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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們常在廣州市區內的城中村進

行田野考察，試圖找尋傳統鄉村社會在城市化過

程中消失前的歷史印跡。2014年6月12日，我們

一行數人走進廣州市天河區東圃鎮的石溪村進行

考察。石溪村今屬前進行政村管理，與其毗鄰的

有宦溪、蓮溪等自然村。據說，北宋時石溪村已

有居民，時稱石子粟村。南宋時，石溪秦氏開基

祖秦悅會攜帶子侄從南雄珠璣巷遷入定居，因秦

悅會別號石溪，故以其號名村。石溪村北面與宦

溪村相連，南與珠江相鄰，村內河涌較多，以石

溪涌，牛佛涌較大。石溪村以秦、劉、淩等姓為

主。我們主要考察了祠堂、古廟，並在訪談中從

村中幾個大姓人家獲得了族譜資料。

一、從石溪村族譜看村史

石溪村的歷史，與秦、淩、劉三姓密切相

關。瞭解三姓的來歷及發展即可知道石溪村的發

展史。我們進入村口，就遇到了秦大爺，他告訴

我們石溪村的命名始於他的先祖秦悅會，並拿出

1998年重修的《石溪秦氏族譜》，族譜中收錄了

一篇撰寫於洪武年間的舊序，引述如下：

〈番禺石溪秦氏老族譜序〉

秦氏之世其來舊矣！先世系出金

陵常州府無錫縣，乃舊京閥閱名家也。

始祖憲公生二子，長曰會，次曰嘉。宋

季時，會祖除南雄府尹別駕，後居保昌

縣紅梅驛沙水鄉珠璣巷。時因國子監

助教嘉祖承命至廣州，征崔與之公入參

政事。奈值襄陽之變，停驂於廣。會祖

輒有連枝之想，即率子侄入廣，路過寶

安，至靖康場爰居焉。別號石溪，配安

人姚氏，生四子：長仕清，次仕濂，三

仕豪，又名仕澄，四仕潔。清等奉公葬

於白石馬山，作子癸向之原，奉安人姚

氏葬於沙頭飛鵝嶺，作艮寅向之原。清

世守箕裘，濂竊思瀕海，遷居番禺，澄

遷香山，潔遷新會，今承憲公為始祖，

石溪公為一世祖。清、濂、澄、潔為二

世祖。蓋從其擇於斯，居於斯，千萬年

之枝葉亦基於斯也。至於嘉祖子孫，世

傳居住東莞，濠離背即其苗裔云，迄今

嗣胤繩繩，家聲奕奕。木本水源之念，

其胡敢忘？賢子肖孫祀春祀秋，宜感歲

時以興思，為祠為墓，當緣世代以更

新。思之者報本追遠之志，新之者尊祖

敬宗之義。謹述序之之由，以望後世修

之。至於嘉祖支派不能代為諱述，而世

傳莞邑濠離背即其苗裔，以清、濂等子

孫亦常常敦篤宗誼，往來無間，是猶吾

會祖連枝之意云。

大明洪武十四年辛酉歲春三月吉旦

四世孫觀福等手錄

這篇寫於洪武十四年（1381）的譜序，是

秦悅會四世孫秦觀福抄錄，從中可知，石溪村命

名是因南宋末秦悅會南下廣州，因其號石溪，故

後世子孫稱該村為石溪村。秦悅會本為秦憲公長

子，本名會，有一弟名嘉。秦悅會曾擔任南雄府

尹別駕，居保昌縣紅梅驛沙水鄉珠璣巷，而秦嘉

在廣州任職，後來因為襄陽之變，秦會率子侄入

廣州定居。自此，秦氏在廣東分兩支，一支為秦

嘉後代居東莞，一支為秦會後代世居番禺。秦大

爺告訴我們，秦氏在廣東的太公、太婆分別葬在

廣州和東莞兩地。

石溪村一世祖本名秦會，即譜中所說的「長

大都市中的鄉村印跡        廣州石溪村考察記

黃學濤  劉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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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會，次曰嘉」，後人卻誤為秦悅會。這一改

變大約在清代，據嘉慶丙子年（1816）秦氏二十

世孫秦榮珍等為秦會立墓碑的碑文說「宋二世祖

考悅會秦公、湛氏安人合墓」，光緒二十八年

（1902）《仕清秦公祠重建碑》也寫作秦悅會。

秦氏從南宋末到今天，一直在石溪村定居，

我們從《石溪秦氏族譜譜系圖》可得到印象，該

《譜系圖》主要包括三部份，一是〈嶺南秦氏源

流世系〉從北宋太師祖承議公講起，包括秦氏第

九世秦憲公，一直到明朝第十四世秦氏子孫，並

在世系圖後面附上了秦氏分佈地。二是良洞始祖

世系圖，始於一世祖秦公一，其為秦氏在嶺南的

十二世。三是石溪秦憲公直至今，共二十四世。

良洞秦氏應指明清時期位於新興縣的良洞秦

氏房，從該譜序中的記載來看，良洞秦氏與石溪

秦氏源於同一祖先，即秦憲公。至於何時遷到新

興縣則沒有明說。

清光緒年間，石溪村開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

業社會發展，秦明綱成為石溪的著名大商人，成

為廣州首富之一。今修《石溪秦氏族譜‧支持孫

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事蹟》記載說：

秦明綱，字貴登，號祥光。係宋

二世祖悅會公之四子仕傑公之後，第

十九世傳孫。生於清同治（1868），清

光緒十八年任五品同知官位。從事商

界，人稱「merchant登」，在廣州舊豆

欄開辦祥經和絲綢莊，又在順德大良、

容奇、桂州開辦絲廠，半機械化紡絲，

並在廣州沙面開設時昌洋行，與洋人做

絲綢出口商務，代理南番順絲商辦理出

口生意，遠銷歐美。光緒年間，在祖籍

番禺石溪村興建光成秦公祠及花廳、綠

筠溪館（書館），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圍

庭建築。為拓展生意來往，疏通了石溪

村環村河涌。……在村南珠江河邊興建

牛牯石碼頭，再修築一條用花崗石鋪設

的大道直通到石溪村。當時省城富商及

洋人常有來往，電船也可從珠江河直駛

入石溪村橋頭官邸。……當時在省城被

選為七十二行之首。至1911年孫中山反

清辛亥革命，據傳受孫中山托任財政部

長，手執「粵軍政府募捐軍費鈐記」大

印（該印章及文檔資料一直保存至「四

清」時，被黃埔公社派出所四清工作隊

搜去）。祖公四處奔走，聯絡省港富商

募捐籌款，支助孫中山革命活動，並支

持在廣東建立了中華革命模範軍。……

由於祖公一生施仁濟世，捐助公益，其

美名一直流傳至今。

石溪第二十二世傳孫明綱公之嫡曾

孫秦宇雄編錄。

秦明綱的事蹟說明，到了光緒年間，石溪

村秦氏已經成為當地的大商人。隨着經濟發展，

秦明綱等又發起修建村內的公路、碼頭等公共設

施，石溪涌也得到疏通，也就是說，石溪村已經

從傳統農業向城市化邁進。

如果說石溪秦氏在石溪村的定居史還不能全

面反映石溪村發展史的話，那麼淩氏、劉氏的家

族史則能讓我們對石溪村有更清晰的認識。

淩氏族譜是我們在訪談時在現居石溪的淩老

大爺家中看到，譜名《宦溪淩氏族譜》。老大爺

說，淩氏最初住宦溪村，與石溪村毗鄰，大概在明

初七世祖淩子初遷徙到石溪村，淩氏主要集中在

宦溪村，在石溪村沒有淩氏祠堂。《宦溪淩氏族

譜》為影印本，族譜封面有「衎新堂」三字。從

譜序看，《宦溪淩氏族譜》最早編於乾隆二十六

年（1761），至今重修3次，分別在乾隆五十六年

（1791）、光緒三十四年（1908），最後一次是

2002年。族譜前半部份有序、碑記、墓誌銘、家

訓、祝文等，後為世代圖，記載一至二十五代的衍

生過程。據乾隆二十六年淩魚西等撰〈宦溪族譜

序〉云：「吾淩系出姬文王之後衛康叔十三庶子，

入周為淩人官，因官為氏，此得姓之始。世次靡得

詳矣，其由吳而閩，開基莆田者，則自宋參知政事

諱成公，由閩而粵蕃衍於廣州者，則自宋末制置使

雷門公。」可見，廣州宦溪淩氏來自於福建莆田。

有關制置使在《宦溪淩氏家譜》收錄有明代麗水人

張敦仁撰《古制置使淩公神道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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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諱震，莆田人，參知政事，成

八世孫，封武經大夫之塚子也。宋末任

廣州都統，才兼文武，智妙經權。時值

蒙古擾亂，乘輿播遷。元酋逼帝由閩入

廣。公集鄉兵起海上，圖復城，元師夔

聞之退走，上下賴以稍安。祥興初，師

夔再夷廣州。公克復之，遂升制置使，

與張世傑等表裏，翊捍岡州駐蹕之所。

後李恒搗城，戰失利，退於城東東圃，

復糾義勇力戰，兵勢莫支，遂憤懣而歿

焉。噫!生不受元宣慰之官，死不忘宋

王室之難。公之才節，可與三忠並稱，

垂百世不泯矣！娶妣七人，孕子十三。

東圃宦溪其裔也，茭塘靈山其裔也，新

會程村其裔也，茭塘金鼎其裔也，東圃

村頭其裔也。餘或遷或沒，未盡紀焉。

惟郭氏葬於古鼎崗，後殮公附葬於此，

丁未向之原。十二傳以誠從甥宦游於麗

水，思葺先塋，來請予志。謹稽廣志，

敬述公績以揚之。銘曰：維公世系，出

自參知，珠璣發跡，制值攸司。精忠貫

日，勁節揚輝，成仁取義，舍公其誰？

岩岩古鼎，宅兆丕基。凜凜英烈，百代

瞻依。子孫千憶，享祀無期。

時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九月十二日  

十傳孫敦、亨等百拜重修。

這塊碑文應該撰於隆慶三年（1569），張敦

仁是明代山東按察副使，他是應制置使的後裔之

邀而作。淩震後人在乾隆《番禺縣志》中記載淩

震是福建莆田人，淳祐四年（1244）進士，廣東

制置使，宋亡以後即留居番禺東圃一帶，先後娶

妻7人，生13子，分別在東圃宦溪村、茭塘靈山、

新會程村、茭塘金鼎、東圃村頭等地。淩震子孫

為何分居呢？在族譜中《靈山寺碑記》有記載：

祖諱震，原福建興化府莆田人，宋

授廣東大都統，才兼文武，心在王室。

宋景炎元年，元酋逼帝由閩次惠州，帝

遣使奉表降元，我都統淩公與鎮孫起兵

興復宋帝，舟次梅蔚，二年海上七處駐

蹕，三年元退師。二月宋帝舟次廣州，

我祖與王道夫復廣州，詔以我祖為廣東

制置使。五月改元祥興，六月帝幸崖

山，十二月我祖在廣州與元將李恒戰，

敗績，退於城東東圃，復糾義勇力戰，

兵勢不支，憤懣而歿，殮葬於古鼎崗郭

氏夫人墓，子孫散處。二世祖宣議方道

公，行二，辟地靈山而家焉，三世祖提

督賢甫公，建祠設立祭田，子孫致祭，

歷經二百餘年。祖有旌褒之典，維持世

教，家運中微，代乏哲人，不得表揚。

十二世孫以誠，年躋九十有二，冠吾族

長。因會議興工修整，核明祭田，謂不

可無文以詔後世，乃立碑於祠右，按譜

記實，思以垂不朽也。後進禮樂彬彬，

其有興乎。

萬曆十三年乙酉十二月建  明十一

傳以誠本信號荔亭

宋末元初，淩氏主要居住在東圃、靈山一

帶。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廣東各地的淩氏開始以

淩震的名義，在省城廣州建制置使公祠，族譜收

錄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合建省城長塘街制

置公祠引》：

吾祖制置公自閩至粵為海州都統，

再任廣東制置使。後值元亂，遂家東圃

而居焉。嗣子十有三人，至孫而詵詵繩

繩，森蔚益增，人眾居分，漸散於各府

州縣者不可勝數，而愈傳愈遠，多有

不知根源何自者。幸而宦溪、靈山、金

鼎、程村、潭村數鄉，雖世數已遠，尚

人人記有制置公在胸臆間，春秋報祀，

未嘗或缺，但各祭於其本鄉之祠，而省

會環眾未有，特主以制置為開粵始祖，

豐功盛烈，百世共賴，而特祀無地，子

孫歡心，未及合展，殊為缺然。且今別

姓屬遠為近，聯疎為親，省中建祠者甚

多，況吾姓數房，一脈至親，益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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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妥先靈。今各房會議，思在羊城

買舊轉新為開粵祖祠，此中費用，須各

房努力，方能有濟。今特設簿，希各房

共認銀兩，房內有力者宜另標題，至匯

銀之日，須擇清心直行、一塵不染者，

相為主持，庶謀事周詳，措置得宜，上

可報數百載之功德，下可裕千萬冀之仁

孝，是舉也。想人心同然，特前此未有

以發之耳，今聞此說，凡為制置公子孫

者，諒無不踴躍歡欣，盡心竭力，以襄

其成。我今同志略為數言，以引其端。

時康熙四十五年丙戍長冬首事文相

眾興於經裔光士英、宗賢、濟珍、湘攀

等仝啟。

從此祠引來看，康熙四十五年淩氏子孫分

佈於宦溪、靈山、金鼎、程村、潭村等地。相較

於明萬曆年間，有淩氏族人遷徙到潭村居住，各

房分居祭祖，各有祠堂的情況。到了清初，凌氏

受到廣東一些氏族流行在省會廣州建合族祠的影

響，遂各房商議在省城建制置公祠，以凝聚各地

族人。到了乾隆初年，宦溪、坦頭、石溪等的淩

氏又在宦溪建大宗祠，乾隆六年（1741）《宦溪

大宗祠碑記》對此記載說：

吾族系出吳大都督淩統之後，其

由閩仕粵，繩蟄於珠江者，則始自宋季

雷門公，此百世不遷者也。二世祖方舉

公為雷門公塚子，承庥席蔭，沿宦溪遺

址奠厥攸居，嗣後支派蕃昌，始分佈於

坦頭、石溪二處。是方舉公，又為我宦

溪不祧之主也。向未有專祠合祀，子姓

惕然不安，屢議卜居鳩工，均以浩費維

艱不果，蓋興創若斯之難也。迨至乾隆

庚申三月，族眾率祖之念益殷，於是碩

侯、維信、郎彥、學光、美三等乃計畝

科丁，醵金購地，其經營圖度，幾竭心

力，方克底厥成焉。

此時宦溪淩氏又散居於石溪、坦頭等地。

正因為族人分散，所以才有建祖祠的動議。到

了乾隆中葉，淩家開始出現仕宦功名人物。乾隆

二十六年（1761）《宦溪族譜序》的書寫者即為

「進士第文林郎歷湖南邵陽醴陵興寧桂陽等縣加

二級記錄四次署長沙府通判直隸靖州記大功三次

充庚午壬申癸酉丙子四科鄉試同考官靈山房十七

傳孫魚西波甫拜撰並書於耘齋」。宦溪的大宗祠

自此以後，成為淩氏族人的重要祭拜場所，光緒

二十三年（1897）又對宦溪大宗祠進行了重修，

並豎碑刻一通，內容如下：

〈重修宦溪淩氏大宗祠碑記〉

道粵城而東，可水可陸，陸則陂

田軫接，水則乘退潮，凡四十里而得東

圃，我太祖制置公始家焉，故有洗馬

潭。又自東圃而東，亦可水可陸，陸則

二里，荷鋤包飯者不絕於途，水則沿江

入溪，蒲葦蔥蕯，水木明瑟，農家夾岸

舂杵，雞犬之聲相聞，鳴榔數折，凡

五六里而得宦溪淩氏之衎新堂焉。其陰

火羅嶺自大庾南來，崔嵬嵂崒以為屏，

其陽果園稻田繡錯，鱗次數百頃，薄海

以為砌，外有長洲、新洲、琵琶洲邐

迤前橫以為案，左則魚珠鳥涌扶胥之

口、黃木之灣，厥宅祝融特起九峰以為

表。蓋自製置西曆五世而遷於是，瓜

綿瓞衍，遂立宗焉，是稱大宗。凡我

二三四五六等房所仰望而膽拜如泰山如

北斗者也。祠建於前明，至乾隆六年廓

而大之，重修於嘉慶乙丑，迄今又近百

年矣，簷瓦杗桷，或螙以墮寢，室前尤

甚。子姓慨然謂：非所以妥先靈也，非

所以繼前人創建重修之盛志也。公議以

朝錦、俊謙等襄其事，諏吉庀材，人持

畚鍤，一日咸踴躣赴，歡聲雷動，新廟

奕奕，煥然有光。於是加建祠西青雲巷

一帶以輔成壯觀，舊有庖整而飾之，以

謹其祭鄉膳羞，建後園繚以周垣，雜蒔

花卉，以供親賓之遊賞，右通左達，靡

不如意，凡費千餘金，皆取之百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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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始於光緒丁酉十月迄十二月告成，屬

予記之。予惟是役也，非百益會不為

功，猶憶乙丑冬詣宦溪謁祖禮成，諸伯

叔父賜宴於堂，談次及百益會章程，誠

有味乎？其言之矣。……今果借百益會

之儲，重新堂構，襄事者又不懈，益何

宦溪之多賢若是？繼自今人文蔚起，遠

迪前光，永以弁冕諸房，而作海邦之望

族，則斯堂也，與粵城中六房眾建之恢

復堂，東西輝映矣，爰不辭而為之記。

時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季冬穀旦

二十一世孫揀選知縣巳酉恩科舉人族侄

孫鶴書頓首拜撰

從碑記內容看，清末東圃仍是典型的環水而

居的鄉村社會，水陸交通便利。而宦溪的大宗祠

最早建於明代，並於清乾隆六年（1741）、嘉慶

十年（1805）及光緒二十三年重修。而且淩氏族

人此時已經成立了「百益會」。

《宦溪淩氏族譜》中還收錄了一些祖先的墳

塋碑文，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淩氏始祖雷門公淩

震的夫人梁氏墓誌銘，詳細記載了淩氏入粵後的

事蹟，原文如下：

〈重修顯始祖妣梁氏夫人墓〉

夫人姓梁氏，系出莆田，世為三

山望族，年及笄，歸我始祖考雷門公，

性行端淑，勤持禮法。公行四，時三長

兄，已皆顯貴。夫人與三妯娌事武經，

公陳夫人克盡婦道，得其歡心，公登宋

咸淳年間進士，時值賈似道誤國，版圖

日蹙，公積勳任廣南道，夫人隨翁姑入

粵佐公。閱年，公擢廣東都統，封二品

夫人。景炎元年十一月，元軍入建寧，

少傳張世傑等奉帝航海至潮州，十二月

次惠州甲子門，帝遣使詣元請降。二年

元軍入廣，陷諸郡。是時，所向望風披

靡，擁強兵叛而去者相環，我公與經略

張鎮孫誓圖恢復。四月，帝舟次廣之官

富場，元將呂師夔聞公與張鎮孫兩路夾

攻，始退走，遂復廣州。九月，帝遷潮

州之淺灣。十一月，元將塔出會呂師夔

兵，合攻廣州，鎮孫守禦不支，城陷。

我公得脫，收拾散亡數千，倚少保文天

祥諸軍為聲援，與尚書王道夫各將兵相

犄角，再復廣州。有詔：褒諭晉廣東制

置使，授光祿大夫，夫人加封一品。帝

將復駐淺灣。適元將劉深等來襲，張世

傑奉帝走秀山，至井澳，州郡盡陷，帝

復奔謝女峽，至七里洋。三年春，文天

祥收兵海豐，復出麗江浦，我公拮据戎

馬，竭力支撐，三復廣州。待郎馬南寶

賦詩志喜，帝遷碙州，四月崩。眾立衛

王昺，改元祥興，遷崖山，以我公保有

廣州，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

二十餘萬，忽大星隕於廣州南。至冬，

而文天祥被擒，逾春而張世傑舟溺，宋

祚遂亡。當我公之三復廣州也，四面皆

敵壘，公獨以一丸之地，捍帝於岡州，

大小數十戰，自少帝亡後，人無固志，

公與元將李恒戰，不利，乃退居東圃，

齎志以終。時夫人雖身被恩榮在署，實

無一日暇豫，以憂勞先公卒，葬於邏岡

火村，土名官田，壬子向之原。繼室郭

氏夫人，副室五人，子十三人皆不仕，

具詳族譜，不復縷書。茲因年經久遠，

墓穴陵夷，無以嘉魂魄，各房父老集議

重修，命魚紹述舊聞，原其為顛末。

……

時大清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九月

初八日吉旦十七世孫進士魚撰。十四世

孫奕耀、十五世孫庠生基鞏、十六世孫

文儒廩生云、十七世孫歲貢生渭水、國

學生爾聚、裔孫明茂，十八世孫舉人高

焻等立石。

梁氏的墓誌銘告訴我們，宋末元初，淩震是

其中的抗元將領之一，梁氏作為淩震的妻子，在

抗元中受到南宋朝廷嘉獎。但梁氏死後並未與丈

夫葬在一起。從族譜所載譜系圖看，淩震原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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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隨後又與南海都禦使郭公的女兒結婚，後

來又納四個副室。

在石溪村的調查中，我們訪談的最後一位老

人是劉大爺，但沒有目睹到劉氏族譜。據劉大爺

說，石溪劉氏也有族譜，最早可追溯到漢代，其

始祖為東漢東平憲王劉蒼，是光武帝的小兒子，

曾修禮定樂。宋代建炎年間，第三十四代劉仲敏

任南雄州刺史，因足疾辭官，留居南雄保昌珠璣

巷，紹興年間從珠璣巷遷居廣州烏衣巷，後又遷

到新會。劉仲敏是石溪劉氏始祖，其後八世祖遷

到順德，再遷到番禺石溪村。

從以上族譜看，石溪村開村大致在宋代，

村內村民大多由北方遷徙而來，此村瀕臨珠江，

水陸交通發達，村民以農業為主，後來也有村民

走上經商之路，石溪村各族至今仍保持傳統的祭

祖、龍舟等活動。

二、石溪村的祠堂與神廟

我們在石溪村中漫步行走，不時會看見一些

古舊的建築以及仿古的新建築。最引起我們注意

的就是村中的祠堂和神廟，具有代表性的是仕清

秦公祠和光成秦公祠。

仕清秦公祠位於前進村石溪永寧街14號。祠

堂大門上方刻「仕清秦公祠」，落款為「光緒庚子

孟冬吉旦墨浦梁澄書」，署名下方有兩枚方印。

門額兩邊門聯為「天水世澤源流遠，石溪宗枝葉奕

長」。大意說石溪秦氏祖先來源於天水。仕清秦公

祠大門內左邊是土地神的神龕，右邊有四通石碑，

第一通是《仕清秦公祠重建碑》，內容如下：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慎終追遠，

孝莫大焉！我太始祖悅會公偕長子仕

清，自南宋咸淳年間宦遊入粵，由南雄

遷居廣州番禺，遂卜築石溪而居，以時

考之六百餘年矣！前人念先世創業艱

難，特建祠以垂永久。迄今代遠年湮，

瓦面則雨雪飄零，棟宇則風霜剝蝕。庚

子歲，余叔伯兄弟等報本情欣，群起重

修之念。於是老少勸捐，集腋成裘，鳩

工大作，不日告成。囑余作文以記之。

曰：歌於斯，飲於斯，聚宗族於斯，相

與敦孝友，相與講仁讓，將見蘭桂騰

芳，螽麟衍慶，世世相承，有其兆也。

是為序。

八品銜國學生二十傳孫宗伯心如氏

頓首拜撰

重修值理：顯維、榮和、榮慶、榮

燦、榮樂、榮富、榮華、世祥、千相、

聯派。

謹將樂助芳名列左：悅會祖助銀

三拾五大元、仕清祖助銀三百二拾六大

元、萬興祖助銀三拾二大元、榮和助銀

五百二十三大元、榮慶助銀二百五十四

大元、榮宗助銀二百四十大元、榮基

助銀一百八十六大元、顯德祖助銀

一百五十六大元、榮高助銀九十六大

元、榮斌助銀八十八大元、顯維助銀

七十大元整、榮可助銀五十四大元、千

邦助銀三十八大元、思華祖助銀三十七

大元、世經助銀三十六大元、聯佳助銀

三十四大元、千興助銀三十一大元、千

相助銀三十大元整、千旺助銀二十三大

元、榮標助銀二十二大元、顯發助銀

二十一大元、賢安助銀二十二大元、

華社助銀二十大元、榮樂助銀一十九

大元、榮彰助銀二十大元、榮結助銀

一十八大元、榮棠助銀一十八大元、子

揚祖助銀一十七大元、榮華助銀一十七

大元、思錦助銀一十六大元、榮熏助銀

一十四大元、榮燦助銀一十四大元、顯

財助銀一十二大元、千隆助銀一十三大

元、顯善祖助銀七大員、顯成助銀八大

元、聯派助銀七大元、顯祥助銀六大

元、榮祥助銀五大元、宗儀祖助銀五大

元、郁明祖助銀四大元、思敬祖助銀二

大元、存聚祖助銀二大元、榮富助銀二

大元、阿威助銀二大元、華本助銀二拾

大元、本甦助銀二大元、世華助銀二大

元、閏金助銀二大元、容桂助銀二大

元、華輝助銀二大元、阿全助銀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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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洪兆助銀二大元、華載助銀二大

元、肇光助銀二大元、阿江助銀二大

元、顯彰助銀二大元、阿標助銀二大

元、榮就助銀二大元、阿朝助銀二大

元、博學助銀二大元、阿培助銀二大

元、世灼助銀二大元、福懷助銀二大

元、瑞祥助銀二大元、阿耀助銀二大

元、阿國助銀二大元、世祥助銀二大

元、阿財助銀二大元、華志助銀二大

元、阿昭助銀二大元、思祥助銀二大

元、思恩助銀二大元、阿千助銀二大

元、阿就助銀二大元、阿妹助銀二大

元、阿萬助銀二大元、華煥助銀二大

元、阿傑助銀二大元、阿楊助銀二大

元、阿斌助銀二大元、阿曉助銀二大

元、阿沛助銀二大元、阿澤助銀二大

元、帝金助銀二大元、應榮助銀二大

元、應培助銀二大元、阿能助銀二大

元、阿登助銀二大元、榕滔助銀二大

元、樹基助銀二大元、錦波助銀二大

元、華北助銀二大元、榮書助銀二大

元、阿汝助銀二大元、阿流助銀二大

元、阿興助銀二大元、阿浩助銀二大

元、榕端助銀二大元、世坤助銀二大

元、世亨助銀二大元、世樂助銀二大

元、賤溪助銀二大元、聯芬助銀二大

元、阿海助銀二大元、鎮宜助銀二大

元、福來助銀二大元、福綿助銀二大

元、華樹助銀二大元、阿會助銀二大

元、帝潤助銀二大元、紹熏助銀二大

元、阿鰲助銀二大元、錦全助銀二大

元、阿樹助銀二大元、阿桃助銀二大

元、阿昌助銀二大元、鎮邦助銀二大

元、倫英助銀二大元、阿謙助銀二大

元、至順助銀二大元、作昭助銀二大

元、金翎助銀二大元、燦熖助銀二大

元、阿經助銀二大元、阿春助銀二大

元、江橋助銀二大元、傑良助銀二大

元。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季秋月吉旦重修立石

這通碑文講述石溪秦氏入粵時間及來源，提

到宗祠於光緒時已破敗不堪，族人於光緒二十六

年（1900）動議重修宗祠，二十八年（1902）落

成，序文由八品頭銜國學生秦心如撰寫。但仕

清秦公祠最早建於何時？該碑文並沒有交待清

楚。不過我們從第二通《設立屏門小引》的碑文

中，大致可以判斷，該祠至少在乾隆五十五年

（1790）甚至之前已經建立了。因為這記述的屏

門就是為仕清祖祠所建，內容如下：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古禮也。今我

仕清祖祠亦仿此事。但祖蒸淡薄，籍手

何從？爰集孝子賢孫捐金樂助，集腋為

裘，鳩工庀材，告成指日。將見宗靈妥

適，行看後裔蕃昌。謹鐫題助芳名，以

垂永久，是為引。

計開首事：紹禮，緒爵，業敬、顯

升、顯襄等

緒芝、緒成一錢五分，朝能、顯

升以上各一中元、緒朗二錢整，業琪、

業韜顯襄以上各二錢五分，業盛、業

文、顯邦、顯祥、顯新、業志、業達、

業貫、業齊、思成、顯生以上各一錢

五分，思群、顯貴、業臻、思麗、思

錦、思聘、顯輔、顯楠、顯進、顯榕、

顯明、顯輝、業祥、朝斌、方照、潼城

以上一錢二分，思登、思安、緒爵、緒

權、業君、業敬、業勤、業恕、業勳、

業華、緒茂、業龍、業莊、業昌、業

萬、業千、業秀、業餘、業英、業蕃、

思貴、思潤、思有、思宗、顯有、業

錦、業新、思江、思炳、顯富、顯通、

葉瑞、葉另、榮發、榮達、榮壟、業熾

以上則一錢整。

    乾隆五十五年季秋吉旦

第三通為《創建宗祠小引》碑文，講述秦氏

子孫秦紹俸等發起族人共建祠堂一事，從中可以

判斷仕清秦公祠建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

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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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宗祠之設，原以妥先靈而聚

子姓也。惟念□仕清祖向無家廟，我等

子孫雖春禮秋祀，欲竭微誠，其何從

乎？眾議久思鄉之南隅萬興祖原有吉地

一段，四江環拱，眾水瀠洄，欲將此地

送之清祖建祠第，是我祖租粒寥寥無門

藉乎？是有志而未達也。幸乾隆癸巳，

歲豐人和，餘將此志謀之宗族。各皆點

額，維欣捐資樂助，告成，然此清祖有

靈而致也。俾後來之子孫永昌永熾，端

由是基矣。爰序數語，以志大略云。

首事：紹俸、紹俊、緒蕃、緒才、

緒芝、緒大、業聚、思朋、思位、顯

貴。

今將僉題芳名於後：萬興祖送祠地

一段，此地丈尺刻在碑後。永昌祖捐銀

柒拾肆兩壹錢整，萬興祖指銀柒拾肆兩

壹錢整。

長房：緒貴、緒大、業舉、業君、

業創、業勤以上一大元，思位五大元又

七分，思顯一兩整，思錦、思麗以上一

大元，思華一錢整。

二房：紹禮三大元，紹志一元半，

緒朗五大元，緒傑三大元又一角七分，

緒才、緒爵以上二大元，緒豪、緒泰以

上一兩整，緒俊一大元，緒光一中元，

緒成一錢整，業敬三大元又一角七分，

業文二大元，業盛、業鳳、業孔、業

秀、思群以上一大元，業昌一中元，思

群一大元。

三房：紹俸一大元又九分，紹聖

一中元，緒芝五大元，緒熾一大元，緒

球、緒倉以上一大元，業琪、業韜以上

一大元，業萬一錢整。

四房：緒偉二大元，緒蕃、緒禮以

上一大元，業鵠、業能、業泗以上一大

元，業達一中元又一角一分，思俊一大

元，業信一中元。

五房：子楊祖一中元，思賢一大

元，思升一大元又一角七分，思明一大

元又一角一分，思客一錢整，顯兆六大

元，顯邦四大元半，顯貴四大元，顯昇

二大元，顯輔一大元，顯佐五角五分，

榮多一中元，思客一錢整。

乾隆癸巳□□□□□□□□□□

從碑文內容看，仕清秦公祠最早建在乾隆癸

巳年（1773），這一年「歲豐人和」，在族人秦紹

俸等人發起下建立宗祠，秦氏五大房踴躍捐款。

第四通碑文字跡十分模糊，依稀可見碑頭

「仕清、仕傑子孫捐資重修祖墓芳名如下」，由

於碑刻字跡十分模糊，故此處不再抄錄，碑刻落

款為「西元壬申年重陽立石」，估計是民國年間

所為。

祠堂內還豎有落款為2013年的《仕清秦公

祠修建碑誌》，記載：「仕清秦公祠始建於清代

癸巳年（1713），堂號思敬堂，至光緒二十八年

（1902）重建，自1992年始祖曰會秦公墓重修以

來，經耀南、宇雄、光成兄弟不斷努力，祖墓於

2005年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把仕清秦公

祠創建時間定於1713年，與《創建宗祠小引》一

致。

光成秦公祠位於石溪村橋頭3號，祠堂原貌

保存較完整，但左廊房頂已坍塌，祖先神位大

廳的柱子也已朽壞，現用磚塊代替，屋脊部份

損壞，而屋樑的雕花及供養祖先的神龕保存較

好。據秦大爺介紹，光成秦公祠建於光緒三十四

年（1908），祭祀的祖先為秦明綱，為入粵十九

世祖，字貴登，號祥光，光緒年間五品同知，從

事絲綢貿易，還曾在廣州沙面開設時昌洋行，人

稱「merchant登」。祠堂內部的前堂、大門後設

有中門屏風，後堂四大圓柱及兩側均配掛對牌，

屋頂上部周圍均有繪畫，前後屋及兩廓有木雕，

祠堂前有花崗石砌成的池塘。祠堂大門處有兩個

石凳，門額刻「光成秦公祠」，無門聯。祠堂窗

戶上鑲嵌的清末民初的彩色玻璃、雕花已破爛不

堪，原來完好的玻璃、香爐、金箔木雕等均被

盜。

石溪村的仕傑秦公祠，以石溪秦氏二世祖

秦仕傑命名，從《石溪秦氏族譜》看，秦仕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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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悅會第四子。我們考察時，仕傑秦公祠大門已

鎖，門額刻有「仕傑秦公祠」五個大字，門額上

方畫有八仙賀壽圖，門聯為「宗源天水」、「根

繫嶺南」。祠堂兩邊用紅紙張貼有《重建仕傑秦

公祠贊助芳名》和《祠堂重光善款》，贊助修

建仕傑秦公祠的族人既有廣東人，也有湖南、海

南、廣西等地人，可見仕傑公的子孫後來遷徙到

各地。

石溪村的淩氏宗祠主要有子初淩公祠，位於

石溪村長樂街6號。門前整體佈局與仕清秦公祠、

光成秦公祠大致相同，祠堂門額刻有「子初淩公

祠」，無門聯。大門左邊牆壁上掛着2012年11月天

河區登記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意味着這所建築

已經成為文物。我們在和淩大爺的交流中得知，

子初淩公祠是以淩震第七世孫淩子初命名，因為

他最早帶領族人遷徙到石溪村，所以子孫在此建

祠堂供奉淩子初。而淩氏的大宗祠則建於宦溪

村。

劉氏大宗祠位於石溪村天祿街8號。據劉大

爺說，劉氏大宗祠建於道光年間，最初在村裏的

侯王古廟旁，民國時才遷徙到此處，又1954年重

修。祠堂大門前有兩根石柱，門額刻「劉氏大宗

祠」五個大字，門額上方有壁畫，落款為陳建

昌，時間為民國十三年（1924），門聯為「天祿

傳家學」、「雲福紹古風」，雙扇大門上分別貼

着「文丞」、「武尉」兩字。祠堂內鑲有《學成

堂重修祖祠碑記》，從中可知，這座劉氏宗祠是

為了紀念元朝光祿大夫劉渭叟的，民國年間因祠

破舊，族人遂捐款重修。碑文如下：

番禺鹿步司石溪鄉為皇元光祿大

夫劉公渭叟之大宗祠也。面江背嶺，創

開鉅麗，簷牙高啄，宏模狀觀。祠□□

□，遵萬古聖賢禮樂；左昭右穆，序一

家世代流源。此石溪所以有其祠也，祀

劉公渭叟。於是間瞻抑德微親依靈爽

非一日矣，懨懨歲月，風雨飄搖，勢將

頹敝。乙丑孟冬，乃議重修，然經費浩

繁，且祖嘗微薄，爰集本族父老昆弟之

捐款，事彌從便，氣易為豪，至登壟鉅

賈、聯田富室、縉紳並舉，俾得集腋成

裘，即日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喜落成，

厥功偉矣！崇奉先以為奕世炳耀寧有涯

乎？謹志捐款芳名，以垂不朽焉。云

爾。

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生吳錦

章敬撰

經理值事光容、全佳、福培、耀

漢、炳甜、敬明、華地、應根

廟頭鄉張萬戶堂香資六元、本村

蘇姓香資四元、龍水步房香資四元、珍

成堂壹佰大元、三洲祖助銀五百元、珍

成堂一百大元、宗枝積慶香資五毛、本

村仕清祖香資貳元、本村仕傑祖香資壹

元、南洲房香資貳元、南灣房香資壹

元、本村淩姓香資貳元、本村徐姓香資

壹元、南畝房香資壹元、南琚房香資壹

元、東同聚香資六毛、甫福如香資五

毛、東源房香資壹元、平涯房香資壹

元、子山房香資五毛、普全房香資壹

元、呂谷祖香資四元（以下86人略）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冬吉日闔房子

孫等  重修立

從碑文中的捐資名單看，劉氏分佈在廟頭

鄉、石溪、龍水埠、南洲、南灣等地，並且捐款

也不僅僅局限於劉姓，還有淩姓和徐姓等參與，

其中的緣由不明，估計與侯王古廟有關，因為劉

家認為侯王古廟祭祀的陳平就是幫助劉家打天下

的功臣。

今天的石溪村唯一保留下來的神廟就是侯

王古廟。在與秦大爺、劉大爺及淩大爺的訪談中

還瞭解到石溪村除了侯王古廟外，還有娘媽廟、

觀音廟及華光廟等，但如今除了新建的侯王古廟

外，其他廟宇均已不見。

侯王古廟位於前進村石溪天碌街西五巷20

號。此廟即《石溪秦氏族譜》中提及，秦明綱

捐款所修從侯王廟到牛牯石碼頭的石板路的起

點所在。有關侯王古廟的歷史，老人們告訴我

們，據說，此廟在明代已存在，幾經重修流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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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現在的侯王古廟是1990年代重建。侯王古廟

主要祭祀的是漢初丞相陳平。現今的侯王古廟由

一個單獨院子構成，廟正門刻有「侯王古廟」，

下款「甲戌年十月建」。廟門前門聯為「六計出

奇輔漢興劉稱偉烈」、「威武沐澤文經武緯仰洪

恩」，稱讚漢初名相陳平輔佐漢室的功績。廟內

一堵綠磚所砌的屏風上畫着八仙過海圖，屏風右

邊是一座土地神像，供奉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

廟內掛滿塔香，正廳神龕正中安放一大一小兩座

侯王，小的在前，大的在後。秦大爺告訴我們，

這兩座侯王神像，大的為坐身，小的是行身，主

要供游神時所用。侯王左右兩邊還供奉有文昌帝

君、陳曹、關羽等神像。劉老大爺告訴我們說，

漢初陳平輔助劉邦有功，被封賜曲逆侯，後官至

丞相，陳平對漢室忠心耿耿，故全村劉氏商議為

陳平建侯王古廟，享受劉氏世代煙火供奉。

劉大爺還告訴我們，以前村裏每年都要定期

舉行菩薩巡遊和侯王誕。菩薩巡遊在石溪村附近

村落也普遍存在，但巡遊神像不同。如石溪村北

面的宦溪村巡遊神像是天后娘娘，蓮溪村巡遊神

像是洪聖大王，龍水埠巡遊的是華光大帝，而石

溪村巡遊的則是侯王陳平。

石溪村每年舉行菩薩巡遊的時間在農曆正月

初十，這一天村民首先要擲杯問神。全村人到侯

王古廟，由一位最有聲望的老人向侯王跪拜，擲

聖杯，此舉是請示侯王巡遊時是向東行還是向西

行。扔聖杯時，擲杯人雙膝跪地，將聖杯高舉過

頭，口中問侯王可否西行，然後將聖杯擲地，聖

杯擲成一正一反為正杯，表示可向西行；若陰杯

（兩塊都反）或陽杯（兩塊都正）表示不可行，

擲杯人就改問可否向東行；若擲成陰杯或陽杯，

則再次問可否向西行，如此循環，直到擲成正杯

為止。擲完聖杯以後，便向可行的方向巡遊。

到了巡遊時，侯王像安放在眾菩薩的正中，有一

前一後兩尊，前面一個較小的為行身，後面一個

大的為坐身。巡遊時行身被安放在神龕（龍庭）

內，然後選擇四名剛結婚或近年結婚的男性村民

優先抬神龕，其主要是希望抬神龕的人被菩薩保

佑，早生貴子，多子多福。

在侯王前行時，護送侯王的「隨從」隊伍很

龐大。一般有16個舉旗人和4個舉權杖的人，他們

各執一杆旗或權杖。隊伍左右各有一個花籃，上面

放有燃着的檀香，敲鑼打鼓向西（或東）的第一間

祠堂而行。此時，祠堂有專人迎接神像。神像被恭

敬地迎進祠堂後，要在神位上坐上一天一夜。第二

天護送的隊伍又按上一天的儀式將神像送到下一間

祠堂。傳說給侯王「坐鎮」過的祠堂，會給該族人

保平安並帶來福氣。神像依次坐鎮完村中所有祠堂

後，便「返堂」回侯王廟神位上，返堂中要「過火

坑」，即在一塊地面上鋪滿燒着的稻草，4個抬神

像龍庭的人，要迅速從燒紅的稻草上跑過。據說這

代表「旺」，所以村中的青年男性都爭着「過火

坑」，尤其即將結婚生子的青年，有機會充當這一

角色，就意味着會行好運。

另一個紀念侯王的節日為侯王誕，陳平誕

辰為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當天，石溪全村非

常熱鬧，大家會沿街擺滿小攤販，賣燒豬、紅白

包子、荔枝、熟蟹、雞等食品，這些物品都是拜

祭侯王的用品。這一天全村村民會把這些祭品帶

到侯王廟燒香拜祭。祭拜完後，將貢品帶回家食

用，據說可以給食過的人帶來好運。

三、石溪村民熱心社區公益活動

石溪村民熱心社區公益活動，在某種意義上

講，祠堂、古廟等也屬於公益活動的一部份，只

不過祠堂側重於血緣關係，而神廟則側重於地緣

關係。其實，晚清以後，石溪村隨着廣州社會經

濟的發展也得到發展，私塾、公路、碼頭的修建

以及龍舟活動的舉辦，都開展了起來。

我們在石溪村考察了榮和私塾，其位於石

溪村永寧街18號，為秦氏族人所建。秦大爺告

訴我們，該私塾由石溪秦氏第十七世祖秦榮和

所建，主要供家族子弟讀書，偶爾也接收村裏

其他姓氏的孩子。從私塾門額右邊題「光緒癸卯

仲冬穀旦」看，此家塾可能建於光緒二十九年

（1903）。門額上刻「榮和家塾」四個大字，為

黎橋謙所題。榮和私塾現已是天河區登記文物保

護單位。

而建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綠筠溪館，

位於前進村石溪橋頭街4號，也是秦氏家族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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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之所，倡建者為秦明綱。村民們又稱之為

「花廳」。據秦大爺介紹：綠筠溪館宅院正門呈

回字形，門框鑲嵌「綠筠溪館」門額，由順德籍

李文田的入室弟子「嶺南四大家」之一的吳道鎔

所題，時間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吳道鎔

（1853-1935），番禺人，光緒六年（1880）進

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被聘為廣東高等學堂

總理。1931年曾任《番禺縣續志》總纂。綠筠溪

館外形保存尚好，內部相當破敗。2005年9月，廣

州市公佈綠筠溪館為登記保護的文物單位。在綠

筠溪館門口左邊牆壁嵌有一通《遷街助地助金題

名碑》，時間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初一

日。碑文如下：

嘗聞福生有胎，培其胎，禎祥不指

日而至耶？蓋我鄉遷街，正植福事也。

鄉之西街，羊腸崎嶇，前人欲撤往涌邊

至為便，但有志而未逮。今集眾以謀，

一鼓而事畢舉。或捐地尾、或捐金，人

無吝嗇。繼以費用不充，請銀會助其不

足，各□□□昕昕踴躍。昔之所難，今

舉之易，是必有默助於其間者也則如砥

如矢，君子所履多福，從此而始基之

矣。

首事秦伯進、劉鳳全、秦伯綱、劉

鳳齊。

謹將助地助金芳名開列如後：秦

伯舉、秦伯紀、秦伯觀、秦伯盛、秦公

式、秦伯俊、秦喬嶽祖、劉君彥祖、秦

□富祖、秦家俊、秦萬朝、劉文俸祖、

劉大賢補貼磚銀一兩，秦大勝、秦伯

秀、劉仕成、秦伯艱祖以上捐地尾作

街。

秦嘉俊助金花小一大元，劉鳳昭

助金小一中元，劉鳳齊助金花小一中

元，秦嘉潤助金花小一中元，秦嘉聰助

金二，秦伯綱、秦萬禮、□□□、□□

□、黃敬賢、秦朝聚、秦伯堅、劉仕

熏、秦伯俊、劉稱秀、劉鳳全、秦伯

東、秦伯雲、秦伯舉、秦公拜、秦宗

富、秦伯英、秦公銓、秦嘉國、秦朝長

助金六分，秦公卿助金五分，徐廣大助

金五分。

會首龍匯溪，首事劉鳳全、秦伯

俊、□□□，秦伯綱共充合銀以街。宣

德祖、龍□祖、龍廣祖、劉鳳谷、徐聯

芳、劉鳳起、徐廣客、劉鳳璘、劉鳳

齊、劉鳳跟、劉鳳峻、劉鳳錦、義勝

會、劉鳳望以上俱合□共□□□□分，

會期議十月初一日八月初一日為定。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敬鐫

從碑文的捐助者姓氏看，乾隆二十六年石溪

村主要以秦、劉、徐為主。從捐助情況看，捐款

多為銀兩，僅有秦伯秀、劉仕成、秦伯艱等捐地

尾，其餘人只捐金銀錢財。就個人捐數額看，捐

款最多的以秦、劉為主。

石溪村現還保存有一通《修建牛牯石埗頭

碑》，展示了村內修建碼頭的歷史。這通碑現放

置在光成秦公祠門旁，碑名已不可見，據秦大爺

說，此碑名為《修建牛牯石埗頭碑》，刻於宣統

三年（1911）秋，石碑由花崗岩構成。碑文主要

記載了清末富商秦明綱等捐款修建牛牯石埗頭一

事，碑文內容如下：

蓋聞修橋砌路，利物即以濟人，樂

善好施，修德自然獲報。此德和輿梁，古

人所以作成於農隙時也。我石溪鄉之有牛

牯石埗頭，由來久矣。代遠年湮，僅存基

址，上落者未免苦其泥濘。元年四月，里

人秦祥光，慷慨慕義，獨起而興築之。塢

已經營，用過銀三百圓，誠為鞏固，大有

益於我鄉。僉曰此善舉也。然埗頭為上落

所必經，斯路亦門鄉所□□苦，乃曰基崩

陷，因為難於跋涉，未免大失觀瞻。維

時欲步祥光後塵者，本不乏人。第以竭

一人之力，何如合眾人之長。是以侯王

廟敬請闔鄉紳耆會議，由舊路石溪閘門

起，用兩塊石砌至牛牯石埗頭止。又由

侯王廟側砌至廟前止。其間基坣窄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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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之，低者築高之。合計應用工料銀若

干。然後設緣簿助捐。居者隨緣樂助，

行者踴躍捐輸。務使集腋成裘，固主義

舉。所謂眾志成城，一呼而築也。至其

中田基兩邊路，佔基少者，由眾紳耆邀

齊各田主，至廟面商，倘得慨然築就固

佳，即或有道而未允者，由各以義不容

辭，共躋公益。此固一鄉之體面攸關，

亦百年之攸關盛衰也。是為序。

秦祥光認埗頭全個，約銀三百大

元，秦作佳助銀二百大元，祥經和助銀

一百大元，細絲綸助銀五十大元，德昌綸

助銀五十大元，廣和興助銀五十大元，劉

詔和助銀五十大元，彭秀良助銀五十大

元，永紹繡助銀四十大元，永紹尋助銀

四十大元，時昌行買辦秦祥光助銀一百大

元，陳□伯助銀三十大元，何壽生助銀

二十大元，馮仲唐助銀二十大元，□□助

銀二十大元，建興助銀二十大元，秦興成

助銀二十大元，均倫成助銀二十大元，□

百□助銀二十大元，□□□助銀十五大

元，何伯認□草田，□□胡壽朋，以上各

助銀二十大元，陳仲□以上各助銀二□，

秦光□銀□□□，秦明梁、□□□、福記

店助銀七元，□□店秦助銀一大元，以上

各助銀。秦朗、秦順昌□、和里梁助銀若

干，劉桂池□助銀百□元，劉日□、劉□

珪、劉□□、劉炳華、劉□□、劉金朋、

劉□燕、劉宜□、劉宜約、劉一□、□青

里樂助銀芳名，秦萬□堂助銀一百五十大

元，秦昌藥堂助銀四十大元，秦榮□、秦

榮基、秦□□、秦世□、秦於□、□□

□、秦□義、秦芳名、秦容海、秦榮紹以

上各助銀一中元，秦俊昭助銀二毫。

宣統三年重建石路，劉炎光、秦祥

光秋吉立。

石碑由於常年腐蝕，字體已較模糊。從碑文

可知此次修建牛牯石埗頭，得到秦、劉及各大商

鋪鼎力相助，原因可能是該埗頭是位於石溪村珠

江邊的古碼頭，是全村和外面世界聯繫的重要通

道。值得注意的是，修建碼頭的眾議是在侯王廟

內進行的，說明神廟在鄉村社會是討論公共事務

的重要場所。此次重修牛牯石碼頭還附帶修建從

侯王古廟直達碼頭的石板路。牛牯石埗頭的修建

一方面是加寬，另一方面是加高。當然，絲綢商

人秦明綱的積極參與謀劃，應該還說明，牛牯石

碼頭是石溪村商業活動的最重要出口。

我們調查時發現在石溪村的祠堂或重要通

道上多貼有龍船會的告示，因為此時剛過端午節

不久。石溪村的龍船會主要由秦、劉兩家分別舉

行，秦氏由秦氏龍船會主辦，劉氏則由西約龍船

會主辦。兩家龍船會主辦前都有酬神活動，在酬

神當天都會邀請全村父老鄉親聚餐。秦氏聚餐每

人一般繳納10元的餐款，劉氏一般為20元。從秦

氏龍船會捐款名單看，捐款不局限於秦氏，也

有蔡、何、黎、黃、張、陳、劉、鄭、許、王、

孫、葉、龍、鐘、莫、謝、馮、曾、林等眾多姓

氏參加，可見秦氏廣泛發動其他姓氏參與。劉氏

龍船會2014年6月4日公告顯示，贊助者97人，大

多為劉氏族人，外姓僅有秦松光、黎志祥、何偉

海、何冠斌、袁業培和袁偉強6人。秦氏龍船會一

般從初一到初五，龍船從深涌出發，一直航行到

廟頭。但奇怪的是村內並沒有發現淩氏龍船會的

痕跡。

四、小結

   石溪村自宋代開村以來，至今已經走過了千年

歷程，這個古老的村落在歷史時期的變遷過程中

經歷了由傳統農業向工商業轉變的選擇，至今在

廣州現代化的大潮中，已經完全遠離了農業，村

內高樓林立，老式建築的祠堂、神廟、私塾等，

與現代化的建築交相輝映，向世人展示這裏具有

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但在現代化不斷強行推行

的過程中，如何保留傳統文化，也就顯得愈益重

要。今天石溪村的龍舟會似乎說明，在現代化的

當下，傳統文化依然是凝結民眾的感情紐帶，而

侯王古廟的重建與祭祀活動，似乎也在彰顯傳統

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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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於2013年10月15日至19日在澳大利亞昆士

蘭大學召開，旨在探討戰爭對近代中國所產生的

影響。這次會議彙集了來自澳大利亞、中國、香

港、日本和加拿大的學者，圍繞着近代中國的衝

突這一主題，進行對比和討論。從地理上，關注

從中國的西北邊境，到東北、黃海、日本，以及

重慶等地區。就時間跨度而言，會議內容涵蓋從

19世紀晚期到21世紀，話題廣泛，包括戰術學，

戰爭回憶、版畫以至微博、軍閥與社會轉型、戰

時之商業與外交以及戰爭對士兵的影響等議題。

這種多樣性的議題展示了本次會議的主題：戰爭

不僅僅局限於戰鬥　　它包含了社會的各個方

面，並且在戰爭結束後，仍然持續長時間影響社

會。與會學者圍繞着「戰爭的社會影響」這一主

題，就學界關注的論題進行討論。例如，戰爭是

如何控制與影響社會？在文教活動、媒體建設和

政治的權宜中，衝突是如何發生？主要觀點是：

戰爭是一種社會問題嗎？正如會議召集人昆士蘭

大學歷史系黎志剛（Chi Kong Lai）及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學James Flath所言，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並不

單存在於戰爭進行的過程之中，這種影響往往延

續至戰後並且遍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

個領域。由此，通過戰爭及其衍生物這一視角作

為切入點，將有利於加深我們對於近代中國乃至

當代中國所形成的種種格局和現狀的理解。

　　綜言之，本次會議為戰爭研究提供了更多樣

化的學術取徑，以不同議題，讓我們重新審視戰

爭與社會之關係。從這一框架不難看出，本次研

討會有如下幾個特點：

1、為中國近代戰爭史的研究發掘新的歷史材料

及敘事方法　　如西方的記錄及親歷者個人

的回憶視角等；

2、關注「網路戰爭」這一種隨着近年通訊技術

的發展而逐漸在虛擬領域出現的全新的戰爭

模式及其影響；

3、探討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影

響；

4、通過商業、外交及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觀察戰

爭；

5、考察戰爭對於其參與主體　　即士兵　　所

產生的影響。

　　本文對本次研討會各場次的演講及討論分別

作一簡單回顧。

　　學術會議前，主辦單位有兩個重要的公開活

動，分別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鄭秀強（Victor Shiu 

Chiang Cheng）的專題講座　　「重慶和談：重

新審視」，以及昆士蘭大學歷史系學生讀書會小

組的專題報告。兩場學術活動，皆從新的研究取

徑，關注過去戰爭史研究較少觸及的面向，探

討戰爭在各種議題上的影響，提供不同的詮釋觀

點。

　　以往，有部份學者認為重慶談判雖然是一起

轟動一時的歷史事件，但其實質意義與其知名度

及歷史地位並不對稱，其談判過程也不像人們想

像中的那麼有趣。1 最近，部份學者更認為，在戰

後中國的政治、軍事等各種條件的限制之下，戰

爭才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主旋律」，2 和談只不過

是一個小插曲而已。3 鄭秀強首先將時間場景拉回

1945年9月重慶會談的現場，通過整理雙方軍事

資本與佈局的相關史料，並結合談判心理學的視

角，探討國、共兩黨談判人及美國調停人在短短

六周的談判中，對中國戰後的和平進程所作出的

努力。透過對重慶談判中各方使用過的談判以及

調停技巧的分析，看到的是談判並不光是一個博

弈過程那麼簡單。在和平談判中，最為重要的是

戰爭、日常生活和近代中國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黎志剛  袁子賢  楊彥哲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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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調各方不同的觀點和利益。在更多的情況

下，作出談判妥協的氣量，要比從事可怕與危險

的軍事賭博的匹夫之勇更可貴。透過重慶談判的

歷史，可以看到的是人們之所以珍惜和平，恰恰

是因為它脆弱的本質。重慶談判並沒有為中國帶

來永久的和平，但國、共雙方在談判過程中所提

出過的各種妥協方案，實際上是對後來的國共內

戰提出了一個，現今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要面對

的血淚控訴：戰爭，並不是當時國、共雙方的唯

一選擇！這一場以軍隊增減為目的的談判，充分

展現國、共領導者不同的思維，以及國內、外各

方權力的交互關係。

　　延續「晚清與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國際學

術會議的傳統，4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學生在本次會

議中，針對2013年出版的戰爭研究最新論著，與

民國戰爭史學術作品，進行深度討論。這幾本重

要著作，或提供新的研究取徑、或使用新史料，

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戰爭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首

先，Joshua Lovett以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5 一書，從軍人日記，理解國家和

個人的戰爭論述如何相互交織，Lovett認為本書

借用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理論，以日記進行文本

分析，説明我們重新書寫戰爭時期軍人的集體傳

記。Writing War提供如何使用個人史料，理解戰

爭中的集體記憶與經驗；而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6 一

書，則從庶民視角，觀看太平天國的興衰，對平

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報告者袁子賢（Chris 

Yuan）認為What Remains採用《庚辛泣杭錄》的文

學作品，説明太平天國時期，人們如何生活於兩

個國家體制之下；並透過《兩江採訪忠義傳錄》

的報導，探討太平天國覆亡後，戰爭對人們精神

與生活上的影響，以及國家、百姓對戰爭記憶的

建構。袁子賢肯定該書能幫助我們從庶民觀點，

重新認識太平天國的戰爭日常生活史，此外，袁

子賢亦建議未來亦可藉用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

察，從碑刻、族譜與宗教儀式中，獲得更多文本

以外的史料。吳曉璐（Xiaolu Wu）報告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7 一書， 將

目光轉移到戰爭史研究較少關注的婦女群體，以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婦女為研究對象，透過

口述歷史，重新賦予女性在戰爭史中的話語權。

吳認為本書訪問的婦女，背景多元，從她們的回

憶講述中，能幫助我們發現群體對戰爭記憶的共

性與差異。Adrian Raftery在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8 一書報告中，從國民黨軍隊

建置的時空背景談起，並就軍隊本身與國家政策

兩個維度，討論戰爭時期民族主義興起與社會流

動概況。評論人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粟明鮮

（Mingxian Su）認為，這幾本2013年的新著，各

自提供不同研究取徑，將戰爭研究從宏觀視角，

移轉至微觀的個人與社會群體身上，重新理解戰

爭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鄭秀強肯定這幾本新著

的學術貢獻，反映戰爭史研究的學術轉向。James 

Flath強調，讀書報告中討論的著作，採用不同的

史料與取徑，圍繞戰爭的影響與日常生活，恰恰

呼應本次國際學術會議的兩大主軸，成功拉開會

議的序幕。

　　會議首場的主題演講相當精采。在演講開

始前，昆士蘭大學歷史、哲學、宗教與古典學

院（School of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lassic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院長

Martin Crotty發表了簡短的引言，將澳大利亞戰

爭史學界對戰爭回憶的研究與中國同行的研究狀

況進行了比對和分享。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由香港浸會大學麥勁生（K.S. Ricardo Mak）的

〈黃海海戰的幾個主要問題：關於漢娜根報告

（1854-1929）〉，以及日本愛知文教大學吳嘉寶

（Ka Po Ng）的〈中國的不安全性和國家發展〉

兩篇論文組成。兩位主講者以新史料與國際關係

的視角，跨越區域的囿限，帶領我們重新反省戰

爭的當代意義與研究趨勢。北洋水師是清朝建立

的近代海洋艦隊，其規模與建制堪稱亞洲第一，

但在1894年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卻輸給日本的

聯合艦隊，自此，日本海軍掌握黃海海域的制海

權。過去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學者多使用中國與

日本的官方史料，瞭解黃海海戰的勝敗原因與雙

方的策略。麥勁生的專題演講，直指黃海海戰的

重要問題在於戰術上的決策，試圖進一步探討是

誰決定改變北洋艦隊的陣型。麥教授採取以往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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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見到的西方史料，時任李鴻章的海軍顧問，

德國退伍軍官漢娜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4-1925）的報告，進行史料爬梳；並透過丁汝

昌的報告與戚其章描繪的飛橋會議，幫我們從漢

娜根的視角，回到黃海海戰的現場，去看傳統史

料中沒有書寫的部份。事實上，麥勁生的專題演

講以漢娜根的報告為切入點，為黃海海戰的研究

提供一新視角，目的並不在於追究是誰下的決策

指令，而是示範如何透過新史料，讓我們重新看

見歷史事件的新圖像。他指出新材料的發掘，尤

其是近代以來西方在華活動者的相關記述材料，

將有助我們發現新的歷史線索，乃至填補過去相

關研究中由於缺乏史料導致的空白。吳嘉寶以

〈中國的不安全性和國家發展〉為題，指出在不

同年代的經歷、環境、意識形態等因素下，自毛

澤東以來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至習近

平這五屆中國領導層如何看待戰爭這概念，由此

分析戰爭及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安全隱患對於中國

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評論人昆士

蘭大學德國史專家Andrew Bonnell針對麥勁生的演

講，由德國學術界對全球史的發展和世界戰爭歷

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強調通過研究本國與外部力

量的互動，來考察本國的相關歷史事件，是一個

值得留意的新視角。Bonnell認為未來研究中國近

代戰爭史，也可從國際關係的視角去理解。本場

演講的另一位評論人邱垂亮針對吳嘉寶的演講，

指出要瞭解中國的國防思想，及在意識形態領域

始終縈繞在領導人腦海中的不安全意識，應當將

觀察視角進一步向前推移至秦始皇的帝國時代，

而不僅僅局限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此

外，除了來自外部威脅之外，來自中國內部的不

穩定因素也將是中國所面臨的安全隱患，值得我

們進一步關注。

　　昆士蘭大學孔子學院講座活動中，澳洲格里

菲斯大學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從豐富的西方

媒體、學術論著、電影、網路社群媒體和一般民

眾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和觀感，探討中國形象與

發展的轉移。馬克林引用Martin Jacques9 和Susan 

Shirk10 的著作，認為中國崛起對世界經濟是有正面

影響；反之Troy Parfitt11 則認為中國仍處於兩個極

端化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尚有待觀察。但

是，近年來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經濟與貿

易合作夥伴。馬克林總結西方的觀點，認為中國

崛起已是發生中的事實，她的強勢必挑戰西方霸

權。馬克林分享自身在中國旅遊與生活的經驗，

提供刻板印象以外的中國，告訴我們中國已經慢

慢在改變，我們必須打破既往的迷思。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會議中發表的學

術論文，有以下特色：

1、新史料和新方法的運用

　　在「戰爭與回憶」的場次中，主講人為來自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Terrance Hayes及James Flath。

Hayes的題目是《在大毛拉穆薩•塞蘭米的歷史寫

作中的蒙兀兒斯坦的滅亡與中國可汗的力量》。

Hayes依據維吾爾史學家大毛拉穆薩•塞蘭米

（Molla Musa Sayrami）的作品Tarihi Aminiya中

的記述，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新疆地區的穆

斯林動亂及清政府對於新疆地區的管制。由於這

一敘述出自當事的維吾爾族本族史家的回憶，為

我們提供了一種有別於漢族以及西方史學家的敘

事方式。同樣是對於戰爭的回憶，James Flath的

〈戰爭與流行文化：前傳〉則另闢蹊徑，通過幾

幅年畫作品來探討民間的畫匠是如何認識戰爭，

進而探討底層民眾對於戰爭的認識和回憶，其涵

蓋的歷史時期包括第一次中日戰爭、義和團暴動

及1920年代的軍閥混戰。Flath還闡釋了日軍及其

他力量是如何通過年畫等流行於民間文化形式，

來向民眾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並以此塑造自身的

正面形象和對手的負面形象。Flath以圖像分析方

法，試圖描繪當時庶民眼中的義和團與外國人形

象，甚至指出畫中日本人具有西方形象的問題，

顯然當時中國百姓的國籍與地域概念是相當模糊

的；但另一方面，庶民美學作品卻是中國百姓與

世界資訊接觸的唯一管道。評論人昆士蘭大學

Melissa Curley認為兩篇文章都透過不同的敘事作

品，理解戰爭記憶與國家的建構。昆士蘭大學古

典學系的David Pritchard則強調文化總是在歷史的

前端，我們在看國家與民族主義之際，必須瞭解

文化的根本；他並進一步肯定兩位主講人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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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史料去觀看歷史，Hayes的演講為我們提供了

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　　使用一份親歷這一事件

的本族精英所創作的文藝作品。他指出，通過文

化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事件，Flath則使用流行文化

去理解庶民眼中的戰爭記憶。因為文化與歷史往

往是密不可分的，相關的文藝作品往往能從一個

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同時代的人們對

某一歷史事件的認知。綜言之，兩篇報告採用新

史料和新方法，理解發生於19世紀的戰爭歷史，

如何影響着中國的發展。

2、關注網路與虛擬戰爭

　　在「虛擬戰爭」這一場次的演講中，戰爭由

近代真槍實彈的熱兵器戰場轉移至當前虛擬的網

路環境。兩位演講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目前在中

國地區已逐漸普及的新浪微博作為研究對象，圍

繞一系列熱點事件及伴隨着微博的發展而衍生出

的種種概念，對存在於微博這一虛擬平臺之上的

戰爭，對中國政府及社會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昆士蘭大學楊陽（Yang Yang）發表了題為

〈今日中國的網路戰爭〉的演講，全面探究今日

中國網路媒體的發展。楊陽認為微博是一個庶民

發表言論的平臺，同時也扮演政府決策的風向

球。與楊陽女士所持的觀點不同，來自昆士蘭科

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的王洋（Wilfred Yang 

Wang）認為微博已經具備推動政府決策的功能。

他所發表的〈捍衛廣東話：微博與廣州地域身份

認同〉，以2010年在廣州爆發的「保衛廣東話」

運動為例，詳細闡述了事件的始末，並指出正是

借助微博這一虛擬平臺，民眾才得以組織起來，

形成輿論壓力並且逐漸發展為街頭運動，迫使政

府最終放棄了「廢粵」的決策。本場評論人昆士

蘭大學歷史系研究網路議題專家Paul Turnbull指

出，如今日益發達的網路社區及相關平臺對於民

眾參與公共事務及實踐言論自由，和推動社會變

革等方面確實發揮積極影響，他以近年來發生的

墨西哥與埃及大遊行兩個例子闡釋了這一觀點，

認為網路確實説明民眾對公眾議題的參與與討

論，未來對網路的研究必須更着重於其社會功能

與意義。

3、探討軍閥與社會轉型的關係

　　「軍閥與社會轉型」這一場次的演講主要探

討作為戰爭的衍生物，同時也是戰爭主體之一

的軍閥，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往中國學界對軍閥研究主要圍繞各派軍閥

的派系鬥爭，而對軍閥評價也以負面居多，12 而

本場演講則嘗試為學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來考察

這一問題：一方面主講人將研究重點由戰場轉向

軍閥在社會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嘗

試撇除成見，以一種客觀立場重新對軍閥進行評

價。

　　粟明鮮的講題為〈桂系軍閥與1936年「六一

運動」〉。在該演講中，他圍繞「六一運動」這

一歷史事件，從地方社會發展的視角，以廣西省

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層面的建設，闡釋了

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軍閥，與蔣介石所領

導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對日鬥爭策略上的衝突，

以及他們作為地方勢力，與蔣介石的中央勢力之

間的權力鬥爭。粟明鮮認為，1937年左右，中國

出現的「表面上的統一局面」及蔣介石放棄「攘

外必先安內」的決策，與桂系等地方軍閥的活動

有着密切的關係。評論人鄭秀強從事件中各派系

公開言論、宣傳品和相關謠言，及日本公開桂系

從日方購買軍火的動機，來還原這一事件在各方

想像和解釋上的真實性問題與粟明鮮討論。

　　關於韓復榘對山東省鄉村建設運動所產生的

影響這一課題，在過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以致缺乏相關的專題研究。不少討論韓復榘在主

政山東時期所推行的經濟社會建設的論文，亦鮮

有提及韓氏與鄉村建設運動之間的關聯。13 即便

部份學者曾經嘗試撰寫關於韓復榘與鄉建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之間的互動，對於韓氏是如

何支持鄉村建設者實施其鄉村改造計劃以及對

山東的鄉村建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仍缺乏清晰

的脈絡，同時在對韓復榘評價方面，仍難以擺

脫以往對軍閥這一群體進行負面的評價。14 在本

場演講中，昆士蘭大學歷史系楊彥哲（Yan Zhe 

Yang）所發表的〈軍閥與鄉村建設：以鄒平為例

（1931-1937）〉一文，幫助我們省思今日現代化

建設所衍生的諸多問題。該報告以1931年至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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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山東省鄒平縣所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為例，

通過軍閥韓復榘與梁漱溟之間的互動，探討軍閥

在推動鄉村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同時，楊彥

哲指出鄉建派與軍閥的合作，以及此後國民政府

對鄉村建設運動態度的轉變，也可視為中央與地

方各派軍閥勢力相互競爭的結果，而這一競爭亦

可視作1920年代軍閥混戰的延續。

　　香港浸會大學鄺智文（Chi Man Kwong）表

示，楊彥哲所作之報告清楚地回顧了軍閥與鄉村

建設者之間的合作，同時把鄉建派這一獨立於國

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股改造社會的力量引入

了我們的視野。不過也正如該報告中指出，對這

一問題的探討有賴更多相關材料　　尤其是統計

資料　　的補充，方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結論。

4、回顧戰時的商業與外交

　　研究抗戰大後方企業發展的張守廣教授，曾

言：「西南企業家在抗戰時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

位，尤其是盧作孚曾經發揮了其他任何企業家無

法替代的重要地位。」15 在「商業與外交」的場次

中，黎志剛在〈戰爭對盧作孚與民生公司在戰時

重慶商業活動的影響1938-1945〉一文中引用《嘉

陵江日報》、《民生公司簡訊》、《新世界》、

《北碚月刊》、《良友》等新的史料，加上黃立

人主編的《盧作孚書信集》、各種版本的《盧作

孚文集》和民生公司檔案，詳細介紹了盧作孚所

領導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運作及戰時

經營管理的問題，以及盧作孚本人如何運用非常

手段，動員其公司力量為抗戰提供支持。針對戰

時盧作孚在重慶地區的商業活動進行深刻討論，

黎志剛首先從民生公司在抗戰初期，宜昌大撤退

中如何保持大後方實力、民生公司和合資企業對

大後方城市化的建置、北碚城市化等方面作一分

析。黎志剛認為盧作孚的企業運作與理念，採取

軍事的管理策略對重慶地區，特別是盧作孚控制

的北碚，以及其控制的企業社區之軍事化城市文

化有深遠影響。黎志剛進一步討論民生公司對大

後方城鎮規劃，與文化思想上造成的衝擊和影

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討論。吳曉璐於〈衛

生、制服與認同：戰時重慶的日常生活〉一文，

通過衛生、消費、制服等社會經濟文化層面，探

討戰爭對重慶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吳曉璐以制

服為出發點，通過考察公司、工廠女工、大學生

等戰時服裝的要求與變化，來看戰時重慶民眾日

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之變化。評論人呂志偉則建

議，對戰時日常生活的研究，未來可借用現代性

「modernity」的理論進行分析。甘肅農業大學人

文學院楊軍偉（Junwei Yang），在〈1930年代的

日美關係與抗日戰爭的爆發〉一文中，則從外交

層面，展示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至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美國與日本在遠東問題上

的種種互動。楊軍偉認為，正是美國及其他西方

國家在中日戰爭問題上採取孤立外交政策，放任

了日本的擴張，最終導致其開展全面侵華行動。

在自由討論環節，鄺智文建議，在外交活動上的

研究，未來也可以從史料中，更深刻的掌握當時

的問題與狀況。鄺智文從技術層面就英美干涉日

本侵華行動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在彼種

環境之下，由於補給線過長，而且尚未有合適的

基地，英美幾乎不可能派遣主力艦隊進入東亞威

懾日本。楊軍偉對此作出了回應，他認為早在鴉

片戰爭時期，英美等西方列強的軍艦便已進入中

國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巡航，因此他們完全有能

力在東亞部署一定的軍事力量進行必要的干預。

5、描繪戰爭科技對士兵日常生活的影響

　　最後一場演講的主題為「戰爭對士兵的影

響」，這一主題亦可算是本次研討會的最大特色

所在，由鄺智文、袁子賢及Morris Low所作的三篇

報告，將研究物件鎖定在武器裝備和日常生活這

一通常為人所忽略的角落，以下層軍人的視角對

戰爭進行解讀。

　　鄺智文的報告以〈詭秘戰術的代價：奉軍

1919-1931〉為題，詳細介紹戰爭中的新科技，如

何幫助地方軍閥進行現代化軍事活動的建制。鄺

智文透過奉軍新式的科技在裝備、訓練、軍人的

素質及戰略戰術上的現代化轉變，並分析了這些

轉變為士兵、及當地社會，特別是奉系的經濟和

外交所帶來的影響。鄺智文系統性的梳理奉軍在

現代化武器與軍備上的發展，在奉軍從法國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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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號的大炮與飛機之後，武器的進步亦影響軍

人的制服、營養與隊型，以及訓練。鄺引述豐富

史料，並運用大量影片，讓我們看見奉軍在軍隊

現代化方面的努力。過去，學術研究對張作霖的

評價，多從政治層面去理解其與日本、國府的競

合關係；但鄺智文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從奉軍現

代化的軍需與地方關係，去理解張作霖的某些政

治作為。評論人鄭秀強認為有三方面可作更深入

的探討：一為武器現代化與軍事戰略、戰術現代

化之間的落差；二為從更長的歷史脈絡和「地方

文化」在軍事科技擴散過程中對奉軍軍事現代化

所產生的作用；三為從奉軍與其他地方軍閥在軍

隊現代化建置上的異同之處，以彰顯奉軍的特殊

性。　　

　　袁子賢以一位國民黨軍人的日記為基礎，撰

寫了〈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人的日常生活〉一文，

通過研讀這份珍貴的一手資料，嘗試還原抗戰時

期國軍士兵這一群體在戰時的真實生活狀態。文

中透過私藏的低階軍人日記與其他已出版的日

記、文學作品與回憶錄，幫助我們理解抗戰時期

國民黨軍人在兵源、軍需、補給、訓練與裝備

上的匱乏，並從軍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其飲食、生

活、衛生、娛樂、男性環境，以及他們如何面對

戰場的死亡經驗。評論人鄭秀強認為本篇文章必

須再對國軍軍隊做明確的定義，並從政府的相關

檔案中，探討政府如何應對與解決軍人的日常生

活問題；亦建議袁子賢能更着重於軍隊在戰爭時

期的犯罪問題來分析。而同樣來自昆士蘭大學歷

史系的Morris Low在〈家庭、復員士兵與戰後日本

的殘傷生活〉一文，則將研究物件從中國移轉到

日本的普通士兵，Low透過電影與口述訪談，描述

了戰後日本對於退伍及傷殘軍人的處置，聚焦於

日本軍人在戰後如何回到家庭與社會，伴隨他們

的戰爭經驗，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情緒、人生觀與

回憶。此外，也討論了戰爭對於這些軍人的精神

狀態及家庭關係所帶來的影響。Low將戰爭對軍

人精神上的影響與衝擊，做了非常細緻的描述。

但在研究史料上，必須思考電影呈現的文本是否

受到某種意識型態的干預，而影響其真實性。評

論人John Weik非常肯定Low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Weik認為日本軍人在戰後承受的精神壓力非常

沉重，軍人回到日本社會後，不僅要面對文化適

應上的衝突，更挑戰他們強烈民族主義的價值理

念。會議最後由格里菲斯大學旅遊孔子學院院長

Leong Liew和會議召集人黎志剛進行總結。Liew表

示這次會議開拓了學術界對戰爭史研究的視野，

運用新史料、跨學科的領域，着重戰爭之於社會

及個人影響的各個層次，甚具意義，也非常成

功。

　　整體而言，「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

學術研討會，緊扣「影響」和「日常生活」兩大

命題，對戰史的研究範疇進行了拓展，與會者認

為對戰爭的研究不應僅僅局限於戰場本身，戰爭

的影響是多層面、持續性的。透過不同層次的研

究，學者們從各個視角、運用各種新的史料、媒

材，讓我們看見戰爭研究新的發展方向。由此，

本次研討會的參與者從戰爭史領域的相關學者，

跨越到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文化史等方面

的專家，共同參與討論並發表他們的成果，這一

舉措也大大豐富了本次研討會的內容，來自不同

學科、不同領域的與會者也由此得以享受跨學科

交流所帶來的靈感與新思路。此外，本次研討會

也為年輕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平臺，發表他們的新

成果。本次研討會的部份論文將考慮在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學術期刊陸續發表。

註釋

1 如Oliver Edmund Clubb認為國共雙方在重慶和談

中，並沒有任何進展。白修德（Thedore White）

則以「一個沒有意義的宣告」，形容這場會

談。鄧野以「這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值得被慶

祝的階段」評論會談的歷史意義。

2 金沖及從毛澤東的文稿、電報、書信、講話紀

錄和會議記錄中，探討共產黨在重慶和談中的

策略與計劃。參考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893-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楊奎松從《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

要》的實質內容，探討國共雙方對和談的各自

表述，以及蘇俄、美國在促成會談上扮演的

關鍵角色。參考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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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頁255-296。汪朝光則就國共雙方的策

略討論重慶會談的內容，以及其造成的社會與

國際影響。詳見汪朝光，《1945-1949：國共

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0），頁27-52。
3 有關的論點參見鄧野，〈論國共重慶談判的政治

性質〉，《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頁30-64；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

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近代史

研究》，2002年，第一期，頁14-42。
4 讀書會小組報告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主辦國際學

術會議中的一項傳統，旨在透過最新論著，理

解近年來研究的趨勢，與審視學術研討會的意

義與價值。2012年5月23日至27日，於昆士蘭大

學舉辦的「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國際學術會議中，

讀書會小組就物質文化、性別研究、日常生活

與文化史理論等主題的論著，進行專書報告，

獲得與會者非常高的評價。

5   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  Danke Li,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英文本收錄20位婦女的故事，中文本則編入35

位婦女的戰爭經驗，於2013年發行。李丹柯，

《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名重慶婦女的抗

戰講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8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3).
9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Allen Lane, 2009).
10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Troy Parfitt, Why China Will Never Rule the World: 

Travels in the Two Chinas (Saint John, NB: Western 

Hemisphere, 2011).
12 陳志讓曾指出軍閥是阻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

大因素：「……內戰、重稅、對新興事業的摧

殘，又把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延遲了三十年。」

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

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頁185-186。
13 如董愛玲、宋懷芝等人關於韓復榘主魯期間山

東省經濟建設的研究，儘管對韓氏在山東所實

施的一系列政策作了詳細的闡釋，卻並未提及

韓氏支持並設立鄉村建設實驗區一事。參見董

愛玲，〈試析韓復榘主魯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原

因〉，《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1月，

頁95-98；宋懷芝，〈韓復榘政府入魯初期的治

魯計畫及實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2009年增刊，頁70-74。
14 如杜林、李先倫、李遠江等人的研究成果，儘

管均論及韓復榘對鄉村建設的推動以及其與梁

漱溟之間的互動，但仍缺乏系統性，在材料的

彙集整理與敘事的條理性方面仍有改進的餘

地。參見杜林，〈梁漱溟韓復榘的合作與衝

突〉，《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頁

66-69；李先倫，〈韓復榘支持梁漱溟鄉村建

設原因探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2004年，第3期，頁128-131；李遠

江，〈梁漱溟與山東縣政革新〉，《黨員幹部

之友》，2010年，第1期，頁54-55。
15 張守廣，《大變局　　抗戰時期的後方企業》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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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2日，我們一行三人於早上10時半

到達上水廖萬石堂，進行我們的田野考察。廖萬

石堂是上水廖族最大的祠堂，建於1751年。廖族

原籍福建，其先祖廖仲傑於元代中葉南遷廣東。

初居屯門，旋遷深圳河以北的福田村，最後才

在上水雙魚河定居，而他的子孫其後散居附近一

帶。1 廖氏春祭在每年的農曆二月初二早上11時正

舉行。當日早上到達的時候，已看到不少村民在

作祭祀的準備，而各式各樣的祭品也已鋪陳於桌

上。

一、祭品及其象徵意義

　　據村民解釋，每款祭品皆有其來歷和涵意，

在廖氏春祭整個儀式中有其特殊的象徵意義。除

了常見的茶、酒、飯和湯之外，當日的祭品還有

「五生五熟」、大燒豬、糖果等。「五生五熟」

指豬肉、雞肉及其內臟，分開十碟而生熟各半。

「五生五熟」所採用的生品和熟品也隨時代而有

所改變或簡化。當日一位村民表示，以往的春祭

會採用羊肉作為其中一種生肉，但不知何時被放

棄作為祭品，由其他肉類取代。

　　不得不提的是，「五」這一數字具有重要的

涵意。「五」字在中國農耕社會中有其象徵意

義。在農業社會中，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是農

民農耕方式的依據。只見當日村民用上了五塊被

切成方塊模樣的豬肉象徵了土地，用豬肚拼湊而

成的老鼠，象徵了五谷豐收，倉庫滿盈，吸引了

老鼠到來。由此可見，春祭在廖氏族人的心目中

有一個祈求祖先保佑族人在來年豐收的含義，同

時也反映農業社會的生活。我們也看到在豬頭上

放有一條長長的豬腸。按村民的解釋，豬腸代表

「長長遠遠」的意思，希望廖氏家族繼續有長長

遠遠的傳承。除了五種生品與熟品之外，從祭品

的數目也看到廖氏族人對「五」的重視與心思。

只見每款祭品，皆整齊地放置了五件。此外，祭

祀的大桌上也放上了兩三盤糖果甜點，例如有糖

蓮子、甜桃等。村民表示，這是為了增添喜慶，

與代表了「甜」意，希望大家能高高興興，甜甜

蜜蜜。

二、祭祀儀式

1、拜左廳與簡公

　　在正式祭祖之前，族人先行拜祭左廳。左廳

放置了對廖氏家族有貢獻的人物的牌位，例如曾

作出捐獻的。村民表示，左廳不會有大型和隆重

的儀式，只是上香表示心意。除了拜祭左廳，族

人也會拜祭簡公，以表達對簡氏讓出土地的感

激。相傳在廖氏到達上水之先，簡氏早已定居於

此。簡氏後來慷慨讓出土地與廖氏，因此廖氏族

人一直心懷感激。另外，在儀式舉行之前，負責

祭祀過程的村民與主祭先行更衣與潔淨身體，在

放上了柚子葉的水盤中仔細清洗雙手，表示對儀

式的尊重。

2、點炮

　　儀式正式在早上11時開始。村民在祠堂門前

點燃起炮竹和關上大門。2 村民告訴我們，這是提

示廖氏族人儀式已經開始，遲來者只能在門外等

候，直至儀式完結。當日所見，只有村委與主祭

可以站上主祭堂，其他村民最多只可站在中堂。

大部份參加者都是年長的村民，很少年青的村民

參與。需要一提的是，廖氏的女性族人只可在門

外準備豬肉，待儀式完結時分派豬肉予村民。只

有外來女性（即非族人）可以進入祠堂。不過，

昔日不許女性進入祠堂觀看春祭的習俗已經廢

除。在某程度上，可見到氏族在思想上的改變。

香港新界上水廖氏春祭考察報告

鄭澄          梁浩宜 蔡俊傑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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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天，除了我們三人來自香港浸會大學之外，

也可見到一些傳媒、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和市民

前來參觀。

3、拜祭地脈龍神與五祖祖先

　　儀式正式開始。首先，族人先拜祭地脈龍

神。由村長負責上香奠酒和稟告，有着告訴祖

先、龍神儀式開始的意思，希望保佑儀式順利進

行。在拜祭地脈龍神之後，族人再祭五祖祖先。

雖然這個環節不是很大規模，時間也不太長，但

拜祭五祖祖先是廖氏春祭中最重要的環節。當日

見到其中一名村民爬到歷代祖先的牌位前，打開

各個牌位的小門。村民告訴我們，這代表告訴祖

先儀式已經開始，並邀請他們享用祭品的意思。

村委以圍頭話誦讀祝文，所說的祝文也相當古

雅。之後，村委和主祭再上香。主祭重覆以「一

跪九叩」拜祭。為何不是「三跪九叩」？村民告

訴我們，從前的確行「三跪九叩」之禮。後來，

考慮到主祭都是最年長的村民，重覆「三跪九

叩」的動作對於主祭來說實在吃力，於是簡化程

序。當日所見，通贊和司祝3 拿着一本小書，內

容就是儀式的程序和祝文的內容。村民也向我們

透露：從前是不用小書的，村委要把內容記熟背

誦。後來，村民也覺得儀式過於複雜難記，其後

用上了小書幫助儀式的進行。由此，我們可見到

儀式隨着時代而改變和簡化。在主祭祭過歷代五

祖祖先之後，其他族人的子孫按輩份高低進行奠

酒，完成拜祭五祖祖先的環節。

4、拜右廳、福德正神與領豬肉

　　拜祭五祖祖先之後，族人再拜祭右廳，即魁

賢祠。魁賢祠放置有功名的廖氏族人的牌位。

拜祭過程並不繁複，只由村長負責上香拜祭。過

往，本來由主祭負責，因考慮到其身體負荷，於

是改由村長負責。拜過右廳之後，族人再拜土

地，即福德正神，祈求土地護佑。之後，整個廖

氏春祭儀式正式完結，過程約為45分鐘。相比過

往需要3小時，現在的儀式實在簡化了不少。最

後，族人到門外排隊領取豬肉。愈年長分得的豬

肉愈多，而只有61歲或以上的村民和去年出身的

男丁才可以領取豬肉。

三、廖氏春祭的社會學意涵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經提出

「集體表徵」的說法，認為人們共同參與宗教儀

式，能夠建立身份認同，促成群體的團結精神。

這種集體情緒實際上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在集會

中，參與者分享共同的興奮、憤怒或憐憫，使個

人產生一種強而有力的共鳴，驅使個人融入集體

成為社群的一部份。涂爾幹指出，部族成員能夠

團結在一起，是因為施行宗教儀式時使集體變得

亢奮，從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道德社群，因此宗

教儀式有凝聚社群的功能。涂爾幹指出：「崇

拜的真正功能是喚起崇拜者某種心靈狀態，具有

道德的力量與信心。」4 那麼，廖氏春祭有相同

的宗教功能嗎？根據前廖氏村長所言，近年來有

不少廖氏族人遷居到市區，在外工作，甚至移居

海外。族人變得很少聚在一起。但是，因為每年

的春祭及秋祭的儀式，使到不少族人專程回來，

參與廖氏祠堂的祭祀儀式。廖氏海外兄弟回流，

鄉親父老聚首一堂。通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宗教儀

式，廖氏族人確認共同擁有的歷史，分享同一感

情，以及於共同的信念下認同其宗族的身份，並

形成具凝聚力的道德社群。上水廖氏的春祭祭祀

儀式似乎能體現涂爾幹的「集體表徵」的理論。

　　另一方面，集體追悼也具有團結個體，促進

社群的道德整合的作用。在上水廖氏的春祭儀式

中，追悼是一種集體責任與義務。面對先人的祭

祀，社會群體更需要一起集會，以產生新的團結

能量。彼此通過追念先人，分享共同道德理念及

價值觀，從而強化廖氏宗族的團結性。簡言之，

對於涂爾幹而言，社群的維繫在於它是一個道德

共同體，而上水廖氏正是通過分享慎終追遠的精

神而形成一個道德社群。

　　然而，從春祭的儀式中，我們也可看到涂爾

幹理論的局限。首先，上水廖氏是香港新界的宗

族，屬於父系社會，具有濃厚傳統中國社會的父

權文化。在春祭儀式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參與祭

祀，也只有男性才能站於祭壇之內主持禮儀。反

之，女性大多只是擔當協助及後勤的角色，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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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預備祭祀的食物及協助分配豬肉。因應性別

的差異，宗教儀式把社群成員區分為權力核心和

邊緣份子。這反映女性在儀式中分享集體表徵或

身份認同是有其局限的。

　　此外，廖氏春祭的身份認同也存在時代的局

限。在過去，上水廖氏的經濟模式以農業為主，

所以祭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經歷時代的

變遷，以往的農業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

的，是年輕一輩要外出工作，無暇參與祭祀。根

據我們與廖氏「長老」的訪談，現今廖氏的祭祀

往往只限於年長的一輩，而外出工作的年輕一輩

往往難以參與春祭。可見，廖氏春祭與現代化社

會活動互相排斥，阻礙年輕一輩的族人通過春祭

分享當中的集體感情和建構身份認同。

　　最後，階層的局限也令宗族的身份認同產生

障礙。如前所述，上水廖氏宗族具有濃厚的傳統

中國文化意識，重視長幼有序，而形成長幼有別

的層級。於春祭儀式中，負責祭祠的長老也主要

由族內的長輩及長子所組成。相對而言，庶子

並不能夠直接負責祭祀。他們只能於儀式最後奠

酒。最年長的長輩也就是祭祀的核心人物，反映

廖氏春祭具有階層性。不同層級的族人，可能只

會分享不同程度的身份認同。

四、總結

　　廖氏春祭對於建構共同的身份認同雖有其局

限，但儀式的道德整合作用其實就在於集體聚

會。對於涂爾幹而言，聚會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

象，能夠產生形成社群的元素。畢竟，在現今的

世俗生活中，集體意識處於消耗的階段。族群成

員投入個別的工作領域，私人的關切是主要的焦

點。但是通過廖氏春祭，族人的群體生活獲得了

再生的機會。儀式聚會必須要週期性的舉行，以

成為制度化的生活規律，才能抵抗日常生活對於

群體意識的消耗，故此廖氏春祭需每年舉行。這

些活動的意義在於透過共同的參與，強化成員之

間的道德凝聚力，塑造集體的認同。因此，廖氏

春祭是一種儀式性的聚會。

　

註釋

1  參古物古蹟辦事處，《廖萬石堂》，http: / /

www.amo.gov.hk/form/Liu%20Man%20Shek%20

Tong%20pamphlet2011-01.pdf。
2   關上所有門的原意是防止妖邪入侵。參見香港

記憶網站，http://www.hkmemory.org/hkfestival/

lcsw/index.html。
3  通贊，即代表唱禮的人；而司祝即代表朗讀

祝文的人。參見香港記憶網站，http://www.

hkmemory.org/hkfestival/lcsw/index.html。
4  涂爾幹著，芮傅明等譯，《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5），頁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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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合辦

第二十七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討班

日期：2014年3月22日-3月23日
地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一、 8:30-10:00
主題演講：太湖流域社會史調查的日本傳統：以民間信仰為例

主講人：  佐藤仁史（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教授）

二、10:20-11:50
主持兼評論：陳海立（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李靈玢（湖北大學歷史文化院）

題目：      洞商與羊樓區域社會研究

三、12:50-14:20
主持兼評論：段平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    喬東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題目：      宋元之際呂氏家族研究

四、14:20-15:50
主持兼評論：陳貴明（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王惠  （香港 中文大學歷史系）

題目 :      紅色僑鄉：廣東潮州地方的家族、移民與革命

五、16:00-17:30
主持兼評論：劉曉聰（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張龍騰（香港科技大學人類系）

題目：      印尼歸僑的跨國記憶：以福建常山華僑農場和香港的印尼歸為個案

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

六、8:00-9:30
主持兼評論：黃文保（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陳耀宇（青海師範大學人文院）

題目：      遼代于越職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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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9:45-11:15

主持兼評論：洪國強（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劉艷偉（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題目：      清代四川鄉試研究

八、 11:15-12:45

主持兼評論：黃旭珍（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鮑俊林（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題目：      江蘇海岸帶歷史地理研究：以明清兩淮鹽作活動為中心

九、 13:30-15:00

主持兼評論：李義瓊（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    趙劉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題目：      乾隆「大一統」觀念與其對準噶爾策凌議定邊境事之反應：兼論濮德培「中國西征」說

十、 15:15-16:45

主持兼評論：李婧怡（香港科技大學人文部）

報告人：    黎俊忻（中山大學歷史系）

題目：    晚清民國時期的武術、政治、社團與民族主義：以精武體育會及國術館的活動為中心

（1907-1937）

十一、16:45-17:45

圓桌討論

主持人：郭廣輝（中山大學歷史系）

引言人：所有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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