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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三農的人生記錄（代序）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2008年1月，我為《泰和名人》一書寫了一篇

序言，開篇如下：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泰和人的半

子，老泰山在 1950年代還曾擔任過泰和

縣長。 1984年新婚後的蜜月，我就是在

太太老家的「夾皮溝」裏度過的。當

時那裏還沒有電，從縣城坐長途汽車到

中龍鄉把人放下，再往前就是山間小路

了，要走 15里。幽幽靜靜，左徊右轉，

花香鳥鳴，很是新鮮。這一路走下來，

不禁對《桃花源記》裏的描寫有了親臨

其境的體會。在接下來的半個多月裏，

差不多天天在做客：一個在大學工作的

新姑爺來了，在這山裏不是個常見的

事；更何況太太的奶奶娘家也在當地，

藍姓，老親老友多，還頗具傳奇色彩：

她本人參加過土地革命，當過婦女幹

部，當年和蔡暢還有工作聯繫；她的大

哥曾是地方紅軍的一個軍官，後被汚為

「AB團」而錯殺，當地一直有他騎馬打

槍的故事流傳。加上岳父就是從這片山

裏走出去的，後來有了「出息」，鄉親

們自然看得起看得重，我作為晚輩回其

家鄉，自然就享受「餘蔭」了。在此，

我第一次感受了被稱為「客家」的一批

老百姓的真誠款待，第一次吃到了擺滿

桌子的各種油炸果子；第一次在暑天的

黃昏時分，看見田、路之間嫋嫋升起的

地氣，溫溫的，人走過去感到軟軟的，

又似有似無，我後來意識到可能這就是

史書中常常提到的南方「瘴氣」 ——我

離開這片山區的時候，在鼻、唇之間的

「人中」部位，密密地長了一片紅色水

泡，大約就是「瘴氣」在我這個祖籍山

東者身上的反應。也是在此，我第一次

向鄉老詢問地方掌故，和村民肩並肩地

看家譜。因此，如果說我在日後的考察

中能聽得懂「客家話」，如果說我對江

西的閩、廣移民生存環境會有一些自己

的體會，如果說我會關注吉泰盆地及其

周邊山區的文化差異和不同歷史進程等

等，應該說都與這次泰和之行有關係，

或者說就此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這樣

看來，我的確與泰和的人有緣，與泰和

這片土地有緣，才可能千里來相會。

但在當時我還想不到，兩年後我又有幸為岳

父的個人回憶錄《實踐雜記》作序。也正因此，

我獲得一個先睹為快的機會，細細通讀了全文，

受益良多，也百感交集。因此，我想先把親情擺

開，只把這篇文字看作一個尋常人的思想產品，

再從自己從事江西地方歷史研究的角度，略談個

人的一些讀後感。

古話說：「文如其人」。那麼，如果先就作

者的身份做一基本確定的話，可以說他是從 1940

年代末起，在一片「被解放」的南方鄉土環境中

被承認、被培養、被重用的當地黨員幹部。相對

而言，他在那個時代裏文化程度是不算低的。也

正因此，作者在以後的工作中對地方文化多有留

心，寫的一手好字，在任何崗位上都可以自己寫

工作報告，一直到離休之後，很快又在老年大學

的書法班中脫穎而出，無論字或畫，都多次獲獎

和展示。包括這部 20萬字之多的《實踐雜記》問

世，不啻又一個有力的例證。所以我很想先強調

的一種體會是：儘管作者從小生活在泰和山地的



第2頁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九期　 2010.4.15

移民社區裏，但他只要想「有出息」，就不得不

去學文化；一旦有機會走了出去，就不可避免地

去接觸和融入吉泰盆地那個更大環境的深厚文化

底蘊中。何況從地委黨校學習開始，裏面真正屬

於「客家人」的還是少而又少，與之交往的當地

幹部中，主要還是吉泰盆地土著居民的後裔，那

是一個根基多麼深厚的文化人群啊：至少從兩宋

到明代後期，一直在中國的科舉文化圈裏發出強

音甚至一度執牛耳！所以，我們看看作者寫到他

那被打成「 AB團」而冤殺的小舅舅以及叔叔蔡

文香烈士，都是當過鄉村教師的；我們再看看作

者寫到他初當村小老師的報酬竟是薪俸油 200多

斤，米 25桶，鹽 25斤，食油 40多斤，學生還要

輪流送柴送菜，待遇竟然如此不菲！然而在「當

門抵風」一年後又深感吃力，不得不和學童一起

把設館主教的位置送給深諳鄉村禮數的老先生。

這種由口碑和良知構成的評判機制，是在一個長

期文化積澱基礎上形成的，久而久之就成了大家

公認的「慣例」和規矩，管理著一小塊一小塊彼

此聯繫不多的小社區生活。因此我又想起作者曾

經屢屢提到家鄉的「約會」，在當年是多麼的有

約束力，尤其在如何摘木梓的操作上持戒甚嚴，

人人都要遵守。因此近年來我越來越明確地認識

到並不斷強調一個觀點即：將江西簡單地定義為

「紅土地」是膚淺的，是只看見幾年之內被強力

覆蓋其外的淺淺一層顏色而已，它的深處，是

厚厚的「古色」，這塊土地的本質特徵是「有文

化」。更準確地說，是有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不

是依託近代城市發展起來的新文化）底蘊。這種

文化最強調最維護的還是「規矩」，是「體制內

運作」而不是「逾矩」。也正因此，這裏成長起

來的人在內心是有所持的，有自己的價值標準。

每當時代發生大的搏擊和思想衝撞之時，他們往

往以「守成」和「執拗」固守心靈陣地，既可

以此自傲、自立，也可藉以排遣對外部世界的不

解和難免的心理壓力。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觀

察、體會和考量江西的「人」，也許會對近代以

來發生在江西的許多現象，以及外部世界對其正

面的或負面的各種評價，能有更加深層的認識和

解讀。

近年來，我讀了不少的老幹部回憶錄，但像

作者這樣，四十餘年的工作經歷和用心都與一個

「農」字緊密相連的，還真是不多見。從作者的

全部工作崗位和性質來看，大致可分為「鄉」 —

「水」 —「土」三大階段：在參加革命初期，是

在一個縣的一個區裏搞農村工作，後來是在一個

縣域環境中主事，而當時的工作重心無疑是緊抓

農業生產，所以他才可以那樣如數家珍地記錄一

個農民一年所要做的多道程序的農活，僅如收集

和施加各種農家肥為例，今人最難想像的恐怕要

數換老壁土肥田和種紅花、肥田蘿蔔了，且會不

由自主地想到很多農活似乎在今天的鄉村已經成

為歷史，現在的「農民」種田既減輕了不少勞動

強度，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說也變得更草率、更

粗放、更躲懶了，以至於因為化肥和農藥的無限

制使用，而使得土壤板結成為一個難以抑制的惡

性趨勢。當我們瞭解了 50年代基層幹部的主要工

作內容後，才會使人體會到原來這個新建的人民

共和國從開始就在糧食緊缺的狀態下走過來的，

而且越來越緊缺，以至於後來相當一批省份不得

不面臨一個「大饑荒」問題。所以那個時期幾乎

是舉國抓農業，以至於曾是一個縣的主要領導人

的作者，會產生 50年代抓農業有「如履薄冰」的

感受。即使是帶有向工業化轉變追求的「全民大

煉鋼鐵」，其實也是以農村和農民為基本舞臺和

主力軍而展開的，所以才會有「土高爐」、「結

牛牯」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奇異現象發生。在這

幾年，作者身為一縣之長，歷練和經驗是綜合性

的，也為其日後向依然與「農」密切相連的兩次

工作重心的轉換打下基礎。那就是先轉到水利戰

線，也是先「土法」建水庫，管水庫，到萬安、

江口、羅灣以及一批「病險水庫」，這也是作者

少壯時期最有作為也最具發展空間的 10年，只要

看其工作內容和曾經直接面見的那些國家部委首

長的故事，就可知一斑了。因為他是身負「建

設」之責，堂堂正正地受命赴京聯繫工作。可惜

的是，這個歷程被那場蕩滌整個中國大地的「文

革」無情打斷，然後是一個十幾年的磨難期，但

即使如此，作者的雙腳還是站在大地上，始終都

在和「水」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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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次的工作重心轉換，是從 1984年開

始，作者迎來最後一個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輝煌時

期，只是從「蓄水」和「用水」轉到「保土」和

「植被」。而且在那個時期，他們的一些觀念還

是超前的，不少作為都有開創性，如結合江西實

際情況，從大搞工程措施，滿山挖魚鱗坑轉到大

搞植被建設，灌草先行，注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

益等等。因為此時國門已經打開，開始知道自己

和外面的那個世界差距有多大，逐漸意識到國人

自詡了多年的「地大物博」離現實愈來愈遠，人

們開始反思前幾十年的各種建設和為這個「熱」

那個「熱」付出了多少沉重代價，以及是否要考

慮子孫後代還怎麼生活，如何「可持續」而不是

一嗡而上地再搞掠奪性開發。還有一點不能忽略

的是：這個「土」這個「草」在城裏人眼裏往往

是感受不到的，而缺了「土」沒了「草」的最直

接惡果，也主要讓城市以外的廣大鄉村蒙難。所

以水土保持的基本物件和關注空間，實際上還是

「鄉下人」和農村。因此應該說，作者的畢生工

作皆在「農」字上做文章，且做足文章。他的經

歷是豐富和轟轟烈烈的，他所作出的貢獻無愧於

那方鄉土和一個農家子弟的良知。也正因此，作

者在引言中直白地說明留下這些文字的主要目

的，是想告訴後人尤其是城市人要關心農業，尊

重農民，注意搞好農村工作；如果不把「三農」

問題處理好，就是忘本，就很危險；並盼望進一

步保護農田，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村穩定。關注農

村的前景，農民的未來走向與生存品質，無疑是

全書的重心和貫穿始終的主線。

由此，我又聯想到前任省委書記到任後不

久，曾對江西的幹部做過一個基本評價：「說農

業，老半天；說工業，一袋煙；說經濟，不沾

邊」　　此話堪稱灼見，一語中的。但我們或許

還可以追問一下，那就是江西的幹部為什麼會是

這樣一種狀態呢？大家還不妨回憶一下：在近幾

十年來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中

央什麼時候讓江西不以種糧食為主業呢？江西什

麼時候不是國家最為倚重的「糧倉」之一呢？儘

管80年代以來「賣糧難」一次次成為江西人的難

大搞工業建設呢？再往前想想：哪個中國人可以

忘記 50年代末期是從江西調出的巨量大米才緩解

了京城和滬上的糧食危機呢？相比而言，江西不

是那場「大饑荒」中人口自然減員最少的省份之

一嗎？這些年來我在許多縣份都聽到當年的外

省移民說同樣一句話：「遷到江西至少餓不死

了」！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南

昌街面上不少乞討者幾乎全都來自黃淮大地，包

括開口就知道是我「老家人」的那些婦孺，那可

是當年用奶水餵過解放軍傷患的老百姓啊！卻在

和平年景因為人禍天災流落到江西討生活。應該

說，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連貫發展且有內在邏輯

的歷史過程，有一大批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做實

事並變成內行的各級領導，所以江西的幹部們才

諳熟於農業而無力也無暇及無需他顧，以至於臨

近世紀之交時，因為整個外部世界大變，種糧的

比價成本越來越高，並越來越不利於農民和種糧

大省，城市與農村兩大板塊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

斷裂時，只懂農業才日益成為不合時宜的一塊

「短板」。但人不能提拉著自己的耳朵飛離地

面，我們不應拋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時代制約，

去苛求甚至否定上一代人的作為和辛勤耕耘。所

以，如果還有人想真切瞭解這片國土上前幾十年

是怎樣用盡氣力大搞農業的，那就請看看這本

《實踐雜記》吧。

在此，我還可補充一個相關的新材料：今

年春節那天，我與一個姻親的全家聚餐。其父 

1950年代在撫州地區的一個縣委任副書記，他清

晰地回憶到： 1958年在南昌市「江西飯店」參加

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晚上招待全體代表看電影。

在放映正片之前，先安排了一部介紹計劃生育的

宣教片。不料剛放映不久，坐在前排的省長邵世

平就站起身來，大聲制止說：「不要放了！江西

不搞計劃生育，江西是老區，人口不是多而是不

夠。」於是這部片子就不了了之了。我深知這位

老幹部絕無指責或貶低老省長的用意，只是回憶

一段真實的往事而已。但我作為聽者，由此聯想

到在當時反對計劃生育的恐怕絕非邵一人，而是

還有一批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由此還可引人思

言苦痛，國家又何曾要過江西放棄水稻生產轉而 考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當時已經感受到人口壓



第4頁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九期　 2010.4.15

力的恐怕主要在大城市，也許馬寅初先生更代表

了這個空間的人群思想和利益；而在廣大農村

（尤其是中、西部生產力還很低下的農村），則

有其自身的利益要求　　從政府層面看，這時急

切地向農村要一切的產品和資源（糧、油、棉、

菜、麻等，以及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不僅

必須確保這些地區有足夠的勞動人手，而且也只

有沿用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兒孫）養老機制，

去確保農村社會的安定。

每個人的歷史中都有獨特的「故事」，《實

踐雜記》也是一樣。作為一個讀者，我尤感興趣

的是其中許多自己過去不知道或不可想像的，覺

得最有「存史」價值的那些內容。譬如說，作者

回憶周溪村民過去會請「 sang公」到家裏為孩子

「跳sang」，掛的三幅神仙畫像分別是陳氏、林氏

及李氏三位奶娘，使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泰和山

區也存在臨水夫人（又稱「大奶夫人」）崇拜，

而學界一般認為這一信仰起源於閩西地區，是福

建民眾崇祀的一個重要女神，祭拜臨水夫人的廟

宇多在村落的水口邊，與社公社婆祭祀結合在一

起。臨水夫人也是道教閭山派的重要女神，以能

護佑生育聞名，所以過去多被視為婦女兒童的保

護神，看來在周溪村也是如此，而且我猜想做祭

祀的「sang公」也許是「社公」。又如文中提到過

去鄉民一般請不起醫生看不起病，所以書後面羅

列了一些當時常見的中草藥　　就是這些不花什

麼錢的方子，使那些體質還不十分羸弱的農村人

能存活下來，長大成人，所以它們是很重要的。

而這些中草藥沒能救活的，就是過去每戶都難以

避免的「夭」、「殤」之人了。這種多生多死的

人口淘汰機制，與我們今天的醫療保健和優生優

育機制大相徑庭，更遑論「計劃生育」了。所

以，不講明過去的那些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今

天的年輕人是怎樣也想像不到和搞不懂的。

通過作者的詳細記述，我還具體而微地看

到了在一個村莊裏，人們是如何按照《土改法》

「搞土改」的，如何面對面又要艱苦地「發動

群眾」，才知道「吃派飯」是以先劃分階級陣線

為前提的，並由此而界定了「我」、「友」、

一步步以外來的「主義」和「階級」理論在農村

重建價值觀，重新確定財產關係和人際關係，並

由此而決定了不同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其

他的史實還如那個叫劉政群的國民黨軍法處處

長，如何因為陳毅來信力保而得以不死；又如黨

的高幹康克清的家庭成分劃分問題，是怎樣一次

次被「糾正」的；再如劉瀾濤部長當年批給了江

西10輛解放牌汽車，卻為何最終未能兌現；以及 

50年代為了防備臺灣「反攻大陸」，地方政府如

何專門派員去崇山峻嶺中一一排查可供「美蔣特

務」藏身的大小溶洞等等，這些就頗帶「秘史」

味道了，在我們大學的教科書中是看不見的，非

有親身經歷者說不出來。我還相信，讀者會在知

曉這些事情本身之外，還可以咀嚼出其他的一些

味道來。

我還想特別提到自己尤感興趣的一章，就是

「全民大煉鋼鐵」，主體部份 4,700餘字。作者是

以指揮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見證了這場橫貫

中國大地，至今非議甚多的一場「革命」。具體

地描述了如何「得令」，如何發動，如何組織，

怎樣臨陣磨槍，上哪兒去現場取經，實施過程中

遇到哪些問題，如何鼓動士氣，最後的實際效果

如何，以及在今天看來應該怎樣給出一個基本評

價等等，都是非常詳實和完整的，我相信即使是

許多的領導幹部，都未必有過這種程度的經歷

和見聞。如果作者有心把這一部份單行發表，以

《我親身參與的泰和全民大煉鋼鐵》為題，相信

一定是非常寶貴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其中特別精

彩的一筆，就是當那場如火如荼的群眾煉鋼運動

真的見到了一些「鐵」的時候，首都鋼鐵學院 15

名女學生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於是彼

此對對方的希冀和感受，就出現了戲劇化的場面

和效果。作者白描式地寫到：

　　開始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她們從

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

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

人預料的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

建築的土爐子，用人工拉風箱，人山人

「敵」，繼而再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步驟和措施， 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石，感到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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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洋高

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

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

看過，需要從頭學起。

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

和勞動　　其實在當時的各個大學和政治中心，

這才是要許多大學生「下來」的真正目的，就

是要他們感受到「群眾運動」的偉大熱情和創造

性。所以在回北京前的那個座談會上，她們談到

的收穫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

的全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

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

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　　相信她

們也知道煉出來的全是「白口鐵」，只能製作犁

頭、鍋壁和煮飯鍋，但這在「土法」冶煉的技術

層面上說，恐怕也是到了極致，也是不可否認的

事實。但這些在當時並不重要甚至很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思想」的改變：在這樣人山人海的

「實踐」前面，她們能不震驚嗎？能不信服嗎？

她們其實已經被淹沒了，甚至可能已經在進行自

我否定了，要知道就是在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

中全會上，黨的主席毛澤東剛剛做了「卑賤者最

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示，並作為大會文件

發給全體代表學習。我甚至猜想，這批北鋼女大

學生的到來，很可能就是這個批示的直接產物。

若以她們當年 20歲計，至今不過 75歲上下，不算

高齡，假設某人有某種機會，按圖索驥地找到她

們，讓她們回憶並寫下題為《我當年到江西泰和

縣參加的大煉鋼鐵運動》的文字，我相信一定非

常非常地有意思，有意義，一定可以和本書的相

關記載相互補充，相映生輝，或是顯現出不同的

心境、感觸和反思來。

我在通讀過程中作了文字檢校，對部份重複

或累贅之處做了刪減。但對作者隨手使用的客家

口語和當地百姓的習慣性表述，如「前次革命」

（土地革命）、「打肩擔」（挑擔子）、「操

田」（耕田）、「牛皮糖」（紅薯脯）、「蝦蟲

包」（油炸小蝦子）、「廟下」（小村廟）、

「破塅而過」（公路從耕地中通過）、「長仚

（xian）」（狹長的小盆地）及「橫排路」（到達

一定海拔高度的山間土路）等等，則全部保留，

以尊重其地方特色和區域生活原貌。尤其是「橫

排路」一詞躍然紙上，令我聯想起在江西南部和

周邊山區那些被稱為或自稱為「客家人」的鄉民

口裏，也頻頻出現這個用詞，並引發我對其地理

環境及其對當地民眾生產生活的規範和制約產生

更多的興趣和探討。這些年來，我又多次伴隨妻

子及其家人重返周溪村，與那裏的一些村民成了

朋友，也目睹和體會了諸如高速公路這種現代化

產物如何在給村民帶來很大便利的同時，也深深

劃傷了那裏的蔥郁、幽深和空靈。這片與我結有

深深緣分的鄉土，將繼續成為我理解江西移民和

土著的歷史及其現實生活的試驗田和實習基地。

我還會常去吉泰盆地考察的。那裏的同仁如

果再招待我吃烏骨雞，我會隨口提到 1955年時這

個雞種差點滅絕的事件，就是在武山汪陂村也僅

存十幾隻。他們可能不信，我就請他們看《實踐

雜記》。 

2010年3月24日

定稿於江西師大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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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煉鋼鐵


蔡明亮

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辦公室離休幹部

1958年5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

次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全國掀起了貫徹

總路線的高潮。這是開始大躍進的一年，中央提

出反對右傾保守，加快建設步伐，趕上美國，超

過英國，農業上江南糧產要超千斤，工業上年底

鋼產量達到7,000萬噸的奮鬥目標。

舉國上下積極回應，各條戰線，開展各種勞

動競賽運動，互相檢查評比，插紅旗，拔黑旗，

一個你追我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高潮，在全國

迅速開展起來。農村很快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組

織軍事化、勞動一體化及吃飯食堂化。生產、生

活實行「五統一」，即統一出工、統一休息、統

一收工、統一吃飯、統一評工記分。廣大勞動群

眾夜以繼日，在田野、在工地戰鬥，到處歌聲嘹

亮，紅旗飄飄，一個史無前例的生產大運動在全

國各地蓬勃興起。

我當時分管（泰和縣）禾市片（兩個區），

蹲點在禾市區豐壟大隊。那是一個水利灌溉比較

好、人均耕地比較多及糧食畝產比較高的大隊。

為實現畝產超千斤，我們發動群眾，採取

廣積肥料，改造低產田，挑選優良品種，適當密

植，挖溝排水幾項主要措施，早稻長勢比任何一

年都好，預計畝產千斤是可能的。正在早稻勾頭

的時候，省裏傳出鄱陽縣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

糧的消息，說組織參觀評比時，稻子上面放個雞

蛋都落不下去，禾杆上儘是穀子，還有的地方傳

出畝產紅薯二十多萬斤的消息，那是怎麼種的

呢？他們說是在地裏挖條大壕溝，壕溝裏堆滿了

豬、牛欄糞，薯苗插在上面，再覆蓋泥土，一個

紅薯長幾十斤，甚至上百斤。當時，我們聽到這

個消息簡直不敢相信，無法理解。

來歷，是稻子快要收割時，將幾畝田的稻子一株

株移到一畝田上去，一株靠一株，拼起來，不留

空隙，這樣造出來的。於是，我們那裏也有人提

議想搞點試驗，我堅決反對。我說：這樣搞是勞

民傷財，得不償失，騙人騙己的錯誤做法。我簡

單的計算了一下，假設一畝產 50,000斤，每平方

米要產 80多斤穀子，一畝產 10萬斤，每平方米要

產160斤，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後來，人

們頭腦清醒過來以後，批判這是一些幹部好大喜

功、好出風頭、脫離群眾及脫離實際生產的浮誇

風。這種不正之風雖然不久得到批判，但未徹底

根除，危害深遠啊！從這裏我們可以也得出一個

教訓，任何時候對任何問題，我們應通過自己的

腦子好好想想，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算算賬，

決不能人云亦云，跟在別人背後盲從瞎起哄。

早稻快要收割時，中央下達了大煉鋼鐵的指

示。有一天，晚上 8時正，縣委侯書記召開一次電

話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常委、縣委委員、各區鄉

長及黨委書記，我是在豐壟點上參加會議的。侯書

記在電話上說：中央要求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而且

要立即行動。為促使這一舉措迅速落實，侯書記還

在電話會議上宣佈拔白旗，當場撤掉了沿溪鄉黨委

劉書記、潘塘鄉黨委王書記的職務，殺一儆百，給

大家先來個下馬威。當時，我對這個宣佈是有保留

意見的，因它沒有經過縣常委討論決定，而是縣委

書記個人的意見。但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書記

的威信，我也沒有提出異議。

說心裏話，我對大煉鋼鐵是不懂的，一竅

不通。怎樣搞？心中一點數都沒有。只好按照縣

委書記的佈署，在電話會議結束後接著召開了禾

市片（禾市區、三都區）區、鄉黨委書記電話會

議。具體分配了各鄉上山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要

後來，我們打聽到畝產幾萬斤或十幾萬斤的 求實行軍事化管理，以鄉為單位，組織一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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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委書記、鄉長分別任教導員、營長；區委

書記、區長分別任團政委、團長；一個大隊一個

連，大隊書記任指導員，大隊長任連長，我自封

為師長。一個大煉鋼鐵的師團，就這樣成立了起

來。在電話上更確定了把大煉鋼鐵的地點放在禾

市鄉蛇井，及把各區、鄉勞動力的具體住地作了

安排，並要求立即行動。

當天晚上，區、鄉、大隊幹部和群眾幾乎都

沒有睡覺，經各鄉具體佈署後，幹部分頭連夜敲

門，動員群眾上山，從通知準備到上山不到五個

小時，全片兩個區、 10個鄉動員組織八千多勞動

力，帶著鋪蓋和食糧，點著火把，於晚上 3時連夜

趕到了禾市鄉的蛇井工地。只見到處燈火通明，

人山人海。找對地方後就鏟草整地，砍樹搭建臨

時工棚，解決住處。同時，我和區、鄉幹部在工

地臨時碰了個頭，大家商議這次鋼鐵怎麼煉法？

多數同志心中沒有底，也不知怎麼煉。好在有些

同志過去在永新拿山及蓮花縣看過煉鋼鐵，他們

介紹說︰先用黃泥築個高爐子，然後一層木炭一

層鐵礦石放到爐裏，加些石英石和生鐵到爐內，

點上火，再用風箱在外鼓風，使爐溫升高到 1,200

度以上，使礦石溶化為鐵水，流出爐外，冷卻後

成鐵。但爐子具體多高多大，爐膛怎麼做，風箱

規格等等就不太清楚了。因此當即決定各鄉派兩

名幹部和幾個青年，由區領導帶隊，連夜趕赴永

新拿山學習取經。在家的區、鄉幹部，分別在工

地上選擇地方建爐，帶領群眾平整建爐地基。

因蛇井和永新拿山很近，當夜趕到，第二

天學習一天，第三天參觀學習的人員就全部回到

蛇井工地，帶回了築爐草圖，也瞭解到風箱的規

格︰用一棵完整的樟樹挖成，鼓風活塞用公雞尾

毛製成的，而爐膛則用耐火磚砌成。於是，各

鄉把泥工、木工挑選出來。開始按圖紙建築土爐

子，砍樟樹挖風箱，回家殺雞拔雞尾毛。不到三

天的時間，蛇井工地築起了 38個土爐子。根據學

習經驗，我們的爐子大部分選建在山坡上，個別

建在旱田裏。

第二階段是開始煉鐵。土爐子、風箱準備

就緒後，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排長以上的戰地幹部

組建成一個師，成立五個團，以團為一個戰鬥單

位，分工為：

一個團負責挖礦石、揀礦石、碎礦石及送礦

石，保證爐前礦石供應；

一個團負責後勤，做飯送飯燒開水，採購物

資，保證按時開飯；

一個是技術團，組織泥工、木工、鐵匠及篾

工，分別負責生產的工具如土箕、鋤頭、刀斧，

以及爐子、風箱等維修；

一個團負責裝爐子、拉風箱、出爐渣、打絞

棍及出鐵水；

一個團負責燒木炭，把木炭送到爐前。

不過，根據團的任務大小，分配的人數有

多有少。各團根據自己的任務再分配到營、連、

排、班甚至個人，再具體定包到爐子。制訂出各

種制度，提出具體要求。師、團、營、連、排及

班各造一面大紅旗，互相開展流動紅旗競賽。定

期評比檢查，對於進度快、品質好及完成任務好

的單位和個人，分別由上一級授予紅旗單位，並

敲鑼打鼓把紅旗送到單位掛起來，予以鼓勵。下

次別的單位評上了，又把這面紅旗摘下來轉送到

別的單位去，這就是「流動紅旗」。

由於組織嚴密，制度健全，目標明確，任務

具體，人人有事做，個個有責任，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很快在蛇井工地掀起了一個轟轟烈

烈的群眾大煉鋼鐵高潮。

進山第六天，豐壟大隊煉鐵爐子第一個出鐵

了。這個爐子是我抓的重點，我自進入蛇井後除

對整個工地佈署外，就是以豐壟大隊為重點，從

整地建爐開始就和群眾一起，參加了煉鐵的全過

程。這個爐子從出第一爐鐵水起，出鐵一直比較

正常，連續廿多天沒有「結牛牯」，日產白口鐵

兩噸多，評為全縣紅旗爐。何謂「結牛牯」？就

是爐內礦石燒成玻璃硫一樣，結在爐膛裏，用絞

棍絞都很難絞出來，甚至有的影響到爐子報廢，

這是當時煉鐵的一個最大難題。但其他爐子都不

太正常，有的幾天壞一次，有的一天壞幾次，主

要都是爐內「結牛牯」，影響出鐵。為總結經

驗，我們在豐壟爐前開了一個現場會，總結出經

大會，對所有人員進行重新分工。全部八千多人 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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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豐壟爐子地勢比較高，建在山坡上，地勢

乾燥，除濕性能好； 

2、鼓風正常：豐壟爐子由支書、主任及民兵

連長三班輪流，一天 24小時鼓風不停，爐

膛內溫度比較高； 

3、礦石比較純，從山上揀送來的礦石在爐前

再進行一次精選，把含鐵量比較高、品質

比較好的留下裝爐，雜質大為減少。

通過這次經驗交流後，大家回去也對礦石進

行精選，實行三班輪流拉風箱，有些爐子就比較

正常了。儘管還有些爐子出鐵不正常，但就當時

全縣四個煉鐵基地比較，蛇井工地總出鐵率還是

比較高的。 10月1日向國慶日獻禮放衛星時，蛇井

煉鐵基地得到地、縣表揚。

鐵，確實煉出來了，不過煉的不是灰口鐵而

全是白口鐵，只能製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不能

用於其他方面。

大概在 8月中旬，首都鋼鐵學院女學生一行 

15人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因為蛇井生產基

地比較正常，出鐵率比較高，於是她們全部被介

紹到蛇井工地。開始時，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

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

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

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

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

石，感到很是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

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

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

從頭學起。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

有的分配到木炭連學燒木炭，有的分配到礦石連

學習鑒別礦石，有的分配到爐前和群眾一道裝爐

子、打絞棍。晚上她們集中住在一棟祠堂裏，互

相交流白天參加勞動的體會。為了幫助她們，我

們專為她們配了兩個女同志，和她們住在一起關

照她們的生活。大約半個多月後，她們離開蛇井

回北京。離開前我們開了個座談會，她們說：這

次下來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

全個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

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

感到她們的謙虛態度和吃苦精神，也給我們留下

了非常好的印象。

這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確實教育了人，鍛

煉了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不

可磨滅的烙印。大家一談到大躍進及大煉鋼鐵，

就心有餘悸，覺得是一場大災難，我倒覺得有利

有弊，不過弊大利小而已。

首先，廣大幹部群眾響應黨的號召，聽毛

主席的話，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迎難而上，心

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戰天鬥地，毫無怨言。

群眾那種高度組織性、紀律性及積極性是非常可

貴的。實事求是地講，這一年的農業生產確實搞

得不錯，本來是個豐收年，煉鋼鐵前期也確實煉

出了有用的白口鐵。但主要問題是浪費大，這樣

千軍萬馬轟轟烈烈上山煉鋼鐵，費了九牛二虎之

力，沒有煉出多少好鐵，就蛇井工地而言，算是

比較好的，也不過煉出了幾十噸用途不大的白口

鐵。而本來那年農業生產形勢不錯，糧、油和經

濟作物都是個豐收年，但由於主要勞力調去煉鋼

鐵了，留在家裏的儘是老弱殘疾和小孩，加上吃

大鍋飯，整體都沒有收穫好。後來發現有些禾稻

沒有收割，有些割了留在田裏沒有脫粒，結果都

爛在田裏；有的地方種的花生沒有精細挖檢，採

取放水浸田，用牛犁後用耙耙，收多少算多少，

後來滿地長出花生苗來；還有的山區茶籽也沒有

收好，只選擇好的摘了些，多數無人過問，掉在

地上無人去撿，有的摘下來仍一堆堆放在山上，

沒有挑回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特別是有的地方

後來由煉鐵發展到悶鐵，利用磚瓦窯，一層礦

石一層柴的點火燒悶，結果變成了一窯「結牛

牯」，用炸藥去炸才炸開。

其次，浮誇風興起。本來中國人有傳統美

德　　勤勞、勇敢、誠信、樸實，但 1958年「大

躍進」開始，一些幹部好大喜功，鑽大躍進的

空子，欺上瞞下，信口開河，造出畝產 10萬斤糧

食， 2 0萬斤紅薯的大謊言，還提出「人有多大

膽，地有多高產」，越吹越大。問題更為嚴重的

是有些領導昏昏然，不加調查，不加制止，以訛

傳訛，互相鼓吹，有的甚至還得到提拔重用。結

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同時，我們 果，助長浮誇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猛。有的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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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壞作風帶到了其他工作崗位，至今仍未能徹底

肅清，如急功近利、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弄虛

作假、脫離實際及脫離群眾等等，其危害之大是

難以估量的。

第三，破壞生態環境。這樣千軍萬馬走到

一起，為了出鐵，不顧一切，鏟草砍樹，信地為

營，植物被一掃而光，留下光禿禿的山頭荒野，

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特別是燒木炭，僅以蛇井

為例，為了燒木炭，每天上山砍雜木的就有六百

活動消息

多人，砍下的樹木無數；挖風箱砍樟樹的破壞更

大，一個風箱砍一株，第一次就砍下近 40株，每

株直徑都在 80公分以上，蛇井附近所有樟樹全部

被砍光了，這些樟樹長起來起碼要 30年到 40年。

同時，砍樹還要踐踏、折斷一批其他小樹，真是

很可惜。

（按：該文為作者蔡明亮所撰回憶錄《實踐雜

記》的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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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水上生活


邱曉鋒

江西師範大學地理學院

父親年輕的時候就離開家，出外奔波，到過

山裏鉤松油、背木頭、修過路，還做過泥水活。

最終安定下來的地方，是在船上。父親從此走上

一條與家裏靠土地吃飯的兄弟姐妹截然不同的

路。

桂東昭平縣的馬江鎮，是桂江和富群江的交

匯處。 20世紀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受廣東經濟

發展的影響，周邊地區的木頭，大都依靠便利的

水運條件運往廣東。馬江的水運行業因此而興盛

了一段時期。

大概是 1991年的時候，父親所在的船隊因為

一系列的問題解散了，於是他決定乾脆跳出來，

自己單幹。父親買了一條船隊中比較舊的木船，

以它作為主體，加寬加長，開始大修。當時還是

小屁孩的我，每天一定要幹的活就是拿著盛好飯

菜的飯盒，從浮橋跑到對岸給父親送去。父親的

木工手藝很好，船身上大大小小的部件，只要是

木頭的，大都是父親自己動手或是和幾個請來幫

手的叔叔做的。船在幾個月後完工，變成了一條

長約 50米，寬 5米，最大載重大概五十多噸的船，

這在當時的馬江來說，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大

船了。我父親不喜張揚，但私下裏對著我們兩兄

弟的時候，常常說起這事，說是自己為數不多的

值得驕傲的事。

父親的心腸好，人際關係不錯，無形中為

他招來了不少生意，很多老闆都找他運貨，絕大

多數都是松木，有時候也會裝些竹子。裝貨的時

候，船會開到木材站滑木口的附近，然後運來的

木頭就一車一車地倒到滑木口滾到水裏。八、九

個工人帶著有點像古代的戈一樣的工具跑到船上

來，把木頭從水裏拉到船上。有的松木很大，一

個人才能抱住。松木本來就重，加上吸了水，更

是沉得要命，三個人合力才能拖上船來。父親和

母親需要把拉上來的木頭規矩地擺放好，利用貨

艙有限的空間，盡可能多裝些，畢竟錢是按噸來

計算的。而我，則是睜大眼睛，仔細數好拉到船

上的每根木頭，在船艙邊上認真劃好正字，跟木

材站負責計木頭數的人（多半是那個喜歡逗我玩

的老頭，這老頭多次害我記錯，沒讓我少挨駡，

因此記憶猶新）對好帳。裝貨的過程，一般就兩

天，碰上忙的時候，好幾艘都等在滑木口附近，

大家都急著裝貨，那就只能通宵幹。

裝好貨之後，父親把船從富群江開到桂江，

然後拿上他那個裝滿一大堆證件的包包坐車到

縣城辦手續，一到二天後回來船就可以出發了。

通常出發的時間，是早上 6時到 7時，按照正常速

度，到達梧州檢查站的時候是下午的 3時到 4時。

這個時間，那些工作人員還沒下班，辦好出境手

續後可以接著走，不用在梧州過夜。

夏季在桂江行船，是最為愜意的。雨量充

足，河的水位高，桂江上所有的險灘基本都淹沒

了，不需要像旱季時的小心翼翼。父親有時候會

把掌舵的大權交給我，讓我過過控制一個龐然大

物的癮。那被我父親稱為八卦的舵對當時的我來

說，太過於笨重，常常是我和弟弟二人合力才掰

得動，掰了幾圈實在沒力氣了，才依依不捨地把

控制權交回去。父親的眼力很好，離得好遠的時

候便能知道前方那個模糊的小白點是一條浮在水

面的魚，甚至能判斷出魚是否已死，有沒有發

臭，然後母親拿著長長的、帶著網兜的竹竿站在

船頭的甲板上等著，在魚從邊上經過的時候把它

撈上來，晚上的一道菜就這樣有了。這些魚大都

是被周邊的人用炸藥炸暈或是炸死的。 9 0年代

初，用炸藥炸魚在桂江很是興盛，每天都能聽到

十多聲悶雷一樣的爆炸聲。而這帶來的後果是，

在90年代末的時候，桂江能捕上來的魚是少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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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漁民們為了提高產量，甚至採用了發電機電

魚這種極具破壞性的捕魚方式，這種短視的行為

更加劇了惡性循環。

行船的時候，父親很喜歡和我們聊天，告訴

我們路經的一些比較大的村莊或是鎮子的名字，

一些比較高或是奇怪的山的名字和它們的來歷，

水裏哪有礁石和淺灘，以及怎麼分辨。記得西江

段上有一座父親稱之為「和尚山」的山。記得第

一次，在遠處見到這山時，父親就讓我和弟弟仔

細地看。山頂是個巨大的石頭，沒有樹，很像一

個和尚的光頭。當船慢慢靠近，隨著視角的變

化，距離的縮短，一些細微之處也能看出來，還

能看出是個眉開眼笑的和尚。船慢慢地轉彎，遠

離，但怎樣看，那和尚的笑臉都是對著我們的，

真是有些神奇。

離梧州還有一個小時多路程，這時母親會把

兩個一米多高的塑膠桶子拿出來，洗乾淨，讓父

親把船開到江的中間，然後把桶裝滿。這些水是

做飯用的。因為桂江在梧州匯入的西江，只有在

冬季水量小的情況下，才是清澈的，其餘時間，

都是渾濁的黃水。用西江水來洗衣服，甚至會令

衣服染上黃色。洗菜，洗澡和洗衣的水，都是先

裝在油桶裏用明礬沉澱過才用的。

出了梧州已是傍晚，夜色慢慢浮上來。西江

的航運設施還是做得很好的，燈塔及航燈一應俱

全，跟桂江航道用竹子做紅白漆塗好的航標比起

來簡直是天淵之別，因此夜晚行船沒什麼困難。

做好飯的母親會來替換父親，讓父親吃好飯、洗

好澡並小睡一會，好應付晚上的熬夜。夜晚行船

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很是無聊，因為兩岸不會全

都是燈火通明的城市。多數在淩晨 2時，便到廣

東的肇慶，這裏是又一個大的檢查站。這個檢查

站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它的嚴厲與不通人情，每次

靠船檢查的時候都會有人拉開我的艙門，用大號

手電筒的光把我照醒，旁若無人地走動，掀開艙

板，四處查看。有時候允許你通過了，等開了十

多分鐘後，又會開著一艘快艇追過來，再突擊檢

查一番。

越是往西江下游走，兩岸的城市就越繁華，

那麼多的燈，這對一個山裏出來的小孩子來說是

很難得的事。父親每過一個城市，都會告訴我城

市的名字，如果我睡著了，還會把我叫醒，讓我

看看城，順便告訴我城的名字。看著那些看起來

很近卻總是無法踏上的城，總是很無奈，心生惆

悵。許多城市，直到今天，也只是遠遠見過而從

未踏上。但越是繁華的城市，附近的江水就越骯

髒，大塊大塊的白色泡沫在岸邊一些水流遲緩的

地方堆積，還能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不過廣東

對非法捕魚還是抓得挺嚴的，進了廣東的水段，

基本看不到有用炸藥炸魚的。水裏的魚也挺多

的，只是味道實在不怎麼樣。有時候停在岸邊休

息，釣上來的魚，煮熟了都還有一股臭味，只能

拿去餵狗。現在想起來。這是水污染的表現之

一。

每當船進入廣州港，父親便會緊張起來。對

於我們這樣的幾十噸級的小船來說，不要說那些像

小山那麼大的萬噸級巨輪，就是小一點的船行駛時

所形成的浪都會讓我們搖晃上好一陣。船的位置

如果不對，甚至於會出現事故。下貨的地方，通常

是在一些小水道裏。這些小水道，都有一個閘門控

制，要進去，必須先交一筆過閘費。小心翼翼地開

進去，在這些七彎八拐的河道裏找到正確的路線真

是不容易的事，加之水流不暢，水道淤泥堆積，船

很容易會擱淺。好在這些河道的底質都是軟泥，即

使擱淺了，強行退出來時對船底也不會有很大的影

響。卸貨的地方，通常都是一個小碼頭，停靠不

一會，就會有人來下貨了。來下貨的一般都是湖南

人，有勁頭，手腳麻利，五、六個小時就能完成。

不過父母親對這些人有非常強烈的不信任感，鎖好

艙門後還讓我們兄弟倆在船艙裏盯好每一個人，別

讓他們亂拿東西。

下完貨，船輕了，吃水淺，離開這些小

水道就容易了，如果時間不緊，父親會把船泊

在廣州造紙廠那一帶。因為那兒大都是從廣西

運紙材過來的船，噸位相差不大，便於停靠。

如果時間不緊，便會停留一個晚上，然後帶我

們去逛街，說是逛街，其實也不過是到岸上走

走，離得不遠。對父親和母親來說，廣州大街小

即使在深夜，也是燈火通明，那麼多的高樓， 巷的複雜程度，遠比幾百公里的河道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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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一次廣東，快則四到五天，慢則七到八

天，如果碰上桂江的旱季，行船更是鬧心。桂江

多淺灘和礁石，旱季水少的時候，裝滿貨、吃水

深的船根本無法通過，只能等晚上漲潮的時候行

駛。但桂江的航道建設比較差，幾乎沒有便於夜

晚航行的航標和燈塔，晚上只能依靠船上的探照

燈了。每過這些險灘，父親會一改平時的和顏悅

色，凶巴巴地警告我們，讓我們老實待在駕駛艙

裏不要出來。他則把掌舵的位置讓給母親，自己

跑到駕駛艙前頭的甲板上，拿起那跟胳膊粗細的

竹竿及時控制船的方向。險灘水流很急，彎度又

比較大，一個吃水深的船要轉方向真是不容易，

每次都會看到很多船擱淺。但憑著父親的經驗和

努力，自家的船倒很少發生那樣的事。 

1 9 9 8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

大洪水，桂江也不例外。洪水暴漲的那天，早

上還好好的桂江，到了下午，已經把中學裏好

幾個教室給淹了。父親劃著小舟把我和弟弟

接到了船上。那天晚上，父親和母親一晚上

都沒合眼，不時的爬起來給纜繩捆個新的地

方。這次洪水過後，因為某些事，某些人，

活動消息

父親賣掉了這艘他親手建造並掌舵了多年的

船，穿鞋上岸，不幹了，父親雖心有不甘，卻

也無可奈何，我的水上生活也就隨之結束了。

（梁洪生按：該文是我 2007年下半年講授

「江西歷史與省情」課程時，一位聽課學生所

寫。凡是選聽該課者，都要完成一份大題目為

「我的家鄉與家庭」的作業，並且作為課程評分

的依據之一。對此，我曾在《華南研究通訊》 

2006年43期以《向本科生學生調查和學習》為

題，詳細介紹，茲不贅述。邱曉峰〈我的水上生

活〉一文，在當時就給我很新鮮的印象，遂立即

與其聯繫，獲得准予發表的授權。 2010年6月19至 

20日，我應邀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

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

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明清帝國的建構與中國西南

土著社會的演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聽到李

文介紹西江流域的水上人生活，獲益頗多。由此

聯想到邱曉峰該文，再加細讀，真有「無巧不成

書」之感，故予推薦發表，相信可以作為這批水

上人群生活的一個生動案例，以饗讀者） 

2010 . 4 . 17  Sat 10:00am - 4:00pm 

 Registration & Enquires  E-mail schina@ust.hk  Tel 2358 7778 

  

 

Organizer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HKUST 

7332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Participants 

Chiayi County Budai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  

 

  

Salt Bureau, Shanwei, Guangdong  

 
Dali University, Yunna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e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guage: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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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縣長賴村《會議記錄》等資料的

發現與初步整理


郭墨寒

江西高安市博物館

一、長賴村基本情況

我家鄉所在的村莊叫「長賴村」（舊稱「漁

翁村」），在江西省于都縣靖石鄉東部，處於貢

江上游的濂江與丘陵之間的小盆地中，河裏曾有

豐富的漁業資源。全村有耕地 2,010畝，農業以水

稻為主。本村有一個縣級的杉木林場和一個「漁

翁電站」，還有一個「漁翁茶葉廠」。河邊有大

片臍橙林，現在改成青果林了。村莊轄下有 13個

村民小組，現在人口大約 1,600人，其中郭姓家族

佔大部分，大概有 1,300多人，另外還有黎姓和尹

姓等。聽村裏的老輩說，人數眾多的郭氏家族是

汾陽郡忠武王郭子儀公的後裔，證據之一是村中

的族譜有明確記載（村裏有民國時期修和 90年代

新修的兩部族譜）；證據之二是一代代傳下來的

故事，還有在中元節火化的「錢包」上一定要寫

上「汾陽堂」的堂名，否則先祖就收不到燒去的

紙錢。另外，郭家墳地的墓碑上，都刻著「汾陽

堂」。

《郭氏族譜》，卷 1 0，〈遷記〉中有如下

記載：「 ……再遷至陝西西安之鄰場等縣；唐五

州刺史敬之公自馮詡轉徙華陰即陝西華州是也，

是為三遷；唐末中丞瞿公避黃巢亂，徙金陵烏衣

巷，今之南京應天府也，是為四遷；中丞公又由

金陵徙吉之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義岡，是為五

遷；樞密公延嵩由隱義岡徙符竹，即今之萬安之

符竹也，是為六遷；由符竹而徙龍泉黃土下，我

祖元龍也，是為七遷；元龍公之子文煥公又徙虔

州之大坪，是為八遷；文煥公之子祿寶公又徙會

昌之上樟坑，是為九遷；祿寶公之子明一公又徙

良唇月形下，其潛曾孫復徙曉龍三十四都坳里背

而分居長塘樟溪長賴等處，是為十遷。」依此記

載，郭氏遷徙的路線是由華陰 —山西 —南京 —

泰和 —萬安 —于都 —長賴村。族譜還記載，郭

氏先祖是在元末（至正六年丙戌年）來此定居，

繁衍了一大批後代，再從這裏遷移到臨近村莊，

繁衍的郭氏人口大約有三千多人。村莊的民風、

民俗和語言，都屬於「客家」。

村莊現在還有一批祠堂保留下來，如康熙年

間落成的郭氏祠堂「世德堂」（譜載「康熙十八

年已未，運宏嗣孫與太祖連徽祠孫雨房共建宗祠

一所，已亥兼巽乾。蒙賜進士第知會兩房因旨欽

召升內閣中書中丹買權旌匾「世德堂」）。除此

之外，還保存了一些祖先的墓地，不久前還有一

個家族的書院「養生書院」，但在建設新農村時

被拆除。另外，我家後面還有個一千多平方米的

小莊園遺址，據老輩說是在1953年燒毀的。

民國時期，這裏曾是紅軍的遊擊地，村莊裏

有許多關於紅軍、白軍的故事。村裏有位紅軍幹

部帶領著一連紅軍在此打遊擊，然而有一次被圍

剿在一個山谷裏。這位紅軍的家屬還保留著殺敵

的砍刀和駁殼槍。在村裏一個山頭上還有戰壕，

在戰壕中偶爾還可以撿到子彈殼。山腰上還有一

個洞，下面有四個用磚頭砌好的房間，聽說都是

紅軍打仗時用過的。在離村莊不遠的地方，就是

紅軍開始長征的一個渡口。所以這裏的村民特別

信任紅軍，這裏的公社導入也比較順暢，沒有張

樂天在《告別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所

描述的處處受阻礙的現象。

解放以後，長賴村和全國的運動一起往前

走。在筆者的調查中得知，建國不久，解放軍來

了，農會組織起來了， 1951年開始土地改革，

地主、惡霸、普通農民以及家族的田地都統歸國

家，然後農會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接著劃分

階級，然而劃分階級的標準不確定，在一些地主

惡霸被打倒的同時，不少無辜的村民因個人恩怨

也被冤枉了。更讓人心驚的是，村裏有知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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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捲入其中。此後，經歷了「互助組」、「初

級社」、「高級社」、「大鍋飯」及「文化大革

命」等過程，在1980年代的「分單幹」後，村莊

也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此展開村民新

的生活歷程。

二、資料的發現過程和基本內容

在上完梁洪生教授的「江西歷史與省情」

和「中國社會生活史」課程後，我開始留心關注

身邊的鄉土文化遺存。梁教授上課時，把他的田

野調查發現和研究成果展示給我們看，經常放一

些鄉土資料的照片，如家譜、契約、碑刻及廟會

等，還說明哪些資料難得可貴，囑咐我們每次回

家時多留個心眼。於是在2007年寒假放假回家

時，想起父母曾經說過老房子裏有一些「大集

體」時期的帳本和文書等資料，就讓父母帶著去

看看。開始時，父親對此舉很反感，囑咐我最好

不要去碰那東西，因為這些資料往往涉及到村民

之間的恩恩怨怨。但經我再三請求，終於看到這

些人民公社時期的資料，全部拿到手中。回校

後，在梁教授的指導下，把資料分別整理成冊。

這些資料為什麼會存在我家老房子裏呢？裏

面還有一些故事。據父母講，他們結婚後不久，

奶奶要求分家，他們就借鄰居的房子臨時居住，

並準備接著做新房子，就從自家山頭砍倒許多杉

樹。此時村裏恰好有房子拍賣，父母為省去做房

的許多複雜事情，就賣了杉樹，最後以最高的價

格買到這房子。這房子是以前知識青年下鄉時住

過的，在相關資料裏明確地記載房子建造的整

個過程。知識青年回城後，這裏就成了大隊辦公

室。人民公社解體後，這房子要賣，我家就買得

此房。房子裏還有辦公桌和大廚，村裏幹部囑咐

資料放在這裏，暫時不要去動。可是我父母剛分

家時沒有什麼傢俱，就開始用這些大廚子放衣服

等，還把騰出來一張辦公桌給我們小孩做書桌，

那些拿出來的資料就給小孩折四角板或者揩屁股

手。現在發現的那些資料是在另外一個辦公桌裏

保存的。那個辦公桌還放在我家的老房子裏，還

有那個大廚子，現在倒在老房子裏，開始腐爛

了。如今「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老房子已經

拆除建新房了，人民公社時期的遺存正在逐漸消

失。

這些資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政治書籍

和學習檔，包括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發到鄉村的政

治學習檔，政府油糧徵購任務和通知，公社生產

管理等方面的輔導材料和教材，公社內部翻印的

會議紀要，還有一些請假、出社、落戶證明材料

等，都是反映當時國家深入鄉村社會管理，打破

村莊傳統社會，對基層社會實施控制以及對村民

生活、生產實施指導的重要佐證；另一類是有關

村莊基本情況的記錄和一些資料統計表，包括村

莊人口統計、階級成分和擁有生產資料基本情況

表，村莊土地面積、畝產情況表，進出物資帳本

和發票，油、布、種子及飼料等分配表，社員分

等定量表，糧食分配明細表，大隊收益分配決算

表，社員勞動工分統計表，民兵社員花名冊，收

入予分方案表，農業生產進度彙報表，大隊總帳

本，以及大隊的《會議記錄》等，這些材料反映

了村民當時生活的基本情況，也直觀地告訴我們

當年人民公社的運行模式。另外，我從一位叔叔

家中發現另外一些材料，其中包括公社時期的教

科書，公社解體時的經濟合同書，以及為鼓勵加

快生產進度而寫的一些山歌和「三句半」等，為

我們展現了公社時期的教育和文化。我這位叔叔

是公社時期畢業的高材生，後來在村裏當教師。

三、《會議記錄》的初步整理

我利用課餘時間整理這批資料將近一年，只

完成了一部分。與此同時，參閱一些相關的研究

和論著。初步整理的情況如下：

1、在這些資料中，最值得提到的是長賴生產

隊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共兩本，有

文字記錄的共218頁，記錄的時間從1970

年1月27日至1977年10月2日。

2、《會議記錄》記載了那個時期鄉村主要的

工作安排和日常生活，以及與國家政治相

對應的鄉村政治生活。它就像村莊的一部

社會生活史，告知後人當時社員的社會生

活狀況。會議討論的內容不僅記載了村莊

的文化風俗，還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徵。如



4刖扢礙亟般 25庚梭線皇畔竣佡危哈喚芰事哪梭偷她事如侷侏綢崛痕匈責泅潰癬候烏蔑
峙媲候溜嫂匈

芾注府 28庚隋侑聞病笨劾劉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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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第一頁就談到政治指示、四

類分子、春耕大生產任務和安排等問題，

內容豐富。 

3、在整理《會議記錄》的過程中，我也遇到

許多麻煩，首先是會議記錄要求書寫快，

字跡大多潦草難辨；再者，就是當時會議

記錄本品質不好，經過三、四十年後，有

些字跡已經模糊；三是會議記錄中有許

多方言和地點的代用名詞，有許多字用簡

筆和別字代替，這又和農民的文化水準不

高有直接關係。所以整理起來異常艱難，

有些字難以辨認，要認真推敲；一些字詞

錯誤，應該指出並更正。此次公佈的 1970

年會議記錄，採用與原件一致的表格格

式，每個表為一次會議記錄的內容。會議

記錄內未能辨識的文字用「 ■」表示；錯

別字皆予以改正，並把改動的部份置於

【】內；遇到相似的部分數位用「 ……」

1970年會議記錄

表示，以免篇幅太大，在整理 1970年會議

記錄時，我只使用了一次。一些外人實在

難懂的方言，不得已作了少許處理，主要

有：「鋤頭」原文是「腳頭」，「廁所」

原文是「糞療」，「紅薯」原文是「番

史」，「鐵箕芒」是一種蕨類植物，方言

本音「 lu j i」，記錄中的文字，我照樣不

知所云，就直接改為這種植物的學名了。

以上整理和技術處理儘管頗費心力，但仍

怕錯誤難免，如有不妥，敬請各位方家指

正。

我還想補充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歷過集體

勞動的村民大部分還健在，並為今天的生活奮鬥

拼搏。在我對他們有意和無意的調查中，和他們

聊起公社的往事，他們總是有說不盡的話，有難

以表達的情感，我也在資料之外有其他難得的收

穫。 

劉厒 

軟肇 

1970 亟 1 府 27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泗廈膏議奔追 

劉厒性偯佳 矮瞰馳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檀奼膝刖矮披畤刖狩底泗匈矮唧瞧刖矮秉凌刖矮哉背刖矮秉紉刖矮瞰馳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淵原笨刖坶笨刖迴蜷膏梟瑙佳劉厒 

劉厒奇舵危 

1. 噤捧拔匏浙冕炒韭娩寇發蜈庭 

2. 杭狁委卒亟會甄燬戰娩 

3. 噤 70 亟參扉泗廈劾棚璿 

4. 杭孤噤褒發畔她睢如污 

彊 捧拔匏浙芰圢僵酒矼佾候匏浙鈉素矮瞰馳刖她痘如鈉素矮披畤刖練微笨眺參蠡 矮 幕 矮 

唧苣刖鈉胖攀餿挪她幕如刖匙衍笨狩底泗刖矮 幕 匈寇發庚鈿界府睬命劣侈 蒿炔芾僵 

酒矼佾莎聞黌泅她奔如匈睬杭淵原劉候攀笨攀椰黌泅她奔如圭睬事劣享聞脩荼劉污污污圬 

圭事圬刈 鄂污素 矮秉害 矮蛋閃 紡侈府翎 

圭侍圬刈 鄂污素 矮 幕 戕 矮披畤 教參紉 

圭侖圬刈 鄂污素 矮瞰馳 戕 矮泥嚀 禎淚房 

3刖泗廈竣佡危3 宗柩俑侖她祀如污板放侖宗呶奇咆她痕如污 刖夜府 28 庚游 空睢肄發 

琍沿絃圭酊宗圬芰圢芾佾卦矻刖劾輕刖委彿拓匈 宗琍彿荻 幀沿芝宗危侑佾驛輕刖核救刖 

攀絢救刖聳繹羅刖佾拴到刖嘴飭炚匈幀沿 120 喟刖糖卒 12320 糖卒 宗梭動芯軌諸她亟如 

2刖杭狁委卒義莉 矮秉耆 



劉厒

軟肇

1970 亟 1 府 27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泗廈膏議奔追

劉厒性偯佳 矮瞰馳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檀奼膝刖矮披畤刖狩底泗匈矮唧瞧刖矮秉凌刖矮哉背刖矮秉紉刖矮瞰馳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淵原笨刖坶笨刖迴蜷膏梟瑙佳劉厒

劉厒奇舵危

1. 噤捧拔匏浙冕炒韭娩寇發蜈庭
2. 杭狁委卒亟會甄燬戰娩
3. 噤 70亟參扉泗廈劾棚璿
4. 杭孤噤褒發畔她睢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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彊 捧拔匏浙芰圢僵酒矼佾候匏浙鈉素矮瞰馳刖她痘如鈉素矮披畤刖練微笨眺參蠡 矮 幕 矮 

唧苣刖鈉胖攀餿挪她幕如刖匙衍笨狩底泗刖矮 幕 匈寇發庚鈿界府睬命劣侈 蒿炔芾僵 

酒矼佾莎聞黌泅她奔如匈睬杭淵原劉候攀笨攀椰黌泅她奔如圭睬事劣享聞脩荼劉污污污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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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事圬刈 鄂污素 矮秉害 矮蛋閃 紡侈府翎 

圭侍圬刈 鄂污素 矮 幕 戕 矮披畤 教參紉 

圭侖圬刈 鄂污素 矮瞰馳 戕 矮泥嚀 禎淚房 

3刖泗廈竣佡危3 宗柩俑侖她祀如污板放侖宗呶奇咆她痕如污 刖夜府 28 庚游 空睢肄發 

琍沿絃圭酊宗圬芰圢芾佾卦矻刖劾輕刖委彿拓匈 宗琍彿荻 幀沿芝宗危侑佾驛輕刖核救刖 

攀絢救刖聳繹羅刖佾拴到刖嘴飭炚匈幀沿 120 喟刖糖卒 12320 糖卒 宗梭動芯軌諸她亟如 

2刖杭狁委卒義莉 矮秉耆 

4刖扢礙亟般 25 庚梭線皇畔竣佡危哈喚芰事哪梭偷她事如侷侏綢崛痕匈責泅潰癬候烏蔑 

峙媲候溜嫂匈 

芾注府 28 庚隋侑聞病笨劾劉匈 

劉厒 

軟肇 

1970 亟 夜 府 28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矮 漸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矮瞰馳刖矮披畤刖矮 幕刖矮秉害刖矮蛋閃刖矮泥嚀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淵原劉鄂素劉厒 

劉厒奇舵危噤享 0 亟參扉泗廈棚璿危 

1刖 捧鰥 2 宗琍沿故圭29刖30 庚圬僵酒鄂拓𧤤救拴枸琍匈侑姓炊冤瘦哉炊輕拴枸琍或佾匈 

哉酒鄂劾拴到琍事綽匈佾姓修污污炊冤瘦鄂琍韭卦拎拴匈抳救刖病救拴僵酒鄂琍匈 

素輕索到事念哉酒鄂琍匈 

30 庚刖佾卦矻事念哉酒鄂琍匈委彿拓侑念琍事佾炊冤瘦鄂琍匈委彿拓佾念琍事侑僵酒 

鄂琍匈 

2刖 界佳梭她輯如垣刖界岳她萇如帙來事焰刖界佳梭動怏蘿 

3刖 苓延脩歎脩唾媛囧掉祟景匈 

4刖 委測污1%刖瞻咽飽省俄狎軌梭侑狎軌 

5刖 燻琺頁院刖她抵如宗芙訥參燻琺刖事宗芙她性如她盂如刖她杭如她狁如她鋒如事隻咆她痕如 

燻琺 

6刖 她1如她府如委 28 庚俘隅侶她脩如她眩如刖叔委她偷如坦她亟如皇哪刖佾姓劾駁櫂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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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2 府 1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劉厒性偯佳 檀冕曠笨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狩底泗刖眺參蠡刖矮哉背刖紡茵翎刖矮秉凌刖矮秉紉刖矮蛋閃刖矮紉房刖教參紉刖 

矮泥嚀刖矮披畤刖矮唧瞧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淵原劉鄂素索蜷膏刖庭俄銖睢劉坶笨 

劉厒奇舵危 

1刖琍彿荻竣佡棚璿 

2刖媛杭扢叔宦棚璿 

1刖泥她悁如酒救彼鏖振軌琍彿荻刖泥嚀酒救然馭刖彼鏖刖宗周炎振軌琍彿荻 

劉厒 

軟肇 

1970 亟 2 府 26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檀奼膝 椎闡 

拔 

莠 

盍 

修肯洪刖矮披畤刖矮哉背刖矮瞰馳刖矮秉弚刖矮唧沽刖矮秉害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泗廈膏淵原劉 

劉厒奇舵危 

1970 亟佾糖鍵鍍阻韭沿喟 

聳繹羅劣10 癟陔刖冢蝶刖候韭她參如泗刖13 喟刖癌樟 607 稽刖10 帑刖聳繹羅亞房刖押群泥 

泥宵刖亞房匈韁救刖她巔如繹昋佾倚刖倥姊刖26.5 喟庾喋樟刖噤混聳繹羅泥翻氣蝶刖候秉掃刖 

25.5 喟刖缺卦紊俘 

2 沎捉蛾洵澧震芰性刖藝昏孤淵倪矮底素洵牌燻炒 

3 拉謫娠佳笨危蜜嵌嫣刖覃侖府知聞她哼如 

4 26 隋侑聞杭狁委卒刖欽耦劉候侖劣杭國噤她逢如她埋如軟她洸如 坌匈 

5 軋瀕哈喚芰界喟 800 帑廈綢畎溜刖芾侖府知空睢她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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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2 府 28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劉厒性偯佳 矮 漸 椎闡 幕 

拔 

莠 

盍 

秉戛刖蛋閃刖矮紉房刖矮瞰馳刖矮秉絑刖矮唧沽刖矮紊紐刖矮唧悉刖矮泥嚀刖矮秉 

凌刖矮唧幕刖紡侈府翎刖矮蛋她閃如刖教褒幕翎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泗廈膏空炔銖睢劉厒 

劉厒奇舵危 

70 亟 3 府 28污污污奔病劉厒刖乾聯阻鄂邱參扉泗廈 

1 帳炯參扉泗廈搏事崙刖泖般泗廈除蕨刖芾諸拆泗廈省俄駁邱病笨泗寇諸裂莉刖痿琊竣佡啦 

治泗廈膏捰駒笨劣泗廈膏銖睢俄沎刖驅緩芾坦亟她偏如倪駁邱泗廈刖事哪梭炯邱泗廈刖距俸 

掖攀糖沿籲俄哉耿陀刖坦亟她鋱如沿事哪梭減畏刖爺陪 5-6 卑 

2 芾泗廈呼鏤嘹邱畔梭秘鄗刖污污她鬲如叔梭陀劾長蛾 

3 撲般梭炯詭圢叔宦 1 污邱幀沿 2 她塒如她掣如綽院梭洌刖琢韭焜她抽如赧刖焜蚩簧 3 肄 

發拔她佰如琢韭 100%拔佰 4 駁邱侖糖刖喧幽啦泄叛刖她寢鬢如刖嚮滬刖 瞻梭泅她臢如她祟如 

趾 5 聞莎淵她倪如劾洵庠 6 脩歎乾聯溜嫂棚璿 侖琊衍訶 梭畎 跌區 芝蒲哪佾 

她淵倪如候她偏倪如 

1 撲般她塒如她掣如綽院采姿炯邱刖彊淪秈洸幀沿琢邱她22如糖卒垃戴軟肇佾她柩如刖皇哪芾 

3 府 31 稽佾她柩如 憲幀沿萍佳縞嫂刖瞰馳梟瑙 

2 琢沿佳笨她如她如刖穡幕刖哉背刖港固刖宗污刖郭曹刖咆泗刖唧悉刖 

僵酒 郭幕刖底泗刖泥迦刖哉冢刖秉岓刖唧激刖蛋閃 16 
炊冤瘦 秉紐刖秉耆刖 宵刖蛋 刖 臂刖蛋祀刖唧拍 14 唧悉刖秉羸刖唧荼刖唧漂刖 

唧慷刖 幕刖耆幕 

哉酒 她參如 刖唧幕刖唧滬刖唧她慮如刖泥娃刖唧沽刖接泗刖泥祖刖泥污刖泥滬刖泥 

她噗如刖娼捍刖瞰污刖 夜刖泥嚀 15 
3 琢她垃如叔梟瑙佳危僵酒鄂危佯污刖空她膏如治彿污梟瑙刖侈府翎 

炊冤瘦危披畤刖教空幕 

哉酒危奈幕刖蜜淚房 

泗廈 劉蛾頁院 3 宗事侷刖30 稽聞哼 

4 琢沿 僵酒 蛋閃 炊冤瘦 秉紐 哉酒 泥嚀 

圭事圬刈 給她佡如跌區 

1刖 病笨搏事侷咆拔發鈉胖刖搏侍侷咆拔發劾劉背刖侖侷圭喧陷訶涕焙枕圬俏她俘翳如芰污 

孤咆拔發刖劾劉聞莎牌烘刖琢沿佳笨事哪梭萇邱她瘠如懼刖琢邱沿惱刖污邱污她掣如 

2刖 燻琺頁院竣芝琊鄂刖萍燻琺事宗刖侍宗芙泥性盂燻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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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府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椎闡 

拔 

莠 

盍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 

劉厒奇舵危 

沎捉俏焙叔委竣佡皇哪事宗甄 10她俘如她譟如韭事卦軟俏事俘刖抵卦軟俏抵俘 

3她沎捉如圢芭頁院刖芝鄂梟瑙佳圢芭刖阻鄂邱叔衍 

4 侖糖 芾 30 稽柩俑侖祀侖糖盂痠 

5 脩歎脩唾媛囧泗廈她膏如事侷 0.5 夜變鱸宦烏阻勳嚏變鱸軋宛刖她瞼如她如0.5 价她孿如她釀如 

盍 

劾劉幕胛 

驛幕胛佳瞰馳刖坶笨 秉凌刖沽帝 唧激刖駒笨 蛋閃刖腕劻 教奈幕 蟬紉房刖教褒幕翎 

她慵郃如駒 泥禍 

劉厒 

軟肇 

1970 亟 4 府 13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矮 漸 椎闡 矮披畤 

拔 

莠 

盍 

矮瞰馳 矮披畤 矮唧捍 矮 幕 矮泥嚀 矮蛋閃 矮哉背 矮秉戛 矮秉絑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撲般淵倪泗廈采姿炯蕨 

劉厒奇舵危彊攀椰義焜冕炒 

彊 窈距奔病劾孿國刖 

1刖沎捉撲般淵倪泗廈幸混采姿炯膈愕牌烘刖沎捉矮底素刖矮秉耆減瞼竣佡刖炯淵倪劾洵庠 

杭扢晒垢 

2刖 撲般泗廈竣佡刖抨洌塒掣沿頁院刖渠眩刖鋱沿竣佡 殺衍她霞如頁她霞如暘她霞如鄂 

1刖 鋱沿軟肇刖14 稽聞哼鋱嘴飭拴 

2刖 框祀竣佡危懼鈿嶔綏 1000 夜刖15 稽洸框祀她蛾如韭膏畤刖惇框祀佳秉絑刖鉑泗 

恫幀晞佳笨 秉戛 教紊霤 教紊紉 嘴奈紉 教炎泗 教命幕 檀披劻 踞厝劻 禁恐幕 

鋱沿刖喪翳佳笨 供琊佳事喪刖鋱沿霞崛杭琊暘危 

恩幀喪翳 

污陂懼動刖捧鰥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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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府 庚 圭搏 侷圬 劉 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矮 漸 椎闡 矮蛋閃 

拔 

莠 

盍 

哉背 瞰馳 唧捍 唧汊 蛋閃 秉戛 幕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 

劉厒奇舵危鋱沿掃隻 

彊 芾 17 稽聞哼 燻琺頁院芾盂姿佳她焙如喧陷訶涕咆痕燻琺 

憲 芾省俄燻琺咆拔發刖她偷如眾秈皇哪畔溜嫂 

憑 芾俘隋恩幀刖咆拔發俏俘翳 

憩 芾鋱沿拔發軟肇俘侑 5.5 圢刖7.5 圢芯芟俘 刖芟依俘 刖8.5 圢拔發刖12 圢 

佾姓 1.5—5.5刖隋侑 7 圢—10 圢芯 芾聞劉韭沿肇聞 

憊 芾鋱沿畔忳卒梭芾芝喪耿縞刖鋱柩她幀如她蹊如具梭芝喪耿岪 鋱柩沿馬促忳卒 

她幀如她蹊如空睢她距如芯 

懍 芾鋱沿盂痠刖界宗界佳柩俑 0.8 喟 

憶 芾恩炊幀隋侑抨喪椎俘翳 2 俘 

劉厒 

軟肇 

1970 亟 府 庚 圭搏 侷圬 劉 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矮 捍 椎闡 

拔 

莠 

盍 

矮哉背 矮秉絑 矮 幕 矮秉戛 矮蛋閃 矮披畤 矮瞰馳 矮泥嚀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 

劉厒奇舵危痳諸攀椰沬畎蚱肯洪痿鍰帕窠噤德哈受庭琢叔宦 

矮披畤哈受畔鬥閥噤德沬畎蚱污污污刖芾哈受欣依賣咆縞幽佳拆咆拆刖哈受拆依詳宦罹刖芾 

鋱痿聯萃畔沿啦錡崛拷灺 

攀依痿帕窠劉馬混啦萇懼幕發牖慄刖俘庚洸沿鋱邱匈軋濫廈事圢屾淘軋噤縯詭琊她針琍孤如 

秉戛幕秘閨背刖芾噤德沬畎蚱帕窠刖省俄琢她韭如芾芝蒲叔宦碎啦拷灺刖沿軋肄宛芾叔宦籲 

俄咆梟瑙盂刖俄芾宦沿琢她夆如叔畔她啦如她隋如刖芾攀依馬芾泗廈叔宦刖碎梭炯游軌刖俘庚 

柩俑鋱沿盂痠軋欣屾淘帖遑絞脩陣瑯匈 

緙 梔 跌 區 

彊琢沿佳笨捆依怏鋱沿刖注委鋱沿畔隋侑事聯俘翳 捆依怏咆鋱沿畔污梭俏俘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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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5 府 14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 狩胭宵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矮唧苣刖矮秉絑刖矮秉羸刖矮唧空刖矮秉岓刖矮瞰翻刖矮泥嚀刖矮唧拍刖矮泥娃刖 

矮泥曄刖矮泥祖刖矮 疣刖矮泥啜刖矮唧沽刖矮唧曄刖矮唧幕刖矮素翎刖矮披畤刖 

蟬紉房 

罔 

莠 

盍 

矮唧激刖檀杭恐刖矮底泗刖紡杭慎刖矮 幕刖矮瞰馳刖矮瞰嫣刖矮哉背刖矮秉翻刖 

矮唧慷刖美拄裒 

劉厒峰簧危她析如佾呼複劾劉 

劉厒奇舵危 

1刖 矮秉戛刖瞰翻 2 佳琨鍍劾她敔如竣佡溜嫂 

2刖 矮秉她耆如脩廈溜嫂 

3刖 矮底素她哉如酒她為如她擬如候她痘如劊葉銖溜嫂 

1 矮瞰翻閻危哈受肯閨她為如她宥如刖她梭如房界帑 4 胡梅堂務帑刖隋鍵鍍 40 帑她為宥如界卻 

帑為 20 夜梅罹匈沽性甄哪刖隋鍵芝 70 帑刖俏到屾峙芯刖劾咯 75 帑刖4 胡玥委梅罹刖俄宛 

翳佳錡崛 4 胡梅罹刖義馬皇哪 4 胡玥事帑梅罹刖隋鍵鍍界佳 35 帑刖8 府知或般俏 圭 烏 

俏她侖如她房如她4如她夜如圬 

矮秉戛危1 劾她敔如事她歟如梅 70 帑刖她盔如瞰翻沽性甄哪事聯溜嫂她峙如怏姃 

2 葉銖痘劊刖她鶴如珍底 22 部圭哉玷懼膏惇 22圬梅噱 12 夜板放刖沽性甄哪候或侑事聯刖 

2 佳界佳 35 帑刖8 府知般俏 匈污污污訪怏姃甄她宥如峙媲刖俄她沎如她侶如端帖她飽如刖 

甄擬萬務玥夜事肇 

2 師肇 2 肇刖釭來刖蹙懼刖她彿削如她掣栘如空睢脩廈崛膏侶端帖烏圭秉她擬如菔岳圬 

3 矮底素駁葉銖痘劊 124 夜刖30%侑狎卦沽奔穹鏤暍刖咆榨叔委刖師酒紀矼崛膏為擬 150.9 
夜侶端帖她烏如圭委 5 肇卦肇侶芯她孤如炤犁罹為拆委榨她析如佾呼複扢酒她烏如圬沽性肯閨匈 

明 14 懼珍繹軋惇為烏界懼 1 夜梅 14 夜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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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5 府 15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劉厒矼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刖狩胭宵 椎闡 矮 幕 

拔 

莠 

盍 

矮瞰馳刖矮哉背刖矮唧慮刖矮紊紐刖矮唧空刖矮泥宵刖矮蛋祀刖矮秉戛刖矮泥攀刖 

矮泥污矮秉絑刖蜜素翎刖矮 宵刖矮泥嚀刖眺參蠡刖矮唧漂刖矮 幕刖矮秉凌刖矮 

穡幕 

罔 

莠 

盍 

矮 漸 

劉厒峰簧危她畸如佾呼複劾劉 

劉厒奇舵危 

溜嫂病笨她洵如惇珍繹泳忣她卹如她擬如溜嫂采佾危 

矮泥攀危哈蛾洵痕惇甽珍底 180 部刖軋惇 11 部刖洵痕琢她珍如底 4 懼刖卹擬庭琢瞼 180 部 

琢趴帖 沽性甄哪 225 部 

矮郭幕危哈蛾洵痕惇珍底 125 部刖軋惇 6 部刖她為如韭 4 部刖卹她擬如味琢穢趴帖 65 夜 沽 

性甄哪哈蛾 145 部 

矮秉她紐如危哈蛾洵痕惇甽 30 部刖軋惇 5 部刖卹她擬如味琢穢 30 部 15 夜 沽性甄哪哈蛾 135 
部 驅狎 5 夜 

矮泥她如危哈蛾琨惇珍底 7 部刖裂佳沽噱 7.4 夜刖泳狎泗廈膏 

矮秉戛危哈蛾琨惇珍底 16 部刖裂佳沽噱 16.8 夜刖泳狎泗廈膏 

矮彥泗危哈蛾洵痕惇甽珍底 16 部裂佳沽噱 16.8 夜刖卹她擬如泳忣匈拔竅 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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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5 府 16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狩喪素 披畤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病笨劾劉 

劉厒奇舵危溜嫂卹擬飽洵痕 0.5 夜刖哈蛾 1.0 刖幽佳恐釀 2.0 夜 

1 鉑泗危哈蛾 150刖勳惇 132 昀刖幽佳蛾韭 18 昀刖穹梅 150 昀刖碎她省如狎卹擬飽刖惇 

往厚 22 昀刖葉擬 0.3 夜 

病笨她奔如她厒如危籲韭幽畔奔病劾膏惇往厚 18 昀刖泅溜琢犁她鍛如琢蘿縝刖嬸忳撇刖 

籲俄琢她院如鄂厚霪 12 昀刖拔筒葉奕 2.5 夜事焰匈 

沽性奔厒刖菠侑毬哈蛾翳委幽溜嫂拔筒厚霪 8 夜刖厚忳 18 夜刖她珍如繹鄂 75 夜刖穹梅 

96 夜 

2 她鉑如泗 119 昀刖閂 47 昀泳狎卹擬刖驅狎卹擬 23.5 夜 

3 參泗 180 昀刖她蛾如韭 5 昀刖唏泳狎卹擬 92.5 夜 

4 

劉厒 

軟肇 

1970 亟 5 府 17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 椎闡 

拔 

莠 

盍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病笨劾劉棚璿溜嫂卹擬飽污 

劉厒奇舵危 

1 秉嫣危矇蘿她燥如洵幕 15 昀刖籲肆 13 昀刖哈惇 13 昀刖她蛾如7 昀刖爽 3 昀刖穹梅 23 昀 

劾脩奔厒偷暘蛾翳溜嫂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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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5 府 23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炊冤瘦披畤脩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 瞰馳 椎闡 

拔 

莠 

盍 

哉背刖 幕刖唧汊刖紡侈府翎刖紡絞凳刖矮秉凌刖矮秉戛刖矮秉絑刖蜜淚房刖矮泥 

嚀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 

劉厒奇舵危 

1刖庚般刖沿肇縞嫂扞盂委鄂韭佳圭銖睢刖捰刖駒笨刖沽帝圬 

2刖芊苓怏刖瞻芟炊竣佡皇哪 

3刖狎脩眩棚璿 

4刖鯨她劻如睹孤膏淘到屾練彥皇哪 

5 聞莎痘劊泗廈刖痘劊佳笨皇哪 

2 噤怏她姓如她炊如芝竣佡侈懼或佾梭芾病笨劾劉侑牌紀洵琍刖哈活擬她聞如洮拔眾芥琢拔 

室她狌如 

11 懼或佾界懼驅練泅芝 50%价紀佳刖50%价卦膏刖沿樇俄胞房畔梭捆怏畔具梭練佳沽噱界 

昀怏界侷蜆夜刖空睢崛擬她孿釀盍如刖怏她姓如炊虹梭湖眩刖吽刖俄佾沿她姓如炊界昀吽玥 

胡鐘刖空睢价她孿釀如盍匈溜嫂議氨俏鍍芾佾府到屾俏 刖鐘芾泗廈膏梟瑙刖脩彥盍她室如 

她 帖如匈 

脩眩刖沬勁刖佧她鶴如勁空睢价膏刖24 庚空睢侶 刖虹梭劾佰聞莎刖鏤眩睹眩刖界卻帑 

到屾梭鏤眩 2 卻帑眩趾刖注府 28 稽或般梭柩俑盂痠匈 

盂痠柩俑咆依刖梭芾病笨劾劉侑哈活洵甄刖叔委蜜計瞋 8 委界卻帑刖彼刮 1 蘿縝癟椎 2 委 

她練如她析政如她膏如到屾竣佡刖界她佳淘如練劾叛 2 府刖界芝肄發練劾叛為鍍 10 帑 

痘劊佳笨皇哪刖肄發奔委蛾諍爺哪 

穡幕刖唧通刖底泗刖唧空刖唧荼刖耆幕刖唧慷刖泥曄喪素 

佾捆鄂佾捉碎卦膏榨蛾謫膏她玥如4 夜鐘刖爽帖媲紊玥夜泥 

事她侷如咆泥端諸芾注芰駁閂她枝如痘劊刖她如她如泥爽 3 夜蛾謫 1 夜刖叔委溜嫂她焙如拆蛾 

謫睢委媲紊閂她枝如空睢 1 夜鐘榨 10 委匈芯膏烏蔑空睢价痘劊佳笨刖捆鄂韭捉碎 1 侷練韭 

諸 10 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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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府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矮 幕 矮瞰馳 椎闡 

拔 

莠 

盍 

秉絑刖唧苣刖蛋污刖秉戛刖污裒刖誰悉刖矮背厝刖唧通刖撇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 

劉厒奇舵危 

1 劉厒訶涕 

2 撲般炯垃戴晒垢吉 

芾孺曠喪卒侑梭孤放裳刖梭綽垠她琛如國刖芾污污侑梭盤勳佾軌刖梭委念韭佳刖事畚縞韭群 

炊 

3 暘巟盤勳刖芾苓机寮她撰如畔諸慷呼梭帳炯膈愕牌烘刖鰓軟欣鰥膈愕縯佳畔媛囧刖梭暘巟 

5-7 佳萍劊膏玥刖宗宗韭沿肇龔線机訶刖銖睢梭峒旅她鋰如灺俑屄刖梭距俸諸拆畔鈉欽刖倦 

裂僵畔潰泩刖梭悻耆掖攀刖鹵寮她撰如机脫刖梭琢韭侖洌 幕媲洌 苓浙洌刖浙鰱洌匈苓机寮 

她撰如畔幸氨圭義涯梭啦或刮幸氨崛性刖刮婦悻斡芽匈捆彼圢譎刖10-15 稽梭空睢捆刖軟肇 

9.5-10 圢空呼崛邱刖5-10 喟事撫譎刖界芝肄發事撫刖杭狁委卒 2 撫刖10-15 稽空睢炊梭債事 

侷机刖捆彿泔沿竣佡刖事狁侍狁沿空睢泔彿刖侖狁沿芾佾眩或馬梭捆彿泔沿刖泔畔慷院刖泔 

韭沿沬崛延捆芯彿軟昀揮捆 1-1.5 卑崛唧刖萍劊膏芾暘巟侑梭盤勳刖暘巟盤勳或馬梭宗宗隋 

侑綽垠污污刖萍劊膏梭押佳芰夠刖梭劾駁牖慄褒發刖梭赴界琊病笨碎驃裂机她撰如刖留褕垃 

戴机她撰如泅垃戴幸氨苓浙刖匏浙凋透梭議邱刖桃閨竣佡刖芾鹵她撰如寮机軟杭狁委卒咆揮 

拆欣抎 

桃閨複抎呼奢刖侖狁晞梭洮眾芥刖梔爬跌區刖眩趾芾 10 稽或般空睢種芯軌刖捆韭沿𧤤拆刖 

梭琢邱絀侶絀糖畔叔宦刖梅寨盤勳刖蚩糖盤勳刖產荻泔蜈叔重梭嶔綏邱匈 

棚璿竣佡 1危掖悸卦暘佳笨盤勳刖2 掖悸卦暘佳笨委念押夠竣佡刖3 圢譎捆彼竣佡 4 萍劊膏 

佳笨暘巟盤勳 

1 唧苣 幕 矮唧慮 披畤 泥曄 泥翻 

2 披畤炯空混刖唧苣刖秉戛芾搏事喪刖唧慮刖泥翻芾侍喪刖 幕刖泥曄芾侖喪刖絞裒刖淚房 

芾搏侍喪刖秉戛刖紊紉刖蜜僵裘芾事喪刖瞰馳刖泥嚀芾侖喪 

3 界琊肄發事撫刖杭狁委卒 2 撫刖偷喪暘芰夠震委 

4 偷攀椰喪她哈如污污暘綽垠孿國苓浙欣抎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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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6 府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哉劾膏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 椎闡 

拔 

莠 

盍 

矮瞰馳刖矮秉戛刖矮 幕刖矮唧苣刖矮秉絑刖矮秉凌刖紡侈府翎刖誰肴悉刖猾祀姊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淵原劉扐劾劉 

劉厒奇舵危 

棚璿撲般叔宦 

1刖脩發刖脩唾竣佡危俄吽蘗佾沿芟炊刖覃 22 庚游訢韭界昀吽蘗練佳沽噱玥胡刖50%崛膏刖 

50%崛她孿如釀盍刖佧劉芟鍍畔界昀 3 胡鐘刖1 胡崛膏刖2 胡崛她孿釀盍如 

2 廖琨污污烏蔑候紀佳畔晒垢畔溜嫂危她味如俄佳巿琨蒿炔候紀佳畔押戢紀穹所她姓如烏梭 

芾劾劉宦她孿釀如刖芊涯盍洵庠她褓如玷刖琨軌她種如她鍵如空睢狎籲刖界侷驅罹 10 帑押戢刖 

她裂如軌她姓如她鍵如空睢崛她孿釀盍如 

3她耄如威哈喚芰畔溜嫂刖空睢污依刖注府 19 稽聞哼她縊如懼 

4 駁痘劊佳笨到屾竣佡刖練鍵鍍 20 帑 

劉厒 

軟肇 

1970 亟 6 府 30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劉厒性偯佳 椎闡 

拔 

莠 

盍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病笨劾劉 

劉厒奇舵危溜嫂惇框繹竣佡刖侑狎卹擬刖哈蛾翳綢 

矮瞰翻 4 昀 秉絑 5 唧空 5 
矮唧苣 9 昀 唧通 6 素  8 
矮蛋閃 10 昀 臂 6 嵌嫣 10 
矮泥曄 2 昀 宵 8 泥翻 10 
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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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7 府 6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 椎闡 

拔 

莠 

盍 

捰駒笨刖庭俄銖睢扐劾劉 

罔 

莠 

盍 

佤她麼如冕過睢危矮披畤刖狩底泗刖矮泥曄刖紡絞裒刖蛛肜紲刖矮唧苣刖矮秉絑 

劉厒峰簧危棚璿肄發劾劉刖霞邱喪鄂 

劉厒奇舵危 

事刖泔胎佳笨危1 僵酒危翟幕翎刖教杭幕翎刖美拄 劻 

2 炊冤瘦危哉嘴鉸刖檀幕翎 

3 哉酒危教紊霤刖檀披劻刖誰幕翎 

1 矮泥嚀炊冤瘦 

2 蜜慝窠僵 酒 

3 眺參蠡哉 酒 

侍刖琢沿暘危 

瞻佳笨危蜜素翎刖矮秉戛 

惜彿佳笨危矮泥攀刖矮泥翻刖泥她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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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7 府 7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矮披畤 矮泥曄 狩底泗 椎闡 

拔 

莠 

盍 

空炔畸佾呼複劉 

罔 

莠 

盍 

空炔痳諸 

劉厒峰簧危棚璿撲般樑延脩歎脩唾蜥駁紀痘劊刖債契端帖岳 

劉厒奇舵危 

1刖樑延脩歎脩唾刖侖宗昀奇炯寇烏刖侖宗枕揮她炯如寇畔詳炯寇畔刖咆揮炯寇畔詳欣冒匈 

欣冒畔价她孿釀盍如刖炯韭寇畔狎泗廈膏蒿呼縞嫂刖侍宗咆孺盍刖治泗廈膏拔竅擬 佧 0.8 夜 

事帑刖蘗卒 0.5 夜事帑刖吽 0.6 夜事帑刖璧她孿釀盍如佻空睢价她孿釀盍如刖界昀刖佧 0.3 蘗 

0.5 吽 1.0 
2刖駁紀痘劊危“憾深懸房”界宗梅噱 3.0 夜狎痘劊她飽如泗廈膏 

3刖芾枕孺叔靂畔端帖岳刖秈狎飽馬孺屾 

憾深懸房芭葉 

矮泥姃 矮瞰馳 矮泥娃 泥攀 矮唧苣 矮泥痳 矮秉戛 

梅寨狎端帖飽 

矮泥宵 界府 10 夜 15 庚 矮彥泗 10 夜 15 庚 

矮氨泗 界府 10 夜 15 庚 矮槭泗 10 夜 15 庚 

矮秉氣 10 夜 15 庚 矮泥耿 10 夜 10 庚 

狩參深 5 夜 教翟幕翎 5 夜 9 庚 



           

           

    

椎闡 

拔 

莠 

盍 

矮泥曄 

罔 

莠 

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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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1970 亟 10 府 3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軟肇 芰圢 

劉厒性偯佳 狩底泗 禁候深 

矮秉戛 矮泥嚀 矮秉凌 眺參蠡 矮秉絑 矮秉戛 矮 幕 紡侈府翎 蟬紉房 矮唧苣 

劉厒峰簧危淵原劉扐劾劉 

劉厒奇舵危 

哈喚芰溜嫂竣佡危 瞻 趾芰刖怏淘宦烏溜嫂 

1 哈喚芰糖畔晒垢梭威睢委空睢她搾懼如刖她或如俄咆她搾懼如畔空睢她姣如廈俏屾淘界她畛如 

芰她姣如廈 8 帑佾府俏到屾刖 瞻 趾芰 4 庚綽垠侏綢刖界昀瞻 3她畛如芰 

2 俘鍵怏淘炊偷或般爺哪哈受狎拉畔界懼炊 5 鐘胎刖幽佳污恬畔 1她酊如 芝 50%崛泗廈膏刖 

50%崛她孿釀盍如刖隋接宦烏刖隋鍵鍍界懼 5 鐘胎 哈受凍沬 3 鐘刖芟胞房畔界懼胞房 1她酊如 

她肯如侑事聯刖蘗吽芟鍍界昀吽界昀芟隋鍵劾胞寢鬢芝她俏如2 帑鍍刖蘗界昀 1 帑芝 50%崛 

她孿釀盍如刖50%崛膏 

潰癬竣佡危端帖岳焙喧陷訶涕枕事隻咆爽帖 

駁痘劊佳笨泖般拆 6 佳 唧通 耆幕 唧慷 蛋閃 唧瞧 秉絑 

痘劊爺哪 痘劊飽焙卹擬她7如知 15%崛痘劊佳笨刖空污焙卹擬刖悚卒 1 夜鐘 甄 10 委 閂所 

芯趴烏蔑空睢崛痘劊佳笨 

琢框釩咆練屾淘刖駁閂所痘劊練彥 50 帑鍵鍍 

劉厒 

軟肇 

1970 亟 10 府 9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劉矼 

劉厒性偯佳 矮泥曄 椎闡 

拔 

莠 

盍 

矮泥曄 矮 幕 矮郭幕 矮秉絑 矮泥嚀 矮秉凌 矮秉戛 矮淚房 蟬紉房 矮蛋閃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泗廈膏銖睢劉 

劉厒奇舵危 

撲般叔宦泗廈畔盂痠刖1 鏤眩 2 掉祟景混鏤 3 寮机 4 捍亟畔蚩糖她鍍如種 5 憾底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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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厒 

軟肇 

1970 亟 10 府 31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僵酒矼佾 

劉厒性偯佳 狩底泗 矮泥曄 椎闡 

拔 

莠 

盍 

淵原劉銖睢候捰駒笨鄂素劉梅耿縞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沎捉屾淘竣佡 

劉厒奇舵危 

1她鄂 如畔畸佾呼複岳翳她練如她蔑如竣佡危劾脩事敔肯閨事肯蜆琊肄發練幕屾淘危 

省俄她鄂 如畔岳翳悚獵屾淘危8 帑圭界卻帑梅罹圬 

2 迴蜷膏佳笨竣佡 

頻曠笨危餿挪慎 

梟瑙佳危矮蛋  

弱嫣危矮唧慷 矮泥砟 

佳笨危侑傢留扴缺亟 6 佳 蜜僵裘 矮參紉 矮澹劻 矮恐幕翎 10 佳 

劉厒 

軟肇 

1970 亟 12 府 31 庚 圭搏 侷圬 劉厒 

芰圢 

劉厒性偯佳 椎闡 矮唧苣 

拔 

莠 

盍 

罔 

莠 

盍 

劉厒峰簧危 

劉厒奇舵危 

1970 亟會皇委叔委甪韭 71 亟溜嫂梔掃采佾 

哥芭 驅綽叔委 軋拔叔委 

矮參泗 88 
矮瞰邟 450 
矮泥祖 66.7 
矮 疣 66.7 
矮泥曄 450 
矮底素 88 
矮瞰邟 135 
芽梅 692.7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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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 1853-1938）是廣東

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

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

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 19世

紀末至 20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

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

簿」、代理合約 1份、札單 17張及商往來書信 83件。亨泰號合同 2份，年結 1本及商業往來

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 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

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

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 376件公司記賬紀錄， 189件銀行及

錢莊票據， 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

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 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

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 

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 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

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

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

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

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 1993-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

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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