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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調查報告的調查時間為2002年10月下旬，

至今已經十年。當時由雲南大學民族學專業的五

位碩士研究生組成調查組，進駐茨遲頂村對村社

的整體情況進行調查。整個調查分為生態、文

化、經濟、旅遊及宗教五個類別，每位研究生重

點負責其中的一個類別，筆者負責調查和整理生

態類別的資料。十年之後的今天，茨遲頂村　　

現通稱為霞給村，亦被稱為香格里拉第一村　　

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村中企業家的推動

下，整個村社已被重新規劃和改造，旅遊業成為

這個村社的主導產業。今天回頭去看，調查報告

中提到的一些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了，此調查報告

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該村的歷史文獻。

茨遲頂為藏語的漢語音譯，意為「溫泉多的

地方」，其隸屬於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中

甸縣）建塘鎮紅坡村公所，距香格里拉縣城約22公

里，距離著名風景名勝區碧塔海約七公里。

茨遲頂位於四面環山的高原平壩之上，海拔

3 , 2 2 5米以上，村南有金沙江的支流「車旃」流

經。全村有村民18戶，共99人，皆為藏族，說藏

語，信仰藏傳佛教。另外，村內工廠的員工及外

來人口共170人。村民主要從事高原旱地無灌溉農

業、畜牧業、採集和採伐等生產活動。

一、村社的基本情況

（i）歷史

茨遲頂某些村民認為，村子至少有一千多年

歷史，因為此地的藏語中還遺留古藏語的名詞。

另外在村子北面的霞給山上有一個土堆，村民傳

說其為吐蕃藏王松贊干布作戰時修築的碉堡，這

也是村落歷史的一個見證。

據7 5歲的老村長介紹，茨遲頂最早只有八

戶，共50多人。起初人口規模變動不大，1950年

解放以後，人口增長迅速，並在原來八戶的基礎

上逐步發展為今天18戶，99人的村社規模。

（ii）生態環境

茨遲頂的地貌特徵為高原、中高山及高山

形態，屬高寒山區和高寒壩區。土壤是棕壤、暗

針葉土和草甸土；氣候乾燥，風大，氣溫低，為

冷杉、紅杉、雲杉及混生高山櫟類和樺類的生長

地。這一地區有大片高山草甸、亞高山（林間）

草甸和沼澤草甸等，都是良好的放牧地點。該地

區適宜種植的農作物有青稞、洋芋、蔓菁及油菜

等。山林中有獐子、雞麂子、熊及野雞等野生動

物；有松茸、雞油菌、一窩菌、牛肝菌、青頭

菌、柏泡、木耳、黃頭菌、馬鹿菌、雞蛋菌、

DiZi、MoLaKeLi和BiLi等野生菌；也有蟲草、雪

蓮、雪茶等藥用或食用植物；高山花卉有杜鵑、

龍膽紫、山茶和蘭花等。

（iii）交通

從縣城至碧塔海的公路從村旁通過，這條公路

在1967年修建，在公路築成後茨遲頂對外的交通就

變得很便利。村裡的交通或運輸工具有牛車、馬、

拖拉機和卡車等。每天均有由雙橋至縣城的專線車

途經茨遲頂，村民花5塊錢便可以乘車到縣城。村

民一般一個月到縣城二至三次，購買酥油菜和奶渣

等。村內有一條鋪設平整的碎石路貫穿全村，全村

各家戶之間也有平整的道路相通。可以說，茨遲頂

的內外交通極為便利。這也給茨遲頂的經濟和旅遊

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iv）經濟

目前村民的經濟活動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傳

統的農業經濟，包括種植、養殖和採集等形式；

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茨遲頂村

生態資源及其利用調查

朱映占

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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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為服務經濟，包括村民在家裡接待遊客及

為遊客提供食宿和歌舞表演、到旅遊景點碧塔海

西線為遊客牽馬及設攤售賣小吃和土特產等；第

三類為村民到村內旅遊公司開設的民族工藝加工

廠工作，如製作唐卡、牛角工藝及刻經等。對大

多數村民而言，前兩類是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

（v）宗教信仰

茨遲頂是典型的藏族村社，村口建有佛塔和

瑪尼堆。村民都信仰藏傳佛教，有一位村民更在

松贊林寺出家當喇嘛。在選擇住房基址時，村民

要在選址挖土，把泥土帶到喇嘛寺請喇嘛判斷能

否在該地建房。村民建蓋一棟房子要花費三萬塊

錢左右，其房屋為傳統的藏式土木結構，屋門朝

向山中水井的方向，屋頂插有經旗，院牆上設有

燒香台，屋內設有佛龕或佛堂。

村民仍保留崇拜神樹、神林和神山的信仰，

村民所崇拜的神山有「基姆」和「基蒙」等，最

大的神山叫「比姆仍達」，每年村民要到神山燒

香數次。神山內的高大樹木是禁止砍伐的，但村

民可以在神山上採拾松茸和各類菌子，也可以砍

伐用作墊圈的櫟樹枝；神山上禁止狩獵，但可以

放牧。另外，每戶都有自家的一棵神樹，在在村

莊周圍的山上的神樹是不准砍伐的，在每年的正

月初一、初五和初十等日子，村民均要向神樹燒

香拜祭。

（vi）日常生活

大多女性村民仍然穿戴傳統的民族服飾，而

男性則主要是老人才仍會穿戴傳統的民族服飾。

在飲食上，村民不吃狗肉、馬肉和白犛牛肉，仍

以酥油茶、糌粑、大米飯、優酪乳渣及琵琶肉等

傳統食物為主。這些高熱量和高蛋白的飲食使村

民容易患上心腦血管疾病和腸胃病。村民的日常

用茶為大理磚茶。比如六口之家，一年大概要用

24塊磚茶（每塊重四兩）。在喝酥油茶時，首先

要用右手的無名指蘸碗裡的酥油茶，然後與拇指

相摩擦，向天空彈去，這樣重複三次，表示敬三

寶（佛、法、僧）。

村民現今仍有用火塘。火塘建於室內佛龕

前，位於房屋第二層的右側，其結構分為五層，

由最底一層開始：第一層是沖牆用的土（藏語稱

「aMu」）；第二層鋪白石頭；第三層也為沖牆用

的土；第四層為象徵性的黃金（有待進一步調查

確認）；第五層為土。火塘是用白石與土混合建

造的，能夠起到保溫的作用。可在火塘之上置放

一座母子鍋，該鍋一般有四至五個鍋口，其中兩

至三個用於製作人的飲食，剩下的鍋口用於製作

牲畜食物，人用的鍋口要稍高於牲畜用的。現在

每家除了有一個火塘和一個母子鍋外，還有一個

火爐。火塘散熱快，但是費柴，一般在天冷用；

火爐省柴，但散熱不好，一般在夏天用。母子鍋

是請鶴慶師傅打造或從市場購買，而火爐則從市

場購買。

村民現在實行一夫一妻制，一般留長女在家

招女婿上門，其他子女則要分家出去或嫁出去。

村民的喪葬形式有天葬、水藏和火葬。總體來

說，村民仍能繼承傳統文化。

（vii）村社與集市

與村民直接發生聯繫的集鎮或市場，主要有兩

個，一個是香格里拉縣城，另一個是碧塔海國家公

園景區。當然，村民的集市範圍，向北可以至四川

省的藏區和西藏地區，向南達到保山、大理等地，

向東曾涉足麗江，一直到昆明。加上茨遲頂的民營

企業家有自己的運輸車隊和建築隊，因而村中的人

們與外界的聯繫是緊密的。

（viii）村社與保護區

茨遲頂離碧塔海省級自然保護區約七公里，

保護區內禁伐、禁獵，但村民可以在保護區內撿

拾松茸和各類菌子，也可以放牧，但是放牧的牛

棚不能搭建在保護區的核心區域內。如果村民的

牲畜在保護區的週邊區域被野生動物咬傷，國家

將給予村民一定的補償；但如果村民的牲畜是在

緩衝區或核心區受襲，國家將不會給予賠償。

（ix）村民樸素的生態觀念

1、保護山就是保護水。

2、狗、馬、人一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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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活不能丟，祖祖輩輩不會餓肚子。

4、幹農活不用頭腦，而旅遊要用腦子。

5、我們藏族不吃糌粑，不喝酥油茶就活不

成。

6、樹太大的不能砍，太小的不能砍，樹梢上

長三個分叉的不能砍。

二、自然資源及其利用

（i）野生植物

1、肥料用植物

可作肥料用的植物，包括櫟樹（黃背櫟和帽

斗櫟）和松樹等。櫟樹為多年生常綠植物，葉面

帶刺。村民，一般為女性，每天至少上山三次砍

伐櫟樹，把櫟樹用繩子捆紮背回家，接着用砍刀

把樹枝砍碎，撒入牛圈中讓牛隻日夜踩踏，待其

腐爛後，再從牛圈中挖出用作耕作的肥料。另外

也會收集松樹和其他樹木的落葉，帶回家墊圈製

成肥料。

2、建築用木材

現在村民的居室全為木結構、土夯牆、木瓦頂

房。一般來說，每棟房子要用20至25根直徑在一米

左右的木柱。以前造柱子的木材取自村落附近的責

任山上，不用松樹，柏樹用得較多；如今能出產柱

子的山林離村子越來越遠了，可用之材也越來越少

了，並且從1998年此地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以來，

已禁止任意砍伐樹木。可以想見，村民以後將面臨

尋找建築材料替代物的難題。另外，村民長久以來

以木瓦作房頂，所用的樹木藏語稱「拉納」，製成

的木瓦的表面有紋路，可助雨水疏散分流。每年農

曆二月至三月要翻檢木瓦一次。據測量，一棟房屋

所用木瓦約為25立方米。很明顯，村民日後也將面

臨尋找木瓦替代物的難題。

3、燒柴用植物

櫟樹枝曬乾後可作燒柴，而日常燒火用的大

量燃料要從山中砍伐，砍伐時間約在每年農曆九

月至十月，一般一次就能砍夠一年所需的薪柴。

在山中砍好的薪柴，會用犏牛拖拉到路邊，然後

用拖拉機或汽車拉回家。每戶每年所用的燒柴

量，隨着家庭人口和牲畜的多少而有所不同。有

的家庭一年燒一卡車的薪柴，約四噸；而有的家

庭燒三到四卡車，約12噸左右；有的家庭則燒六

噸左右。根據抽樣測量的情況看，每戶每年至少

要用薪柴12.9立方米。

4、宗教儀式、祭祀用植物及其製品

村 民 在 家 和 神 山 用 於 燒 香 的 植 物 主 要

有：青松枝、櫟樹枝（特指黃背櫟，藏語

稱「 S h u S e 」）、竹葉、柏樹枝（藏語稱

「ShuoWa）、紅杉（藏語稱「SaWa」）及WoRe

等。另外在家燒香時，還會用香木，藏語稱

「HaShu」，一般從縣城購買，產地多為尼西；

村民祭祀時用的五穀為：青稞、大米、小麥、大

麥和黃豆（或豌豆）；放在餵桑台「贊奔」上的

供品有：乾李子、乾桃子和石榴等水果，以及紅

糖、酥油、青稞酒和青稞麵等食品。另外，有些

家戶會從每年收穫的蔓菁中，挑最大的懸掛於屋

簷下的椽條上，每條椽條上都掛一個表示豐收，

等來年收穫時換上新的。村民還保留一些與中柱

有關的祭祀，具體的活動內容如下：在砍樹前，

從選好的樹下挖一些土石，把土石帶給喇嘛看能

否砍該棵樹。如果可以，在砍樹前，要先在樹前

燒香祭祀；樹砍倒後，樹梢不能扔掉，要拿回家

中掛在中柱上。把作為中柱的樹木拉回家時，要

在拉木柱的牛的角上掛一條哈達，並且要在樹樁

處再栽上一棵樹。房子蓋好後，把樹梢插在中柱

上時，要倒一杯牛奶和一碗酥油祭祀，要在中柱

和二樓天花板相接處以下的部份，用竹蔑編的

BeiXi（意為柱子的衣服，長約60至70釐米）裹

上。BeiXi之所以用竹子編製，是因為作為中柱的

樹木與竹子是生長在相同的地方，比較親近。在

BeiXi上面要插一些燒香用的植物，如：松枝、柏

樹枝、櫟樹枝或竹葉等。與房屋門口相一致，裹

有BeiXi之上、與天花板相接處的中柱兩側飾有木

雕，意為中柱的帽子，同時兩側的木雕寓謂兩條

龍，中柱寓意寶石，二者構成二龍搶寶的畫面。

5、製作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的植物

與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植物是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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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其在村落周圍的山林裡都可以找到。竹竿

可用於插經幡及製作園圃的籬笆，竹蔑可用於編

織背簍、揀糞用的KhuoKa及三種篩子，分別為

LeGuo、ZaLuo和ChangWang等；村民所用的酥油

桶、糍粑盒和碗等用具皆為竹製品或木製品，以

前多為自己編織或製作，現在一般從市場購買；

村民的傢俱一般為純木製品，材料就地取材，製

造傢俱的師傅為四川人或大理劍川人。

6、藥用植物

據藏醫學校的畢業生介紹，茨遲頂附近的山

上有許多藥材，一年四季都可以採集；村民說，

在高山密林裡可採到雪蓮、蟲草和雪茶等名貴藥

材；另據中醫介紹，此地有百龍鬚、毛石葦、生

麻和雙生等中草藥。

7、食用類植物

a）松茸，常見於村子周圍的山上。一般在每

年農曆六月中旬開始採拾，可連續採拾兩個月。

當松茸價格好時，多數採松茸的農戶能賺一萬塊

左右，但最近幾年，隨着松茸價格的下跌，有的

農戶只能賺到一千塊左右，大多數農戶還是能賺

幾千塊。目前松茸的價格大約是每公斤2 0 0元左

右。

b）其他菌類。雞油菌多見於山中叢林，目前

每公斤約七塊錢；柏泡，生長在松林中，每年農

曆六月至八月最多；此地的一窩菌、牛肝菌、木

耳、黃頭菌、雞蛋菌、DiZi、MoLaKeLi和BiLi等

都可食用；此地也有在雲南大部份地區都可以採

拾到的青頭菌，但當地村民認為此菌不可食用。

（ii）野生動物

此地有獐子、麂子、黑熊和野雞等野生動物。

村民以前時常到山中狩獵，但是隨着碧塔海省級自

然保護區的劃定，特別是在1998年開始實施天然林

保護工程後，此地已禁止狩獵。在2001年，村民原

有的槍支也被全部沒收。

（iii）水資源

村中有兩口水井，水源在村北面的霞給山

上，另外村南面的CheZhan河，是牲畜飲水的地

方。大約在15年前，村民仍有用水磨，現已廢棄

不用，但兩座水磨坊及水磨還在，其中一座位於

海拔3,300米的河道旁，另一座則位於海拔3,280米

處。

（iv）地礦資源

築牆用土，藏語稱「SaMu」，意為紅土，在

村落附近的山上挖取；村民粉刷山牆用的白土也

取自本地；從前村子南面、霞給山山腳有溫泉，

但是自1967年修建經此地的公路後，村旁的溫泉

被掩埋了。

三、村社的傳統經濟和生產模式

（i）種植業

現在村民耕種的土地皆為承包地，人均三畝

多，每畝上繳農業稅3 . 3 2元，繳納提留2元。村

民把承包地劃塊後，進行輪作，期間不用化肥，

只用農家肥。農家肥來自牛圈墊圈植物和日常從

道路、草甸等地方拾來的動物糞便。根據氣候和

水質，村民創造了高原旱地無灌溉農業，種植耐

寒、抗旱的農作物，詳情如下︰

1、青稞。每年農曆二月二十日左右開始耕

地、播種。播種時，先在農地上撒一些農家肥，

然後撒種，接着用牛犁地，掩埋種子；翻耕完

畢，再用牛拖着木滾子把土塊碾碎，完成播種。

等出苗後至成熟收割前，要除草兩次。到農曆八

月左右開始收割，收割時，把割下的青稞捆紮成

簇掛曬在青稞架上，晾曬約一個月後取下，在曬

青稞的園子裡用「連杆」或木棍捶打致青稞脫

粒。青稞子脫殼後，炒熟磨成青稞麵，其中大部

份用來揉糌粑，少量用於餵養牲畜。而青稞莖杆

用柳條捆紮好，帶回家置於房屋的頂層，留到寒

冬餵牛。

2、洋芋。一般在種完青稞後下種，在收穫

前要進行兩次除草。所收穫的洋芋一般貯藏在地

邊的地窖中，方法是先把洋芋放入地窖，然後在

洋芋上蓋上木板，再在木板上蓋上泥土。洋芋絕

大部份用於村內的「物物交易」，交易物件一般

為保山來的大米，現在洋芋與大米的交換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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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市斤洋芋交換一市斤大米。在正常年份，

每戶村民每年的洋芋產出，所換得的大米基本上

夠一家人一年的口糧。洋芋除用於換大米之外，

少量留作日常食用和餵養豬、牛。

3、蔓菁。在種完洋芋後栽種，主要用於餵養

豬、牛等牲畜。

4、油菜。每年最早播種的農作物。品質好的

油菜籽用來榨油，供自家食用，品質差的用於餵

豬和雞；油菜籽殼和莖杆可留至冬天餵養牛隻。

5、白菜、包心菜。部份村民在自家的園圃中

少量栽種，以供自家食用。

（ii）養殖業

1、犏牛。其為黃牛與犛牛雜交的後代，失去

生殖能力，不能繁衍後代。犏牛的主要用途有：

耕地、拉運木材和柴禾。該地區的耕作方式為二

牛抬杠，因此每戶均會飼養兩頭以上的犏牛，但

也不會養太多，因為除了耕作和拉運東西外，犏

牛的其他用途不多。

2、犛牛。主要用其毛織毯子、撚線和繩子，

母犛牛還可擠奶，其奶的營養價值很高，是村民

做酥油的主要原料，母犛牛衰老後將被出售；而

公犛牛亦會用來與黃牛配種，或整頭出售，村民

從中獲取一定的經濟收入。一般來說，村民養殖

犛牛的數量最多。

3、黃牛。主要用於提供牛奶、踏碎用作肥料

的樹枝和配種繁殖。

4、豬。屠宰後供自家食用。每年在農曆冬月

或臘月屠宰，製作琵琶肉和血腸，供一年四季食

用。琵琶肉的製作過程：屠宰活豬後燙洗刮毛，

然後開肚取出內臟和骨頭，並剮下一些瘦肉；在

已取出骨頭和內臟的空間及腹腔內撒入食鹽、花

椒等，再把切口縫好，掛入糧倉，待風乾後即可

加工食用。血腸的製作過程：屠宰豬隻時留取豬

血，在豬血中加入青稞麵或煮至半熟的大米，混

合成粘稠狀；再加入作料與混合物拌勻；把混合

物灌入豬腸內，然後封口，待風乾後即可炒食。

5、雞。自孵小雞，然後對其飼養。公雞的數

目較多，用於出售獲取一定的經濟收入；母雞用於

下蛋供自家食用或作為禮物送給坐月子的人家。

6、藏獒。少則養一隻，多則養三至四隻，一

般拴養在自家院內，另外有牛場的人家，主人在

山上放牧時要帶一隻藏獒。村民也會出售藏獒幼

崽，但價格昂貴。村民餵養藏獒的食物主要有：

青稞麵、剩飯和奶渣酸水等。

7、馬。每戶都有飼養，以前主要用於拉車、

代步遠行，現在主要用來參加碧塔海風景區西線馬

隊，為遊客提供代步工具，從而收取一定的報酬。

8、羊。從前家家戶戶都養羊，但隨着村內

狗隻的增多，對羊群形成威脅，加上勞動力的限

制，現在已無人養羊。

全村畜牧總體情況介紹：全村18戶，有五戶

養殖的牛隻數目較多，並且擁有牛場（牧場）。

這些人家的勞動力比較多，有專人一年四季住在

山上的木楞房中，放牧牛群。牛場離村莊都比較

遠，一般要走二至三個小時才能到達，放牧牛群

的人的飲食由家人送到木楞房中。木楞房中有牧

牛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器具，包括擠奶、打酥

油和做奶渣的全套工具，所以在牧場就能製作大

部份乳製品。

村民所飼養的牛為犛牛、犏牛和黃牛三種。

犛牛一年四季都放養在牧場上；黃牛則到下雪天

即趕回家圈養，等到開春才再趕回牧場；犏牛則

經常圈養在村子周圍，以備耕作、拉東西所用。

所養的牛隻，每年均需經常餵一些鹽巴、青稞麵

和豬油，特別在冬季大雪封山時，更需餵養蔓

菁、青稞莖稈及油菜莖杆等飼料。

每戶人家的牛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一般

根據牛的毛色、兩支角的曲直或寬度、蹄子的大

小、腿的粗細或長短來命名。如ShangGe（牛毛

有花點）、NaLao（牛毛呈純黑色）、GuoZHang

（兩支角的形狀）。主人只要呼喚牛的名字，它

就會走到主人跟前。

牛在村民的生產和生活中均佔有不可或缺的地

位，村民一日三餐（或四餐）所用的酥油、日常所

喝的鮮奶和吃的奶渣都離不開牛，另外出售犛牛、

酥油、奶渣是村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

日常開支最直接的來源。村民所養的犛牛、犏牛和

黃牛各有用處，取長補短，因而村民的生產和生活

與三種牛隻之間的數量平衡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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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典型戶情況調查

1、農業種植概況

以一戶四口人家為例，他們共有承包地9 . 7

畝，其土地輪作順序為：第一年種青稞，第二年

種洋芋，第三年種蔓菁，第四年可選擇種植以上

三類中的任何一類。其農產品種植結構見下表︰

表一︰農業種植結構一覽表

種植

作物
地類

播種面積

（畝）

產量

（市斤）
作物主要用途

油菜 承包地 2 100 榨油、餵養牲畜

洋芋 承包地 3 8,000
交換大米、自家食

用、餵養牲畜

青稞 承包地 3.7 15,000
製青稞麵、釀青稞

酒、餵養牲畜

蔓菁 承包地 1 500 餵養牲畜

蔬菜 自留地 不詳 不詳 自家食用

2、牲畜養殖概況

以一戶六口人家為例，其牲畜養殖結構見

下表︰

表二︰牲畜養殖結構一覽表

牲畜類別 養殖數量 主要用途

犛牛 20多頭
提供牛奶、牛毛，以及與黃牛配

種，或整頭出售

犏牛 3頭 耕地、拉木材和柴禾

黃牛 2頭
提供牛奶、踏碎用作肥料的樹枝

和配種繁殖

豬
至少5-6頭
（每年）

做成琵琶肉和血腸，供自家食用

馬 2匹 參加碧塔海旅遊區西線馬隊

雞 數量不詳 出售、自家食用

藏獒 3隻 看家、放牧、出售

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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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珠江三角洲地區可根據土地類別分為兩大區

域，一為西北部的「民田區」，一為東南部的

「沙田區」。1「沙田」因水激塌陷，「廢復不

常」，從而使這種土地於短期內不需向政府繳納

賦稅，稱「無稅業」，而「民田」是必須按科則

征納田賦的土地。2 兩大區域的歷史界線在元明

之間，而空間界線為由市橋臺地至新會圭峰山

的一列山丘臺地。這不僅是土地形態的差別，更

是地方社會在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不平等的

權力格局和「族群」認同標識。當地人稱「民田

區」的居民為「埋邊人」，而「沙田區」的居民

為「開邊人」，這種表述方式在廣州方言中表現

了當地人對「中心」與「邊緣」的觀念。「埋邊

人」通過建立祠堂及編制族譜等組織宗族的形式

控制與佔有沙田，而「開邊人」只可以受雇於

「埋邊人」在沙田上耕種。這種「沙田—民田」

的格局實則是一種文化權力結構。3

　　沙灣鎮位於廣東省番禺縣西南部，北距廣州

市區（即古代的番禺縣）約30公里，與今番禺縣

城市橋相隔只有五公里，西面與順德縣接壤。沙

灣鎮亦剛好處於沙田區與民田區的分界線上，在

民國以前，沙灣以控制大量沙田而富甲一方，成

為珠江三角洲遠近聞名的鄉鎮。本文所討論的大

涌口村則位於沙灣鎮東南部，亦即「沙田—民

田」分界線之南的沙田區。該村緊依沙灣水道北

岸，東連陳涌，西、北兩面與沙灣南村為鄰，南

臨沙灣水道的「北斗海」，與欖核鎮八村相望。

因該村位於珠江進入沙灣各河汊的河口，且入口

處較大，故名「大涌口」。大涌口村的居民被其

他沙灣鎮的人稱為「蛋家仔」或「水流柴」，被

認為是「開邊人」，受到民田區「埋邊人」的歧

視與壓迫。大涌口村的水上人，雖然世代在沙田

上謀生，但對那些從海中浮生出來、甚至是他們

開發出來的沙坦，並不擁有任何權利，甚至在堤

圍上搭蓋茅寮，都必須以向大族租種沙田為前

提。4 例如在道光十九年（1839），東莞士紳與

順德溫姓宗族爭奪萬頃沙一案中提及的兩位被告   

沙灣人郭進祥和郭亞寶。郭進祥是「蛋戶」，郭

亞寶是出資給郭進祥圍築沙田的土豪，這兩人看

來都是有財有勢的、像後來「大天二」一類的人

物。他們雖是自己出資圍築沙田，也必須以向順

德溫氏宗族批耕的方式來進行。可見，即使是有

勢力的水上人，也不可能擁有沙田的所有權，而

須以大族許可的形式開發沙田。5 

　　康熙二年（1663），清朝在廣東省沿海厲行

「遷海令」，目的是對付鄭成功，但其副作用卻

削弱了民田區的宗族勢力。6 其後，朝庭更下令削

除水上人賊籍。雍正七年（1729）五月的上諭中

有以下記載︰

　　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

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

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

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

凡無力之疍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

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

者，准其在近村水鄉居住，與齊民一同

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

藉端欺淩驅逐。並令有司勸諭疍民，開

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

副朕一視同仁至意。7 

　　上諭中更提及允許「蛋戶」上岸居住，於是

在上述「遷海」的背景下，珠江三角洲部份水上

人開始上岸並開始受雇耕種土地，同時搭茅寮居

從漂移到定居

    清末民國時期番禺大涌口「寮居水上人」＊研究

曾惠娟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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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後漸聚成村。8 直至清末時期，大涌口已形成

以「耕館」為中心的農業聚落，9 其居住形式多為

沙坦茅寮。民國以後，這種基於王朝權力的地方

秩序隨着王朝的衰亡而有所動搖和改變。10 

　　學界對珠江三角洲水上人的研究，始於上世

紀三、四十年代。伍銳麟在三水和沙南的水上人

地區進行調查。11 陳序經亦對水上人族源進行探

討。12 50年代初期，以楊成志等一批學者對珠江

水上居民進行民族識別。13 50至70年代，研究主

體為國外學者，集中於港臺地區、閩廣兩地，以

及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進行研究，如可兒弘明14、

尤金•安德森（Eugene N. Anderson）15 及華德英

（Barbara E. Ward）16 等均對香港地區的水上人

群體展開研究。80年代以來的研究集中於兩個方

面：（1）以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和語言

學等四個方面為切入點，探究水上人族源，可參

考張壽祺17 和黃新美18 等人的研究成果；（2）據歷

史文獻及族譜，探究明清時期水上人的各種社會

活動，可參考葉顯恩19、吳建新20、蕭鳳霞及劉志

偉等人的研究成果。

　　20世紀以來，學界對珠江三角洲水上人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傳統意義上的水上人的風俗習慣

和生活狀況、明清時期的海盜問題及水上人的適

應策略的研究上，均未關注在沙坦上寮居的水上

人。這種處於漂移與定居之間的水上人群體，其

生活狀況及身份特徵都與傳統意義上浮家泛宅的

水上人有所區別，他們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表現

更是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文據水上人居住形式的不同，將沙田區水

上人分為三類：「艇居水上人」、「陸居水上

人」和「寮居水上人」。「艇居水上人」指傳

統意義上浮家泛宅、以漁為業、漂泊不定的水上

人。「陸居水上人」指由「艇居水上人」通過入

軍籍、考科舉以謀名或當海盜、從商走私以謀

財，甚至是使用武力等社會策略，成為民田區

「埋邊人」的水上人。21 「寮居水上人」指在堤圍

上搭蓋茅寮居住的水上人。「寮居水上人」處於

漂移與定居的過渡時期。筆者以在大涌口的田野

調查為基礎，圍繞村中的民間習俗、口述傳說、

歷史文書、鄉村廟宇、祭祀習慣及村落關係等方

面進行研究，試圖探討清末及民國時期大涌口的

「寮居水上人」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如何建構

當地社會的能動性，從而進一步釐清地域社會文

化結構的動態過程。

二、「寮居水上人」生存空間的維護

　　大涌口「寮居水上人」農漁兼備。建國前，

當地一年兩撥水稻，分別於陰曆三月「樹田」，

六月初收割及播種種第二輪，到翌年一月份再收

割。除農耕外，當地居民亦養魚苗。陰曆二月放

魚苗後，每三個月「刮」一次魚，一年「刮」三

次。一月到二月為冷藏期，不種禾苗，亦不宜養

魚。於農閒之時則以捕魚增加收入。22 當時，大涌

口、基圍壆一带是一片沙田，被沙灣鎮的人視為

沙田區。現今，尤其是基圍壆，已成為工業開發

區，基圍壆的原居民已全部遷往四季涌，大涌口

仍留有較多居民。基圍壆的北面有一大涌，名為

「大巷涌」23。過去稱大巷涌以北為沙灣，以南為

沙田區。民國時期，大涌口居民的活動範圍主要

集中於大巷涌以南的地區，可據其捕魚方式的不

同將大涌口的水上人分為兩類，即遠海捕魚和近

海捕魚。遠海捕魚者的捕魚範圍東至獅子洋，南

至橫瀝水道；近海捕魚者即「寮居水上人」，主

要駕艇於沙灣水道及村內各大河小涌之間，人數

比前者居多。清末至民國時期，大涌口的寮居水

上人面對沙灣人的欺壓，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空

間，採取了一系列的對抗策略。

　　除村內婚，該村亦與沙田區內的其他村落通

婚，與沙灣水道對岸的欖核鎮各村之間，長久以

來都有穩定的聯姻關係。建國前，大涌口村內超

過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與海24對面的七村、八村、

金剛村及西樵村人相互通婚。至於沙灣民田區的

人，則不會與大涌口人通婚。由大涌口橫渡沙灣

水道，到達對岸的欖核鎮只需十分鐘，兩地居民

平日的往來亦較頻繁。此外，每逢清明節，大涌

口村民會等待對岸的親朋戚友前來，於村內聚餐

後共同北行祭拜祖先。

　　民國時期，大涌口水上人捕漁須向大天二繳

納捕漁稅款。「勢豪之家」往往依仗其鄉紳地

位，或以承餉、暴力等方式佔有河道及沙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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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強佔」，大涌口水上人曾募召親族反

抗。26 由此可見，大涌口「寮居水上人」與其他沙

田區的村落，通過姻親關係聯繫起來，並以共同

祭祖等手段鞏固此關係，共同抵禦來自外部的欺

壓。

　　清末民初，大涌口下轄八個社，分別為錦南

圍、大氹肚、齊聖社、務本社、五世圍、錦福

圍、恒安社和匯龍社，每社均有一個土地神，

類似沙灣的社稷之神「黃石公」，27 但以尖狀及

卵狀石塊為塑象，分別稱為「土地公」及「土地

婆」。每年中元節及農曆二月初二的神誕日，當

地婦女皆會前往祭拜。每逢紅白喜事，所有「兄

弟叔侄」都會聚集於土地神前祭拜。在大涌口附

近的基圍壆也有類似的習俗︰

　　在基圍壆的週邊（村頭或村尾）為

社公安置了「社稷之神」牌位。很多時

候社公的牌位立在大樹下，人們說社公

與土地神的差別在於，社公的神位必須

露天設置，不能有瓦片遮天。當地人認

為社公能夠鎮村，早晚都有人去裝香。

社公誕是每年農曆二月初二，稱為「龍

涎」，人們在這一天祈求風調雨順。有

人過世時，孝子要到社公那裡買水為死

者擦身。在出殯的時候，送葬隊伍一定

要經過社公，然後把棺材停放，女眷繞

棺材一圈（當地叫做「運木」）後回

家，由男眷把棺材送到山上。28

　　大涌口的「寮居水上人」比民田區居民更加

重視土地神，因為大涌口的土地神，不僅用於凝

聚一個群體，更是用於宣示對其所佔有土地的合

法性的象徵。「寮居水上人」原本沒有土地神崇

拜的概念，在上岸定居後，其土地神信仰的源流

越久遠，則可證明其在當地定居的歷史越長，當

然也證明了他們佔有定居地土地的合法性，這

無疑是「寮居水上人」維護其生存資源的又一策

略。

三、群體身份的確立：攀附、排斥與妥協

　　對於民田區居民的歧視，「寮居水上人」亦

採取了各種手段，嘗試在歷史脈絡下改變自己水

上人的身份。當問及祖先來自於何處時，當地人

常說他們也是南雄珠璣巷移民的後裔；他們並不

是水上人，只有「艇居水上人」才是水上人。據

當地人說，明末清初，先民逃難，或行山路，或

駕竹筏而南逃。行山路者居於沙灣，駕竹筏者則

居於此。當年留耕堂前仍為一片汪洋，南逃之竹

筏後沉於留耕堂前，聽聞今日於留耕堂前的池塘

底部仍有許多竹筏。當地人對自身族源的敍述，

具有模糊性，令人質疑。首先，明末清初，留耕

堂前已是陸地，並非汪洋。另，留耕堂肇創於

元朝乙亥年（1335），逃難之艇在此後200年才

到，不可能沉於留耕堂前的池塘。這顯然是「寮

居水上人」為謀取更高的身份地位所編造的「神

話」，目的是要證明自己的祖先早在何族定居之

前已經南逃到此地，證明自己並非水上人。

　　再者，沙灣靈山的所有權屬於「埋邊人」，

「寮居水上人」本無資格葬於山上。但有一類專

門負責幫人下葬的「做崗人」，把沙灣人捨棄之

山崗轉賣給「寮居水上人」。「寮居水上人」若

將其親人屍骨葬於該等山崗上，其子孫日後祭祖

時，均會受到當地惡霸勒索，且該等山崗多為陰

暗、藏水或無陽光等風水極差之地。雖然如此，

較為富裕的「寮居水上人」仍爭取將其家人葬於

靈山上。可見，「寮居水上人」為證明自身具有

與民田區居民的相同身份，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

來提升自身地位，希望攀附民田區的族群認同。

　　「北帝」被認為是「村主」，每年輪流安放

在各坊里的祠廟中供奉。在民國時期，沙灣共有

17個坊里，北帝每年由一個到兩個坊里供奉。負

責供奉北帝的坊里稱為「當甲」，每12年為一

輪。「北帝巡遊」作為整合沙灣村落的形式，是

社會群體表達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29 據沙

灣東村居民黎先生所言，大涌口村雖作為沙灣的

附屬村，但沙灣一年一度的北帝巡遊的路線從未

包括大涌口村。在沙灣人看來，大涌口居民是地

道的水上人，根本不屬於「埋邊人」，其身份低

賤，根本不配和他們一起祭祀北帝。這反映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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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區的人有意地將水上人排除在他們的信仰系統

之外。

　　民國時期，沙灣東村和南村的居民與大涌口

「寮居水上人」有「很深的交情」。當時，今沙

灣東村和南村的地勢低矮，海水涌入河涌，時常

把他們的田地掩埋，令村中栽種的禾苗收成不理

想，生活比較貧困。由於生存環境與大涌口「寮

居水上人」較為相似，且居住地極為相近，從東

村沿着基圍壆步行致大涌口村，只需要15分鐘，

故兩地居民交往較為頻繁。大涌口的「寮居水上

人」與東村、南村等地更有「認契」30的習俗。

每逢農忙，沙灣人會雇傭大涌口「寮居水上人」

到沙灣割禾。此時，就開始有大涌口人介紹沙田

區的人家給民田區的人「認契」。理由是沙田區

的人「命硬」，身體強壯，「埋邊人」認「開邊

人」為契家，可保佑小孩健康。據估計，當年東

村和南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跟大涌口的「寮

居水上人」認契。但沙灣人從不與「艇居水上

人」認契，因為「艇居水上人」流動性太大，相

互交流的機會極少。

　　其實，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出現於沙田區

「寮居水上人」與民田區村民之間的認契現象。

從民田區的角度分析，「寮居水上人」中有一部

份人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在沙田區擁有一定的

勢力，民田區的大族與這些人「認契」，實際上

是聯合當地的精英，從而能夠更好地減少他們在

沙田區維護自身利益時的阻力。從沙田區「寮居

水上人」的角度分析，他們自然很願意和民田區

的宗族成員發生聯繫，因為這樣既可以減少民

田區對自己生計資源的侵佔，又可以提升自己在

「水上人社會」中的地位和聲望。因此，這種發

生在沙田區「寮居水上人」與民田區宗族成員之

間的「認契」現象，實際上是民田區與沙田區群

體之間在身份認同上的相互妥協。

四、定居後地方社會秩序的構建

　　大涌口 「寮居水上人」為適應陸上生活，在

經濟、民間信仰及村落結構等方面均發生了重大

變化，「寮居水上人」的社會交往圈已不再限制

於沙田區內，而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與「埋邊

人」建立人際關係及社會網路。

　　「寮居水上人」上岸定居後，有相當一部份

人開始從事農耕活動。由於此處土壤長年受海水

浸泡，為改變土質，開始時必須種植甘蔗31，故區

內所種稻米的數量無法滿足當地「寮居水上人」

的需要，他們也就不得不到民田區墟市購買大

米。大涌口「寮居水上人」趕「三八墟」32，即以

現沙灣中心市場作為中點，往西到達沙灣安寧西

街，往東到達沙灣安寧東街，往南則到達大巷涌

支流並直通沙灣水道。

　　大涌口「寮居水上人」除了在墟市中與沙灣

人有往來外，還通過信仰活動與沙灣人發生聯

繫。因為大涌口「寮居水上人」中沒有道士，

每次舉行宗教儀式都只能前往沙灣聘請道士。故

此，沙灣有專門的道士群體前往大涌口「做法

事」。可見「寮居水上人」上岸定居後，在日常

生活、經濟及宗教信仰等領域中均發生改變，使

他們得以與「埋邊人」建立起社會網絡。

　　大涌口村內靠近大涌口入海處有一「三公

廟」，此廟也是村內唯一的廟宇。據梁先生稱，

此廟於20世紀30年代就已存在。當年日人企圖炸

毀大涌口村。村內許多村民甚為恐懼，前來三公

廟祈求「三公」保佑，後炸彈果然「失靈」，打

入沙灣水道中，沒有擊中大涌口。此後，大涌口

居民開始崇拜「三公」，每於狂風暴雨來臨之前

都會拜祭「三公」，希望「三公」保佑出海之人

平安歸來。廟內擺放的「三公」，實則為中國傳

統文化中的福、祿、壽三公。除此以外，廟內還

擺放財神、如來、孫悟空及關公等神像。此廟在

近門口處還擺放了黃氏先人的靈位。廟中擺放的

「黃氏祖先神位」，雖然明顯為後來添置，但已

透露了大涌口村內不同姓氏群體之間的關係。據

初步統計，大涌口村內「寮居水上人」總共由六

姓組成，分別為黃、王、梁、馮、陳、李等，其

中又以黃、梁兩姓為多。雖由於年代久遠，「三

公廟」的修建歷史已不得而知。但是黃氏族人通

過在「三公廟」內建立祖先靈位的方式，突顯其

在當地社會中有較高的地位。

　　上述活動表明，大涌口居民已與過去浮家泛

宅時不同，他們以經濟、文化活動等方式，試圖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九期　2012.10.15 第11頁

將自己整合入陸上社會的網絡。此外，在村內建

立「三公廟」的舉動，亦表明他們已經開始形成

「寮居水上人」內部的整合系統及關係網。

五、結語

　　筆者以清末至民國時期沙灣大涌口的「寮居

水上人」為個案，對「寮居水上人」的定居策略

及定居後自我身份的建構進行研究。首先，「寮

居水上人」上岸定居後，其生存空間發生巨大變

化，他們內部聯姻、信仰土地神，在「民田—沙

田」的權力格局之下維護了群體的地域及水域資

源。與此同時，他們通過編造族源神話、購買民

田區靈山等舉動，建立起自身群體的獨特身份，

並企圖從根本轉換自己的身份。沙灣民田區群

體雖然對「寮居水上人」仍具排斥感，但在面對

「寮居水上人」的攀附性認同時，卻表現出妥協

的姿態。曾經的「水上人」可以成為民田區的

人，民田區的人因為窮困或政治原因，也有可能

失去土地，而到沙田區受雇耕地并居住茅寮，從

而成為「寮居水上人」，33 這種身份的轉換與其

所在的社會情境以及他們的經濟地位密切相關。

「水上人」是一個動態的身份標識，是一種文化

意義上的身份概念。

註釋

＊   編者按，作者原文為「蛋民」，編者一律改為

「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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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沙灣何氏曾描述遷海令對沙灣的影響，沙灣何

族留耕堂「五百年之基址，盡歸烏有。」「吾

鄉宗族，各自挈家奔竄，而大宗四代木主幾毀

草莽矣。」參看沙灣何氏宗族藏《廬江何氏宗

譜》。

7　見《清世宗實錄》（臺灣︰華文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2008），卷81。
8　廣東水上人人數比明代又有顯著增加。康熙初

年，因遷海而被迫移住廣州西關的番禺水上人

就達萬人。見[清]焚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一

《移民志》注，轉引吳建新，〈明清時期的廣

東蛋民〉，《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86年，

第2期，頁10。清代一些開發不久的低沙平原，

也逐漸出現水上人農業聚落。道光番禺水上人

在萬頃沙圍墾，一邊「興築莊屋」，建立居民

點。沙田區每築一圍，就建有「圍館」。……

便定居圍中，低沙地帶的農業聚落就形成了。

參看吳建新，〈珠江三角洲蛋民開發沙田的歷

史互動〉，《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

第1期，頁82。
9　據調查資料表明，在沙灣何氏控制下的沙田

區，大部份以耕館為中心的民居點和圍田基本

都是在清代才出現的。參看曾昭璇，〈珠江三

角洲歷史河道的變遷〉，《熱帶地貌》，第2

卷，第2期，頁97。大涌口就在其控制範圍之

內。

10 參看Helen Siu, “Subverting Lineage Power: Local 

Bosses an Territorial Control in the 1940s,” in 

David Faure, Helen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6。
11 伍銳麟著有一系列關於珠江三角洲水上人的文

章，包括〈沙南蛋民調查報告〉，《嶺南學

報》，1934年，第3卷，第1期，頁1-151；〈三

水河口蛋民調查報告〉，《嶺南學報》，1936

年，第5卷，第2期，頁2-53；“The Boat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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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anam: A Statistical Stud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沙南蛋民：對經濟組

織和生產的統計學研究〉),＂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9:3 (1937);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Shanam Boat People (〈沙南疍民

的生活與文化〉),”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9:4 (1937)。此四篇文章後來彙編入

何國強主編，《粵海虞衡卅一秋　　伍銳麟調

查報告集》（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2005）。

12 陳序經，《蛋民的研究》（上海︰商務印書

館，1946）。

13 廣東省民族研究所編，《廣東蛋民社會調查》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

14 可兒弘明，《香港艇家的研究》（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研究所，1967）；《香港水

上居民：中國社會史的斷面》（東京：岩波書

店，1970）。

15 Eugene N. Anderson, Essays on South China’s 

Boat People (Taipei: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1972); Eugene N. Anderson and M. L. Anderson, 

Mountains and Water: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South Coastal China, (Taipei: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1973). 
16 華德英可以說是人類學界研究中國水上居民的

開創者。她的調查地點   滘西，是位於香港新

界東部的一個小島。

1 7 張壽祺，《蛋家人》（香港：中華書局，

1991）。

18 黃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蛋家）的研究》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

19 葉顯恩，〈明清廣東蛋民的生活習俗與地緣

關係〉，《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史研究》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20 吳建新，〈明清時期的廣東蛋民〉，《廣東教

育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頁9-17；〈珠

江三角洲蛋民開發沙田的歷史互動〉，《廣東

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頁77-86。
21 詳細論述，可參考蕭鳳霞、劉志偉，〈宗族、

市場、盜寇與蛋民   明代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

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

年，第3期，頁1-13。
22 此資料來自田野訪談。受訪者梁先生，生於

1940年，為大涌口本地人，且曾在大涌口擔任

村支書一職長達23年（1968-1991）。

23 大巷涌為沙灣最大的河涌，於建國後被填埋。

2 4 當地人習慣稱各江河為「海」，而此處的

「海」指的是大涌口南岸的沙灣水道。

25 「承餉」，即向國家承擔納稅義務。明清時

期，存在以「承餉」使自己對沙田的佔有合法

化的情況。參看劉志偉，〈邊緣的中心   「沙

田—民田」格局下的沙灣社區〉，頁39。
26 大涌口的長者梁先生，生於1940年，生於大

涌口，曾在大涌口擔任村支書一職長達23年

（1968-1991）。據其所稱，他幼時曾聽祖輩講

述大涌口人與沙灣「埋邊人」的衝突事件。

27 據訪問得知，沙灣的社稷之神分為三種，分別

是泰山石敢當、寫有「社稷之神」的石碑以及

「黃石公」。「黃石公」多為未經加工、顏色

偏黃的梯形石塊。沙灣的社稷之神與土地神的

區別，在於社稷之神的四周通常放有經打磨過

的白石或紅石，佔地面積比土地神大。大涌口

的土地神與第三種社稷之神「黃石公」非常相

似。受訪者是黎先生，生於1936年，居於沙灣

東村經術里，曾擔任東村村支書及村長近50載

（1955-2001），亦是一位學者。

28 龔浩群在基圍壆的田野記錄，見龔浩群，《空

間、歷史與權力   1949年以來沙灣的社會與文

化變遷》，2007年中山大學博士後畢業論文，

頁56。
29 參看劉志偉，〈大族陰影下的民間祭祀：沙灣

的北帝崇拜〉，載漢學研究中心編，《寺廟與

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南：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出版，1995年），頁56-65。
30 此處所說的「認契」與過去學者調查所得的資

料不同。《廣東蛋民社會調查》言：「建國

前，在陽江、中山、順德一帶蛋民受到的民族

歧視是很嚴重的。蛋民的孩子生下來後，父母

為了取得漢人的保護，大多都找漢人做『契

爺』、『契娘』，後者便恃『契爺娘』這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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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隨時向『契子女』們搜刮，沒米要米，

沒魚要魚，年節還要索取一份厚禮。相反，

漢人卻沒有契蛋民的。」參看廣東省民族研

究所編，《廣東疍民社會調查》，頁17。筆者

認為此處記載有可疑之處，「水上人」希望從

「埋邊人」中取得利益，認「埋邊人」為「契

爺」，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埋邊人」

對「水上人」存有嚴重的歧視，根本不需要也

不希望「水上人」向其「認契」，而大涌口及

沙灣等地在民國期發生的「認契」現象，則是

「埋邊人」向「寮居水上人」「認契」為多。

31 「……甘蔗能使土地從帶鹽鹼味的土地漸漸成

為帶甜偏鹼的土地，如此反覆數個季節，被改

造過的水田就可以種上稻穀得到收成了，此種

水田一般稱為沙田，陸居後的水上居民，採用

此種辦法不斷擴充得到田地。」參看黃新美，

〈珠江口水上居民陸居後的變化〉，載中山大

學人類學系、人類學博物館編，《人類學論

文選集（三）》，（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編輯

部，1994），頁215。
32 據當地人稱，「三八墟」指每月於陰曆初三、

初八、初十三、初十八、初二十三、初二十八

的日子趕墟，由於每隔五天趕一次墟，因此當

地亦稱之為「五日墟」。

33 明代因政治原因，一些陸上人民流落江海成為

疍家。明洪武年間，設立「蛋戶」等名色。另

外，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明清廣東水上人人口

自然增殖。如《廣東新語》卷十四《食語》

載：「吾廣多雜食物，而水居尤易生」，水鄉

水上人除稻米以外，還有海產等食物。因此很

多貧困之人由陸居移居水上，更易覓食。參見

顧燮，《消夏閑記摘抄》上，轉引吳建新，

〈明清時期的廣東蛋民〉，《廣東教育學院學

報》，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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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緣起

　　2012年夏天，我參加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與國立金門

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的「田野與文獻研

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活動。是次

活動亦由廣州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韓山師範學

院、嘉應學院及華僑大學等學校幫忙協辦。師資

成員有臺灣地區的王秋桂、濱島敦俊、謝國興、

李孝悌、王鴻泰、江柏煒與李仁淵，大陸地區的

陳春聲、程美寶、劉志偉、鄭振滿、趙世瑜、

黃挺、劉永華、許金頂、張侃、謝湜、鄭莉，以

及來自美國的丁荷生（Kenneth Dean）、宋怡明

（Michael Szonyi）、費絲言（Fei Siyen）和王迪

安（John Wong）等。

　　1980年代之前，因為中國大陸緊張的政治氛

圍，所以許多西方學者將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等

華人海外移民之僑居地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驗

室。1970年代由張光直等人所主持的「濁大計

劃」，試圖從各學科的角度從事臺灣區域研究。

當時李國祁等人也主持了「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

究計劃」。1988年中研院成立了「臺灣史田野研

究室」，1993年總統府核准設立「臺灣史研究所

籌備處」，聘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黃富三教授

出任籌備處主任。2004年正式成立臺灣史研究

所。1 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史的研究初衷是採科際

整合，且多附屬於中國史脈絡下。但自1980年代

以來，臺灣史研究因政治情勢的變遷及本土化意

識的興起，積極建立其主體性，逐漸成為獨立的

研究領域。不過，在追求臺灣本土性的同時，也

應該將臺灣史擺在更寬廣的歷史脈絡與地理空間

上來討論。如翁佳音以近代初期的時間斷限，曹

永和以臺灣島史的概念將臺灣擺在東亞海域的視

野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對台灣的歷史有更宏觀、

文獻與歷史田野：2012年夏金門與廣東潮州之踏查

洪維晟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更全面的認識。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

學術研究的基本教條，出現了實地考察與文獻分

析並重的研究方法。本研習營的目的是希望嘗試

結合文獻分析與田野實查的研究方法，從海洋與

地方史的視角，重新滙通臺灣史與中國史。2 

親身體驗這樣的一個活動之後，讓我感受到身

為一個歷史學人，除了面對文字史料之外，也盡

可能回到歷史現場，親身體驗經過長時間變化後

的歷史現況。之後，我們得學習如何像剝洋蔥一

樣，從時間與空間等面向解開歷史的深層結構。

二、金門之踏查

　　整個研習營的活動時間為期14天，7月25日至

30日在金門，7月31日至8月7日在廣東省潮洲地

區。研習營開始前，主辦單位編輯了金門與廣東

潮州地區的相關史料供學員先行閱讀。研習營主

要分為講座課程與實際考察兩個部份，學者們除

了在處理族譜、口傳、碑銘以及契約文書等史料

文獻上作詳盡的說明之外，也介紹了僑鄉、宗教

信仰、廟會陣頭以及海上貿易活動等幾個研究課

題。3 7月25日至30日，我們分別走過了金門城、後

浦、瓊林及水頭等聚落。進入田野之前，除了熟

讀主辦單位所發的基本史料之外，還要備妥古今

地圖、年表以及指南針。到達目的地時，記得在

機場或碼頭的旅遊中心拿幾份當地的導覽地圖，

以便進入田野之用。

　　研習營以分組形式進行，我所在的組別的研

修導師為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張侃與鄭莉兩位教

授，他們指導我們如何從聚落空間看出歷史結

構。在此，我以明末清初金門政經勢力中心（由

舊金門城到後浦）為例，淺談此行所學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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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田野實作結合的歷史研究法。舊金門城是一個

由衛所系統所建立的聚落，據《金門志》所載：

元始建場征鹽。……洪武元年，改為踏

石司，旋改為鹽課司。二十年，置金門

守禦千戶所及峯上、官澳、田浦、陳坑

四巡檢司。4  

　　官署所在，通常亦建有隸屬官方系統的城隍

廟。當我們在舊金門城與後浦都看到城隍廟時，

就要提高警覺心，去思考為什麼金門會有兩座城

隍廟？回查史料文獻時，才知道明嘉靖以後衛所

制度式微，許多軍人逃逸，軍戶改由鹽竈丁遞

補。5 清初，金門由鄭成功佔據，後因清兵攻城，

舊金門城毁於兵燹，城裡居民被安置於後浦民

城，故後浦成為官署所在。6 其實把縣治從舊金

門城遷到後浦，是將官方與地方社會重新整合的

一個過程。許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如後浦城

隍廟的《重建城隍廟記》中提到：「並將董事姓

氏，砌石於壁；其捐助諸善信，別載採樑籤。」7

由「董事」8等地方士紳捐款協助官方系統的城隍

廟重建一事，反映後浦在清政府來之前，已由地

方大族或仕紳支配着地方社會的秩序與運作。總

兵署後來設於許獬故宅，國家的軍隊系統也與後

浦原有的民兵系統結合。再從其他的空間角度來

看，一般的市街通常會位於城外，但後浦的市街

卻是在城內，更反映出當地是由民城變為官署所

在地的史實。

　　繼後浦之後，我們走入瓊林聚落，映入眼簾

的是一座座的家廟、宗祠與寺廟。瓊林是一個以

蔡氏為主的單姓村落，在村中的家廟或宗祠中常

見題有「文魁」、「進士」、「將軍」，甚至

「提督軍門」與「三籓總憲」等字的匾額，代表

其後代子孫文武官員輩出。不過，令人疑惑的是

此地為什麼會有兩座蔡姓六氏宗祠？是分家嗎？

還是有大小宗之分呢？又或是他們是來自於不同

地區的蔡姓，實非同宗？這問題我們惟有透過追

溯其族譜或歷代祖先神位來解答。在民間信仰方

面，瓊林除了有保護廟和忠義廟外，還有一座萬

士爺宮供奉無祀孤魂。明朝時金門曾遭受倭寇擄

掠，鄉民死難不計其數，萬士爺宮就是為了慰藉

先靈以創建的，廟前匾額寫道：「一本親屬非如

異姓同宗，萬善同歸不外叔姪兄弟」，意味着漢

人社會寬廣的包容度，體現在宗廟與民間寺廟共

存的瓊林意象。在金門的最後一天，我們走進充

滿僑鄉氣息的水頭聚落。村內的金水國小以及一

座座洋樓古厝，代表着移民南洋的華人致富後，

回饋鄉里。僑鄉與僑居地之間的連結，靠着人和

商品的往來，與僑批局網絡不斷的連繫着。這也

回應了研習營的主旨：臺灣史的研究應該從更寬

廣的地理空間來看待。

三、廣東潮州之踏查

　　在金門最後一天的晚上，陳春聲老師為我們

對未來幾天在潮州的行程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更提出幾個在潮州地區研究中，他認為比較重要

的議題，包括「山海之間」、「城鄉之別」、

「民盜之分」以及「福客之分」等。在潮州，除

了黃挺老師的「碑銘資料的收集與解讀」與鄭振

滿老師的「民間契約文書研究」兩場講座之外，

幾乎都是全天性的考察。7月30日早上，我們從金

門出發到廈門，在號稱全中國最美麗的廈門大學

用過午餐之後，就前往東山島。之後幾天的行程

依次為龍湖寨，潮州城，柘林寨城，大埕所城，

饒平縣（道韞樓、飛龍廟），大埔縣湖寮鎮，大

埔縣百堠鎮，三河壩鎮，高陂鎮，留隍鎮及南澳

島等地。基本上是先從潮州沿海地區到大埔山

區，之後再順着韓江流域而下，到達位處外海的

南澳島。

　　在潮州地區進行考察的地點大致上可分為：

一、據有軍事系統的東山島、柘林寨城、大埕所

城與南澳；二、有商業性質的市鎮，如三河壩

鎮、高陂鎮與留隍鎮；三、其他類別，包括結合

商業與軍事系統的龍湖寨、官方建置的潮州城、

張璉動亂時所創立的飛龍國（飛龍廟）、具有客

家風情的道韞樓以及結合士紳化、商業化和僑鄉

意象的百侯鎮等聚落。第一類地區，如東山島是

明代衛所系統中的銅山所；拓林寨因地處閩粵交

界，成為走私貿易的重要據點，明代設有官兵在

此防守，清代則有水師駐守；大埕所城建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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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停靠的重要碼頭，令當地成為商品流通的商業

市鎮。最後回到幾天前才走訪過的龍湖寨13。至

此，我們已經進入了韓江下游，寨門外豎立了一

塊《塘湖劉公禦倭保障碑記》：

海陽隆津之市鎮曰塘湖，北負郡

城，東枕大河，西接原野，南環滄海。

田疇百里，煙廬萬井，實衍沃奧區。承

平以來百九十載，民弗知兵，惟弦誦貿

易以趨事樂生。靡有崇墉巨障、堅甲利

刃為防禦之具。蓋頤世柔良，其積習也

久矣。歲在嘉靖丁已之秋，盜起鄰境，

聚黨侵陷揭陽。凡密邇本鎮村落，咸被

荼毒。

　　據史載，明永樂三年（1405）塘湖開始圍

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屢犯潮州沿

海，適逢龍湖籍、時任福建按察使的劉子興（號

見湖，後任布政使）在家服喪，他發出「建保利

甲、置柵設堠」的號召，更領導鄉民抵禦倭寇。14 

韓江岸上建有小型運輸碼頭，另有龍湖、鸛巢

兩個農貿市集。據考證龍湖集市早在明代已經形

成。15 回憶《廣春樓隨筆》中的一小段話：

家鄉（大埔）山多田少，一般鄉民

多依山林、田園為生。山多森林，游以

松樹和杉木為著。所產杉木，多利用春

水漲後，順漳溪，出高陂，入韓江，下

放潮、汕一帶銷售。木材採伐，每年為

鄉民帶來一筆財富。山亦多竹，由其桂

竹成林，部分亦砍伐出售，增加鄉民部

分收入。山區除多林、竹資源之外，地

下蘊藏陶土至富。此土品質頗佳，可做

陶瓷產品，真是令人鼓舞。因為家鄉直

接間接依陶業維生者，不在少數。16 

　　此段資料也回應了陳春聲老師所謂的「山海

之間」的看法。

　　南澳島是我們考察的最後一站，南澳一共分

成雲澳、深澳、青澳與隆澳四個區域。雲澳漁港

朝，是為了防禦海寇而設立的。在這些地方我們

大致上都可以看到具有軍事性質的關帝廟。

　　拓林寨則是最讓我感興趣的一個聚落。拓林

元帥廟建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廟外牆的無

額提名碑上記有捐款者：發裕號、義利號、裕利

號等商號，高蛟它（舵）、□須它（舵）9、頭它

（舟利）10 等漁船組織，另有湯門陳氏、李氏、莊

氏、林氏、許氏等婦女捐助修建元帥廟。捐款芳

名錄上出現女性，可推測當地男性多出海經商，

故女性也可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不僅如此，我們

還發現村落中有天主教堂，由村寨往拓林灣，沿

途也有不少天主教教徒的墓地。體現了明中葉後

歐人東來，以及天主教的傳入與中西文化交流。

據本組研修導師鄭莉說，這地方的貿易主要是由

漁夫與挑夫兩集團合作。拓林寨位於閩粵交界之

處，地點隱密，走私盛行。從拓林的山區一眼望

去就是一片海洋，海商在拓林灣靠岸卸貨，再由

挑夫立即將商品運輸到他地販賣。也難怪明政府

立了一塊「盜賊緝獲」的石碑以示警惕了。 

　　韓江是潮州地區最大的河川，全長約470公

里，由發源於贛南的梅江、閩西的汀江與粵東的

梅潭河在三河壩境內交匯而成，向南流經潮州，

並於汕頭市注入南海。三河壩為韓江上游的交通

要衝，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築三河司城，

政府駐兵防守。11 該地區亦為轉運貨物的重要據

點，目前仍存有當時商業街的舊貌。清光緒年間

以觀音會作為鋪保，採神明會的方式自我管理。

《廣春樓隨筆》中提到：

從百堠到湖寮，倒是一條康莊大道，

路是沿著河岸蜿蜒著。這段路程當地

人說是「兩鋪路」……（饒平人的路

程以「鋪」為單位，大埔人則稱為

「趟」）。12  

　　發源於閩西平和流經百堠的梅潭河，成為閩

粵商品交換的交通要道。也難怪百堠雖位處山

區，但仍有不少人口因經商移民到四川或海外等

地，使其成為廣東省重要的僑鄉。順流而下，來

到留隍鎮，韓江在此形成一個弧形，成為適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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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該如何研究鮮有或根本沒有史料記載的人

群？答案是透過民間文獻中的族譜、口傳、碑銘

及契約文書等找尋他們的身影。但在使用這些

民間文獻時，我們要注意作者的生平、時代背

景以及其書寫的意圖。另外，我們也得注意地

方社會對於國家政治的肆應，如湖寮的吳六奇

（1607-1665），為明代官員，當面對清軍來臨

時，他選擇了以保護鄉里為首要而向清朝投降。

中國地方廣大，政府的統治無法一一落實在每個

地方，地方的勢家和士紳往往操控地方秩序。所

以我們唯有透過結合民間文獻與官方史料，才能

真正暸解中國社會的運作。還記得宋怡明老師提

到，進入歷史現場是要感受「歷史的時間性與區

域的空間性」，抓穩歷史的史料基礎，不要將

「歷史人類學」作為一種理論，它只是我們用來

做學問的一種方法。謝湜老師也提到，他在編輯

《歷史人類學學刊》時，已經很少收錄有關「歷

史人類學」理論課題的文章。希望我們不要陷入

理論的窠臼。

　　最後，為是次研習營提出少許建議。希望主

辦單位可以在往後的活動中，採取定點式的深入

考察，並增加小組討論的時間，使有志研究中國

地方社會史的學員們，在研習營完結後可以發展

出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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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漏。

　　中國地方史的研究是對政治制度史的一種反

思。長期以來我們都忽略了地方社會的運作，

只在乎國家與官員的歷史活動。對於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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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出版社，2008），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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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日本華商學會成立事宜

日本華南學會於201 1年9月 18 日於東京正式成立 。學會召集人如下 ：墟出浩和（城西國際大學）、谷

垣真理子（東京大學）、澤田由香利（東京外國語大學）、深盯英夫（中央大學）、容應英（亞細亞大

學）、林少陽（香港城市大學）。成立大會所議定的學會宗冒如下：

日本的亞洲研究非常活躍，其中尤以中國研究為盛。在中國研究領域中，關於中國各區域的

研究大有長進，其中東北地區、以京津為中心的華北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華東地區，研究成果

疊現。與之相比，日本的華南研究似顯遜色。雖有幾個採用實證手法之較厚重的研究成果，但不

得不承認，專業領域之間、區域之間、時代之間的關聯，仍顯單薄。

那麼，究竟何謂「華南」？此一問題似可簡單可答，實則不然。由此而聯想起港、澳、台、

粵、閩等地者有之，將海南、雲、貴 、川包含在內者亦有之。本學會並無意劃定和固定被稱為

「華南」的區域，理由有二：

其一，「華南」一詞所意蘊之印象，關乎每一個活生生個人之生活史、研究史、精神史。我

們認為，認識的統一，莫若認識的多元，而我們更珍情後者。

其二，因目的之不同，「作為方法的華南」自然也大相徑庭，既有依存於環境的漁農業領

域、防疫學領域，亦可有按生態系統和氣候進行區分的領域。既然欲解明人員之移動及貿易之網

絡，亦無妨將大陸部份之東南亞北部包含在「華南」之內。

華南在中華圈域的南端，同時，它也在東南亞圈域的北端，是亞洲太平洋區域的十字路。這

不僅是著眼於地理的配置，歷史地形成的此一區域的「機能」亦同樣值得重視。剔除「華南」’

中國則難以理解。以華南為「方法」來理解世界是至為有效的。職是之故，我們呼籲華南研究者

合作，呼籲我們超越畫地為牢的專業鴻溝。

大會選出坦出浩和為會長，谷垣真理子為事務局長。大會預定於2012年12月召開第一屆研究大會，並

刊行會刊 《華南研究〉第一期。第一期刊載論文的截止日期為2012年7月 10 日 。本學會投稿論文的使用語言

包括日語、漢語、英語和葡萄牙語。本會會刊刊載論文一律採取審查制。就投稿論文的詳細要求以及其他

學會事務，請聯絡jascskanan@gmail.com 0 

坦出浩和謹啟

（日本華南學會會長）

學會網址： http://japansouthchina.cocoloεnifty.com/blog/2012/02/post- l l d4.html 

電郵地址： jascskanan@gmail.com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Lecture Series (15) 
3n" -t-.n..~ l!l: £A ~:Ii¥ .:C. i"I= :l:Jj 

Speaker: Professor Cynthia Brokaw 
(Brow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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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23 14:30-16:30 

Mapping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exts in Qing China: A Prelimin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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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7332, Academic Complex, HKUST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i~M~*•ill}i~*tl7332~ ( :h~~m7.I<~) 

Language ~~: English ~~ 

2013·4·25 14:30-16:30 

Book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a Qing Borderland: 
The Case of the Yuechi Block Cu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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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 Fong T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Xingang Xi Road, Guangzhou) 

~w*•~~-~~~~(amm~m~m> 
Language ~~: English ~~ 

Enquiries if:~ 

Tel 'l/1:ta-: 2358 7778 
E-mail 'l/i:~/3: schina@ust.hk Website .f./f#J.t: schina.ust.hk 

Organizers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HK-SYSU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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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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