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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

陈学文（浙江省社科学院）的《为御倭
而建的明代乐清城堡烽堠——以实物来辩
驳明代倭寇是“王朝的谎言”》通过对史料
的精细考证与爬梳，论述了明代中叶以后，
因倭寇活动猖獗，乐清沿海建立起由卫所、
城堡、烽堠组成的多层次的海防设施，有效
抵御了倭寇的侵扰。同时，该文也认为，乐
清有如此多的城堡烽堠，以实物形式证明
了倭寇的猖獗和严酷环境，并指出，近些年
来学界出现的否定抗倭正义性的“新论”乃
是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超越了学术研讨的
范畴，没有尊重历史和历史文献的记载。

林枫（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乐清倭患
再论——基于县志的探讨》可视为与陈文
学论文相呼应的的论文，她通过详细梳理
排比乐清方志中关于倭寇的诸多记载，认
为明代乐清倭患始于洪武初年，终于嘉靖。
为了应对倭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采取
多项措施进行防御。然而事实证明，成效并
不显著，军民依然伤亡惨重。

徐逸龙（永嘉县方志办）的《明代枫林
徐氏和乐清抗倭》则根据方志、族谱、口传
故事和田野调查资料，描述明代倭寇侵扰
温州中县与县之间抗倭关系，经过对永嘉
枫林徐氏组织楠溪乡兵戍守乐清蒲岐、翁
垟等地的过程与诸多史实的重新考证，分
析了徐氏抗倭首领因保护赈济当地贫民而
被乐清百姓立庙祭拜的历史现象。

刘永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
中心）的《从永乐〈乐清县志〉看明初的丛林
归并制度》排比分析永乐《乐清县志》所载
众多寺院、宫观、祠庙的史料基础上，讨论
了明初丛林归并制度在乐清的实施情形，
并通过分析乐清归并丛林的过程，论及归
并制度对佛教寺产和仪式的影响。

张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
所）的《雍正年间温州乐清的展复垦殖与寄
庄代征》从光绪《玉环厅志》中存有的“寄
庄”标示切入，展现了清初乐清沿海蒲岐、
大芙蓉、小芙蓉、大荆、磐石、黄花，岐头等
7 个村的迁海和展复的具体过程，对雍正
初年乐清一带的寄庄纳科等赋役征收问题
进行初步讨论，文章认为展复（即展界复
垦）不仅仅是社会过程，也是官员们进行利
害取舍的官场博弈过程。

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从
乐清县志看明清士绅的列女书写》对现存
的五部明清乐清县志中《列女传》进行全面
的整理和分析，考察了女性传记的产生与
时代环境的关系，认为清中叶开始，官员通
过旌表，地方士绅通过列女传的书写改变
了女性典范的内涵，从而产生新的妇德观。

朱新屋（福建师范大学）的《宗法与国
法：从高谊看民国族谱编纂的现代性》通过
分析乐清乡绅高谊的族谱编纂活动，认为
其在编纂族谱时扬弃古法，推陈出新，将现
代国法引入到宗族宗法中，在主观上反映
了高谊由爱乡到爱国的文化逻辑，在客观
上体现出民国族谱编纂的现代性特征。

于薇（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
心）的《〈周礼〉文本地域属性与西周田法东
西差异：从程瑶田对井田制浍宋人诸说之
批评谈起》从清人程瑶田《通艺录·水地小
记》中关于井田制的制沟洫浍之法的一组
文章切入，认为我们要重视周人田法的区
域差异性，由此进一步提出：上古文献乃是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拼接，文本内容极其复
杂，其中一些记录具有地域性，不适用解释
或说明其他地区的情况。

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宋代南
方佛教社会的变迁——以温州寺院碑记研
究为例》依据将近 20通寺院碑记中呈现的
寺院建造的组织者、捐资者、碑记作者以及
文本主旨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归纳了宋代
温州佛教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模式：文人取
代僧人成为寺院修造活动的文化权威；寺
院日益沦为世俗禳祈的场所，与之伴随的
则是僧人的腐坏堕落。

宫凌海（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明
清东南沿海卫所信仰空间的形成与演化
——以乐清地区卫所为例》展现了明清时
期乐清地区的磐石卫和蒲岐所的神明构
成、信众分布和宫庙日常运行，文章认为沿
海卫所的神明体系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

“标准性”、“地域性”与“地方性”；入清之
后，卫所祠庙的信众群体不断扩大，日常运
作亦呈现宗族化的趋势。

罗士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城隍神
与温州地方政治：以1949年黄式苏当城隍
为讨论中心》以“黄式苏当城隍”的个案切
入，梳理了明清以来温州城隍神与地方政
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讨论“地方宗教传统”
与“民间声望”的论述话语体系结合，并成
为政治场域的“政治灵验”的过程，进而反
思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隐藏文本”与历
史学家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理论。

士人、观念与风习流变

潘猛补（温州市图书馆）的《周邠与乐
清》利用各种文集、方志等资料，详尽梳理
了宋代乐清县令周邠的生年、籍贯、婚姻，
重点考证了其在乐清的事迹，比如担任乐
清县令的时间、活动以及滞留乐清的原因
等，纠正了《全宋诗》、《全宋文》和其他相关
文献对周邠生平的错误记载。

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科学部）
的《何文渊及其时代》认为永乐之后是温州
重要的变革时期，何文渊是这一拨乱反正
的中枢，通过对何文渊、章纶关系的探讨，
深入了解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内容，可
以为我们更好理解明代乐清地方精英的功
能，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提供很好的角度。

方长山（温州市博物馆）的《灵湫藏龙：
文林雁荡之旅的思想史解读》从明代永嘉
知县（后任温州知府）文林游玩雁荡龙湫事
例切入，认为宋明儒家将龙（鬼神、雷电）等
神异现象纳入理学体系成为一个可理解的
客观存在，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怪
力乱神”作为“天理”的外化形式，已经成为
有效的介入宋明儒家思想世界的道德价值
维度。文章还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方法论
的反思，认为思想史不是思想简史，更不是
粗线条的正反“矛盾论”，研究者一定要进
入到被研究者的精神世界，方能避免“焦距
失准”的问题。

方勇骏（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孙衣言
“夷务”思想中的观念与情绪》在方法论的
指向与方长山的论文有相似之处，论文旨
在指出历史上思想观念呈现的多面性，他
认为清代温州名儒孙衣言虽在公开场合所
多次表达的对夷务的排斥和歧视，但这些
尚不能说明他是洋务问题的绝对批评者。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很多言论只是脱口而
出的情绪性说辞，如果重构孙衣言言论的
历史现场，其实可以看出这些话与他在官
场中的恩怨纠纷以及对沈葆桢的个人偏见
有很大的关系。

杨换宇 （南昌大学） 的 《保浙会是保
国会的分会吗？》 在挖掘辨析史料的基础

上，澄清保浙会并非保国会的分会的历史
事实，认为保浙会是陈虬等举子在某些浙
商的影响下而设立的一个组织，其与康有
为设立的保国会并无隶属关系。

夏 诗 荷 （温 州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历 史
系） 的 《浅谈明代乐清文化的特点》 立足
于区域文化整体形态、对明代乐清文化进
行分门别类地粗线条勾勒，认为乐清文化
具有诗人多、文人多、方志多、外地来乐
清的名家多的基本特征。

张志杰 （乐清市历史学会） 的 《乐清
本土精英文化发展述略》 整理已故许宗斌
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地将乐清 1600 多
年的精英文化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立县
前后至五代，为沉寂期；北宋时期，为萌
芽期和觉醒期；南宋至明末，为成熟期；
清代为衰落期；民国以来的演变期。以

春、夏、秋、冬四季对前四个阶段进行了
比喻性描述，形象地展现了乐清精英文化
演进的历史延续性。

吴济川 （乐清市历史学会） 的 《宋代
乐清书院与理学传播》 认为书院是地方文
化的独特风景线，两宋时期，乐清书院文
化十分繁荣，尤其南宋，书院与理学之间
结合非常紧密，同步发展，书院成为理学
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也因此推动了乐清文
化的大发展。

王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的 《清
代乐清的书院与地方士人群体的建构——
以梅溪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以南宋至清代
的乐清梅溪书院为例，考察了王十朋在书
院历次兴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认为
在梅溪书院重建的历史进程中，王十朋作
为一个历史人物逐渐被符号化，而梅溪书
院成为“王十朋元素”散播的主要载体和
媒介，在地方士人群体的建构过程中扮演
着核心角色。

王 日 根 （厦 门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的
《〈儒林外史〉 所见乐清士风与世习》 认

为清代作家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 既可以
作为小说来阅读，也可以作为社会史素材
来分析，他认为小说中对乐清人匡超人生
活轨迹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乐清
地方的士风和世习，比如包括婚姻、孝
节、功名、社会价值等观念具有某些典型
性，亦有一定的普遍性。

民俗、旅游与遗产资源

谢觉晓 （乐清市历史学会） 的 《乐清
县名漫说》 则重新思考学界关于乐清县名
起源的三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辨析，在
此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永嘉郡
新析置的县邑命名为“乐成”，有可能是
受到当时侨置州郡县的风气影响；但是没
有将乐成县建置为侨县，则与朝廷的相关
政策有关。

周能俊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的
《唐代乐成及其周边地域道教信仰影响因
素析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司马
承桢的 《天地宫府图》、杜光庭的 《洞天
福地岳渎名山记》 以其他道教文献，分析
影响唐代乐成与周边地域道教信仰流布的
若干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推动道教向基层
社会的渗透，并成为信徒日常生活的价值
标准，进而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独特构成
元素。

尚洪浦 （乐清历史学会） 的 《略说乐
清民间信仰中的祭品》 以民俗调查资料为
基础，分类描述乐清民众祈神祭鬼的祭
品，认为乐清不同地域的祭品具有不同形
式，花样甚多，比如三牲福礼、米面塑品
等。并由此指出，祭品直接反映了人们的
生活状态与生存心态，反映了乐清民众与
鬼神沟通的潜意识构造。

万金亦、南孔球 （乐清市历史学会）
的 《虹桥水域古今陡门》 是一篇田野与文
献有机结合的论文，作者通过经过大量而
细致的实地勘察，并翻阅历代志书和当地
各姓族谱，考证出虹桥平原古今陡门的设
置情形与历史变迁，为重构虹桥平原的发
育与演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张学继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 的 《关于提高雁荡山等浙东老牌景
区旅游地位的粗浅设想》 认为恢复雁荡山
在浙江旅游中原有的地位，可以从四个方
面着手：第一，努力打造浙东山水海洋旅
游圈；第二，让浙东山水海洋旅游圈与杭
州西湖旅游圈主动接轨；第三，加强浙东
山水海洋旅游圈的旅游文化研究；第四，
加强浙东山水海洋旅游圈的旅游文化的宣
传普及。

阮柏林 （乐清市历史学会） 的 《历代
雁荡山风景资源调查》 对历代对雁荡山风
景资源的调查工作进行梳理。认为雁荡山
的风景普查工作在北宋时期已经全面展
开，后世在此基础上削减增益。明清时
期，在官方与民间的相互推动下，雁荡山
风景调查达到了高峰。相比之下，当代普
查工作显得有些逊色。

张洁、赵颖、袁婕 （温州大学人文学
院历史系） 的 《民国学人与雁荡山旅游研
究——李书华 〈雁荡山游记〉 解读》 则从
个案出发，对民国李书华的 《雁荡山游
记》 进行全方位解读，认为该游记与其他
游记相比，有如下特点：重视时间观念；
重视地理方位；重视实景保存；重视景观
评论。

本次研讨会经过乐清市社会科学联合
会的精心筹备，学院科研人员的理论研究
与地方文史专家的实证研究有了相互对话
与借鉴的平台。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
者对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发展有了更深认
识，比如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演变、思想
观念的地方脉络与多元呈现以及民俗文化
资源的挖掘及利用等。而通过热烈的讨论
与有针对性的学术交锋，对倭患、海洋贸
易、地域政治等问题也有了新展望，为将
来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新思路。

至广大而尽精微
“山海环境与区域发展: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10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
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昌大
学、温州大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市博物馆、
乐清市历史学会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 40 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乐清，召开了

“山海环境与区域发展：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乐清市人民政府、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乐清市历史学会协
办。研讨会由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钱宗、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
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研究员、温州图
书馆潘猛补研究员等主持进行，对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议题展开
了热烈讨论。与会者的论文主要围绕着“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士
人、观念与风习流变”、“民俗、旅游与遗产资源”三大主题展开。

■张侃 整理 张朋强 摄

乐清举办人文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在发言

张炳勋先生在会议中

与会专家实地考察

本人张小薇，身份证号330323196509022224
购置铂金湾花园 5 幢 401 室房屋。因本人保管不
慎，遗失乐清置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
发 票 原 件 1 张 ，金 额 为 2163034 元 ，发 票 号 码
00678622，特此登报遗失作废。

声明

我局已受理乐清裕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300
吨硅橡胶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内容公
告如下：

项目名称：乐清裕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300 吨
硅橡胶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筑面积2480平方米年产1300
吨硅橡胶。项目投资169万元。

建设地点：乐清市翁垟街道后桥村（租用浙江华能
微型轴承有限公司1-3层）。

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结论：在全面落实本报告提出
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三同时”，则从环
保角度来看，本项目可行。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设内容详见乐清市政府信
息公开网（xxgk.yueqing.gov.cn，行政许可栏目）。

即日起，公众可以在七个工作日内到行政服务中
心环保窗口或来电向我局反映问题或提出有关意见和
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环境保护行
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若有要求听证的，应
当在公告期间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电话：0577-61882585
传 真：0577-61882586

乐清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乐清裕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300吨硅橡胶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许可受理情况的公告

兹有乐清市魔霆网咖网吧申请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事项，
根据国务院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文化部 《公众聚集
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 的规定，现将该申请有关情况公示如
下：

如发现上述审核事项不符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
定的或有其他不实之处的，请在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反映

（地址：乐清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306室，联系电话：61882335）。
乐清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5年10月30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设立审核公示

单位名称 乐清市魔霆网咖网吧
经营地址 乐清市大荆镇荆南村南街17号
经营范围 互联网上网服务 经济类型 普通合伙企业
场所面积 385平方米 注册资本 伍拾万元

距中小学校园出入
口交通行走距离

上网计算机台数 127台
法定代表人 姓名：徐彬凯、性别：男、年龄：28周岁、籍贯：浙江乐清

大于200米房屋性质 商业用房

乐文示 〔2015〕 03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