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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开基的传说与解读
) ) ) 以大埔县百侯杨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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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粤东大埔县百侯杨氏个案的研究,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 结合史实, 解读祖先开基的传说故

事,揭示出客家社会与文化早期深受畲瑶族群影响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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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题引
作为中国典型的华南宗族社会与文化,一直是

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对象。对于宗族早期的历史, 由

于文献记载相当缺乏,留传下来的多是传说,因而研

究者在处理这段历史时, 往往称之为 /传说历史 0。¹

粤东大埔县百侯村有肖、杨、丘、池、林等数十姓, 为

分析方便,本文选择杨姓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辅以其

他各姓,揭示典型客家村落百侯早期的发展历史和

社会变迁过程。杨氏的早期历史, 在第八世杨淮之

前, 除康熙五十五年初修、乾隆二十六年续修5杨氏
族谱 6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外, 村民所熟知的更多是

传说。因此,本文亦以 /传说历史0处理。
对于民间一直口耳相传关于祖先的乡村故事,

传统民俗学者多以分类方法进行处理 º , 结果忽略

了其中丰富的具体内涵。历史学家刘志伟主张 /放
到当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释0。» 陈春声、陈

树良则进一步认为, /如果能够将这些故事置于地
域社会具体的时间序列之中,并更具 -地点感 .地理

解这些故事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则乡村故事可能对

于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者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些故

事蕴含了有关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乡村内部关系和

村际关系,以及乡民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

对这些故事和传说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 研究者可

更加深刻地重构乡村的历史。0¼这些观点, 对于利

用传说解读百侯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杨氏现为百侯乡村最大的宗族, 有 5, 000余人。

关于杨氏祖先的传说, 以始祖四十一郎最多。½ 要

理解这些传说故事, 只有将其置于地域社会发展的

具体历史时间序列中,结合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才

能揭示其社会意义,达到对村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杨氏始迁祖四十一郎开基于百侯的历史,

据始修于康熙五十五年、续修于乾隆二十六年的

5杨氏族谱6载: /始祖四十一郎公,其先居于闽汀之

宁化县石壁村。因宋末避乱, 徙于粤潮之白堠, 家

焉。时民风古朴, 未有谥号, 传系延平龟山先生后

裔。娶沈氏小六娘, 生一子, 曰大一郎。合葬曹碓

坑。是为始迁之祖。迁居之日,埔邑未建,白堠地隶

饶平。后于明嘉靖间始置大埔县, 割饶平之白堠属

焉。0¾

大埔县是嘉靖五年 ( 1526)从饶平县划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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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而建立的, 而饶平县建于明成化十四年 ( 1478 ),

建县以前至宋末, 这一区域属海阳县管辖。关于杨

氏始迁祖历史只追溯到大埔曾隶属于饶平县, 而未

注意到大埔和饶平都曾隶属海阳县,可以推知,这一

说法当形成于饶平建县至大埔建县之间。

关于始祖迁居的过程、从事的职业, 则不得而

知, 这就为民间传说的产生和流传留下了广阔的空

间。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 /铁炉坝 0打铁定

居的故事。

二、/铁炉坝0开基的传说
关于杨氏开基于百侯铁炉坝,人们至今还流传

着很多传说。其中见诸文字的是杨佐君的说法。他

在5大埔杨氏始祖四十一郎公人名辨 6称: /据现存

清康熙三十八年族谱载, 始祖四十一郎公先世居江

西,避宋兵之势而徙居闽汀宁化石壁村。而后始迁

于粤潮大埔永安社维新甲大靖下北塘松林下肇基立

业, ,妻余氏,生一子, 留居北塘。继而四十一郎公

往清远都百侯铁炉坝为铁匠,观看地形善美,又娶妾

沈氏,在百侯侯南开基立业。0¹

而民间传说,杨氏三兄弟从宁化石壁过大埔,老

大四十一郎迁北塘,老二四十二郎迁百侯下村,老三

四十三郎定居百侯南山。四十一郎是与百侯池姓始

祖念三郎一起从石壁过来的, 池念三郎一开始就迁

居百侯村。º 四十一郎先到西河北塘阿隔口定居,

娶妻余氏, 生一子。后接受池姓人邀请, 也来到百

侯,在今称铁炉坝的地方起炉打铁。他见百侯比北

塘更好,也想迁居百侯。但同妻子余氏商量时,余氏

不肯,而愿留居北塘。四十一郎只身迁居百侯,再娶

沈氏六娘为妻,生子大一郎, 传下百侯杨氏一脉, 四

十一郎因此 /花栽两地0。后代为纪念先祖艰苦创
业, 称最早定居之地名为 /铁炉坝0。»

四十一郎之所以决定迁居百侯, 相传是因为他

相信百侯有好 /风水 0。有一年春节回北塘过年, 年

后回来时,发现炉火仍然很旺。炉火半月不熄,因而

认为该地 /龙气 0很旺。同时, 他走时所饲养的母鸡

正在生蛋,此时已带着一窝小鸡四处觅食了。因此

认为此地 /风水0很好,决定迁居于此。¼

当地关于祖先以打铁为生四处游动、后因 /风

水 0而定居的母题衍生的故事很多。如张姓迁居百

侯南山,以及由南山蕉里迁居饶平县上饶堡,其故事

情节和杨姓迁居的故事几乎一样。

相传, 百侯南山张姓始祖念三郎先居今大埔县

大靖村,来百侯南山村打铁。有一年回去过年,一个

月后回来时炉火未熄,便以为此地能够繁衍后人,因

而迁此定居。½

恋洲都溪南埔的张秀安迁至百侯廓山嶂背后的

蕉里村定居后,其子张盛因打铁而定居于饶平上饶

堡 ) ) ) 后称 /张盛坝0的地方。 /相传肇基始祖秀安

公之次子张盛有铁工手艺, 四处流动, 过村越乡,以

锻打锄头、镰刀等家具谋生,后在饶平张盛坝村设立

作坊。某年除夕,盛公作坊封炉歇火,返家过年。年

后重返作坊, 发现炉火仍未熄灭, 认定此地大吉大

利,乃决定在此开基创业。后将年迈之老母亲陈氏

背来安度晚年, 寿终于此。故有张盛坝张姓始祖坟

有祖婆无祖公骨殖、蕉里黄砂坝上张姓始祖坟有祖

公而无祖婆骨殖之说。0¾

关于开基祖是铁匠的传说,在大埔相当普遍,而

且还和宁化石壁村联系在一起。相传以前宁化石壁

村有很多铁匠,从石壁村迁到大埔多数是来打铁的。

如湖寮罗姓始祖、南山张氏始祖、大麻小留郭氏、百

侯池氏始祖等,都是先来打铁, 后再定居的。民间认

为,打铁在当时是先进技术,土著没有这一技术。¿

把祖宗说成铁匠, 可能与大埔的传统民间信仰

有关。粤东地方自隋唐以来崇拜三山国王, 关于其

产生、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已有众多研究成果作了揭

示,此不赘述。À 在百侯及上游溪背坪、黄沙等地,

三山国王的形象不是揭西河婆祖庙中的明山、巾山、

独山三山山神,而是当地人所说的红脸、黑脸、白脸

三山国王,其中红脸国王被认定为铁匠神,黑脸国王

被认定为农夫神, 白脸国王被认定为教书先生神。

传统以来,每年五月端午节, 百侯上游 10里处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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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坪、黄沙一带要组织三山国王游龙船祭神活动。¹

把铁匠神化,可能也表明铁匠所生产的铁制工具在

推动山区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南宋末年百侯开

凿的蔡仙圳 (详见下文 ) ,没有铁器的广泛使用是无

法想象的。

把祖宗说成铁匠,可能还与身份认同有关,即自

认不是土著。当地多有传说, 认为土著居民畲瑶人

没有掌握铁器锻造技术, 汉人得以以此种先进技术

立足当地,并开垦山林以定居。民国期间曾任大麻

中学校长的大麻小留村人郭孟恕根据传说所撰 5广
东大埔大麻郭氏源流考略6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大麻郭氏,望属太原, 系出虢叔, 为有周之

苗裔。宋末元初 (约当德佑、景炎之间 ) , 宋室

南渡,元兵及于岭海, 干戈遍地, 兵火流离。吾

始祖考千二郎天锡公, 亦于是时由上杭迁徙来

麻。时大埔尚未开邑, 籍属海阳。中原衣冠之

族,先至者多占城邑; 乡僻之地,犹为土著瑶族

畲民所居。大麻离邑已远, 则尤荒秽, 田畴未

辟,土旷人稀。始祖考至后, 乃相择地形, 草创

数椽安身,栉风沐雨, 躬自开辟。复以余力, 从

事锻冶,以供当日土著民族刀耕火种之需。而

迁来各族,亦胥赖之而耕治。计至今已历四朝,

阅时六百七十余年,而传世亦近三十矣。º

且不论此说法是否受当时客家人来源传说故

事»的影响,纯就其解释开基祖打制铁器以供当地

土著刀耕火种之用而言,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地

方社会生活真实形态。即当时此地尚处于刀耕火种

阶段,掌握先进技术的外来者与土著共同开发山林

的社会生活。百侯杨、池等开基祖为铁匠的传说,似

也可认为其中蕴含了同样的背景。

三、故事的解读

对于祖先开基的传说故事,只有置于当地的社

会环境中,结合地方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才能理解

其社会意义。

1. /口传族谱0的意义
研究宗族历史, 传统的做法是查阅宗族的历史

记载 ) ) ) 族谱。但族谱是后人对以往历史的追溯,

是为建构宗族而编纂出来的,并非是始祖开基后的

真实记录。至于其编纂过程,刘志伟认为它是把以

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口传族谱与以宗法观念为中心的

成文族谱结合起来的产物。 /明清族谱其实融合了
两个不同传统,一是基于祖先崇拜观念的民间口头

流传的祖先系谱述叙的传统,一是基于宋明理学家

极力建立的宗法观念, 以敬宗睦族达致明宗法序昭

穆目的的成文族谱传统。0¼

查阅粤东北地区百侯村各姓的族谱, 其早期部

分就是源自民间口头流传的祖先系谱。证据之一是

对始祖历史的模糊不清。如肖氏, 认为其始祖念三

郎为江西泰和人,宋末进士,任潮州路总管时为避乱

而迁居百侯,但 /生子多少及生卒年月, 俱失传。0½

杨氏始祖四十一郎, /生卒俱失记。0¾池氏始祖念三

郎, /时民风古朴,未有谥号,自此至五世生卒, 皆缘

兵燹失记。0 ¿池榘于乾隆六年作 5累世名字歌 6曰:

/茫茫五代谱残阙, 惟自六世详旧乘。0 À有的甚至

祖宗名字也没有,只好由后代在追溯时为其取名,如

湖寮黄氏关于始祖 /蒙复公0的来历。湖寮5黄氏族

谱 6载: /蒙复公, 妣郑氏, 湖寮黄之鼻祖也。因世远

难稽,不知其讳。上世无谥,蒙复或其号也。凡蒙复

公派下之各谱, 都作如此记载: -一世蒙复公, 先闽

汀石壁乡人。元末避乱,流移奠居于大埔湖寮横塘,

始其基也。妣郑氏, 生二子月梅、月明。二世月梅

公,妣郭氏, 谥懿恭,生一子念一;月明公, 妣郭氏,生

一子念二。三世念一公, 妣罗氏、陈氏。四世守素

公。. 0蒙复公的历史看似清晰, 但实为后人统合的

结果 ) ) ) 大麻敬里岸洋尾黄氏 (属湖寮窠里支派 )

手抄老谱记载: / (一世、二世、三世 )生住黄泥塘,及

后死俱葬穿龙窠左侧 -风雨过排 .形, 寅山申向, 未

有石碑记。及后世孙名楼字于安首事未认, 难分祖

妣姓氏,改称蒙复公, 为始祖。0Á由此而有了始祖
/蒙复公 0之名。

其次是取郎名的传统。客家地区的族谱中,在

士大夫模式的族谱普及之前的口述族谱传统痕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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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是,在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早期世系,大量采用

/郎名 0或 /法名 0。这一现象早为许多修谱者和研
究者所注意。¹ 罗香林在其 5广东民族概论 6中认
为, 客家人祖先的郎名, 是 /土著畲民之巨阀, 依其

入境次序给以几郎几郎的名号 0。º 不过李默对此
驳辨甚详,认为取郎名是闽、粤、赣边方言区的一种

命名习俗。郎名为法名, 须举行一定的法事仪式

(或称祭仪 )而取得,在人死后才使用。而取法名的

命名习俗,是畲瑶族人的传统, 即在男子 16岁举行

/做醮 0 (又称 /度身 0、/入菉 0 )的祭祖仪式后取

得。» 关于郎名、法名的文化历史意义, 陈永海认

为: /郎名、法名的传统存在于客家族谱这个事实,

反映了一种习惯的遗留, 他们普遍存在也是由于以

前的人与祖先的关系通过-奉朝 .的仪式建立, 这个

做法成为在书写的族谱流行之前的宗族的元素。0¼

据此,族谱中所见之郎名,当是传统以来因祭祀祖先

而留传下来的口传族谱部分, 反映了士大夫儒家传

统进入以前的原始面目。表明当时社会深受畲瑶风

俗的影响,或者说, 当时社会受畲瑶族群所控制。在

明代以前,这可能确为实情。

2.畲、瑶族群的影响

关于粤东地区居民的历史族属与变迁问题, 学

者多有研究。代表性的观点, 如谢重光认为土著隋

唐为俚人,至宋明为畲瑶,逐渐被外来的汉人融合而

成为客家; ½房学嘉认为土著为古越人的后裔, 后融

合南迁的汉人而成为客家。¾ 虽都持族群融合说,

但在具体融合方式的研究上,则多以概述为主,少见

结合地域历史背景阐述融合过程的具体个案分析。

实际上,族群融合的过程,有着丰富多彩的方式和具

体内涵,粤东地域社会的底层文化,因之有着深厚的

畲瑶文化传统。

粤东、闽西地区的深山穷谷中, 在明初以前, 生

活着 /土人0与 /畲客 0两个族群。康熙 5平和县志 6

卷十二 5杂览 #猺獞6对此进行追溯, 认为:

猺人猺种, 椎髻跣足, 以盘、蓝、雷为姓。

, ,耕作深山之中,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

外人通也, ,楚粤多有之。闽省凡深山穷谷
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善射猎,以

毒药傅弩矢,中兽立毙。居无常所,视其山之腴

瘠,瘠则去焉。自称狗王之后, 各画其像,犬首

人身,岁时祝祭,无文字。其贸易商贾,刻木大

小、短长以为验, 亦有能通华文者。与土人交,

有所不合,或侵负之, 则出而詈殴、讼理。一人

讼则众人随之,一山讼则众山随之。土人称之

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明初设抚猺土官,使绥

靖之,略赋山税, 羁縻而已。¿

清远河流域处于福建汀州与广东潮州接壤之

区,正是这两个族群的栖息之地。所谓 /土人0、/河
老 0,即以耕土为生、自称来自北方河洛的汉人, 其

中包括后来被称为 /客家 0À的族群; 而 /畲客 0、

/客0,正如陈支平的研究所揭示的, 则是世居山中

的畲瑶族群。Á

至宋末,大埔县南部的畲族势力仍相当大。至

今流传于民间的许夫人助宋抗元的故事, 可以充分

反映。民国 5大埔县志 6/许夫人 0传曰: /许夫人,潮

州畲妇也。吾埔妇女相传受宋帝昺封,世代为孺人,

得加银笄,盖由夫人之故, 故夫人当为邑人。景炎元

年 ( 1276) , 蒲寿庚叛, 宋帝昺趋潮州。张世杰遣人

招纳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户应命 (勤王抗元 )。二

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于泉州,夫人遂与剧

盗陈吊眼各率所部往会, 兵势稍振,,帝 (宋端宗 )

所泊之浅湾 (今拓林 ) , 元兵攻浅湾, 夫人复率兵海

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

祀之。0�lu据调查, 许夫人为今大埔县桃源人。在许

6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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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去世后,当地人建夫人庙祀之。该庙至今仍存,

并受乡人祀奉。¹ 根据统计, 大埔县至今尚有带

/畲0字村名 37处, º 可知历史上是畲族聚居之地。

而潮剧5辞郎洲 6开场就是许夫人带领凤凰山畲民

拜月一段,可证明当时畲民之众和势力之强大。

宋明时期,两个族群之间既有融合, 也有冲突,

至今当地仍流传着两者相互关系的传说。

( 1) /客家0移入: /杨林太公与 -狗头王 .相斗 0

的故事

百侯侯北下陈段地方, 原有一座 /狗头王 0神
坛, 相传是从百侯南山迁来的。» 而其缘由, 则与当

地流传至今的 /杨林太公与 -狗头王 .相斗0的故事
有关。

现在百侯南山村的清远河畔有一座杨林太公

宫, 主祀杨太公、林太公两尊神明, 宫中碑刻显示建

于南宋庆元六年 ( 1200)。¼ 关于这座神宫的来历,

当地一直流传着 /杨林太公与 -狗头王 .相斗 0的故
事:

杨勇、林为两位太公, 均系南山人氏

( 1130) 1186)。他俩同年同月出生,从小志趣

相投,结拜金兰,是南宋初期的乡贤、英雄。

那时候的南山村,被畲族首领南山霸占据。

他培植一批亲信打手,霸占一方, 胡作非为, 依

仗强权,终日鱼肉乡民。更令人恨之入骨的是,

凡在南山居住的乡民, 每年按户派两名美女给

他们玩弄,若是抗拒,则要受到灭门之祸。

当时,年轻的杨勇、林为二人看在眼里, 恨

在心中,决心为民除害。为此共结同心,弱冠之

年便千里迢迢同赴江西龙虎山 /上清观 0, 师从

张天师练武、学医。他俩勤奋刻苦,坚持夏练三

伏,冬练三九, 一去就是十余年。

他俩学成回乡之后,在乡亲的帮助下,以开

药店作掩护, 日夜为乡民诊病。由于他俩医术

精湛,医德称著,助贫助弱,扶贫济困,深得乡民

信任,上门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宋孝宗乾道

九年 ( 1165)秋, 南山霸患顽疾,病延多日, 虽经

治疗,未见成效, 特召杨、林会诊。他俩认为这

是收拾他的极好时机。擒贼必须擒王,只有除

掉南山霸, 百姓才有安宁之日。他俩与乡中父

老兄弟秘密商议, 达成内外夹攻共识。一日在

为南山霸看病之机,他俩乘其不备,迅速将南山

霸刺死,然后提着他的首级示众。南山霸的部

下见此,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在乡民面前下

跪求生,黑恶势力土崩瓦解。全村乡民奔走相

告,祝贺南山结束了南山霸鱼肉百姓的历史。

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夏 ( 1186) , 南山村山

洪暴发, 大部分房屋被淹没倒塌。危急关头,

杨、林俩人奋不顾身, 跃入洪流中抢救乡民。当

他俩一连救起了十多位乡民之后,由于体力耗

尽,同时被洪水卷走,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

五十六岁。村民建庙祭祀, 并命名为杨林太公

庙。½

杨勇、林为的名字,让人怀疑是在事后为他人所

取;而在无文献记录的情况下, 对于近千年前所发生

事情的清晰记忆, 也令人难以信服。经访问作者张

益祥,得知故事中的人名、时间,都是村民口耳相传

保留下来的。¾ 时至今日, 南山、百侯、枫朗等清远

河边的村落,每年正月和十一月都要请杨、林太公两

尊神明到村中去 /祈福 0、/完福 0, 仪式相当隆重。

杨林太公的故事,也就在这些活动中流传,成为当地

居民的 /集体记忆 0。

在田野调查中, 村民报告说, 杨勇、林为从外地

迁来定居后,与村民一起开水利,垦田地。现在村中

不少田地, 相传就是那时开垦的。原村口有一座

/狗头王 0庙,主神为 /狗头王 0, 每年有隆重的祭祀

活动。 /狗头王 0法力高强, 如果要求不满足, 就会

/落童0作法,发洪水毁坏田地、水利。在杨勇、林为

从江西学到法术打败畲族首领 /南山霸 0后, /狗头

王 0庙也被拆除了。杨林太公庙建立后, 村民们代

之以奉祀杨林太公。相传 /狗头王 0神像被杨勇、林

为扔到河里后,被河水冲到百侯村时,百侯人把 /狗

头王0像捞起来, 在百侯下陈段地方建坛祀奉。¿

杨勇、林为开垦田地、兴修水利的传说,反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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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们开始开发山地, 过上定居生活。所谓 /畲族

首领南山霸占据0南山村,反映畲民是当地的主人,

而且势力相当大。而所谓 /作法0破坏农田水利, 折

射着居于山中以刀耕火种为主的畲民与开山辟田、

兴修水利的外来人之间生产方式的激烈冲突。面对

强大的以 /南山霸0为首的土著势力, 尤其是法力高

强的 /狗头王0,杨勇、林为到中国道术最高、官府认

可的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去学 /法 0, 获得正统地位,

从而 /象征性0地战胜对手。¹

透过这个故事背后,我们看到,南宋年间从外地

迁入者曾与当地土著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但融合

是主流, /南山霸0部众只是一走了之, 并未被赶尽

杀绝。而百侯建 /狗头王 0庙, 则与崇拜 /狗头王0的

畲族有密切的关系。

( 2)畲民移居平地: /赖家与蓝家易地而居 0的
故事

畲民居于山中,其耕作方式,南宋末年刘克庄在

所著 5漳州谕畲 6中指出: /刀耕火耘, 崖栖谷汲。0º

他们充分利用山区山林资源,种植黍稷,主要以刀耕

火种为主, 一山耕尽另转一山,过着游耕生活。» 至

宋元时期,部分畲民学习汉人, 开始从山上迁居平

地, 由游耕到定居, 开发山间盆地。¼ 大埔蓝姓定居

当地最大的湖寮盆地, 当地一直流传着 /赖家与蓝
家易地而居0的传说, 反映了畲民移居的过程, 具有

代表性。这个故事被当地的文史工作者、也是易地

而居的赖氏后裔赖扬石收集整理后, 发表于 5大埔
文史 6第 21辑中:

相传湖寮蓝姓开基祖蓝大兴于宋元间从福

建龙海隆教乡迁居现岩上上塔村的山里, 有好

友赖仁甫居于湖寮龙岗, 彼此交往甚频。大兴

来湖寮探友时常捎带去番薯、芋头、杨梅、挑、

李,还有竹笋、蘑菇、茶叶之类土特产,令主人喜

不自禁,谢不绝口, 心里挺羡慕山里人柴炭竹木

样样有,薯芋野果可充饥。想到此,竟滋生一种

奇异的念头: 何不迁到山里去住呢? 他把这个

想法告诉家人,可谁也不赞成。一次,蓝公来访

时,仁甫询问道: /由湖寮进山里路有多远? 怎

么走法? 0蓝公答道: /从骥村进去后,要从砧板

上面过,再从石涵崆里钻进, 然后攀藤蔓登礤

上,约 3小时可到。0身旁的人听后长嘘了口

气,不敢问下去。

斗转星移,人生七十古来稀,大兴公终未离

开山里,殁后就地埋葬,,山里人讲诚信,大兴

公的后代同湖寮赖家仍有交往, 承前启后,友谊

长存。某日,蓝友来访时, 赖宅主人终于向故朋

坦露了移居的想法,这使来客感到吃惊和诧异。

看到眼前朋友一副憨厚的神态, 半信半疑, 就

说,若真如此,那我们就互换一下吧! 你湖寮的

房屋借给我暂住,待我家安定后再建新屋;我在

山里的陋室就让给你去管用罢。男人出口将军

箭,两家终达成口头协议, 蓝家迁至湖寮,赖家

则迁入岩上上塔村。此事发生在元代,距今约

750年。½

关于迁居的故事, 可从蓝姓人的族谱记载中得

到确认。明万历年间所修 5蓝氏族谱 6称:

湖寮之蓝,宋末有兴公者,避乱来自闽汀宁

化之石壁乡,抵今大埔之莒村社止焉。历元而

明,凡四世, 移居湖寮古城里, 兴公乃湖寮蓝氏

肇基之鼻祖也。¾

迁出之地虽不是岩上上塔村,而是莒村,但都是

山里。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得出几点认识:蓝姓原居

于偏僻的山里,刀耕火种, 采山为生; 至元、明始从山

中迁出,定居于湖寮盆地, 从事水田农耕生活; 蓝姓

立足于湖寮盆地,反映蓝姓有着相当大的社会控制

势力。

蓝姓移居湖寮盆地后, 与周边的罗、吴、黄等姓

共同兴修水利,开垦了大片良田,成为大埔县耕地面

积最多的地区。¿ 据调查, 湖寮黎家坪地方, 以前一

直有一座 /狗头王 0坛, 祀奉畲族人崇拜的 /狗头
王 0,香火很盛。一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初, 才因建

房被拆除。而清嘉庆以来湖寮广福宫 /作福 0, 神坛

所设神位的第三号就是 /盘古大帝 0神位, 当与 /狗
头王0信仰有着密切关系。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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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兴修水利: /蔡仙圳0的故事
由不定居的 /刀耕火种 0, 变为定居的农田耕

作, 关键是兴修水利,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宋朝时的

百侯盆地称百侯洞,可能是畲民聚居之 /峒 0。传统
百侯人的生计,俗称 /侯北人吃田洋 0。侯北地势虽
高, 却不乏灌溉水源,因而良田尤多。原来在宋朝开

禧年间,开挖了一条名为 /蔡仙圳 0的水渠, 长约七

八里,从上村流到下村, 灌溉着上千亩良田, 成为当

地人的主要粮食生产地。该圳发源之处,石壁巉险

陡峻,修圳工程浩大,人力难为, 可谓鬼斧神工。关

于其来历,在该圳水口旁有一石刻,道出其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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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与儿孙祭祀田。开启元年乙丑仲春,开

山钱公超刻石。¹

由石刻可知,水圳由钱公超于南宋开启 (禧 )元

年 ( 1205)所开。但乡中传说认为是法术高强的蔡

仙人所开,故名 /蔡仙圳0, 并在水圳旁的崖穴里,塑

女道士蔡仙人神像祀之。º 现村中已无钱氏、蔡氏

居住,联系蔡仙人的道士形象, 当为崇拜道教的畲

民 »所开。而蔡仙人, 也许与南山杨、林太公一样,

是 /得道 0的法师。
3. 百侯的畲、瑶传统

位于南山与湖寮之间的百侯, 除开凿蔡仙圳的

钱氏、蔡氏等居住外, 还有钟姓,至今村中仍有数户,

相传为百侯的土著。侯北下陈段地方,与百侯南山、

湖寮黎家坪一样,有座 /狗头王 0坛, 崇拜 /狗头王0,

反映了百侯传统社会的畲瑶底蕴。而载于百侯各姓

族谱上的祖先郎名的命名习俗,是这种畲瑶传统文

化影响的具体体现。详见下表。
百侯主要姓氏 1- 5世祖先名讳字号列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中村杨 四十一郎 大一郎 敬宗,谥淳叟 德广,谥清隐 荣,谥守素

下村杨 四十二郎 大二郎 次三郎 隐乐,处士 逸士,永昌

肖 念三郎 六十一郎,谥敦守 福,谥清隐,大五郎 宗敬,号乐耕 俊,谥宜标

丘 念八郎 大五郎、大六郎 清隐 容万,谥诚直 谦,谥逸侃

池 念三郎 嘉逐 乐耕 泰,号恒若,谥青春 碧,讳毅直

林 字、号俱逸,谥恭确 诠,谥谅直 汪,号逸叟,谥守质 森,号醇叟,谥敦厚 炜,字晦之,号耀寰,谥宽厚

李 念八郎 元一 思存 远乐 汉,号东山,谥敦逸

   资料来源:各姓族谱。

  相传肖姓、杨姓定居于宋末,池、李姓定居于元

初, 丘念八郎 ( 1343- 1417)为洪武四年由闽汀上杭

县迁居百侯, ¼林姓未详。虽然各姓迁居百侯的时

间不同,但从其命名习俗来看,却有一部共同的定居

史。½

由上表可知, 除林姓 (林姓直至清同治年间才

编有族谱,祖先名字可能被重构 )外, 各姓开基祖之

名全为郎名。其中丘、李两姓同为念八郎, 肖、池两

姓同为念三郎,同名现象相当突出。而杨氏四十一

郎、四十二郎, 明显为两兄弟。杨、丘、肖三姓二、三

世仍用郎名,至四世以后就少见了,表明传统的畲瑶

命名习俗渐为消失。从二世开始出现名、字、谥号,

至三世以后渐多, 至五世约明中叶时则成为普遍现

象, 表明儒家的价值观念开始进入这一区域。三世、

四世的杨、肖、丘都用了 /清隐0的名或谥号, 肖、池

并用了 /乐耕 0的名号, 杨、林用了 /淳叟0、/逸叟0、
/醇叟0的谥号,反映这些人在此隐居, 以农耕为生,

民风淳厚,并以此为满足。宗族的历史实为把祖先

供奉起来的士绅所建构,能否成为开基祖,是开始建

构宗族时被追认的结果。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代表的

士绅在建构宗族时,往往通过调查被祭祀的祖先,结

合口头传说和文字纪录,编成祖先系谱,从而使系谱

结合了口传的祖先系统与儒家的成文系统。如乾隆

八年明通进士杨缵烈在怀疑始迁祖迁居百侯的时间

时,就提到最初编族谱是抄墓碑的方法问题。 /或
初秉笔之人,泥定宋末迁粤一语, 而迁就附会之耶?

抑所载原不诬,大一郎以下, 仍有一再传之祖, 因兵

燹而淹没坟墓耶? 0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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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温廷敬所编民国5大埔县志 6卷 365金石志 6记载, /儿孙 0为 /鬼为 0。 2006年 7月 3日,中山大学与嘉应学院联合主办的 /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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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祖 /郎名 0 /法名 0探索 6, 5客家研究辑刊 6, 1995年第 1期。

丘玉辉: 5百侯丘氏族谱 6,大埔百侯丘氏族谱编委会, 2004年,第 60页。

赵世谕: 5小历史与大历史 ) ) ) 区域社会史的理理念、方法与实践 6,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出版,第 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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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瑶文化的影响, 还表现在通婚关系上。现存 各姓早期的通婚情况,详见下表:

百侯各姓 1至 6世祖通婚姓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中村杨 沈 蔡 蔡 陈、曾、童 温、李、刘 曾、陈、罗、黄

下村杨 温 陈、黄 肖、丘 丘、李 蔡、林 丘

肖 苏 危、赖 张、蓝、傅 林、刘、钟、陈、蔡、危 张、黄、李、杨、林、陈 何、黄、赖、丘、张

丘 廖 赵 罗 蓝 温 陈、杨、黄

池 范 杨 宋 杨 陈 郭

林 杨、卓 肖、温 丘 郑、杨 邓 陈

李 钟 温、赖、林、黄 孙 杨、张、王、钟 陈、罗、杨 丘、林

   资料来源:各姓族谱。

  从宋末至明中叶, 百侯杨 (中村 )、杨 (下村 )、

肖、丘、池、林、李七姓祖先所娶 84例 32姓中, 娶土

著的不少。与肖、丘通婚的蓝姓, 与肖、李通婚的钟

姓, 当是土著畲瑶族类。苏姓为枫朗人,在当地很有

势力。明代中叶在饶平发起影响很大的 /较斗 0活
动的苏继相父子, 后来就进入这一带山中而不知始

终, 可能就是当地土著。¹ 江姓也是土著。据大埔

湖寮 5莒村何氏族谱 6载: /百侯杨姓, 每值迎神赛

会, 或年节等, 必先拜江公,流传数百年不替。江公

有祠,民初为公安局办公处。据云: -江公先至百
侯, 为地主, 杨姓继至, 颇蒙庇护, 其后失传。.此杨
姓后人感其德而祀之。0º

杨氏除得江氏庇护外,还与土著蔡氏通婚。杨

氏二世大一郎 ( 1274- 1320)、三世敬宗都娶了蔡

氏, 而蔡氏相传是宋末兴修蔡仙圳水利的重要参与

者,当为有势力的土著。正是三世杨敬宗与当地土

著的联姻,才使杨氏真正定居下来,从而奠定了后来

杨氏在百侯发展的基础。正如乾隆 5杨氏族谱 6载
杨敬宗传曰: /三世敬宗, 公淳厚长者,创置上杨、下

杨屋基, 垂裕后昆。生卒失记, 寿七十三, 谥淳叟。

娶蔡氏,谥慈善。合葬本村城前角石子坟,坐丁向癸

兼未,形如-倒地金钩 . ,左砂湾抱收水,面对壬尺案

山,实为吾族发祥之地。生二子,曰德广、德旺,遂分

两房。0»

四、结语

由上文可以推断, 杨、池等自称从宁化石壁迁

来,从事打铁的职业,表明与当时的刀耕火种、开发

山林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而取郎名、通婚、民间信

仰等生活习俗,则显示他们有着深厚的畲瑶文化背

景。

杨氏始迁祖四十一郎公 /铁炉坝 0打铁定居的
传说故事,反映铁制农具在当时刀耕火种生产条件

下的重要性,体现了当地社会深受畲瑶文化传统影

响的社会背景。

明清以来, 百侯逐渐发展成为粤东客家地区重

要的文化中心, ¼ 2010年甚至被评为粤东地区第一

个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百侯早期历史及其所流传至

今的祖先开基的故事, 对于认识和理解客家社会与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龚子方

Legends and Analysis of Settled Ancestors
) ) ) A Study on Yang Fam ilies as the C enter in Baihe V illage in Dapu County in E ast of Guangdong

X IAO W en-ping
(H akka Research Institu te, J iay ing University, M eizhou 514015, China )

Abstract: B ased on Y ang fam ilies as a case in Be ihe v illage in Dapu County in east o f Guangdong, th is paper revea led enorm ous

influence by She and Yao group cu lture in ear ly Kakka soc ie ty and culture by unscramb led the ta le o f ancestors settled, U sed m ethods

of h istor ica l anthropo logy, Com bined w ith h istor ica l facts.

Keyw ords: ancestors se ttled; She and Yao group; H 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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