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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闽西的社会秩序重建
) ) ) 以泉上镇李氏家族为中心

*

张凤英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香港 )

摘  要:明末清初, 福建省宁化县泉上镇屡次遭受兵灾。泉上镇李氏家族通过修建土堡、山寨,倡建乡兵、保民

会,以及家族精英的政治优势保障了家族和泉上地区在明清盗乱中的相对安定, 同时李氏家族在明清动乱之际完

成了宗族的收族活动。文章以此说明在明清交替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应对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及在其中乡绅所扮演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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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上镇位于福建省宁化县的东北部, 与建宁

县、明溪县、清流县接壤。镇的南北边界有中低山,

中部是高低不大、坡度缓和的丘陵夹杂的山间盆地,

盆地内散布八十余个大小不等的自然村落。泉上现

有九十余姓,以李、张、黄为最多。
[ 1 ]
明清之际, 泉上

成为土贼渊薮和流贼肆掠之地。

崇祯十七年 ( 1644)之后, 在福建各地, /寇 0、

/贼0和反清势力相互结合, 积极开展斗争。 1645

年, 明永宁王在江西兴国县举起反清大旗,将归顺的

阎罗总收入麾下后, 于八月再次攻下汀州府诸县。

顺治三年 ( 1646)八月十三日, 清军攻入福建, 隆武

帝从福州被追至西北部的延平府, 后由延平府逃往

汀州府。八月二十七日, 隆武政权的首辅何吾趋逃

离隆武帝的队伍,从泉上镇奔向宁化县城,后逃亡到

广东。同日,海忠伯田仰率领残兵进入泉上镇,田仰

兵先后受到泉下乡兵和中沙长关兵的抵抗, 两战败

后逃往江西。八月三十日,清兵进攻汀州府城,隆武

被捕,总兵周之藩战死, 知府汪指南投降,原上杭兵

巡道于华玉也随之投降。九月六日, 清军进入宁化

县城,没收了户口、土地及税粮、徭役等簿册,知县徐

日隆带领士民剃发降清。
[ 2]
十月四日, 清朝任命邹

钟秀为新知县,宁化地区正式纳入清朝版图。明末

宁化县泉上镇士人李世熊 ( 1604 - 1684)记录了明

中叶至康熙初年宁化地区遭遇的寇乱:

表 1 明清之际泉上地区 /盗贼0一览表

寇变发生时间 公元 首领

正统十四年 1449 邓茂七

正德五年 1510 张番坛、李四仔、钟聪、刘黄镛

正德九年 1514 叶满总

嘉靖二十二年十月 1543 李受

嘉靖三十六年 1557 顾子传

嘉靖四十年 1561 林朝曦、梁统、萧、刘

天启七年 1627 武平贼

崇祯元年三月 1628 苏阿婆

崇祯四年 1631 平远贼钟凌秀、钟复秀

崇祯十三年 1640 李流名、李简

崇祯十七年 1644 兴泉贼

崇祯十七年 1644 阎罗总 (萧声、陈丹 )

崇祯十七年 1644 钟凌秀余党张恩选 (猪婆龙 )

顺治二年 1645 粤寇不知名

顺治三年 1646 黄通

顺治四年八月 1647 永宁王妃彭氏

顺治五年二月 1648 赖子明

顺治五年闰三月 1648 邹华、丘选合、大禾尚

顺治五年五月 1648 江西揭昶

顺治五年十一月 1648 邹华、廖心明

顺治六年二月 1649 郭天材溃兵

顺治七年十二月 1650 四营头贼

顺治八年 1651 宁文龙

顺治十年 1653 黄允会

顺治十一年 1654 僧即登

顺治十三年 1655 黄素禾

顺治十七年 1660 黄冬生

康熙三年 1664 白眉僧慈茂

康熙十三年 1674 长关余孽

 资料来源: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选编5福建丛书 6第二辑之九5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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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 6,清# 李世熊撰5寇变纪 6,据福建师范大学馆藏传抄本影印;

清# 祝文郁修、李世熊纂5宁化县志 6,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一、州县军事的薄弱

明末,民兵制形同虚设, 宁化县在明初有民兵额

250名, 后因正德寇乱增至 351名,然而 /所谓三百
五十人者, 悉市井游手耳, 虽减之半, 岂遂归之农

乎? 0[ 2] ( P428)同时,兵与民众的矛盾凸现,矛盾焦点在
兵粮筹措。 /若国初丁、戊间, ,,兵不措坐粮, 散
食散宿于民间,颇为民患苦。盖岁有余而后渐自炊,

兵亦渐撤。丁酉、戊戌而后, 始额设驻防兵。,,所
裁宁饷而奉兵者一万两有奇, ,,异时已沿为正供,
而遇急又加派焉,此可为隐忧者也。0 [ 2] ( P428)

兵灾与

流寇都成为造成明末地方社会经济凋敝的因素。

明中后期宁化县曾屡次修城, 正德九年 ( 1514

年 )由因潮寇而筑砖城, 所建县城正北负山, 三面临

溪, 未有沟壑; 万历十四年 ( 1586年 )、崇祯五年

( 1632年 )、崇祯十三年 ( 1640年 )、顺治七年 ( 1649)

等数次都因大水毁坏县城而重修。
[ 2]
虽然有佛郎机

等西式装备,但宁化县城在明清之际根本无力自保,

如 1646年 6月, 黄通千数百人率攻城, /城中猝无

备, 愕不知所为 0,从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 /通掠
富室百数十家,焚城外园亭几尽,摧堕城垛十数丈,

抬去佛狼机二门, ,破城中资财以数万计。0 [ 3]
因

此, 明清交替之际, 州县军事力量的削弱使得兵力不

足以应付此起彼伏、出没无定的盗贼,更无法调集军

队用以各乡的保卫,乡民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山

寨及地方性军事组织的数量大增。据 1989年泉上

政府编5泉上镇志6,泉上境内建立于明朝的山寨有
十个 (参见下表 )。

[ 1]

表 2 主要山寨一览表

名 称 方位与距离
海拔高

程 (米 )

建寨

年代

酒罂寨 镇之东南,距镇 15公里 1087 明代

九龙寨 镇之南,距镇 17. 5公里 816 明代

仁和寨 镇之西北,距镇 12公里 845 明代

羊角寨 镇之西,距镇 5公里 620 明代

老姜寨 镇之北,距镇 6公里 644 明代

时和寨 镇之西,距镇 11. 5公里 700 明万历年间

黄石寨 镇之北,距镇 7. 5公里 866 明代

林坑寨 镇之东,距镇 4. 5公里 620 明代

罗 寨 镇之南,距镇 6公里 500 明代

谷斗寨 镇之南,距镇 6公里 580 明代

  资料来源:泉上镇政府编5泉上镇志 6, 1989年,第 34页, 5主要

山寨一览表 6 (部分 )。

明清之际,泉上以李氏为主导, 组织乡兵, 修筑

土堡和山寨,保护本族和本乡民众的利益,其中土堡

形制如下:

/四周可一百六十丈畸,城厚一丈, 城外马

道一丈,道外浚壕广二丈, 即连壕土以筑城,城

垒石为址, 石址出土者二尺, 城当高一丈七尺

畸,末杀于本十之一, 女墙高可隐人,厚杀城基

十七,城上马路广七尺有咫,正西城门广一丈六

尺,卷石为瓮,高九尺, 上有城楼, 建厅事,可合

众而坐议也。城门连接为铳城, 广四丈二尺,深

二丈八尺, 下三面列铳眼, 附城竖楹架板为马

道,周栏面垛可瞭可坐守也。,,城南之亥北
之巳,各虚地一丈为井,方六尺, 汲路三尺,井深

九尺,汲道中开衢达铳城, 便街居者赴警也。正

东之寅附城,建宗祠, 凡立宫室充鬃宗庙也。广

三丈四尺,祠左拟为社馆, 开达铳城,如南北其

制悉如西,两纵广各杀三之二,各覆以楼竖楹架

板与,大城齐三面皆垛,亦可瞭可坐也。城内区

分五进为正屋, 以居本宗, 每进横四丈六尺,横

二十九丈三尺,宽隘惟居人,自定又区一进为店

屋,以居商客,纵四丈, 横如正屋, 屋皆面街,街

凡七街,广一丈沟二尺, 街尾左右各为直街,周

城之通衢也。0 [ 4]

土堡形制严密,规模宏大, 集日常居住与军事防

御于一体,直至现代, 土堡内仍住有居民。土堡所设

置的铳城尤可反映出至明末,闽西山区已经普遍利

用新兵器来进行军事防御。

二、李世熊在明清之际的保乡保族行为

李世熊 ( 1602) 1686) , 字元仲, 号寒支、但月,

宁化县泉上里人。5清史稿 6称,李世熊 /少负奇气,
植大节, 更危险, 死生弗渝。笃交游, 敢任难事。

, ,纵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 及江南北利害, 备兵
屯田水利诸大政,辄慷慨烯嘘, 涔涔泣下不止。,,
世熊山居四十余年,乡人宗之, 争趋决事。,,又独
建祖祠,修祖墓,编述九世以来宗谱。0 [ 5] ( P13861)

十五

岁应童子试第一,十六岁入县学,二十三岁参加汀州

府试得第四名廪生。崇祯年间 ( 1628- 1644) , 他九

次科试第一,但六次乡试均落第, 三次选贡也落选。

1644年崇祯自尽, 1645年入省选贡再次失败。1645

年 7月,隆武在福州称帝,其师黄道周推荐李世熊为

翰林博士, 李世熊辞谢。 1646年 8月, 隆武驾陷汀

州,李世熊在清兵入宁化县城之前回到故乡泉上,开

始四十余年的隐居生活。

明亡前,李世熊交游广泛, 也得到了诸多官员的

赏识, 以文章颇有时名。明亡后,他自称遗民, 屡次

拒绝清廷的征召,但他又热心时务,他在维护地方社

会秩序的过程中体现出与宁化官员的关系颇值得讨

论。

在明知县中,与李世熊交往可考者凡三人,其一

为江士登 (天启五年任 )。其二为徐日隆 (崇祯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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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 ) , 1640年岭北道陈士奇欲参处徐日隆,李世熊

亲自前往虔州,通过自己和陈士奇的关系为徐日隆

说情,最终使得徐令免于处罚。其三为于华玉 (崇

祯十五年任 )。 1646年, 宁化黄通的长关之变声势

浩大,七月,兵部侍郎于华玉提兵驻宁化,轻身出抚,

结果为乱民捉去, 殴辱几毙, 并被羁押中沙村三日。

李世熊与诸绅士一起在城中筹集饷银千余金, 最终

将于华玉从乱民手中赎回。五天之后,李世熊亲自

到长关大本营中沙谈判, /凶党渐散 0。 1646年至

1670年间,李世熊长期拒绝官府的征召, 1664年, 李

世熊与官府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事件: /邑令何公 (凤

岐 )劝借长男 (日饶 )不遂, 以蜚言诬申抚按羁勘郡

狱。赖司理徐公 (开远 )力雪其诬。乙巳二月, 领文

往省结案,至罗汉滩遭溺,归柩返葬。0 [ 6] ( P404 )
然此事

始末原委已不可考,李世熊的文章也似乎避而不谈,

其文集仅留下悼子诗五首,发其哀痛之情。

李世熊与地方官员的交往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双方关系恶化时正是清初整顿遗民的关键时期, 当

清朝政局更稳固,对待遗民更为宽容之后,李世熊与

地方官员再一次站在了同样的立场上。 1670年, 邑

令章华国以方外礼拜访李世熊; 1674年, 闽藩耿精

忠反,县令魏守德亲自向李世熊请教筹划弥盗方略;

1678年, 县令王之佐就长关余乱向李世熊请教剿寇

方案。李世熊 5王令君德政诗序 6[ 6] ( P426)中高度评
价了王之佐在平定盗贼、实现了 /宁民休豫 0; 县令
祝文郁 (康熙二十年任 )则是出版李世熊所修康熙

5宁化县志 6的最大支持者。
李世熊乡居后始终站在抗击 /盗贼 0的第一线。

顺治二年 ( 1645)八月, 泉上民众入住土堡, 并昼夜

派人探哨。十月, 不知名的 /粤寇 0进犯泉上, 李世
熊提出 /固守之计 0, 建立正式的军事防卫体制, 组
织泉上、下两里合计达数千人的乡兵。李世熊曾应

上杭兵巡道的命令,率领精锐乡兵三百人赶赴解救

泉上邻县归化县城之围。 1674年耿精忠叛乱, 李世

熊 /联结数十乡为保民会, 专禁从军导寇残害本
境。0[ 6] ( P404)泉上保民会在他乡纷纷募集军队参与耿
藩之乱时,严令禁止泉上乡民从贼,从而维护了泉上

地区的相对安定。李世熊自己虽然在明清之际组织

过诸如保民会等乡族的军事组织, 实际上他并不赞

成村民参与军事活动,不主张政府在乡间实行团练:

/团练一款, 不便多端, 村民嘻嘻耕凿, 无
故聚谈兵甲, 习不仁之器,商杀人之事, 名既不

祥,机似倡乱, 其不便一。卫官既无家兵又鲜公

役,势必召募亲随以壮观瞻,凡应募非游惰之最

必奸黠之尤, 一附兵籍,百肆狐威, 于是逆奴胁

主,狂子背父, 名曰从兵,实乃逋逃渊薮,其不便

二。卫官不能躬亲步伍,手自教习,势必佥点练

总以长什伍。十夫之长必佥殷实之户,馈谢主

将、练总必有常仪取偿细民。练总必多科派,蚕

食纷纷,将何纪极,其不便三。既称奉上操演,

必须编民供给, 听练者失业, 帮练者竭财,其不

便四。设或操演成营, 势必自为党类, 气习渐

骄,望门坐食,侵渔克剥,挟私报怨,宗老乡耆睨

不敢问,公差长吏抗不得拘, 空豢群狼,白噬乳

赤,其不便五。且乡乡相接,队队相穿,狡猾之

雄从中复自为头目, 一卒通报, 群乡应响,把持

武断,势侔郡县,图治不足,酿乱有余。其不便

六。
[ 6] ( P212)

此外,李世熊对 /招抚 0、/编甲 0、/保甲 0等制
度也持保留态度,认为招抚 /啸聚负嵎,梗阻王化0,
保甲 /自安石迄今, 悉鲜成效。在彼寓兵于农, 议者
犹云烦琐,今若增设卫官, 端行此法, 窃恐御敌则如

羊见虎,扰乡则如虎剕羊, 但有百害必无一利。0因
此,他建议: /教民强梁,不如教以礼让; 长民客气,
不如养其元气; 无 事而生事, 不如有事化无

事。0 [ 6] ( P218 )
主张以教化来稳定民心, 恢复社会安定。

三、对泉上李氏宗族的考察

泉上李氏共同追认南宋理学家李侗为祖。李侗

生三子友直、信甫、友闻,其中友直发往建瓯一带,友

闻发往福州一带, 信甫公为南平、明溪、宁化一带。

信甫公生五子,原配吴氏生二子伯逢、叔通。后叔通

移来泉上,改名从郎 (即道景,又名煜公 ); 后继配畲

氏生三子:圣郎 (道圣,又名燔公 ), 聪郎 (即道隆 )、

明郎 (即道明 )。其中道景公子孙即为泉上李氏大

宗,道隆公成为泉上李氏小宗, 道隆公生三子根甫、

林甫、森甫, 成为泉上李氏小宗的三房。李世熊属于

泉上李氏大宗。
表 3 泉上李氏大小宗修谱时间对照表

泉上李氏大宗 泉上李氏小宗

清 顺治九年 1652年 宋 咸淳十年 1274年

清 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 元 延佑庚申年 1320年

清 康熙六十年 1721年 元 至正辛巳 1368年

清 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 明 成化十六年 1481年

清 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 明 万历癸酉 1573年

清 嘉庆十九年 1814年 清 康熙三十年 1692年

清 道光廿五年 1845年 清 乾隆四十六年 1782年

清 光绪四年 1878年 清 道光己丑 1829年

 1996年 1996年 清 光绪乙未 1896年

民国廿二年 (未发谱 ) 1933年

2002年 2002年

 资料来源: 5李氏家谱龙乡谱 6 ( 1996年重修 ); 5陇西郡李氏族谱

温泉谱 6 ( 2002年重修 )。均藏于宁化县档案馆。

李氏大宗存 1996年重修族谱,其中收录历次修

谱序言,如果大宗历次修谱时间可信,表明李氏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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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主要在清朝前期编修且相当频繁,尤其是乾隆

年间曾两次修谱,时间相隔仅 18年; 李氏小宗 2002

年重修谱中保有宋咸淳 5旧谱纪源 6, 元、明两朝谱
不存,谱序亦不可见, 因此, 对小宗在清之前的修谱

情况不易判断。目前可以确定为小宗独立编纂的有

清光绪二十一年谱及 2002年谱。

泉上李氏大宗家族在族谱编修方面开始较迟,

李世熊所倡导编修的族谱, 当为该族系统完备族谱

的开端。李氏大宗的发展脉络大致是, 第五世 (明

正德、隆庆年间 )宗族内的精英开始出现, /六世产
业乃大扩,时父子兄弟皆豪杰之俦, 松轩公尤异, 计

其恢拓三十载,租近二千石, 积赀至万两,皆以田农

拙业坐筹亩浍,比于素封, 非弄法犯奸为奇, 故族氏

称温富者,惟松轩公子姓独盛也,语曰积厚者泽长,

其松轩公之谓欤。0 [ 7 ] ( P11)
第五世凤暹公 (号三峰 ),

生正德壬申, 卒隆庆辛未。行谊光明,持家严肃, 被

推举为邑大宾,在当地的教化中起到重要作用。此

后,凤暹公之弟凤表亦曾于万历癸酉举邑大宾。从

六世起,李氏分福隆、德富、齐公、均公、柱公五房,其

中柱公生五子,由此而分为暹、表、舞、诏、升等五支。

七世之后 (时间上相当于嘉靖、万历年间 ) , 柱公房

的人丁比其它房支更盛, 各支派中人物纷出。暹公

支七世李厚仁曾任浙江开化县巡检, 成为李氏以掾

曹 (分曹治事的属吏 )出仕的第一人。
[ 7] ( P20)

德富公

派至第八世李惠 (对松 )开始家风开始振兴,李惠以

经商致富, 后致力于建义冢 ( 1641)、修祠 (康熙年

间 )等事业。
[ 7] ( P27 )

至明后期嘉靖、万历年之后, 泉上

李氏大宗内的柱公派下的表公支、暹公支、升公支等

三个支派人物纷出,实力比其它房支强。

据李氏小宗光绪二十一年谱记载, 李氏小宗的

宗族建设起步很早, 如根甫、林甫、森甫三公子孙于

元朝延佑年间合买山场建设龙岳观, 祭祀三公子孙

及李氏大宗祖天瑛公。在 2002年重修谱中将龙岳

观认定为祖祠,由此可见龙岳观在李氏小宗的家族

建设过程一直充当祠堂的作用。除龙岳观外, 还有

三仙观, 念久公祠建于元至正三年, 康熙九年

( 1670)重修, 康熙辛巳 ( 1701)后经明伦公重修, 增

祀田; 县治正东门世绪堂祠建于康熙五十一年

( 1712)。明清之际李氏小宗并未在科举上有突出

成就,其精英人物的出现多在乾隆之后,如果按照其

族谱中人物传的内容来看, 明清之际李氏小宗亦出

现了领袖人物,承担起了保卫乡族的责任。作用突

出者有三:

其一为李清楚 (寰宇 ) , /里有艰难事, 众莫知措
者, 公为批郗导 (窾 ) , 如行所无事焉。或以曲直相

质, 公一言立剖,人以谓公倘获讯鞫之职,庶几有片

言折狱之风云。天启时,乡筑罗星护水口,既助以重

资,并集族人量力而助其艰, 于朝夕不能供役者,公

私给以粟襁,俾得随众兴作, 曰:毋使怠于趋事者为

吾族借口也。当崇祯之季, 寇盗充斥, 民无安堵,其

间督工修寨, 鼓力侦探, 措饷供兵, 功与元仲公

俦。0 [ 8] (期字号第二册, P1- 2)

其二为李清楚之子李耀我,清初 /物力萧条,家
鲜担石,未几而兵寇交讧, 供应络绎, 公弃去章句,摩

砺时务,讲求所以收族保宗之道, 于是鼓力勤计丁

口,清理影射,杜绝侵渔,勉力供赋,人于是时有起色

矣。未几而闽省耿藩逆氛滔天,山寇蜂发,公又设策

广储蓄料, 检族丁习技击以保乡里, 复激以产耻忠

义,无使为非,故阖族中人皆自好。0 [ 8 ] (期字号第二册, P2- 3)

其三为李忠 (显祥 ), 崇祯之际 /先生务结豪俊,
以研摩智略为事,,明社已屋,国朝定鼎, 余氛未平,
揭竿持挺,所在窃为。先生与同乡邓子亮、巫坊陈召

我、黎坊黎钦球共讲北里相恤之谊, 而数公者素服先

生略,于是统三乡之众连为一关,丁壮捍御边圉,老幼

耕耨于内,气势绵络,指臂相使,隐然为一方保障。顺

治七年,四营头贼数千突入附近之罗坊、廖坊、东南山

等处,居人鸟奔兽骇,其窜入倒虎岩、七层岩者俱为灰

烬,先生恐贼众稍有冲突,于是急饬同关之士,昼夜巡

逻,贼见先生布置严整, 不敢犯。三乡之老幼咸庆更

生焉。,,及盗靖民安,同阊闬者亲如兄弟,先生奖
善戒恶,咸服其诚, 未几康熙甲寅, 耿藩再变,寇盗复

起,乡人滋惧,时先生年几老矣,备御之策, 又唯先生

足指。先生曰: -无容惊惶也。今井邑荒凉, 掠无所
得,吾束寇必不来, 但守备不可忘也。.卒如先生言。
盖先生自幼生来,无日不在动心忍性中,而措画施为,

动合机宜如此。0 [ 8] (期字号第二册, P9- 10)

由此可见, 泉上李氏大小宗在明清之际分别有

自己的族内精英, 李清楚自经商起家, 本身具有威

信,他在乡里的作用是调解纠纷、督促家族建设、编

修族谱, 5李氏族谱 6对他的评价颇高, 将他与李世
熊同列。李耀我舍弃学业,延续了乃父的工作,他的

主要贡献在于 /聚族收宗 0和 /保卫乡里 0。李忠在
地域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联合宗党, 抵御贼寇。

此三人所处时代基本与李世熊同时, 他们代表了李

氏小宗中的精英人物及其在明清之间维护乡族安定

的努力。泉上李氏收族活动在明清之际出现新的高

峰,李世熊是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李世熊的家族

建设包括修族谱、建祠堂和修祖墓三个方面。1652

年,李世熊带领乡民修筑土堡, 同年, 创修本族族谱,

1670年,李氏开始整修祠堂, 然由于缺乏资金而无

法进行, 1676年,李世熊再次提出修祠堂计划, 第二

年,李氏祠堂终于修缮完成并举行了冬祭礼;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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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李氏开始整修祖墓, 1682年,李氏重修族谱在李

世熊的倡导下完成编修。自此, 李世熊收族活动终

告完成。

四、结论

近年来,刘志伟、陈春声、刘永华、黄志繁等人摆

脱国内学界用农民起义来解释明清动乱的取向, 试

图从更广阔的社会史角度探讨叛乱与中国传统社会

结构的关系, 认为 /盗乱 0反映出地方社会变迁, 也
是地域社会重新建构的过程。

[ 9]
本文对宁化县泉上

镇的考察表明,明清之际李氏家族利用本族精英分

子的政治资源、本族的经济优势,通过建设山寨、土

堡等保障了泉上镇在明清盗乱之中的相对安定, 李

氏在应对明清 /寇乱 0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宗族收族
活动,正反映出泉上地域社会在明清之际的秩序重

建过程,及其中宗族、地方精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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