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水乡的庙宇与宗族 

——武汉新洲晏公庙碑刻解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徐斌 

武汉市新洲区原属黄州府黄冈县，1951年设置新洲县，1983年划属武汉

市，1998年撤县设立区。1当地介于丘陵、湖泊之间，举水、倒水纵贯其间，

历来为洪水多发之地，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治水及洲地争夺密切相关。本文

主要依据现存碑刻及族谱资料，考察地方神庙与宗族发展的关系，探讨湖北水

乡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一  晏公庙碑文考释 

笔者在武汉市新洲区进行乡村调查时，曾于三店镇徐远村石家栗塆晏公庙

中发现一通碑刻，记述晏公庙与当地石氏宗族的关系。此碑亦载入石氏谱中，

然两相参照之下，谱中所录之文字与原碑文尚存些许出入，细究之下，似大有

文章。兹校录全文如下： 

余同宗昌荣公，善人也，生平以敬祖睦宗为重。余巳（己）丑

（1889）乡举，过其宅，见其庐之东北隅筑室数椽，环屋植树绕之，苍翠

如滴，枝柯蟠围若堵墙，内供晏公神像。公处其中，长斋礼佛。余羡其养

静法，公曰：“非吾好静也，吾承祖志，接此香火缘，不得不为君白之。

忆我十八世祖谷禄公【⑴碑记曰先祖】辞官至江南【⑵碑记曰远贸江

南】，舟次马口，其地断岸千尺，峭若悬岩，岸下帆樯林立，吾祖寄舟亦

泊焉。是夜【⑶碑记无】，时交三鼓，吾祖方拥裘假寝，忽有道者，方袍

幅巾，推蓬窗而进，曰：‘汝速起易地，迟则祸将及矣。’问其姓名，则

曰：‘离此数百步即吾家也。’醒而异之，急呼船夫移舟他所。甫解缆离

岸，将丈许，磬然一声，泊岸崩裂，群舟皆成碎粉。我祖【⑷碑记无】心

感神恩，旦明往访，见河洲有晏公庙，瞻仰神像，即梦中人也，叩头感

泣，誓世世子孙洁（竭）诚供奉。嗣后，寄迹嘉鱼，依栗林，结草庐【⑸

碑记曰归】，塑公神像 ，供家堂中，凡吾祖嫡派子孙，皆与祭焉。积久，

丁口浩繁，屋宇啾隘，荣虑渎神威而违祖志，因商经管忠才、宗义、成

美、胜楚、盛富、庆和、宗兴等同【⑹碑记加曰塆】兄弟子侄辈，醵资建

庙。荣捐地数顷作基，弓丈悉载捐约，周围翠柏皆荣手亲栽。兹幸赖神

庥、蒙祖泽，枝荣叶茂，渐成佳境。嗟乎！老夫耄矣，迟之数十年后，我

                                                            
1 张朝咏主编：《新洲史话》，武汉出版社，2004 年，第 9 页。 



族【⑺碑记曰后人】子孙岂能保守，诚无有纵斧戕，拔本根乎？苟不严禁

畜，任意砍伐，则终难保守【⑻碑记无】。将来断瓦颓垣，谁复嗣而葺之

乎？”言讫，泫然。余亦感慨序之。癸卯（1903）春，余需次江右，长君

奉父母命送余行，袖出捐约、领约各一纸。余阅之，见所列条约，皆以禁

畜保护为嗣【⑼碑记曰词】，果能信心奉行，神其福之，祖若宗其佑之

矣。若背据樵采者，余即旁观，恐亦不能诚默焉。因缀数言，以附泐碑

石，同志诸君子谅勿谓余为越俎之。 

其有捐资名目开列于左： 

昌荣捐钱四十九串，昌赐捐钱一串五百，厥善捐钱六串四百，安捐钱五

百，庆和捐钱六串六百，盛责捐钱一串六百，昌先捐钱十二串正，国选捐

钱二串五百，厥志捐钱三串四百，先赐捐钱二串三百，盛美捐钱七串一

百，盛发捐钱一串四百，昌双捐钱十七串二百，昌依捐钱一串五百，厥考

捐钱二串一百，进辉捐钱二串四百，盛富捐钱二串，福元捐钱九百文，昌

才捐钱四串正，昌林捐钱一串四百，胜楚捐钱一串，开元捐钱四百文，盛

福捐钱八串六百，后囗捐钱三十六串，昌裕捐钱三串七百，国炳捐钱一串

四百，先秀捐钱六串七百，永义捐钱二百文，锦兴捐钱三串九百，合意捐

钱囗囗五百，昌佑捐钱八百文，昌习捐钱二百文，天顺捐钱一串三百文，

锦成捐钱三串二百。 

公议经管先赐、厥楷、国祥、裁孪、正义、金囗。 

同知衔会典馆议叙分发江西补用知县族弟耀春谨撰。 

皇清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1904）孟秋月吉日 

贤分栗里敬立。【⑽碑记曰栗林塆公立】1 

此碑中黑体字为族谱中新出现的文字，【】中为笔者的校注。如上所示，

碑文与谱文之间共有十处出入，除第（3）、（4）、（9）似为修谱时誊录之

误，无伤文义之外，其余各处出入显系有意为之。大致说来，碑文主要叙述了

石家栗塆晏公庙的来历，以及对树木的禁蓄等内容，而谱文则着重强调宗族定

居的历史。例如：在标识（1），谱文将碑文中的“先祖”具体化为“十八世祖

谷禄公”； 在标识（5），加入“嗣后，寄迹嘉鱼，依栗林，结草庐”等文

字，意在叙述宗族定居的过程；在标识（8），加上“苟不严禁畜，任意砍伐，

则终难保守”之语，强调对居住环境的保护；在标识（10），将本地石氏所居

之“栗林塆”改为“贤分栗里”，以便涵盖石氏的其他支派。上述碑文的记

载，应当更贴近于碑记作者的栗塆原意，是为本塆石氏族人的真实历史记忆。

然而，谱牒的修撰是一种向前追溯的历史书写，大量的内容是被不断叠加、篡

                                                            
1 此碑现存于新洲区三店镇徐远村石家栗塆晏公庙内（高 141cm,宽 73.5cm,厚 9.5cm），以下称“碑文”；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石氏建修晏公庙碑记”，以下称“谱文”，1988年恭谨堂刊本。 



改与建构进去的。当上述晏公庙碑文录入后出石氏族谱中时，某些内容便被有

意篡改了。那么，石氏族人为何纂改上述碑文呢？这就牵涉到本塆晏公庙的由

来与当地石氏宗族的建构等历史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本地历史

发展的整体脉络。 

二  三店地区的开发与石氏晏公庙的由来 

根据碑记的记载，石家栗塆晏公信仰的源头，始自于石氏祖先在外地所遭

遇的某种神奇经历。不过，在碑文中对此记述为祖先经商过程的神遇，而谱文

则记述为祖先当官时的神遇，二者略有出入。在三店地区，还有其他带有家族

性色彩的庙宇，通常都有此类故事。如黄冈程氏一分关帝庙的修建，据说是因

为万历时的族人“黄河督粮道”程之试，在治理黄河时受到了关帝的护佑，而

迎神建庙于故里。1三店左氏松柏寺的创建，据说是缘于家族神灵在本地的显

灵。左氏宗谱记载： 

我观松柏王者，何神也？即左氏之祖姑也。夫姑何以松柏王称之？昔

明万历皇上所封者也。访昔时姑闺绣时，年方冠笄，不肯适人。怜父母无

嗣，苦志持身，勤纺织于社庙侧，松柏栖身，毫无异志，真所谓所钟之英，

所毓之秀器也。适明皇为太子时遍游，经过其前，见行而心赏之。及登皇，

遂选天下名女，姑其尤焉。车驾至，催程上道，姑哀父母，不数日陨其身。

数年，帝西巡，夜梦姑曰：“妾楚黄左家州松柏处女也，特来护驾。”帝醒，

遂封其号为松柏王，且锡以文武为左右使。然其事已往，及左氏有名泽文

公者，血气方刚，无恙忽倒在路旁，及醒，口称松柏王者，昔为左氏姑，奉

皇王封之是也。众皆惊骇，如是述其本末原委。延数年，共许立庙宇、装

神像，春秋祭祀，罔有不诚，以及祸福祷求，无不灵验。
2 

按，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当然不可能在身为太子之时游玩楚地。另据方志记

载，程之试曾任开封府同知，并未升任所谓的“黄河督粮道”3。这些形形色色

的神异传说，亦幻亦真，着实令人生疑，甚感荒诞。然而，通过对新洲地方史

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 

新洲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及东部的部分地区为大别山之余脉，逐渐向南

过渡为丘陵地带，南部则是与长江相连的武湖、涨渡湖等湖泊。发源于大别山

脉的举水、倒水两大水系，自北向南纵贯本区，在丘陵之间及出丘陵之后形成

一定面积的冲积平原。石氏族人生活的三店地区，就位于举水出丘陵地带之

后，进入到黄冈县境内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之上。虽说此地成陆甚早，但在举水

                                                            
1 黄冈《程氏宗谱》卷首“一分立关帝庙作家庙记” 民国乙酉年耀光堂刊本。 
2 黄冈《左氏宗谱》卷首下，“松柏王记”，光绪壬午年裕后堂刊本。 
3 光绪《黄冈县志》卷一○《人物志·宦绩》。 



堤防修筑之前，河流在此处漫流，并与三店境内的许多中小湖泊如团湖、尚家

湖等相通，尤其是春夏山洪暴发时，平原遂成巨浸。1因此，三店平原的开发，

历来与治水息息相关。 

在黄州，丘陵及河谷地带是较早得到开发的地区。苏轼门人张耒曾在《续

明道杂志》中称：“黄州盖楚东北之鄙，与蕲、鄂、江、沔、光、寿，一大薮

泽也。其地多陂泽、丘阜而无高山，江流其中，故民有鱼稻之利，而深山溪涧

往往可灌溉，故农惰，其田事不修，其商贾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辄为丛

落。”2据此可知，针对不同的地形，北宋时期的本地人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利用

方式：在陂泽等水域从事渔业，丘陵及河谷地带则种植水稻。正如张耒所言，

当时的农业生产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人们尚未兴修大型的水利工程，只是对

“深山溪涧”进行因势利导，依仗着土壤的天然肥力从事农业生产。然而若要

保护好河谷及冲积平原之上的农作物、将土地固定以及进一步的深耕细作，势

必要依赖于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生活于河谷地带的人们来说，堤防更

是身家性命之所托，劳作于斯，生活于斯。乾隆《黄冈县志》曰：“西南滨

水，常苦涝；东北近山，常苦旱，故堤防之设，溉灌之资筹其利焉。”3 

南宋时，此地为宋属边地，为招徕江淮流民，时任大理寺主簿的薛季宣曾

于此处兴屯。据《宋史·薛季宣传》记载： 

时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边吏复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

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实边。季宣为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

圩，立二十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

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

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季宣谓人曰：“吾非为今日利也。合肥之

圩，边有警，因以断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冲，诸庄辑则西道有屏

蔽矣。”
4 

此次屯田除安置流民恢复生产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防御金人而作的军事

准备。上文“表废田，相原隰”的记载，说明了薛季宣在兴屯时并没有花大力

气开垦新的土地，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规复旧有田地之上，因此尚难判断薛氏的

兴屯对于本地的农业开发及堤防建设等方面的影响。 

从前引张耒《续明道杂志》及《宋史·薛季宣》等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

两宋时期即使有修筑举水堤防的现象，其规模也是较小的，至少没有引起这些

文人官吏的注意，遑论地方官员的参与主持之事。据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

                                                            
1 三店镇志编写组编：《三店镇志》，内部资料，2000 年，第 29 页。 
2 （宋）张耒《续明道杂志》，载（元）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3 乾隆《黄冈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4 《宋史》卷四三四《薛季宣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884 页。 



知县简霄曾大规模地督修了举水各段堤防，如属今天新洲境内的慕义乡之老鹳

河堤、旧州长河堤、中州堤、钟觜秤堤、沟儿口堤、邱陵湖堤、龙坑堤、白米

河堤等堤，及毛林口坝、芭茅湖坝等举水所迳之坝 1。这是在文献中第一次记载

大规模的修筑活动。不过，考虑到随着移民的迁入等因素所引起的人口增长，

以及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等原因，估计此次所督修的许多堤防并非新筑，而

应当是在原有民堤基础上的修补增建。 

简霄督修的堤防，在此后的近百年时间内一直发挥作用，但到了万历年

间，堤防管理上的问题变得日渐突出。万历三十五年（1608），知县茅瑞征在

给湖广御史的条议中称： 

本县枕据大江，而湖洲所在如襟带，引水灌田，实为民利。但堤塍低

薄，则水患易侵，如白塔河、姚二渡、新洲、柳子港等处，一遇淫雨便苦

奔溢，虽经屡戒增筑，而黎民委难与虑始。荷锸者只偷安苟免，委筑者亦

相沿玩日，滥觞不已，巨浸奈何。2 

县志中并无简霄督修三店地区举水堤防的记载，但从茅瑞征的记述来看，在

万历年间之前，三店的柳子港等处已建有堤塍，但同样已面临着“堤塍低薄，

则水患易侵”的局面。 

为解决堤防管理上的问题，茅瑞征建议将黄冈县原设捕盗主簿改任“专司

水利”，其职责是“查堤塘某处卑下应筑，某处高亢应浚，小则劝相诸民，及

时增治，大则申呈上司，查估加修，务期旱涝无虞，堪为永利”。
3不过，在乾

隆八年之前，县志仍称“庶安乡嘉鱼村，俗名牙鱼坑，举水所迳，旧有小围，

渐为水啮”。4庶安乡嘉鱼村，正是石氏所生活的地方。乾隆八年（1743），知

县邵丰鍭在此修筑邵公新堤，史称“溉田万余亩，期年始成，工费巨万”。
5直

至 1949年之后，对举水堤防的治理仍沿用了部分邵公新堤。 

举水堤防的不断修筑与完善，对于生活于三店这块冲积平原之上的人们影

响至深。一方面，堤防保护了农田房屋等生产生活场所，使得人们不再随波逐

流，生活逐渐趋于固定；另一方面，由于堤防常为水啮，必须要经常加以维

修，这就导致了堤防夫役繁重，为民所累。《石氏宗谱》在记述本支胜乐公从

石家栗塆迁居石桥头塆的过程时，曾曰： 

公讳胜乐，字国珍，吾邑嘉鱼乡人也。自幼读书过目成诵，试辄前

列。游庠后名喧东鄂，教授江西。平生矩步规行，言动悉行礼法。……清

                                                            
1 乾隆《黄冈县志》卷二《建置志·水利》；另据本志卷五《秩官志·名宦》记载：“简霄：江西清江进

士，正德间由石首改知县事，敏肃而又能厉士气，郡志称其有吏才，尝督修诸乡堤坝，为民永利，又于城

山有建置，百废俱兴，后累官南京兵部侍郎。” 
2 乾隆《黄冈县志》卷二《建置志·水利》，“明万历三十五年知县茅瑞征上御史条议云”。 
3 乾隆《黄冈县志》卷二《建置志·水利》，“明万历三十五年知县茅瑞征上御史条议云”。 
4 乾隆《黄冈县志》卷二《建置志·水利》。 
5 乾隆《黄冈县志》卷二《建置志·水利》。 



初连年水旱为灾，公祖居栗里塆，于康熙八年举水堤溃，田地水推沙压，

屋宇倒塌无存。公见舍宇田园俱成沙漠，将八斗三升田地契据掷于荒郊，

携妣张孺人卜宅于胡家桥之南而居焉（后更名石桥头塆）。迨乾隆时，知

黄冈县事邵公命民修筑长堤以防水患，沿河村庄登计田地，按亩派工，即

分（原文如此，笔者注）公清查至公所掷之地处，询问始末，其地乃归徐

远村绍业耕种，后蒙邵公谕令，石桥头塆应筑之堤防，概归徐姓，桥头塆

世不修筑。邵公大堤之由来，自兹始矣。由是可见公深怀远虑，俾后世子

孙永无堤防夫役之累也。后裔等追维前烈，能不依依谨志之于此，永使后

人瞻仰。1 

上文显示，石氏成功规避了修堤的夫役。然而，堤防总是要进行维修的，否

则将面临土地房屋朝不保夕的局面。石氏规避夫役的结果，是把自己应尽的责

任转嫁给附近的徐姓村落。据说，石、徐二姓在解放前一向关系紧张，2这与他

们在修筑举水堤防中的矛盾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可见，对于湖区的人们来说，

如何在修堤事务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实属日常生活中所习见之事。 

在湖区水利事业中，官府作为“公”的权威象征，必须置身于不同利益群

体之上，调和他们的矛盾冲突。万历年间，知县茅瑞征建议设官专督水利，正

是这一必要性的反映。然而，仅有官府的权威还是不够的，因为当时还缺乏令

不同利益群体都能遵循的行事准则。乾隆年间，知县邵丰鍭采用了谁受益谁出

力的“按亩派工”原则，
3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在三店地区，还有一些规模稍小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在受益群体的内部自

行办理的。据 2000年编修的《三店镇志》记载：“解放前，水系乱，河网密，

湖泊多。每到汛期，江水漾，河水涨，江河湖泊相通，沿岸土地时被淹没。”
4

由于三店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是以杂于河湖之间的洲地形式存在的，对围绕于洲

地周围的圩堤进行修筑，同样至关重要。这些圩堤的修筑，大多由宗族组织主

持。如当地刘氏宗族的《大房圩堤首领规则》记载： 

祖籍湖地，以修筑河堤为保护之根，每逢修筑时，人众首轻，为诚踊

跃之致，实因首目父子相传，贤愚不一，系致推疏。今因载谱垂流，殆后

选举，子弟不能代任，有力不为，疏筑论；无力不退者，以废筑处： 

                                                            
1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胜乐公迁徙事略”，1988年恭谨堂刊本。 
2 徐远村徐仲贤老先生（时年 75 岁）称，本行政村内的徐氏与石氏在解放前一直关系紧张，比方说，农

村过年有玩龙灯的习俗，当龙灯队来到这里，两姓虽然所住的塆子相邻，但各摆各的香案；据 2004 年 11
月 25 日徐斌、江田祥调查所得。 
3 邵丰鍭在自己所作的“重修嘉鱼村堤记”中即称：“传集士民，择有干济者数人立为堤长，总理其事。

余复捐俸以为之倡，其余工费按田均派，有力者任劳，多财者任费，居近乡民踊跃从事，一年工竣”，见

乾隆《黄冈县志》卷一五《艺文志·古文中·记》；对于“计亩出费”、“业食佃力”等水利建设原则的讨

论，可参见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16－117
页。 
4 三店镇志编写组编：《三店镇志》，内部资料，2000 年，第 32 页。 



一、子弟不能代任； 

一、议选举人皆有资格者，必然注意防范； 

一、议在任人如后逝，开会公举，不得碍情私立； 

一、议担任首领远去，公请临时代理，不得私情转授。1 

刘氏的例子显示，在兴修圩堤的过程中，需要有权威人士来予以领导，方

能使众心悦服，从而保障圩堤的修筑与维护顺利进行。石栗塆距离举水干流不

到一华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举水堤防进行综合治理之前，其周围的土

地同样有许多是以洲地的形式存在的。虽然目前难以判定石栗塆石氏是否存在

自行修筑圩堤的情况，不过考虑到其具体的地理环境，我们亦不能完全排除这

种可能。 

通过上述对新洲地区开发史的概述，我们大略可以猜想出石栗塆晏公信仰

与他们所声称的神遇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应当是与这一地区“水”的重要性息

息相关。不难理解，晏公本身就是水神，如县志所云：“相传（晏）公名戍

仔，元人，封平浪侯。”2事实上，在三店地区的其他姓氏中，水神信仰同样存

在，如李氏之洞庭宫所供奉的正是水神之一的洞庭神君。3 

宋代至清前期，三店地区的宗族组织还不发达，当地人所能供奉的祖先仅

限于前两三代直系亲人。碑文中为何仅以“先祖”的神遇来说明晏公庙的来

历，而非拥有具体名字的祖先？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并不知道祖先的真实姓名。

至于谱文中的“十八世祖谷禄公”，则是人们在进行宗族建设的过程中所追认

出来的。 

然而，不管石氏的晏公信仰来历如何，族人皆可通过对晏公信仰的认同，

以及参与共同的祭祀仪式，界定出这个群体的边界，以利于在资源竞争中维护

自身的利益。 

三  石氏的联宗与洲地的争夺 

石栗塆石氏的晏公信仰，经历在家堂中供奉到独立建庙的演变过程。晏公

庙的建立，应当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撰立碑记之前不久。据《石氏宗谱》

记载，石栗塆石氏的祠堂建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4本塆支谱编修于民国三

十五年（1946）。5由此可见，晏公庙的建立早于石氏祠堂的建立与族谱的编

修。在三店地区，大多数宗族都有类似的经历。如前揭程氏关帝庙、左氏松柏

                                                            
1 黄冈《刘氏宗谱》卷首二，“大房圩堤首领规则”，民国丙戌年藜照堂刊本。 
2 光绪《黄冈县志》卷三《建置志·祠祀》“晏公庙条”。 
3 黄冈《李氏宗谱》卷首一，“重建洞庭宫序”，光绪乙未年务本堂刊本。 
4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建修石氏支祠碑记”，1988年恭谨堂刊本。 
5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黄冈县三嘉乡石氏创修支谱自序”。 



寺，以及李氏的洞庭宫等，其修建均要早于祠堂。换言之，以上各姓的宗族整

合，最初都是借助于神明信仰，而不是借助于祖先崇拜。 

晏公庙的建立，据说是由于“丁口浩繁，屋宇啾隘，荣虑渎神威而违祖

志”，为此联合“同塆兄弟子侄辈，醵资建庙”。但在实际上，联合建庙的更

重要原因，可能是为了实现本地石氏与外地石氏的联宗。据宗谱记载： 

始祖新甫公，宋时宦籍迁楚，居湖北齐安郡黄安，今红安方庙会地。逮

传十四世长源公子二：长辅仁、次能仁。辅仁公任江西南康府太守，子三，

长迎福公，妣江氏，生秀一、秀二、秀三、秀四、秀五诸公。仅秀一、秀五

二公迁否未详。秀二公迁麻城七里冲。秀三公于大明洪武四年奉命迁楚，居

黄州城内，原配王太君，生子二，继配上官氏，生子三。秀三公之五子谷禄

公始佐明成祖，历建奇勋，赐爵都指挥。功成身退，视富贵如秋风过耳，于

是乘小舟，顺长江，进举水，居黄冈县嘉鱼栗里塆。后子孙繁衍，继迁附近

石家湖、石桥头塆。原嘉鱼改为三嘉乡，即今新洲三店镇。（谷）吉、（谷）

福（秀三公之另外两子）仍居原址。秀四公迁黄安七里坪。秀六公乃能仁公

之孙，迎祥公之子也，明始军籍，佐理王室，职列参将，明太祖定鼎金陵，

今南京，时钦赐屯田六十亩，地座黄州府上十里许，土名浒子滩，给奖其

勋，故称军籍也。定居囗祖原址研子塆，后裔子孙昌盛，今分居石家田、石

头场一带十二塆。1 

从上述记载可知，碑记的谱文版本中将“先祖”具体化为“十八世组谷禄

公”，以及加入的“嗣后，寄迹嘉鱼，依栗林，结草庐”等有关宗族定居的历

史，均源自于与其他石氏联宗的需要。
2通过这个寻找到的祖先，就可以将本处

的石姓纳入到其他石氏的世系之中，从而完成或许没有真实血缘关系的不同石

氏之间的联合。有关宗族定居的历史，则起到了进一步说明和强化这种联宗的

作用。那么，他们为何要谋求与其他石姓家族的联宗呢？这种联宗的行为又意

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仍须在地方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三店地区河湖相通，这些湖泊一般都存在着季节性的涨落。当

秋冬水落之时，湖水面积收缩，露出水面的土地上生长芦苇，可为人们广泛利

用。在明清两代官府的征税册籍中，这些土地多以“洲地”的名称出现，所征

税目则称“芦课”。对这些洲地的利用方式，并不仅限于收割芦苇，其最终目

的是围垦湖地。 

                                                            
1 武汉新洲卷首《石氏宗谱》“合修宗谱序”，1988年恭谨堂刊本。 
2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谱文中称晏公信仰的来历为谷禄公辞官远游的神遇，是为了将本处石姓的定居史与

宗谱相连的结果，或许晏公信仰的来历正如碑文所言，是石氏的某位祖先在外地经商时带回来一种信仰，

然亦正是因为这个神灵与水相关，从而得到了本处同姓子孙的尊崇。 



清代之前，对湖泊等水域的围垦较为缓慢。弘治《黄州府志》引薛季宣

云：“淮西山泽相半，水隔者独邾城、白沙戍耳。”1邾城即今武汉市新洲区政

府所在地，如今周围已是沃野一片。由此可知，在薛氏所处之南宋时期，现在

新洲区的许多土地尚处于水面之下。前引薛季宣于此处兴屯之时，曾经指出：

“盖自兵火以还，州县多仍承平垦田旧数，间用貌约顷田，著为定籍，已而人

户请佃，类多包括湖山为界。”2这段记载说明湖泊亦在“人户请佃”的产业之

列，人们或许有可能将其进行围垦，亦或用作他途。虽说此次兴屯可能使得部

分水域得到了一定的开发，然直至明万历年间，知县茅瑞征仍称“黄故泽国，

又映带冈峦”。3茅氏在论及黄冈县田土之时还指出：“团风、阳逻堡，西北百

里而遥，田多闲旷，有十亩价仅数金者，还和、永宁之间颇号沃饶，俗言东乡

石可登数十金。何悬绝也。”4究其两地田价悬绝的原因，正在于今新洲区境内

的团风、阳逻堡等地常为水患所困之故。这说明，明代对此地水域的围垦活

动，尚未进入高潮。 

我们还可通过考察官方册籍中洲地的数量，检阅出人们对湖地围垦的程

度。据县志记载，清代之前黄冈县洲地约 129顷，所征芦课银数约 44两，而康

熙二年（1663），洲地新增约 227顷，新增芦课约 410两，在以后历次查勘亦

均有增加。5此一数据显示，单就康熙二年（1663）这一次查勘而言，其增加的

洲地数量就比清代之前的总数新增了近一倍，而芦课征银新增近十倍。6当然，

康熙年间洲地数额的增加，可能出自对于以往隐漏的清查，或许亦有地方官为

求政绩的虚报等原因在内。但洲地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人们围垦湖地的加速。 

在明代开发洲地的初期，卫所军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朝在黄州府境内

设有蕲州、黄州两卫，两卫的屯田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的洲地。如三店卫军李

氏：“先是，公族有屯粮六石，其田离家居将百里，地名芦洲，皆依堤傍水。

同治间，议筑堤防，掘压屯田甚多，计粮六百余石，例许减粮二百石。有军户

史册芳者，冈邑庠生也，总理堤务，连结数百户，将附近屯粮移派公田，以致

压其田而仍其税。（发贵）公以‘办公不公、摊派不平’讼于官。”7这段记载

说明，不仅李氏的屯田是“依堤傍水”的芦洲，在它周围的洲地大多亦属屯

田，以至于“同治间，议筑堤防，掘压屯田甚多”。前揭与石栗塆石姓联宗的

                                                            
1 弘治《黄州府志》卷一《形胜》。 
2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一六，《奏使淮西回上殿箚子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明）茅瑞征：《山水论》，见乾隆《黄冈县志》卷一四《艺文志·古文上》。 
4 （明）茅瑞征：《土田论》，见乾隆《黄冈县志》卷一四《艺文志·古文上》，其所论团风、阳逻堡离三

店地区甚近，略可等量观之。 
5 参见乾隆《黄冈县志》卷三《赋役志·芦课》；光绪《黄冈县志》卷四《赋役志·杂课税》。 
6 参见彭雨新主编：《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序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5 页。 
7 黄冈《李氏宗谱》卷首一“太学生发贵公传”，光绪乙未年务本堂刊本。 



另一支石姓亦为卫军家族，其“钦赐屯田六十亩，地座黄州府上十里许，土名

浒子滩”，从地名上来看，相信同样属于湖洲之地。 

洲地围垦之初，需要一定的人力团结协力，由有组织的军队进行围垦，当

然甚是便利。然而，由于洲地税则较一般民田为轻，它常常成为民人争夺的对

象，并且因为洲地产权不易界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纠纷。至清代，随着人口

的增长，对于土地需求的加大，纠纷呈愈演愈烈之势。康熙年间的黄州知府于

成龙，曾对洲地纠纷加以整饬。据县志载： 

清查田亩一案，关系国计民生，既防欺隐，又免包赔，诚于目前筹饷

之中，为久远善后之图。煌煌天语，培养根本，积累功德，岂微识浅谋所

可几及也？成龙自奉亲丈之檄，查算黄属田亩，咸遵部颁全书起科，原无

缺额，可省行丈滋扰属民。惟为国用计，止有卫所地亩荒熟未清，江湖崩

淤，小民争讼，似应清丈认课者也。成龙准蕲卫请丈，出首芦地，报明前

来，而该卫已经查确，出具印结申报，毋容再丈。若夫淤地一项，临江铺

与洲民相争，松杨铺与屯军相争，屡恳丈立界限，又罗湖洲、李家岭首报

新淤三十五顷，成龙亲赴鸭蛋洲踏看，除久淤已种熟者，将新报之弓口亩

数，与老册对查，内有溢额者，照亩认纳芦课，此无容议。1 

自于成龙之后，为避免因“江湖崩淤”而导致“小民争讼”的局面，官府

确定了每五年一次清丈洲地的政策。然而，除少数几位有所作为的地方官据实

照办外，大多数官员只是虚应故事，做些册籍文字上的工夫而已。乾隆年间的

黄冈知县邵丰鍭发现： 

昔于清端公守黄时清丈洲地，著有定册，在洲各户咸遵此册，以守成

业。迨后陵谷变迁，崩卸靡常，按册则有其名，计地已无其所。于是刁民

猾吏从而紊乱之，有将邻洲承粮之业隐报入册者，有将公存牧场妄报升科

者，更有本系折弓虚数估报实数者，种种弊窦，不可究诘。而向所定之

册，亦秘匿不出，五年大丈，止据洲头人造册，其颠倒移易，纷如乱丝。

余莅任后，检阅故牒，为洲地讦讼者数十余案，皆数十年来旋结旋翻，目

眩神摇，几难措手。
2 

洲地的“崩卸靡常”导致官府税收体系的紊乱，使得“刁民猾吏”们能够趁

机从中渔利，由此造成了在洲地的争夺过程中弱肉强食的局面。乾隆年间，三

店地区的举水堤防逐渐修筑完善，使得大规模开发洲地成为可能，对于洲地的

争夺更是趋于激烈。石栗塆石氏与卫军石氏的联宗，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

开的。 

                                                            
1 （清）于成龙：《筹江淤地亩认粮议》，见乾隆《黄冈县志》卷一四《艺文志·古文上·议》。 
2 （清）邵丰鍭：“丈洲地记”，见乾隆《黄冈县志》卷一五《艺文志·古文中·记》。 



明初“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1由于所处地方不同，各卫所的职能

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黄州府深处内地，卫所的军事征伐任务不如沿边及沿

海地区重要，其军种便主要为屯田之军。入清以后，随着绿营兵制的建立，湖

广地区的卫所完全丧失了镇戍地方的功能，但由于湖广为京师漕粮供应的主要

省份之一，因此运军成为卫所各军种中人数最多的一种。清廷采取以屯田之

收，补给造船及运费之需，于是诸如鄂东两卫的任务便更加单一化，基本上只

是负责漕运事宜。 

如所周知，卫军因为军役负担的沉重，成为人们极力规避的对象。三店

李氏即属军籍，他们在记述卫军苦役时写道：“军户之设，始自前明，至我

朝开张，圣恩体恤周至，诚为善政。然立法过久，不无小变，造船之岁，军

户苦于供应。故充其籍者，甚至子孙不能安枕，非制度之不善，而人力之有

限也。”2对于这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身份，石氏为何还要去攀援比附，自

称卫军？甚至还在宗谱中记述道：“谷禄公始佐明成祖，历建奇勋，赐爵都

指挥。”3其重要原因，是咸丰初年南漕改由海运，漕运卫所及其屯田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卫所裁撤，屯田归并州县。4由此不

难理解，石栗塆何以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之前不久，才与作为军户的另

一支石姓联宗。 

虽然卫所在光绪年间被撤销，但由于制度的惯性，卫军在洲地的争夺中仍

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三店地区的许多土地是以湖洲之地的形式存在的，因此

对这些土地的争夺历来十分激烈。如前引三店卫军李氏族谱记载：“我族除屯

田外，有淤生地在太平湖下。渔户于湖水泛涨之时，任意网取，及水涸，据为

己有，如是者有年矣。公挺身构讼，力敌众户，县公以水陆攸分结案。”
5石栗

塆石姓与邻近的徐氏等巨族大宗相比，在洲地争夺中经常处于下风。因此，与

拥有卫军身份的其他石姓联宗，既可以扭转石姓在人数等力量对比上的劣势，

同时还可利用官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卫军占有湖洲淤地的庇护，从中获利。 

对于石栗塆石氏来说，宗族的建立主要是出于与其他石姓家族联宗的需

要。为了实现联宗，石栗塆石氏首先建立的公共场所是晏公庙，而非宗族祠

堂。这是因为，对于晏公信仰的认同，自始至终存在于石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并伴随着他们与外姓之间的争斗而日益得到强化。与之相反，谷禄公这位祖先

                                                            
1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中华书局，1974 年点校本。 
2 黄冈《李氏宗谱》卷首一“顶充军籍辩”，光绪乙末年务本堂刊本。 
3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合修宗谱序”，1988年恭谨堂刊本。 
4 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69 页。 
5 黄冈《李氏宗谱》卷首一“登仕郎长光公传”，光绪乙未年务本堂刊本。 



是找寻来的，宗族观念也是外来的输入物，还没有真正融入到本处石姓的生活

之中。 

在建庙的过程中，昌荣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虽然宗谱中没有关于他的传

记，但从碑记中可知，昌荣应当是主持晏公祭祀仪式之人。他在建庙时曾捐地

数顷，可见拥有不少的资产，而且庙周围的树木“皆荣手亲栽”。由他发起建

庙，说明当时的社区权力来自于晏公信仰，而不是祖先崇拜。 

在晏公庙建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石栗塆一直是以“贤分晏公会”的名

义参加石氏宗族的活动。据宗谱记载，在民国十七年（1928）桥头塆的派捐

活动中，“贤分晏公会另捐花地一斗七升”。1然而，正是在民国十七年

（1928），石栗塆的祠堂得以建立，有关“宗族”的话语逐渐地在本塆得到

了确立，石栗塆的这群石氏族人从此披上了“宗族”的外衣。 

在完成与其他石姓的联宗之后，本塆石姓的精英人物逐步把注意力放在了

有关宗族的建设方面。如“曾任五战区十七纵队司令部上尉参谋”和“乡长”

的石克东，就是石栗塆本支谱牒的创始人。2在此过程中，祖先得以确认，世系

得以清理，石栗塆石姓完成了向宗族的过渡。3然而，在普通民众的口头传说

中，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历史记忆，碑文与谱文的差异就是由此而来的。 

四  余论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湖广襟带江湖，泽多田少。”4本区

内包括洞庭湖、江汉湖群在内的各种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分布于江汉平原、沿

江平原等地区，由此构成一幅水乡泽国的景象。然而，明清时期频繁而至的水

患，时常导致居住于水乡的人们田产与房屋等瞬间荡然无存。在某些水乡湖

区，人们甚至以水为家，干脆居住在水上，如汉川县： 

汉川四周皆水，湖居小民以水为家，多结茭草为簰，覆以茆茨，人居

其中，谓之茭簰，随波上下，耕莳牲畜咸在其中。垌塚一带，土瘠民贫，

                                                            
1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1988年恭谨堂刊本。 
2 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黄冈县三嘉乡石氏创修支谱自序”。 
3 据《石氏宗谱》记载，在联宗之前石姓的派语为“休长仁迎，秀谷清中；单碧玉本，尚文胜簧”，联宗

之后则为：“（文武）德忠公，宗风克振；熙朝庆善，世泽连（芳长）”，从碑记后的题名中依稀可以看

出石栗塆石姓有昌、盛等字派，均与宗谱所载派语不同，可见，本塆石姓与其他石姓并非同一宗族。而此

后本塆石姓后代的取名则渐与派语相吻合，比方说主持民国十七年支祠修建的宗馥、克恩等人就是依照联

宗后所定派语取名的，由此可见，通过联宗，本塆石姓的世系得以与其他石姓相一致，本塆的世系也得到

了理清，参见武汉新洲《石氏宗谱》卷首，“派语”。 
4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二“湖广”。 



秋成即携妻子泛渔艇转徙于河之南、江之东，采菱拾蚌以给食。春时仍事

南亩，习以为常。1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很难通过祖先崇拜的纽带来建设宗族组织，因而选择

了以神明崇拜为纽带的组织形式。三店地区的世家大族，最初大多并无祠堂，

但却有各自独立的庙宇，其原因即在于此。 

通过对新洲石氏晏公庙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本区域开发的初期，人群的

组合主要表现为对某种特定神祇的崇拜。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形态，在一定程

度上维系了人群的凝聚力，满足了人们联合治水的需求。当成片的土地被开垦

出来，聚落日益稳定之后，在各种外部因素的促使下，当地人逐渐开始了宗族

建设活动。在新洲石氏的个案中，外部因素主要是为了同外姓争夺洲地，因此

出现了与其他石姓宗族联宗的需要。此外，随着当地读书人的日益增多，儒家

的礼仪文化不断得到推广，同样促使了本地宗族活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水乡湖区宗族的形成，是随着水面的围垦而逐渐形成的，它不

是本土原生的组织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从外部输入的舶来品。然而，不管是采

用神祇信仰，还是利用宗族的形式，民间社会组织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

利益，这正是乡土社会运行的内在关键因素。 

 

（原载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

537—553页。） 

 

                                                            
1 同治《汉川县志》卷六《疆域志·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