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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读者面前的，是 2004至 2010年七年的时间里，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田野

调査报告选编。鉴于这个集子收录的都是专题调査报告，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推动

田野调査的基本缘由、开展田野调査的主要模式、历次田野考察的地点、田野调査的主

要收获及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一、基本缘由 

首先必须交代的是，我们致力于推动历史系本科生的田野调查工作，大致有学术传

承和中国史学走向两方面的考虑。 

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査的开展，首先是与本系的学术传统紧密相关的。在二

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系的傅衣凌先生（当时先后任职于福建协和大学、福建省研究院

等机构)就注意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搜集，以此补充官方记载的不足。他从三十年代

开始的明清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除广泛搜求地方志和文集外，还搜集、征引、解读了

大量的契约、谱牒、碑刻等民间历史文献及口述资料，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对

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① 在傅先生的倡导和影响下，厦门大学历史系在

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的过程中，相对自发地形成了与国际学术进展遥相

呼应的，基于民间视角的社会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我们推动本科学生的田野

调査，其中一个考虑是在本科教学中，有意识地让学生了解、熟悉民间历史文献，尤其

期望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引导他们对这类文献尝试进行搜集、解读，从而将这一学术传

统传承下去。 

同时还应看到，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厦门大学历史系就曾组织本科学生前往

闽、粤、贛等省革命老区和福建侨乡地区开展实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些调査

报吿。尽管由于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调査主题与意识形态之间往往存在纠缠不淸的

关系，但就其积累丰富的田野调査经验，培养本科学生搜集民间文献与口述资料的教学

传统而言，这些活动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事实上，从课程设置上说，我们组织的本科

田野调査，本身就脱胎于五十年代以来的本科实习活动，正是借助本科实习这一教学平

                                                             
① 王学典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刊于《历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65〜190 页）一文中，将他所说

的“傅衣凌学派”放到近五十年史学发展进程中进行了讨论。 



台，我们导入田野调査的理念，最终于 2004年开始组织学生步入田野。 

我们推动本科田野调査的另一个契机是，自 2006 年开始，我们承担了福建省文化

厅的“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乡）、名村”历史与考古调査第一、二批计划，对福建各

地近二十五个历史文化名镇（乡）、名村进行历史文化调查，这个项目主持人郑振满，

主要参与者张侃、刘永华、饶伟新、黄向春等，均为本科田野调查的带队老师。这些历

史文化名镇（乡）、名村通常历史底蕴较为深厚，文献基础较佳，适合历史系学生开展

田野调查，因此，我们在福安廉村、平和九峰、安溪湖头、永安贡川等地的调查，就是

有意识地利用参与调查计划提供的便利，将本科田野调查与这一调查计划结合起来。 

从史学走向这一方面来看，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全球史学发生了变革，革

新了对史料与史学的理解，为史学家走出书斋，步入田野提供了契机。若就总体走向而

言，二十世纪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先是社会经济史学取代传统政治史、事件

史，进而是社会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争雄。
①在此过程中,史学研究将眼光从王侯将相转

到小民百姓，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和事件转向基层的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史家对史料

产生了新的理解。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国际史学界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是法国年鉴

学派在与传统史学交锋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新史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

要旨在于，史学研究不仅要讨论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更要考察经济史、社会史、

文化史等新领域；不仅要关注英雄人物，更要关注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②七

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年鉴学派确立的史学研究范式受到了挑战,史学

界出现了微观史学兴起、叙事史和政治史复兴、人类学与文化批评影响日益显著等趋势，

社会经济史的地位有所动摇，反思色彩较浓的社会文化史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之一。

这种史学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社会经济结构本身，而是历史上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及宇

宙观和价值观。③ 

为了重构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重构过去普通民众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史学工作

者不仅需要向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学科借用概念和方法，而且需要挖掘新的史

料，甚至对史料本身进行再定义。由于不同国家在社会发展、文献保存方式等方面存在

                                                             
① 参 见 Georg G. 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ge,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③  Georg G. 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ge,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chapters 8—11. 

 



不小的差别，史家对史料的利用也出现了各自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学界在史料利用上

出现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史料的搜集和解读，与田野考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一特点

的出现，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与欧洲大多数地区不同，尽管中国社会正发生巨变，但诸

多传统的社会文化事项尚未退出中国民众的生活，不同种类的民间文献仍被生产和使

用，特定社群传承的历史记忆仍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明清时期塑造的社会文化景观

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宗族、村落、社团等不同社群，成为保存民间文献的资料库，这

为历史学本位的田野调查的开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沃土。事实上，自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以来，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历史学者，就开始与人类学者合作，在此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风格，对海内外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基本特征之一，

即重视民间文献的搜集，强调田野考察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田野调査方法的引入，对史学研究实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一点学界讨论似嫌不

足,在此单就史料问题稍做展开。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步入历史田野，在三个方面为

学界拓宽了史料的诠释空间和解读方式。 

其一，拓宽文献的种类。由于传统史学依赖的历史文献，一般是由朝廷和士大夫留

下的，它们对普通民众的记载不但非常罕见，而且充斥着各种偏见和误解。社会经济史

和社会文化史将眼光转向丰富的民间文献，这些族谱、碑刻、契约、账簿、唱本等民间

历史文献，为了解地域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理解地域社会与王朝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异常丰富的信息。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史学家极大地拓宽了自身的研究领域。 

其二，口述史料和实物史迹的利用。对民间文献的挖掘和利用，为重构历史提供了

丰富的信息，但对我们意欲探求的研究对象，文献本身所能提供的信息，毕竟常常是有

限的。为探知历史的某些关键细节，有必要对生活在历史现场的民众进行访谈，搜集积

淀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历史信息。在中国这个文字书写传统早就确立了地位的国度，这些

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可以说与文字记载必有各种交涉，但历史记忆的存续，依托

的是社会实体，文字的存在并非不可或缺，从史源上说，它们常常是自成系统的。当然，

由于历史记忆与社会群体互为表里，社会群体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记忆的变动，

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口述史料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另外，在田野调

查的过程中，还可能发现与重要历史进程有关的实物，即历史进程的非文字性的遗物， 

它们以其独特的方式，有时为重构历史提供关键的提示。 

其三，历史信息的增量。步入历史现场，并不仅仅意味着搜集文献、实物，进行口

述访谈，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史家还可能发现解读史料必不可少的信息，甚至发现史



料本身不曾承载的信息。这是因为，在田野中搜集的史料，通常说来尚未脱离史料生成

的空间和社会语境，而对这—语境的了解，无疑有助于对史料的解读。同时，假如在同

一空间和社会语境中，发现了若干种史料，那么，由于这一原因，这些史料之间的关联，

就很容易被建立起来。民间文献的这一属性，通常是图书馆保存的普通文献所不具备的。

这种文献生成语境和不同文献之间相互关联的信息，对史料解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

的。 

上述对史料与史学的新理解，意味着开展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这些理念部分地可透

过课堂教学来传授，但若以田野考察的形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相应的方法，当可

收到更为理想的效果，这是我们推动田野考察的学理上的考虑。 

因此，无论从传承厦门大学历史系本身的学术与教学传统，还是从中国史学本身的

新进展来说，我们推动历史系学生的田野调査实践，都并非出于一己的喜好，而是有学

术传承和学术动向上的考虑的。 

 

二、田野调查的两种模式 

基于自身学科特性的考虑，由历史学者开展的田野调査，虽脱胎于人类学的田野调

查，但在调査对象、目标等方面，与主流人类学的做法有所不同。透过对文献的搜集、

整理与解读，重构历史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都是史学训练的基本目标。在通常情况下，

对历史过程的重构，无论如何也无法离开文献。因此，历史学本位的、在中国这样一个

复杂文明社会开展的田野调査，既以重建过去的事实为目标，不可避免地是围绕文献的

搜集、历史过程的重构而展开的。那么，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又如何兼顾田野调査的

（尤其是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整体主义学术关怀呢？ 

在过去八九年的时间里，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的田野调查，概括起来曾尝试过专题

导向和社群导向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这门课程启动之初，我们就意识到，

田野调查应以社区调查为基本模式，而社区调查的基本精神，是对某一社区社会生活的

不同侧面，进行全方位地考察，从而对这些不同侧面之间的关系，达致一个相对整体的

理解。因此，从第一届开始,我们便釆取蹲点调查的方式，以某个村落或相对独立的空

间—社会单位为对象，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不过，由于本科学生人数较多，必须分组

开展工作，但应如何进行分工呢？专题导向和社群导向这两种模式，就是在此考虑下提

出并付诸实践的。 

所谓专题导向模式（topic-oriented model)，是指以被调查社区之社会生活各个



重要侧面为主题，将学生分成若干调査小组，让他们分头考察社区生活的相应侧面。这

是我们在本科田野调査中采取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规范，是在 2005 年宁都东

龙调查中建立的，此后的 2006年福安廉村调查、2007年九峰调查、2008年永定高头调

查、2010年安溪湖头调查、2012年永安贡川调查，采取的都是这种模式。 

在东龙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将学生分成五个小组，分头负责对生态与经济、风俗礼

仪、家族组织、宗教仪式与地方公共事务进行调査。后来考虑到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将

生计部分从生态中独立出来，专门安排一组进行调查，于是，从 2006年廉村调查开始,

我们将调查小组从五组调整为六组。由于各组调查对象不同，他们在调査过程中侧重搜

集、阅读的文献也各有侧重。除地方志这种基本文献外，生态组侧重关注地理类文献，

尤其是不同文献中出现的地图资料；经济组侧重关注契约文书与账本；风俗组侧重关注

礼单、家礼簿；家族组偏重各种谱牒文献；宗教组侧重宗教仪式文献；地方公共亊务组

主要依靠谱牒和碑刻。通过各组在调査内容与文献搜集方面的协调，我们的调査便有可

能顾及社区生活的主要侧面（各组的具体分工，参见表 1),对其进行相对综合的考察。 

 

表 1 本科田野调査小组分工情况表 

 

组别 调查对象 具体内容 主要文献 

第一组 生态与聚落 
负责调査生态环境与聚落格局，并负责制作包

含本地自然人文地理基本信息的地图 

方志、族谱、 

地图等 

第二组 经济 负责调査农田耕作、手工业及商贸等生计活动 
方志、族谱、 

契约、账本等 

第三组 风俗礼仪 
侧重调查婚姻、生育、分家与丧葬等人生礼仪

及年节行事 

族谱、礼单、  

家礼簿等 

第四组 家族组织 
负责调查族谱编修历史、祠堂修建沿革、祖先

祭祀仪式，重构家族形成及演变过程 
族谱、碑刻等 

第五组 宗教仪式 
侧重调查神明信仰、仪式组织及仪式活动、仪

式专家及其仪式文献 

方志、碑刻、 

宗教仪式文献等 

第六组 地方公共事务 
重点调查交通、教育、水利、治安、市场贸易

等地方公共事务的经营与管理 

方志、族谱、 

碑刻等 

 

所谓社群导向模式（community-oriented model)，指的是在学生分组时，指定每

组均考察一个相对独立的社群单位，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2004 年的连城四堡调査和

2009 年的诏安官陂调查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2004 年的四堡调查，是历史系本科生第

一次组织田野调查。四堡拥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庭院式建筑，当地称之为“九厅十八井”，

由于一个建筑通常居住着数户至数十户人家，这些建筑构成相对独立的社区。因此，当



时就从这些建筑中选取六座，作为基本调査单位，安排六组同学进行入户调査。与此相

似，官陂属于闽西南土楼区，与“九厅十八井”建筑相似，土楼也是个由数个或数十个

家庭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单位，也适合进行社群导向模式的调査（不过同是在闽西南

土楼区，我们在 2008 年高头调査中没有釆取这种模式）。透过考察住户的经济空间、

社会空间与文化象征空间，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落实整体主义的理念，将他们生活

的几个主要侧面联系起来。 

应该说，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专题导向模式的优点是分工明确，简单易行，缺点

是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区研究的整体主义关怀；而社群导向模式的优点是基

本落实了整体主义精神，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且研究报告最

终可能免不了以专题的方式来呈现。为了避免各组出现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达

致对社区的相对整体的认识，我们在指导学生开展田野的过程中，也曾尝试过相应的解

决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方案是开座谈会的方式。具体做法是，在田野期间，毎晚组织学

生开座谈会，汇报各组当天田野调查的成果，鼓励各组相互听取、交流各自搜集的文献

与口述资料。透过这种沟通方式，各组也就可能对社区生活的其他侧面达致一定的了解

和认识。 

不管采取何种模式，田野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步，到达田野地点

后，可组织学生先参观社区周围的地形、耕作方式、河流系统、交通路线及村中重要建

筑物如祠堂、寺庙、学校、村落等，让学生对社区先有直观的、整体的了解。第二步是

安排学生围绕各组的专题，到村中进行文献搜集、田野访谈与参与观察的工作，这一步

是田野的主体部分。第三步在田野工作行将结束时，根据学生每晚的汇报，安排他们对

遗漏、忽略的问题进行补充调査。 

毫无疑问，第二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一阶段，教师应每天密切观察学生

的田野工作状态和进度，及时了解并帮助克服他们碰到的问题。每晚召集学生汇报他们

当天的工作进度，并对他们第二天的工作做出具体的安排。这一步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首先，应该指导学生如何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民间历史文献。在田野过程中，

往往会发现数量不等的民间文献，这些文献若处理不当(如原本的系统被打乱），它们

本身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应在具体实践中，让他们了解系统搜集文献的意

义和方法。其次，应尽量让他们养成就地解读文献的习惯。和官方文献相比，民间历史

文献中碰到的不少问题只能就地解决，若碰到这种问题，就有必要访问当地知情人，以

此补充文献的不足。最后,应鼓励他们学会和社区中不同的人打交道，学会用村民熟悉 



的说话方式和他们聊天，在和村民拉家常的过程中，搜集到当地重要的社会文化信息。

实际上，由于文献记载本身的局限，大量有关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情况，都

是必须通过这种拉家常式的访谈来了解。 

这里还有一个田野调査的组织与指导的问题。具体来说，带队老师应在田野过程中

扮演什么角色？经过我们的观察发现，老师的过多参与，可能导致学生的依赖心理，从

而影响到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但因学生没有田野经验，他们在开展田野之初，往往无

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在田野开始时，带队老师有限度

地参与各组开展考察，老师在具体的考察中做示范，而学生在此过程中观摩、学习访谈

等田野调査的基本技巧。其二是安排有一定田野调査经验的研究生参与调査，让他们参

与各组的田野调査活动，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展田野调査。由于田野调査时间有限，
①

这些方法一般可以缩短田野调査的训练过程，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开展田野调査

的基本技巧。 

 

三、调查团队、考察地点与主要收获 

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査，是在带队老师与历届本科同学的通力合作下完成

的。由于田野调査是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具体课程名称是“实习”)，原则上所有

同学均需参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只有少数同学因饮食、生病等原因无法参加。带队

老师方面，大致的分工是：具体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一般由班主任负责（当然，他们也参

与调査），而田野考察的开展，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读，及每晚的例行报告，则主要

由刘永华、张侃、饶伟新三人负责进行指导、组织。同时，我们还邀请了有着丰富田野

经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的黄向春前来参与指导。2008年参与高头调查的吴幸钊女士，

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正在高头进行田野调查，因此邀请她参与指导。此外，

郑振满、鲁西奇、郑莉、罗桂林等同仁、朋友也曾短期前往调查点，慰问参与调査的师

生，并参与对田野的指导(详见表 2)。从 2005 年开始，为了让本科同学第一时间进入

田野，我们还安排了具有一定田野经验的研究生参与田野调查。 

 

 

 

 

                                                             
①我们蹲点田野调查时间，一般仅一周至十天。  
 



 

表 2  本科田野调查情况一览表(2004—2012 年） 

 

年份 年级 地点 
指导老师 

(按姓氏音序排列)  
备注 

2004 2001 
福建省连城县四堡乡/ 

宣和乡培田村 
刘永华、曲天夫、张侃(后期） 

曲天夫为班主任 

2005 2002 
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

东龙村 
刘永华、饶伟新、张侃 

饶伟新为班主任 

2006 2003 
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

廉村 

黄向春、李智君、刘永华、 

饶伟新、张侃 
李智君为班主任 

2007 2004 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 
黄向春、刘永华、鲁西奇（后期）、

饶伟新、孙冰、张侃 
孙冰为班主任 

2008 2005 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乡 
刘永华、饶伟新、孙冰、 

吴幸钊、张侃 
孙冰为代班主任 

2009 2006 福建省诏安县官陂镇 黄向春、靳小龙、刘永华、饶伟新 靳小龙为班主任 

2010 2007 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 
黄向春、佳宏伟、刘永华、饶伟新、 

张侃、郑振满（后期）、郑莉(后期） 
佳宏伟为班主任 

2012 2009 福建省永安市贡川镇 
赖国栋、刘永华、罗桂林、张侃、

郑振满（后期）、郑莉(后期） 
赖国栋为班主任 

 

 

从 2004年至 2012年九年时间里，我们的调查团队共进行了八次本科田野调査。①考

虑到经费、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历次田野调査的考察地点，均位于福建省及毗邻福建的

邻省边境地区。这些田野点的选择，虽然与带队老师的学术兴趣、参与课程、人际脉络

等不无关系，但在学术上最根本的考虑是，这些地区的文献基础较佳，人文景观保存状

况良好，因此具备开展历史学本位的田野调查的基本条件。这些考察地点，比较集中于

闽西南地区，四堡（2004)、九峰 (2007)、高头(2008)、官陂(2009)、湖头（2010)都

位于这一区域，其他三次分别在闽东(廉村，2006)、闽中（贡川，2012)、江西（东龙，

2005)进行。除 2012年贡川调査外，历次田野考察完成后，各组均撰写了调査报告，共

四十篇，另有资料汇编、资料编目等若干篇。我们从这四十篇报告中，选取了十八篇编

入这个集子。 

 

 

                                                             
①
 2011年组织学生参与鼓浪屿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工作，没有另行组织田野调查。 



 

图 1  历次田野调查地点分布示意图（林昌丈绘制） 

 

2004年田野调査的主要地点，是连城县四堡乡。①四堡位于连城北部，处于连接闽

西北与闽西南的交通干线上，是个船型山间盆地，聚居着邹、马等大族。这一地区的雾

阁、马屋等村，是清代南中国重要的雕版印刷、出版中心。清代来自邹、马等族的书商，

开设了数十家书坊，在闽、粤、赣、浙、桂等地建立了书籍销售网络，赚取了可观的利

                                                             
① 此次共在四堡调查五天，培田调查两天。在培田的调查，以收集村内牌匾、对联等为主，没有开展社区调查。 
 



润。目前当地保存的大宅子，大多与当地书业有关。由于当地人文景观、文献资料均相

对保存良好，带队老师之一刘永华又曾在此做过长期的蹲点调査，因此熟悉当地的历史

脉络与文献保存状况，并与当地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加之此次调査是第一次本科田

野调査，为确保调査的顺利进行，经综合考虑，我们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考察点。 

四堡调査的方法，采取的是社区导向模式，侧重对当地“九厅十八井”传统建筑的

空间利用问题进行考察。本书选入的《从熊云公屋到日升新宅》、《传恩房的个案研究》、

《一个家庭的变迁》三篇报告，分别考察了当地的雄云公屋、传恩房与从钝公宅三座宅

院，调査人员从访谈和文献入手，摸清了这些建筑的厅堂、房间、庭院、余坪等功能空

间的产权归属与利用现状，重构屋内住户的系谱与社会关系，进而探讨同一建筑的各住

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比较此类建筑与新式洋房在空间利用上的异同，并尝试梳理了空间

利用方式的变动脉络。 

透过这些田野报告,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一个当地空间利用的变化脉络。明清时期，

出于平衡风水等方面的考虑，四堡当地分家时盛行“插花式”惯例，一个家庭的房间分

散在大楼若干处，因此，一个家庭的住房无法构成独立的单元，而是与其他住户相互交

叉。这种分家习俗的社会后果是，在大房子生活，就意味着住户和其他家庭有着频繁而

密集的日常接触，各个家庭所能拥有的独立的隐私的空间，自然是十分有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统的空间利用模式尚未消失，但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一方面，同一

大楼的住户在公共空间的维护、仪式空间的利用等方面，仍旧进行相当密切的互动；另

一方面，有的住户通过买、租、借等方式，将自身居住的院落“改造”成相对独立的、

带有一定私人性质的空间。这种发展趋向，很值得探讨当代空间变迁的学者注意。 

2005 年的田野调査，是目前唯一一次在福建省境之外开展的本科田野考察活动。

此次的考察地点，是位于闽赣边境地区的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这是位于江西东南山区

的僻远山间聚落，是清初赣东南地区著名的“易堂九子”之一李腾蛟的老家，住民属于

“老客”（区别于明中叶以降移入的新客）。由于带队老师之一饶伟新曾在此地做过一

段时间的考察，熟悉当地的文献与人脉，加之当地文献基础也不错，我们选择此地作为

考察点。 

此次调査采取专题导向模式，将学生分为五组，分别考察这个社区的生态、聚落与

生计，家庭生活与日常礼仪，宗族组织，神庙信仰与仪式组织及地方公共事务等五个专

题。本书收录的《东龙村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礼仪》一文，侧重描述了东龙村的婚姻、生

育、分家与丧葬习俗；《东龙村的族谱、祠堂与宗族生活》一文，主要论述了村中的族



谱、祠堂、祖先祭祀及祖源传说；《东龙村的神庙信仰与仪式组织》一文，重点讨论了

当地神庙凌霄阁胡太公信仰与相关仪式、玉皇阁的念皇经活动及东龙的社崇拜等问题。 

通过利用田野访谈与民间文献，这组报告呈现了东龙社区生活的三个重要侧面。《东

龙村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礼仪》与《东龙村的族谱、祠堂与宗族生活》两份报告，整理了

调查人员搜集到的几种颇有意思的民间文献，如前者搜集到五份礼单和若干阄书，并结

合访谈讨论了当地的人生礼仪。这份报吿描述的当地命名习俗也值得注意。后者系统

抄录了祠堂的神主牌位，搜集到碑刻数通，并依据族谱论述了李氏宗族的历史。《东龙

村的神庙信仰与仪式组织》整理了当地神庙的轮值组织和财务管理档案，并描述了当地

神庙祭祀仪式（尤其是念皇经的仪式）的过程。顺便指出，这篇报告讨论的念皇经仪式，

很可能与晚清闽赣交界地区的民间教派有着一定联系，因此，报告整理的这些材料,可

为日后开展进一步的相关调査提供基本的信息和线索。 

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廉村，是 2006 年本科田野的考察点。这个村子地处小型河谷

盆地，位于闽东穆阳江中游（廉溪），是明清时期沟通闽东北与浙南的水陆枢纽和物资

集散地，唐代进士薛令之的故居，现为陈氏宗族聚居地。明末，为了防止敌寇，村中筑

堡自卫，今存部分堡墙。此次调査，仍采取专题导向模式，不过在原来五个专题的基础

上，从生态组分离出经济组，因此共有六个专题。 

在此次调查撰写的六篇专题报告中，本书收录了《寻找逝去的繁华》等三篇报告。

《寻找逝去的繁华》由经济组的同学撰写。这篇报告透过实地勘察和解读文献，重构了

明后期以降河道改道的史事，侧重探讨了这一变动对廉村一带集市贸易活动的影响。家

族组撰写的《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间宗族分析》主要依据族谱，论述了廉村陈氏宗族

在族谱编修、祠堂修建、族产置买与管理及祖先祭祀等方面的情况，对这个宗族进行了

功能分析。风俗组的《不为“三首”枉为人》，以廉村民众的一生为主要线索，侧重论

述了他们从结婚、生育、祝寿、丧葬、祭祖、建房等相关礼仪、习俗，其中尤以对丧葬

的描述最为详细。 

我们前三年的田野点，分散在闽西、闽赣边界和闽东地区，从 2007 年开始，田野

调査比较集中于闽西南地区。2007 年田野考察的地点是闽南平和县九峰镇。九峰镇是

个位于闽粤边境的古镇，与漳州其他多数地区不同，此地并不属于九龙江流域，而是韩

江支流梅坛河上游。明代中叶，这个山间盆地的周边，曾是民众叛乱的重要据点之一。

正德年间，王阳明平定闽粤赣边境地区叛乱后，在这一带设置平和县，其县治就设于九

峰。目前这个山间盆地人口密集，是曾、朱、杨等大族的聚居地，也是客家、闽南两大



族群交汇影响的地区，是个闽、客双语区。其商业发达，是闽粤边境的商贸重镇。 

本书收录的《时间·空间·历史》，由生态组撰写，论述了九峰的历史景观，侧重

讨论了九峰的城墙的建制及其军事、文化意义，城区的空间利用形态、生活场所与宗族

关系，九峰的聚落环境与景诗景图，以及城隍出巡的主要路线，对九峰的空间构造进行

了综合考察。宗教组撰写的《历时态和共时态视野下的九峰镇民间信仰》较为细致地论

述了九峰的主要寺庙的历史沿革、空间安排、日常运作与仪式活动，并通过分析九峰城

隍庙几通题名碑的捐款记载，具体讨论了明清以来寺庙修建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在此基

础上对九峰地域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进行了初步梳理。 

位于漳州、龙岩两区交界处的高头乡，是 2008 年本科田野的考察点。高头乡位于

永定县东南，东与南靖县相邻，是个地处闽西南山区的山间盆地，当地居民为客家人，

目前江姓占住民绝大多数。高头位于漳州、龙岩交界地带的土楼区内，境内现有大小土

楼 149座。 

本书收录的《奔波，为揣在心中的信念》，由经济组撰写，侧重论述的是高头的生

计环境与生计模式，这篇报告的主要价值是提供了几个高头民众的生命史，为读者了解

当地民众生计的变化提供了具体而微的信息。本书收录的另一篇报告《高头丧葬礼俗考

察记》，由民俗组撰写。这篇报告在田野访谈与解读宗教仪式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细致

地论述了高头的传统丧葬流程、与丧葬礼俗有关的物件、参与丧葬的仪式专家及其在仪

式中扮演的角色、亲属对丧葬仪式的参与以及丧葬组织等问题，对高头的丧葬礼俗进行

了相对全面的讨论。 

2009 年本科田野的考察点，是诏安县官陂镇。官陂镇位于诏安县北部，北面与平

和县九峰镇交界，东临云霄县，西面与广东省饶平县接壤，是位于闽粤边境地区的一个

山间盆地，也属于漳州、龙岩交界地带土楼区范围，当地有土楼 100 多座。目前住民

为客家人，讲客家话。主要姓氏为张姓。官陂因地处僻远，历史上是民众叛乱频发、官

府难以治理的地区，可能是天地会早期起源地之一。 

本次调査采取社区导向模式，本书收入的两篇报告，都是以考察当地土楼、城寨为

中心撰写而成的。《尚德推贤仁里地，敦宗睦族故乡居》的考察对象是官陂尚墩楼，这

篇报告论述了这座宅子的历史、空间生活、住户的系谱关系及权力关系、人生礼仪、信

仰体系等问题。《兰花生幽谷，秀竹出大山》这篇报告，论述了兰秀楼的空间实践、宗

族组织、神明信仰与人生礼仪。两篇报告都通过访谈与搜集各类文献，对调查社区社会

生活的几个侧面进行相对综合的考察。 



2010 年，我们的调查团队考察的是安溪县湖头镇。湖头镇位于安溪县西北部，北

与永春县交界，地处晋江上游蓝溪之滨，是联系泉州沿海与闽中地区的重要水陆中转站

之一，历史上号称“小泉州”。湖头是福建著名历史文化名镇，是清康熙朝大吏、

理学家李光地的故乡。湖头又是闽南著名的侨乡，在外华侨、华人超出本地人口。

此次调査沿袭此前的专题分工，但最后一组负责的专题不再是公共事务，而是侨

乡问题。 

在本次调查的六篇报告中，本书收录的共三篇。《安溪湖头社会经济历史的田野

调查与分析》论述了湖头的市场网络、商贸形态、民众生计模式等问題，并在解读在

湖头搜集的账本的基础上，对湖头的民间借贷问题进行了个案分析。《湖头民间信仰调

査》由四篇相对独立的报告组成：第一篇联系安溪和福建其他地区的资料，讨论作为信

仰中心的“岩”的问题；第二篇从巡境、刈火和檀越主三个角度，讨论了民间信仰与社

会空间的关系；第三篇侧重探讨的是当地在族谱编纂完成时举行的谢谱（又称“圆谱”)

仪式；第四篇是对湖头基督教、天主教的调査。这四篇报告以专题的形式，触及湖头民

众信仰的四个重要侧面，特别是对谢谱仪式的调査，论述了族谱的仪式化过程，很值得

谱牒研究者的注意。本书收入的最后一篇报告是《安溪县湖头镇侨台胞与原乡关系的田

野调査与实证分析》，这篇报告在分析在湖头搜集的 109封当代海外侨台胞与祖籍地眷

属往来书信的基础上，对当地侨联会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湖头侨台胞与原乡的民间网

络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进行探讨。 

综合历届同学的田野报告看，我们觉得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田野调査总体上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通过参与田野调査，年轻的调査人员基本掌握了开展田野访谈的主要方

法，学会了搜集、整理和解读民间历史文献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作为一门课程，我们感

觉本科田野调査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本书收录的十八篇报告，就展示了他们所

取得的进步。这些报告为未来的同学开展田野调査提供了范本，当然，也为对地方史有

兴趣的同道中人提供了不少可资参考的信息和线索。 

四、局限和不足 

作为尚在实验中的一种教学模式，我们组织的本科田野调査，无论在田野考察阶段，

还是在报告撰写阶段，都还存在不少局限和不足。历届本科同学撰写的田野调査，也因

种种原因，在学术质量上参差不齐。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将历届所有田野报告交付出

版。即便是本书收录的田野报告，肯定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概括起来，历届田野报告

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之处。 



一、对考察主题的探究和论述。从学术角度看，较为理想的田野调査状态是，作者

以某一主题为中心，展开细致的访谈与观察，力求涉及这一主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

并对其进行具体而微的考察。但在田野考察或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某些小组对相应主题

的探究与论述，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度，缺乏细节， 从而限制了田野报告的学术价

值。 

二、历史与当下之间的榫接。由于民间文献本身存在的局限，对历史过程的重构，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田野访谈与参与观察，可是如何在这些来自当下的信息的基础上重

构历史进程呢？如何处理口述史呈现的过程与文献呈现的过程之间的关系？不少报告

局限于口述信息，论述了某些专题相对晚近的状况,但对晚清之前的情况往往仅有简单

的讨论，给人以缺乏历史纵深之感。少数报告仅限于一般性的讨论，时间维度相当模糊，

在一定程度上有违我们推动田野的初衷。 

三、地方史过程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我们推动本科田野调查的一个主要理念，是

期望本科同学透过爬梳、解读不同类型的史料，重构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开展田野调査

和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不少同学由于知识结构和史学基本功等方面的局限，对史料的解

读往往浅尝辄止，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讨论，大多仅限于堆砌史料、就事论事的层

面，缺乏大历史的视野和关怀，难以建立地方史过程与重要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 

“初生之物，其形也丑。”由于学术积累与研究功底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本科生

田野报告存在诸多局限与不足，是在所难免的。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同学来说,这些报

告是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虽然稚嫩，却意义深远。我们将这些报告辑

集出版，并定名为“田野学步”，原因即在于此。 

最后，交代一下这本集子的编纂过程和在田野调査中获得的帮助。本书的编纂工作

是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同仁集体完成的。本书出版构想是由张侃提出的，

这个构想得到了郑振满老师的支持，田野报告的审订工作，由刘永华和饶伟新承担。考

虑到这是本科生的成果，我们对田野报告的审订，遵照一个基本原则：对于每篇报告的

内容，除订正明显的事实错误外，尽量维持其原貌。我们审订重点是对报告的行文和注

释进行规范化处理。 

在 2004 年至 2010 年，我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 其中，

四堡的吴德祥，东龙的李江宝、李新荣、李良锦，廉村的陈柳峰，九峰的郑庆喜、朱忠

飞，高头的江寿生、江龙济、江存忠、江镇榕、江荣光、江汉清，官陂的张南山，湖头

的李清黎、许月心、许堃地等诸位朋友，在村落向导、入户调查、资料收集乃至食宿安



排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谨向他们以及许多未记名的当

地父老乡亲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文为《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2004—2010）》导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 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