公超刻石。

. . . . . . (乾隆 )蔺志所纪, 洪志及府周志皆

本之, 改入 5古迹附茔墓 6一门。今据拓本,

/余0下无 /生0字, /年0上无 /至0字。周、洪二
志亦无 /至 0字。 /圳 0字下尚有四字, 审视为

/谬言四句 0,竟妄作 /志曰0二字, /乾坤0下明
为 /地 0字, 妄改 /老 0字, /永 0字下审系 /与 0
字, 误作 /为 0, /鬼 0字下 /为 0字误作 /祭 0,
/田0字上明系 /祭祀 0二字, 妄作 /蔡花 0, 盖欲
以附会蔡仙,遂致文义不通。 /开0字上无 /宋 0
字,系妄增。 /乙丑0下尚有 /仲春开山 0四字,

/钱公 0下有 /超 0字, 笔画甚明,俱被漏去。 /刻
石0二字亦尚可辨, 乃妄作 /勒珉0. . . . . . 开禧

/禧0字石刻初作 /启 0, 后似欲改 /禧 0字而不
成,盖初改元时,山僻,传闻未真,故有此讹。乙

丑 /丑 0字初似误作 /卯 0, 后铲去左半, 将右半

改作 /丑 0字, 亦不甚成字。查甲申至乙丑, 恰

四十二年。盖公超生于甲申,至乙丑四十二岁

时开此圳。其文朴略,故须注乃明,然遂混为正

文,则不可矣。º

根据温廷敬的分析,认为 /圳乃钱公超所开, 非

出蔡仙。或当时久祀蔡仙,公超开此圳为蔡仙祀田,

亦未可知,后人遂讹为蔡仙所开。0同时还指出肖彝
章附会的不当之过, /已得石刻, 不能辨正, 乃反为

臆改附会,可谓陋矣。0»认为当时肖彝章等人为了
附会世俗的说法,因蔡仙是女姓而篡改文字,附会解

释。

正如温廷敬所言,肖彝章等人确有附会之嫌疑。

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揭示真相,而是为了给

予村民一直崇信的蔡仙人以合法性与正统性。同时

在清初白堠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 粮食问题成为

乡中士绅关注的大事,这条水圳因而变得相当重要,

寻找一位受人尊崇的守护神以保证水源不受破坏,

亦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因此, 肖彝章等士绅的行为

是可以理解的。

四、民间仪式的正统化

传统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

但最隆重、最重要的主要是作福和打醮, 即 /迎神赛
会0。白堠的作福和打醮活动, 随着士绅对日常生

活影响的深入,其仪式活动也经历了一个正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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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作福

乡人为求祥邀福,纠合神明,供奉斋荤,行大礼,

上疏表,并举行迎神赛会, 娱神娱人, 俗称 /作福0。
潮州各县迎神赛会, 非常热闹, 但所赛之神各不相

同,各有特色。 /九邑皆事迎神赛神。海阳有双忠
会,以庆张巡、许远。届三年小会、五年大会,小会数

百金以上,大会数千金以上。潮阳有土地会,揭阳有

三山国王会。0而大埔的特色是各里社的春秋二会,

5潮州府志6的编者认为这是全潮州中最合古意者。
/大埔春秋二仲月,里社各宰牲设讌,犹古者春祈秋

报之意。0¹

在潮州各地最盛行的迎神赛会中,大埔以最合

古意的春祈秋报活动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春祈

秋报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士绅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嘉靖年间,大埔乡村即有春秋两社的祈报活

动。 /春社, 乡落椎牛,醴酒,作会祈谷。0 /秋社,乡

落作会报神,如春社仪。0º至康熙年间,祈报仪式依

然。»

对于乡村传统的神明祭祀活动, 士绅们为了避

免 /淫祀 0的嫌疑,力图将其置于儒家伦理的范畴之

内。如白堠的杨之徐,去职回乡后,曾在家族中组织

了一个 /方社会0的组织,定期举行春秋祈报活动。

杨之徐的 /方社会 0, 创立于康熙四十年代。每
年组织会员进行春祈秋报活动。其活动情况最早见

于康熙四十八年的祈春福。关于作福的具体情形,

下以康熙五十七年 ( 1718)秋季的作福为例。这一

年他 60岁,照例, 祈求神明保佑信众的奏疏由他撰

写。在他的 5编年录6中收集了这一年他所作的 5方
社会祈秋福疏6, 其具体内容如下:

食毛践土, 明神之诒。春有祈也, 秋则报

之。堠之南里, 伊谁是司? 三山五显, 无择人

斯。会名方社, 告虔惟时。家凡十四, 久仰福

绥。岁逢戊戌, 孟秋届期。金风淅淅, 新稻荐

禧。醇酒冽冽, 醵赀陈牲。既报丰泽, 更祝新

釐。驾云驭鹤兮,神之来思。醉饱无疆兮,神之

歆思。跪而宣读兮,情见乎辞。锡福降康兮,俾

我罄宜。老幼恬适兮,物类蕃滋。长厥子孙兮,

仁寿咸熙。险恶不撄兮,各惬其私。洋洋如在

兮,而俯鉴兹。

十四家:瑨字子斗,嗣英字子育, 絅字子锦,

景琳字子遂,鲲云号沧腾, 甡字并生,凤来号仪

廷,之徐号慎斋, 和弓字协威,烋字乃臧,燮字和

宰,炯如号濬垣,永祚乳尔祉,琼字子奎。¼

这次活动由方社组织, 时间是水稻收割后的八

月, 所请的神明有 /三山五显0,即村中上洋宫的三

山国王和下洋宫的五显大帝, 他们被认为是主管堠

南地方的社神。在春季播种期已向社神祈求保佑,

至秋收时获得丰收,因而在收获之际奉上丰盛的供

品, 向社神汇报今年的年成, 各家的人丁变化, 感谢

神明一年的保佑。同时祈求他们继续保佑, /既报
丰泽,更祝新釐。0

该会由杨氏下五房所参加,其中多为十三世有

功名身份者。一房有冠带乡宾絅、庠生和弓 2家, 二

房有进士之徐、贡生鲲云、副贡凤来、恩拔寿官嗣英

和景琳 5家,三房有禀生瑨、禀生炯如、监生琼、监生

燮、庠生存礼子永祚 5家,五房有寿官冠带甡和庠生

烋 2家。四房没有人参加。

以其内容而言, 完全是春祈秋报的儒家伦理规

范。以其范围而言, 似乎很小。但以杨之徐的身份

和地位,其所主持的方社会的春祈秋报活动,无疑在

村民中具有示范作用。

而杨之徐之兄杨凤来不仅参与发起的方社会,

而且对白堠的神庙乡社等多有举措。他于康熙三十

一年游泮,三十二年援例充贡, 以训导职衔居籍候

选。他为人 /赋性刚方, 见族党有不平事辄义形于

色, 扶弱抑强,拯厄济困, 其素志也。生平一介不苟

取, 自奉甚俭, 而缩简所余,悉以行利济事。0是一个
利人济物的士绅。注意以自己的声望与地位, 对传

统以来乡间民间信仰进行整合, 出力尤多 (详前 )。

他信奉因果之说,同时与其弟之徐最相契合,因而对

民间信仰活动的整合,也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在白堠

民间信仰活动建立起系统的儒家正统化仪式。

此外,每年冬至,村中还举行赛神活动。乾隆年

间进士杨天培著有 5冬至赛神 6, 反映了当时的盛
况:

四序流兮未央, 羌将启兮青阳。正昏中兮

东壁,揆日影兮既长。芸芸兮徂轸,我稼同兮禹

甸。洁辛黑兮齐明, 将邀福兮于我神。适中田

兮和惠,畅灵风兮 t t 。式歌兮且舞,馨管喤兮

具举。吹云璈兮碧落, 于皇乐兮士女。神连蜷

兮始来,乘玉虬兮骖文鲵,使云师兮执盖, 及风

伯兮前驰。皇皇兮既降, 发阳兮在上。穆将愉

兮陈词,瞻玄威兮遐畅。堠之土兮一杯,犬牙交

错兮如绣,神偃蹇兮来萃之,乘回风兮戴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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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雨时兮风和,吹麦浪兮参差。是乡之人兮于

神托命,神莫我疵兮我惟神聪,下无苦湿兮高无

燥,去虫螟兮坚以好, 俾田犀穉兮充羡,驱彼厉

鬼兮穷岛,福我兮寿我, t 蠁兮无颇, 我民报祀

兮有常。愿惠兹兮无疆。¹

所记虽为乾隆年间之事,但康雍年间实已相当

普遍了。

2. 打醮

士绅以儒家伦理为价值观,对于佛、道教的观念

并不一定信服。如杨之徐对寺庙庵堂就不以为然:

/尝读梓橦帝君阴临文, 种种善行, 未易一二殚述。

余窃谓如拜佛念经,修创寺院诸事,可以诱愚顽而不

可以动贤哲, 稍有识者, 鲜不识之笑之。0º 认为佛
家、道家的主张和行为只能骗骗普通百姓。但当自

然灾害发生、并对乡村社会产生较大冲击而无其他

缓和措施时,亦不得不依从传统习俗,组织打醮。请

来和尚道士,设立道场,以驱灾祈福。

雍正三年八月十五晚, 白堠 /陡发大水, 至次日

午时方退,漂圮铺户民房不计其数。0不仅冲跨了店
铺、房屋,还淹死了不少人。第二年, 因春旱而大饥。

/兼值时疫, 有患即殒。民之流亡死丧者, 不计其

数。0五年, 大饥。 /民之饿病死者、流散者不可胜
记,计开邑以来, 未有此二年之惨。0» 接连三年, 白

堠遭受严重灾难,死人不少。为安抚孤魂野鬼,也为

安慰生者,在灾情减缓、经济渐次恢复后, 于雍正六

年起, 连续请和尚道士做道场, 超度亡灵, 打醮三年。

雍正六年九月初一日开始的打醮,七十岁的杨

之徐亲自参加, /起壇建醮, 七日乃止。0还为此特意
赋诗一首5建醮有感6,以表达自己的感受: /食素非
吾愿, 神临不敢违;洁身勤澡浴,思过慎机枢。经声

和磬钹,果核杂粢薇; 醮终神藉荫, 俗敝道谁依。0¼

认为打醮是弊俗, 但又不得不为。在接下来的两年

中又连续打了两次醮。雍正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通乡

打醮的 5建醮疏文 6, 是由杨之徐的堂侄、贡生杨拔
元所撰,其内容如下:

伏以人事多难, 永切皈依之心; 佛法无边,

普渡幽轮之厄。来真经于西域, 亿万生喜得觉

岸;津梁洒甘露于南洲, 烦恼地现出清凉世界。

妙偈指示,一天花雨覆旃檀; 慈旨宏宣,万国巽

风嘘几席。慧日高烛, 皓月独当; 空天际宝,筏

渡尽迷津。具千变万化,能祗此手足耳目,空宇

宙色相之迹, t t 今古往来三界,任作行褒交圆

照六道望超拔抢头轻挥, t 龙猛虎, t t 狰狞,

法鼓金钟,震惊聋聩, 既无微而来烛, 亦有感而

辄灵,维兹白堠一撮土, 生灵万众, 人烟千家,赖

天地生成之恩, 既日长而月永, 沐君相教育之

泽,且老安而少怀。然而覆载不齐, 缺憾多端。

或寒暑灾,祥不得其正,不无夭礼之可虞; 又或

鳏寡孤独,有失于养,遂致怜忊而生困。加以丙

丁戊 (四五六 )三载, 饥荒荐至; 亦且凶疾瘟诸

病,反复重来。途中有饿殂, 尸已僵而恨难瞑

目;床上无生理, 势孔亟而情不灰心。月照寒

潭,时动野鬼之哭; 风吹衰草, 莫解夜台之愁。

思麦饭而一孟,谁将可怜。鬼犹求食,望亲友而

吊祭莫至,孰谓魂其无他。若仰药投河,轻生赴

死,了性命于片时, 弃家室于顷刻, 白杨翻飞,凄

然欲痛。缘水幽咽,苦矣难言。凡兹可怜可伤,

皆能为灾为戾, 非藉佛法之广大, 曷拯苦海

之深沉 , 续胜事于甲酉 (六七 )二载之后 , 扬

休风于庚戍 (八年 )九月之秋。爰合乡善

缘, 各办诚心一片, 伏冀威灵之覆庇, 更请

菩萨而扬徽襄最之因。黄金能舍 , 成清静

之境; 白云为炉 , 涌狮象于平地。作东土选

佛之场 , 现缨给于禅灯。

继往来拈花之会, 大善知识。同来高座正

法眼藏,各展圆通。击毒鼓以振大千,滴扬枝以

苏亿万。香气着氤氲一缕,直上三十三天;况声

听悠长数卷,经能撒九十九地。祥云广覆,不愁

魄怨空山。正会全提,能令孤警道左。为饥饿,

为水火,沃以灌顶之醍醐,而恨苦皆平; 或罹凶,

或遭殃,起以白骨之血肉,而毒害尽释。叹世纲

之多撄,请大力一拳, 打开悲劫之无穷; 借圣水

数点,扑灭处处香花,围绕家家幡盖。护拥灯焰

常明,无复燐燐野照。烟尘永绝, 莫睹昏昏山

岚。凡此惠和之风, 要归神圣之力。惟愿圣轮

常转,满月常辉。持本叶千寻, 净拂十里香土。

将莲花十丈,深种一乡福田。则少壮髦期,不难

共登于仁寿; 而士农商贾,皆可各叶于休祥矣。

某等无任沾恩之至。谨疏以闻。½

疏文中提到,之所以打醮, 是因为 /缺憾多端 0:
/或寒暑灾, 祥不得其正, 不无夭礼之可虞; 又或鳏

寡孤独,有失于养, 遂致怜忊而生困。0尤其是雍正
四、五、六三年自然灾难严重, 死了很多人。为了

/安抚0孤魂野鬼,因而接连三年打醮。

32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

¹

º
»

¼
½

杨朝珍: 5百侯杨氏文萃 6卷中, 1929年版,第 174页。

杨之徐: 5募建西山溪口石桥小引 6, 5编年录 6上编, 1924年版,第 220页。

洪先焘:嘉庆5大埔县志 6卷 13, 5灾祥志 6,第 7- 8页。

杨之徐: 5编年录 6下编, 1924年版,第 270页。

杨典祺: 5家礼 6,第 178课,民国年间抄本。



疏文以上奏佛祖祈求 /安抚 0孤鬼的形式, 通过

打醮的宗教仪式,塑造了阴间的社会秩序,对于安抚

幸免于难的村民起了重要作用。由士绅主导举行的

打醮活动,对于建构乡村秩序, 影响深远。

3. 耕作的信仰习俗

清初人口增长,经济发展, 社会习俗亦随之发生

了一些根本性变化。为求得生产丰收, 人们形成了

求助神明的习俗。

肖应奎为清中叶堠北梅树滩人, 在村中为塾师。

/岁暮天寒, 课蒙功简, 童子偷闲, 学唱山歌。因戏

作四时耕田歌,故为鄙俚, 使习之, 不较愈山歌乎? 0
见学生忙里偷闲,学唱山歌, 便依山歌格式, 以村中

生产习俗为背景,作5四时耕田歌 6。其内容反映了
当时白堠乡中的生产生活习俗:

春来三月桃花红, 布谷催人上农功。多谢

一番连夜雨, 今朝田水响丁东。响丁东, 日迟

迟,插禾谷雨正及时。身骑秧马手驱牛,吠蛙惊

人人水投。一张纸钱一炷香,到田先向田祖求。

问他什么求, 鼠不食禾虫不生, 口里罗罗说不

休。

夏来六月大有同, 禾正垂黄日更红。当朝

作罢禾黄福, 缠头戴笠走西东。走西东, 禾穰

穰,新磨镰子白如霜。赤足粘泥手割禾,背心滴

滴汗流波。归来犬吠夜三更,不脱蓑衣击钵歌。

问他什么歌, 笑说锅中新米饭, 香过邻家大禾

多。

秋来七月倍郎当, 割罢熟禾又插秧。三更

未睡四更起, 行到田中日未光。日未光, 勿休

休,大暑过了将立秋。一日雇人斗谷偿,闲人莫

说夏日长。天上阴云未滴雨,两足走归急忙忙。

问他什么忙, 门前湿谷晒未干 , 妻子家中收不

遑。

冬来十月春小阳, 无风无雨又无霜。上季

丰盈冬大熟, 禾苗露藁谷满仓。谷满仓, 鼓咚

咚,迎神作福报田功。担来美酒与肥鸡,硬着长

衫四皮齐,一人持交掷地中, 神前再拜神前祈。

问他什么祈, 预祝明年春雨足, 五谷丰登六畜

肥。 (俗名长衫为四皮齐 )¹

在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三月插秧前要向田

伯公祈福,六月收割前要向田伯公作禾黄福,十月要

迎神作福。祈求神明保佑生产在其中占有相当突出

的地位,整个仪式活动完全是儒家所宣扬的春祈秋

报活动。

为求神明保佑生产活动的顺利举行, 清初以来

还形成了一些地方性的祈福活动。其中较为典型的

有堠西的敬牛节和曲滩的牛福。

每年正月初五, 堠东过敬牛节 ) ) ) 举行隆重的
牛头福。于村口的小溪边有一座公王庙,敬奉的神

明为康葛公王, 传说是古代的农民头 ) ) ) 善于放牧
的人。活动由福头牵头组织, 福头由养牛户轮流担

任。各家用纸剪成牛样, 名为牛头纸。家中有两头

牛就要剪两副牛头纸。若是一头母牛一头小牛, 就

要扎一头母牛一头小牛。扎好后把牛头纸挂在带有

竹叶的竹竿上,意思是让牛吃青竹叶。到选定的吉

时后, /福头0燃放单响的 /泥炮0, 村民们便从四面
八方向祝福地点汇集。大人挑着或提着供品, 牧童

举着牛头纸,兴高采烈。供品除了猪肉、鱼、鸡外,主

要是用米、面、木薯、芋做的食品。一竿竿的牛头纸,

插在公王庙左右两边。

仪式由福头主持, 有一整套礼仪。其中最关键

的是向神明上疏文,主要内容是祈求唐葛公王保佑

牛健壮,驱走瘟疫。

最后一项礼仪最热闹。牧童各自把牛头纸压到

燃烧着纸钱的熊熊大火堆中, 鞭炮声混合着青竹的

爆炸声,响彻云霄。就在这时,牧童们将竹竿从火堆

中抽出浸入水潭中, 高叫着 /牛饮水罗! 0在祝福礼
仪之余,人们交流着养牛的经验,使牛的技巧, 挑选

耕牛的秘诀。º

据文献记载, 唐葛公王实为唐宏、葛雍, 加上周

武, 号称三将军,是古时侯驱鬼逐疫的傩神。» 同时

又被道教奉为 /天门三将军 0。¼ 而在白堠, 则被村

民奉为驱除牛瘟保护耕牛的主神了。

在白堠保护耕牛的神明除唐葛公王外,还有惭

愧祖师。惭愧祖师是程乡县 (今梅县 )丙村灵光寺

的开山祖师潘了拳,为唐代和尚, 被粤东北山区居民

普遍信奉。½ 白堠青仔凹龙安寺, 相传为其分香。

每年二月初九,白堠曲滩要请惭愧祖师来作牛福。

白堠曲滩各姓作牛福的习俗, 起自清初。相传

江冉小村发生牛瘟, 情势危急。为祈求合境人畜平

安, 恭请青仔凹龙安寺惭愧祖师到曲滩来行香拜祭。

结果,牛瘟很快被阻止。行香请神那天是二月初九

日, 第二天便在沙坝作大福庆贺, 俗称 /联和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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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因而形成习俗。月转星

移,历经沧桑,一直流传至今。¹

参加作福的有坑口、外围、陂乾、江冉、坑尾 5个

自然村,每年各村轮流选出 5位福首主理。二月初

九,福首组织队伍敲锣打旗迎请龙安寺惭愧祖师回

村,依次到各村巡游, 驱瘟逐煞,保佑耕牛。二月初

十日, 各家抬着猪羊五牲等供品, 聚集到作福坪,举

行全村的祈福仪式。整个仪式由礼生主持,各福首、

户主参加。礼生唱礼读祝, 上 5许福完神疏表 6, 行
三献礼,祈求五谷丰登,财丁兴旺等。

五、结语

随着国家控制力量的加强和地方士绅的崛起,

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

动乱频繁的 /盗窟 0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 /邹鲁乡0。

伴随着整体性的社会巨变, 民间信仰亦相应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发生与发展, 与逐渐

控制社会的士绅阶层关系相当密切。

随着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影响的深入,士绅以

儒家理论为指导, 对传统以来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

指导,从而使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活动亦相应发生

变化。民间信仰的仪式与内容, 既继承了传统以来

的形式,又与国家所提供的儒家礼仪基本一致,从而

形成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

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与此同时, 这些民

间信仰具有国家认同的本质, 在助于形成乡村居民

的国家认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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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Beliefs and Local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of

Guangdong During LateM ing and Early Q 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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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s: Accord ing to the study o f Cheng Chunsheng, Tang L izhong and H u X izhuang, A g rea t soc ia l change took place in

m ounta in area o f Northeast Guangdong dur ing la teM ing and ear ly Q ing Dynasties. The thiev es 'la ir became a country o f cu lture. Be ing

aw ho le and huge social change, there were m any concrete deta ils and changem echanism to do a further study by the m ate rial lack.

According to civ il cu ltura l her itag e and d ic tate da ta by on- site inspection, comb ine the offic ia l cu ltura l heritage and personal essay s,

this paper concrete ly study the process of fo lk be liefs change Baihe v illage in Dapu county during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T aken the

Con fuc ianism ethics as a gu ide, country gentr ies changed fo lk be liefs. It m adeH akka fo lk belie fs have lo ca l traditiona l cultural spec ia l

features and m atch the nationa l rite system and Confuc ianism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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