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８世纪以来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纪年、
认同与多元时间

———来自华文铭刻和公案簿的例证


刘永华

　　摘要　自１８世纪以来，荷属东印度华人采取了不同的纪年方式，

包括干支纪年、清朝年号纪年、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公元纪年、民

国纪年、佛历纪年等。这些纪年方式的交叉使用，并不单纯是为了标

注年代，而且涉及颇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宗教认同。在政治交替时

期，纪年方式曲折反映了纪年使用者的政治认同。比如晚清民国时期

孔子纪年的出现和流行，与民族主义在荷属东印度华人中间的影响和

孔教的兴起有关；而辛亥革命后清朝年号纪年的迅速消失和民国纪年

的流行，折射出此期华人对清朝政治认同的相对淡薄和对民国政权的

迅速接受。在荷属东印度地区，还盛行多种纪年同时并存的纪年方式。

这种复合纪年是华人跨国生存处境的体现，一方面与其社会经济生活

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其多元的、混杂的文化认同的一种折射。从

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看来，这种纪年制度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时间

制度的实验。

近年来，纪年问题成为史学家乃至公众关注的话题，此中缘由颇为复

杂，不过根本原因在于，纪年并不单纯是年代标注的问题，而是往往牵涉

到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重要领域，曲折地反映了当事人的主张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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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正因为如此，对纪年的研究，为探知历史时期某个人物或某一人群的

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动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①

本文对１８世纪以来荷属东印度地区华文碑铭中纪年问题的考察，其意
图正在于透过对这些碑铭的纪年方式的分析，探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华

人，面对近三个世纪不同时期的历史转折，如何曲折地表达自身的政治、

文化心迹。更进一步说，由于这些华人先后受到荷印政权、日本占领军和

独立后的印尼政府的统治，同时又生活在爪哇人、荷兰人等族群中间，他

们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本土颇为不同。因此，笔者想追问，这种

跨国的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纪年方式？这些纪年方式如何体现了他们的政

治、文化取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对深化中国纪年问题研究，理解

海外华人的跨国生存状况是有帮助的。

在开始讨论前，对本文使用的主要史料稍作交代。由傅吾康 （Ｗｏｌｆ

ｇａｎｇＦｒａｎｋｅ）主编的 《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以下简称 《汇编》）②，

是研究印尼华人的重要历史资料，全书共三卷，分四册，１９８８年至 １９９７
年由南洋学会 （Ｓｏｕｔｈ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ｅｔｙ）刊行。从１９７１年起，在德国科学基金
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资助下，傅吾康在苏尔梦 （Ｃｌａｕｄｉ

ｎｅＳａｌｍｏｎ）、萧国健等学者的帮助下，开始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和泰国搜集华文铭刻史料。他们首先前往马来西亚进行田野调查。从

１９７４年起，他们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印尼，从此年起一直到１９８７年，他们
前后在印尼各地进行了十二次田野考察，搜集到数以千计的铭刻史料，

《汇编》就是在此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书中收录的铭刻，主要包括寺庙、

义山、会馆、学校等的石刻、铜牌、钟铭、神主、墓碑、对联以及香炉、

神案、匾额等的题刻。这些铭刻的时间起于１４６９年，１８世纪以来逐渐增
多。尽管编者的搜集工作侧重２０世纪以前，但也收入了数量可观的２０世

纪铭刻，甚至包括一些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西。这个时间跨度为了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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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历史时期荷属东印度地区 （及后来的印尼）华人使用的纪年方式提供了

较为系统、连续的信息。

笔者在讨论荷据时期吧城华人的纪年问题时，还利用了近年整理出版

的 《公案簿》，以补充 《汇编》的不足。所谓公案簿，是吧城公堂在审理

华人民事纠纷和处理华人社会事务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公堂是荷据时期在

华人聚居之地设立的机构，在荷印当局的授权下处理华人社会事务，最为

学界熟知的是１７４２年在吧国 （又称吧城，巴达维亚简称，今雅加达）建

立的吧国公堂。①公堂在处理这些社会事务的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公

堂档案。现存吧城公堂档案大多保存完好，为了解公堂和华人社会提供了

第一手的材料。近年整理、出版的公案簿，是公堂档案的一部分，是公堂

处理民事纠纷的记载。公案簿起于１７８７年，止于１９６４年，记载了公堂对
民事纠纷的处理情形，每案有原告、被告、证人、审问及判决过程记载，

由华人甲必丹 （ｃａｐｔａｉｎ）、雷珍兰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等组成的民事法庭审理，

朱葛礁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ｓ，秘书、书记）负责记录并抄正存案。②从我们的角度

看，这些文书中的纪年史料及其使用语境颇值注意。

一　纪年种种

在中国历史上，纪年可上溯至有文字可考的商代。从那时起，中国古

代采用了干支、皇帝年号、五行、生肖等多种纪年及其结合方式。到了晚

清，又出现了孔子纪年、黄帝纪年等方式。民国建立后，使用民国纪年。

从１９世纪后期开始，来自西方的公元纪年也开始传入并逐渐流行。另外，
因宗教方面的影响，还有佛历、耶历 （与公元纪年同）等纪年方式。这种

种纪年方式，基本上在印尼华文碑铭中都能找到例证。

（一）干支纪年

干支纪年，应该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纪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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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所见殷商时期，就开始使用干支纪年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干支

纪年的方式相当常见。①由于干支纪年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仅靠这种纪年

方式本身，是无法断定绝对年代的。在古代，干支常常和皇帝年号一起使

用，用于标示具体年份。在汉代以降的多数情况下，在标示年份时，干支

纪年一般是作为辅助性的纪年方式，配合年号进行使用的。

在印尼华文铭刻中，干支纪年较为常见。如北苏门答腊士打密 （Ｓｔａ

ｂａｔ）华人义冢赵门杜氏墓碑，题为甲申年立 （《汇编》１：２５７）。丹戎

来华山冢方少岩墓碑，题为壬子岁立。同地陈门王氏墓碑，题为 “中历甲

寅年”立 （《汇编》１：２７２）。干支之前，有时还加上 “天运”“太岁”等

词，这种纪年方式多半出现于宗教场所。如北苏门答腊棉兰 （Ｍｅｄａｎ）福

临宫 《添造福临宫后座纪念碑序》，题为 “天运甲午年”立 （《汇编》１：

１２０）。北苏门答腊基沙兰 （又作奇沙兰，Ｋｉｓａｒａｎ）九鲤洞，应是座福建兴

化人修建的庙宇，庙内云板题为 “太岁乙未年”制，《道脉正源》匾题为

“太岁辛丑年”刻 （《汇编》１：１９６—１９７）。在干支之前，还有加 “龙飞”

一语者，甚为少见，在 《汇编》中仅一见 （《汇编》２２：７８０）。②

（二）年号纪年

自西汉中叶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以皇帝年号纪年的惯例。③在２０世纪

以前的印尼华文铭刻中，这种纪年方式最为常见。《汇编》收录的最早的

碑铭是现存于苏门答腊班达亚齐 （ＢａｎｄａＡｃｅｈ）的一口铜钟的铭文，上刻

“成化五年 （１４６９）冬月吉日造”（《汇编》１：４４），不过，据推测这口钟

来自中国，因而难以作为印尼华人纪年的证据。但是，清代以来的铭刻，

基本上出自印尼华人之手，或是由印尼华人订制，因而体现了他们的纪年

使用方式。

年号纪年主要有年号加年份和年号加干支两种方式，也有年号、年份

和干支三者同时出现的情形。试以雅加达金德院铭刻为例。据载，金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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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雅加达最大的寺院，据载建于１６６９年。院内有１９７６年重修的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神案；匾额八块，其中乾隆朝四块，分别题为乾隆甲辰 （１７５４）、

乾隆廿二年 （１７５７）、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乾隆己丑年 （１７６９）刻，

道光朝两块，分别题为道光庚寅年 （１８３０）、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年刻，
同治朝一块，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刻，光绪朝一块，光绪十八年壬辰

（１８９８）刻；聚宝炉一个，题刻为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香炉一个，题刻为

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铁钟两口，一署为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铸，一署为光绪

十六年庚寅 （１８９０／１８９１）铸；对联一副，刻于光绪甲辰 （１９０４） （《汇
编》２１：６—１９），上述纪年均使用清朝皇帝年号。

（三）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

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是晚清开始出现的两种全新的纪年方式①，这

两种纪年方式深受西方以耶稣降生时间为起始点的纪年方式的影响，其特

征在于，以某一文化英雄的降生或离世时间作为纪年的起始点，向过去和

未来延伸，形成一种相对同质的、线性的时间轴。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
这两种纪年方式先后出现后，在东南亚华人中间相当流行，尤其是孔子纪

年，由于特殊的缘故，一直到２０世纪中叶还继续被沿用。

孔子纪年一般写作 “孔子 ××××年”“至圣 ××××年”，偶有写作

“大成至圣 ××××年” “夏历 ××××年”者 （如 《汇编》２２：８３４；
２１：１６８）。黄帝纪年一般写作 “黄帝 ××××年” “黄帝纪元 ××××

年”。如北苏门答腊丹戎 来 （ＴａｎｊｕｎｇＢａｌａｉ）的华山冢，是当地的一个华

人义冢，义冢内现存 《建筑华山冢亭序》碑刻一通，题为 “孔子二千四百

六十年”立，此年为公元１９０９年 （《汇编》１：２６９—２７０）。位于北苏门答
腊古弄士多里 （ＧｕｎｕｎｇＳｉｔｏｌｉ）华人义冢的苏门林氏墓，题为 “孔子２４６４

年 （１９１３）”立 （《汇编》１：１８９）。在西苏门答腊巴东 （Ｂａｄａｎｇ）的华人

义冢内，有一欧门林氏墓，题为 “黄帝纪元４６１０” （１９１２）置 （《汇编》

１：４１１）。加里曼丹西部坤甸 （Ｐｏｎｔｉａｎａｋ）关帝庙的门联，题为 “黄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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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四七二六年戊午”刻 （《汇编》３：５１）。

（四）公元纪年

公元纪年的前身是耶稣降生纪年，这种纪年方式是由小斯基提亚

（ＳｃｙｔｈｉａＭｉｎｏｒ）的僧侣狄奥尼索斯·埃克西古斯 （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Ｅｘｉｇｕｕｓ）于公

元５２５年首次提出的，从８世纪开始逐渐流传到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等

国。①当１６世纪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东南亚海域时，这一纪年方式在欧

洲已经被广为接受。作为荷属东印尼公司治下的臣民，华人在铭刻中使用

这种纪年方式是不足为奇的。

在印尼华文铭刻中，公元纪年一般写作 “和 ××××年”， “和”即

Ｈｏｌｌａｎｄ的音译。如爪哇井里汶 （Ｃｉｒｅｂｏｎ）义祠 《新冢亭记》，题为 “和壹

仟玖佰零柒年”立 （《汇编》２１：２３２）。 “和”也有写作 “和
!

” “荷

兰”者，不过较为少见。如中爪哇三宝垅 （Ｓｅｍａｒａｎｇ）三宝洞 《卖时望安

地碑记》，题为 “和
!

壹仟捌佰柒拾玖年”立 （《汇编》２１：２１９；其他

例子参见 《汇编》１：２７０；１：５２２；３：３８３）。公元纪年有时也写作 “西

历”“主历”或 “救主降生”，如马鲁古群岛 （Ｍｏｌｕｃｃａｓ）新华人义山杨利

芳墓碑，书 “主历一九三二年七月廿五日生一九七零年正月八日安息”

（《汇编》３：３６３）。这种写法，显然与死者的宗教信仰有关。又如坤甸旧

华人义山魏顺正墓碑云：

魏氏顺正，福建同安县人，廖清霞之元配也。诞于救主降生一千

八百五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享寿六十五岁，则于一千九百二十年正月

十五日终焉。（《汇编》３：６４）

这种纪年方式应该也与死者的宗教信仰有关。民国以来，“公元”和

民国纪年的使用日益普遍，逐渐取代了其他公元纪年的表述方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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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Ｍａｋ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３１－３３
有关公元纪年传入中国的过程，参见湛晓白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

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８页。



（五）民国纪年

民国建立后，实行民国纪年。这一时期流行的民国纪年，一般采用

“民国”加年份的方式，但当时还有一种更为特殊的纪年方式，即在１９１２

年后以民国纪年的同时，还将民国纪年往前回溯，采用 “民国前 ××年”

或 “民元年 ××年”的形式，其方式与公元纪年分为公元前和公元的做法

甚为相似①，不过在印尼华文铭刻中尚未发现此种纪年的例证。

在印尼华文铭刻中，民国纪年的主要有两种方式。最常见的是 “民

国”加年份的方式。如棉兰真君庙 《泽及于民》匾，题为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立 （《汇编》１：１０５）。同时，民国加干支的方式也较为常见。上

述棉兰真君庙神桌，立面刻有 “民国丁丑年秋月置”八字 （《汇编》１：

１０５）。也有民国年份与干支并见者，如奇沙兰 《建筑华山亭碑记》，题为

“中华民国六年岁次丁巳”立 （《汇编》１：１９９）。还有 “民国”写作 “中

华”的情形，如丹戎 来紫云堂门额，题为 “中华辛未年”立 （《汇编》

１：２６５），但这种情况不多见。

（六）其他纪年方式

除上述纪年方式外，印尼华文铭刻中还出现日本天皇纪年的方式。这

种纪年方式的使用，有的是因当事人是日本人，如三宝洞有一副对联，题

为 “明治三十六年 （１９０３）正月廿二日”书，捐赠者为一位叫岛津元的日

本人 （《汇编》２１：３２３）。但在多数事例中，当事人为华人。如亚齐沙汉

（Ｓａｂａｎｇ）中华义山郭炽芳墓碑，题为 “昭和十九年” （１９４４）立 （《汇

编》１：７４）。此外，一些华人寺庙的铭刻中，还使用佛历纪年。如爪哇日

惹 （Ｙｏｇｙａｋａｒｔａ） 《重修镇灵宫碑记》，题为 “佛历二千五百二十年

（１９６３）岁次癸卯”立 （《汇编》２２：６５４—６５５）。

还有一种纪年，也必须提上一笔。１８世纪７０年代，来自广东嘉应州

的罗芳伯 （１７３８—１７９５）等，在西婆罗洲开矿，后在此成立了独立政体，

年号 “兰芳”。一般认为，兰芳纪年开始于 １７７７年，结束于 １８４５年。兰

芳七十年，亦即公元 １８４６年，刘鼎接任甲太后，改元 “乾兴”，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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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４年兰芳公司被解散。①兰芳纪年在当时的罗氏政体内是否普遍使用，由

于兰芳公司档案已毁，无从判断。不过最后一任甲太刘阿生 （１８４８—１８７６

年、１８８０—１８８４年在任）之女婿叶湘云 （一作叶祥云）所撰 《兰芳公司

历代年册》，没有使用兰芳纪年，而是采取公元纪年 （表述为 “和 ××

年”）和中国干支纪年 （表述为 “唐 ××年”）并用的方式，可知即使在

兰芳公司的核心成员中，兰芳纪年也未必曾被普遍使用。②

总之，跟同时期中国本土相比，印尼华人使用的纪年方式较为多元，

举凡１８世纪以来东亚地区流行的各种纪年方式，从具有悠久历史的干支纪

年、皇帝年号纪年，到由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传入的公元纪年，再到晚清

才出现的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大都曾在荷属东印度地区被使用，这种各

种纪年方式杂然并存的状况，在中国本土是不容易看到的，这种情形和下

文讨论的复合纪年一样，很可能是南洋 （包括荷属东印度）华人跨国生存

处境的一种体现。同时，若干纪年方式明显的缺席也值得注意，最明显的

缺席是伊斯兰纪年法，这种缺席一方面是中华文化在南洋传承繁衍的结

果，另一方面也应与伊斯兰教对华人纪年影响不大有关。③

二　纪年方式与政治／文化认同

上述诸种纪年方式，有的贯穿于清代以来三百多年，如干支纪年、佛

历纪年，公元纪年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此类；更多则是与某一时代相关

联，如皇帝年号纪年、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天皇纪年等方

式。相比于前一种，后一种纪年方式与政权更替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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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 （香港）中国学社 １９６１年版，第３９—５８
页。民国林凤超 《坤甸历史》在叙述兰芳公司一百多年历史时，均使用兰芳纪年，这可能是林氏

所定的纪年法，旨在突出罗芳伯之重要地位 （他还使用了黄帝纪年），并非兰芳公司通行的做法，

参见罗香林 《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第１４９—１５８页。
《兰芳公司历代年册》纪事终于１８５６年，应成书于兰芳公司被解散之前。此册籍收入高延

（ＪＪＭｄｅＧｒｏｏｔ）《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６年版，第
８—２６页；亦收录于罗香林 《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第１３７—１４６页。

当然，荷属东印度地区的华人穆斯林使用何种纪年是需要日后加以讨论的问题，他们是否

使用回历、何时开始使用回历，都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从 《马来纪年》 （大约成书于１６世纪前
期）看，马来文献在叙事过程中利用了回历纪年，但并未进行系统使用。参见许云樵译注 《马来

纪年》，增订本，（新加坡）青年书局１９６６年版。



此，透过对这种纪年方式的分析，或许有可能窥见相关当事人的政治认

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干支、公元等纪年方式不被用于表达政治认同，事

实上，在奉行皇帝年号的时代，这些纪年方式有时可能被某些政治异议群

体用以拉开与当政者之间的距离。①不过由于绝大多数铭刻都具有公众性、

公开性，跟其他媒介相比，要利用这种媒介来表达小群体的政治异议，或

许会面临更多困难。本节对纪年方式与政权更替关系的分析，侧重考察四

个历史转折时期：晚清、民国初年、日据时期和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②

（一）晚清的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

一般认为，孔子纪年产生于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该年十一月，康

有为在上海创办 《强学报》，创刊号印 “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史上使用孔子纪年的

“最初”事例。③笔者在整理 《汇编》收录的孔子纪年史料的过程中，发现

三例早于光绪二十一年的事例，这三个事例可分为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

见于东爪哇泗水 （Ｓｕｒａｂａｙａ）文昌祠的碑刻，第二个系列见于东爪哇岩望

（Ｐａｓｕｒｕａｎ，又名 Ｇｅｍｂａｎｇ）郭氏墓地墓碑，而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泗水文昌祠 （后改名为文庙）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颇有名气的一座

庙宇。这座庙宇建于１８８４年。１８９９年，改名为文庙。１９０３年，康有为游

历泗水，在此地逗留期间，可能参观过这座庙宇。１９０６年，文庙扩建，竣

工后，当地华人举行了盛大的礼拜仪式，此事传到北京后，光绪御书 《声

教南暨》匾赐予此庙。次年，陈宝箴参观此庙，并写对联一副 （《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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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干支纪年就经常被用于曲折地表达当事人对新朝的政治异议，参见刘永华 《时间

与主义》，第７０页。天运加干支的纪年方式，在秘密会社、海盗中间是常见的，也为晚清革命者
所使用，后者还使用公元纪年。参见李子峰 《海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１、５７页；
穆黛安 《华南海盗 （１７９０—１８１０）》，刘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０页；陈旭麓
《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在现存印尼华文铭刻中，几乎没有清初的铭刻。这一时期国内的反清组织和海外的异议群

体都拒绝接受清朝年号，他们使用其他类型的年号。如生活在黎朝统治下的明乡人，一般认为是

明遗民的后裔，他们使用的是黎朝的年号。参见苏尔梦 《碑铭所见南海诸岛之明代遗民》，李庆新

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１—１５８页。又考 《承天明乡

社陈氏正谱》记历代先祖生卒年，生年一般清朝纪年和越南纪年并用，卒年多仅用越南纪年，参

见陈荆和 《承天明乡社陈氏正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１９６４年版。
村田雄二郎：《康有为と孔子纪年》，第５１６页。



２２：６８２）。庙内现存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乐捐碑的纪年，除使用光绪纪年
外，还使用孔子纪年 （“大成至圣仟肆佰三拾四年”）。同样，另一通光

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乐捐碑的纪年，题为 “大成至圣贰仟四佰叁拾柒年”立

（《汇编》２２：６８６，６９１）。如何理解这种纪年方式的出现及其与康有为提
倡孔子纪年的关系呢？

法国学者苏尔梦和龙巴尔 （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认为，泗水文昌祠的孔子
纪年，是孔子纪年的最早使用事例。据他们考证，这一纪年由泗水华人周

平维所创。周平维是位土生华人，曾考取秀才。他是在三位泗水华人的帮

助下，于１８８０年代初期提出以孔子诞生年为起始点的纪年方式的。在苏尔
梦、龙巴尔看来，这是儒学在南洋传播的早期证据。有关泗水文昌祠纪年

方式与康有为的孔子纪年说之间的关系，他们仅仅说康有为的孔子纪年说

“在南洋并非是全新的”①。不过他们提到，在提出新纪年方式后，周平维

在上海印制了一万份年表 （应该包含孔子生年的推算结果），寄到中国和

爪哇各地。１８８７年，当地报纸 《泗水之星》还提到，泗水一家书局出售由

周平维编订的华文 “新历书”，历书标注的印制年份是 “大成至圣先师

２４３８年 （从孔子诞生那一年起算）和光绪戊子年 （即西历１８８８年）”，书
中还附有西历和回历的对照表。②仅仅凭这些证据，也无法断定周平维与康

有为孔子纪年说之间的关系，不过鉴于周平维提出孔子纪年比康有为早了

近十年，而且他制作的年表曾在中国各地散发，不能排除康有为曾通过某

种渠道获悉这种纪年方式的可能性。不过也应注意到，周平维的纪年方式

与康有为纪年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以孔子诞生为起始点，而后者以孔

子去世为起始点，但一年之后，康有为就改以孔子诞生为起始点。因此，

即使康有为的孔子纪年方法未必直接来源于周平维，但他可能在提出这一

方法后不久，就获悉了周平维的想法，因而对自己的纪年方法进行了及时

的修订。

苏尔梦、龙巴尔认为，周平维提出孔子纪年方式后，东南亚大多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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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梦、龙巴尔：《南洋群岛华人之儒家学说及改良主义思想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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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３页。



区的华人没有接受这种新纪年方式，主要的例外是泗水文庙和直葛 （Ｔｅ

ｇａｌ）。① １９０６年，泗水文庙扩建，此年所立的 《重建文庙兼学堂碑》同时

采用光绪纪年与孔子纪年 （《汇编》２２：６９５）。在直葛，１８９７年重修泽

海宫的乐捐木牌上，使用了 “大圣二四四八年”的纪年方式 （《汇编》

２２：５９６）。他们没有注意到，在离泗水不远的岩望，也曾在这一时期使

用孔子纪年。在当地的韩氏墓园中，现存有韩浩澜的墓地，墓碑上书 “至

圣二四四三年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 （《汇编》２２：８４４），此年为公元

１８９３年，这是康有为提出孔子纪年说之前在荷属东印度地区华文铭刻中使

用孔子纪年的第三个年代最早的例证。韩浩澜是东爪哇地区一位重要的华

人实业家，主要从事蔗糖制造业 （《汇编》２２：８４３）。值得注意的是，他

曾捐款资助泗水文昌祠的修建，他的名字因此列入１８８４年的乐捐碑 （《汇

编》２２：６８５，韩捐了拾盾）。有理由相信，虽然韩浩澜没有住在泗水，

但他与泗水华人有往来，他的墓碑纪年应该受到了泗水新纪年的影响。

康有为自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提出孔子卒年纪年方式后，很快改变

了纪年方式，从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起，在自己所撰书籍中，开始使用

以孔子诞生年份为起始点的纪年方式。戊戌维新期间，还上奏请尊孔圣为

国教，采用孔子纪年。②此后孔子纪年说遂广为人知。从印尼华文铭刻看，

１８９８年以前，除上文提及事例外，孔子纪年方式没有看到其他事例，此后

则逐渐增多。以 《汇编》所载铭刻所见孔子纪年事例为限，２０世纪头十年

使用孔子纪年的事例有６例，１９１０年代１５例，１９２０年代１５例，１９３０年

代２例，１９４０年代７例，１９５０年代１３例，１９６０年代４例，１９７０年代１例

（《汇编》１１８９，１２１７，１２７０，１４１２，１４１４，１４２３，１４２６，１４６９，

１４７０，１５３３，２１３０，２１１６８，２１２９４—２９５，２１２９６，２１２９９，

２１３０６，２１３５４，２１４０４，２１４０８，２１４１７，２１４１８，２１４１９，

２１４２９，２２４６３，２２４７０，２２４７４，２２４７９，２２４８５，２２４８６，

２２５２６，２２５２８，２２５３１，２２５３２，２２５３３，２２５３４，２２５３７，

２２６０４，２２６０７，２２６３３，２２６９５，２２７０３，２２７０４，２２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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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１９，２２７３９，２２７５１，２２７９０，２２８３４，３２８，３２９，３２２８，

３３１１，３３１４，３３１５，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３２０２，３３１６）。由于 《汇编》有

选择性地收录２０世纪铭刻，这些数据无法体现总体趋势，不过，从上述数

据还是可以看出，２０世纪孔子纪年在铭刻中确是更为常见了。同时还应看

到，跟中国本土相比，荷属东印度华人使用孔子纪年持续时间更长，１９５０

年以后仍有不少使用孔子纪年的事例 （实际数据估计更高）。这种纪年方

式的长期沿用，可能与孔教的兴起有关。印尼孔教兴起于２０世纪初，印尼

独立后逐渐发展成印尼六大宗教之一，在印尼华人中间影响很大。孔教发

布孔历，奉行孔子纪年，教中文书一律采用孔子纪年。①这种孔历对教徒肯

定有较大的约束力，从而维系了孔子纪年的沿用。

黄帝纪年是２０世纪初由晚清革命派提出的一种纪年方式。据陈旭麓考

证，１９０３年，江苏籍留日学生创办月刊的 《江苏》，从第三期起将光绪纪

年改为黄帝纪年，书作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五月廿八日”，这是

使用黄帝纪年的最早记录。同年七月，刘光汉在 《国民日日报》发表 《黄

帝纪年说》一文，申述采用黄帝纪年说的理由。此后，黄帝纪年为 《民

报》等报刊采用，不过推算方法互有歧异。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贵州响

应，所发布 《贵州军政府檄文》，末署 “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五十九

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认为黄帝纪年不甚适合，最后采用民国

纪年。②

在印尼华文铭刻中，黄帝纪年远比孔子纪年罕见，收入 《汇编》的铭

刻仅见三个使用事例。第一例来自巴东华人义冢墓碑，已见于前，其年份

估计是１９１２年。第二例来自爪哇勃物宁鹅 （Ｐｕｒｂｏｌｉｎｇｇｏ）墓地涂劳洁墓，

题为 “黄帝四千六百一拾年壬子”立 （２２：５４４）。第三例来自坤甸关帝

庙门联，已见于前，题为 “黄帝纪元四七二六年戊午孟春”刻 （《汇编》

３：５１）。按：黄帝纪年４７２６年为公元２０１５年，这一年代不确，傅吾康据

干支推断应为１９１８年或１９７８年 （《汇编》３：５１），笔者认为似以前者可

能性较大，因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没有发现黄帝纪年的其他例证。上述三

例，当事人的政治倾向均无从推断，不过却足以证明黄帝纪年在印尼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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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小范围流传的情形。

（二）２０世纪民国纪年问题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取代了此前的清朝年号、黄帝纪年等纪年
方式，成为官方认定的纪年方式。在中国本土，不少遗老遗少拒绝接受民

国纪年，仍旧奉行清朝历法。①在清朝的最后几年，一批南洋华商领袖曾得

到朝廷的恩宠，不少华商捐纳了功名和头衔。②那么，他们如何应对政权的

更替？有关民国初年印尼华人的政治认同，印尼华文铭刻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 《汇编》收录的华文铭刻看，在清朝覆灭前，皇帝年号的使用非常

普遍，不采用年号纪年的事例非常少见。清朝覆亡后，清朝年号不久就被

放弃，而民国纪年很快被采用。从１９１２年起，印尼华文铭刻中继续采用清
朝年号纪年的事例极为罕见。在１９１２年后继续使用清朝年号纪年，主要出

现于１９１２年阴历春节之前，亦即从阳历１９１２年１月 １日至 ２月 １７日之

间。如苏门答腊实武牙 （又写作实武牙，Ｓｉｂｏｌｇａ）观音亭神桌，上题 “宣

统三年岁次辛亥季冬谷旦／观音亭实武呀阖坡人等答谢” （《汇编》１：
２４７）。宣统三年十二月为公元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至２月１７日，当时已进入

民国纪年时间，但农历尚是宣统三年，因此沿用了清朝年号。笔者管见所

及，在印尼华文铭刻中，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８日后未发现继续沿用清代年号的

事例。

民国纪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将焦点集中

于１９１２年将是有裨益的，因为这是民国纪年的头一年，颇能窥见印尼华人

对这种新纪年方式的态度。《汇编》收录民国元年纪年事例５例。第１例

是上文提及的棉兰真君庙 《泽及于民》匾，上题 “中华民国元年季秋”，

即制匾时间为１９１２年阴历九月。第 ２例是苏门答腊巴东士林洋 （Ｐａｄａｎｇ

Ｓｉｄｅｍｐｕａｎ）华人义山王弯娘墓碑，上题 “民国元年七月旦”（《汇编》１：

２１７）。第３例是爪哇当格郎 （Ｔａｎｇｅｒａｎｇ）黄氏墓地 （雅称为 “黄氏佳

城”）黄玉昆夫妇墓碑，上题 “中华民国元年岁次壬子梅月谷旦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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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２１：３０２），梅月为阴历四月。第４例为爪哇勿里达 （Ｂｌｉｔａｒ）公

墓周绣娘墓碑，上题 “大民国元年壬子仲夏置”，仲夏为阴历五月。最后

一例是爪哇末里汾 （Ｍａｄｉｕｎ）义山胡壬申夫妇墓碑，上题 “中华民国元年

岁次壬子吉旦”（《汇编》２２：８０５），无具体月份。这５个事例分别出现

于１９１２年４月到９月的几个不同月份，从侧面反映了民国纪年取代清朝年

号，成为重要纪年方式的最初过程。

不过也应看到，从１９１２年起，虽然民国纪年成为印尼华人的主要纪年

方式，但它并非唯一的纪年方式，因为公元纪年的使用也偶有所见。如雅

加达南靖庙 《南靖公会立牌记》在追溯南靖公会历史时，分别使用了公元

纪年 （“以前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和民国纪年 （“民国二十三年”）两种

方式，最后一行题 “西历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立 （《汇编》

２１：６２—６３）。又如苏曼答腊楠榜 （Ｌａｍｐｕｎｇ）班让 （Ｐａｎｊａｎｇ）的将军庙

《大显威灵》匾，题为 “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供奉 （《汇编》１：

５５１）。总体而言，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单纯使用公元纪年的事例，在印尼华

文铭刻中尚不多见。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控制的残余

部队退踞台湾。此后，中国大陆启用公元纪年，而台湾方面沿用民国纪

年。面对这种政治格局，印尼华人如何应对？

阅读这一时期的华文铭刻，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在１９４９年后的近二十

年时间里，民国纪年仍被频繁使用。比如，１９５０年代铭刻使用民国纪年的

事例相当多 ［《汇编》１８１（１９５２），１１１７（１９５０），１１４３（１９５０），

１２６５（１９５１），１２６６（１９５１，１９５２），１２９６（１９５４），１３３９（１９５０），

１３４７（１９５０，１９５６），１４８５（１９５８），１５３４（１９５４），１５４１（１９５０），

２１３３（１９５９），２１９９（１９５０），２１１０４（１９５０），３１１８（１９５２），

３１３５（１９５４），３１６４（１９５１），３１７６（１９５６），３２２１（１９５６），３２２９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３２４１（１９５０），３２４２（１９５１），３２４３（１９５３，２例）］。

甚至到七八十年代，还不时出现使用民国纪年的事例。如棉兰天后宫门

额，上题 “民国六七戊午年烟春吉旦”（《汇编》１：１１１）。加里曼丹东部

厘巴板 （Ｂａｌｉｋｐａｐａｎ）广德庙正灵殿门额联，题 “民国六十八年四月二

十八日吉旦”供奉 （《汇编》３：２２２，同时还标出公元年份）。笔者发现的

最晚近的民国纪年，见于坤甸新华人义山蔡中民夫妇墓碑，上题 “民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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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立 （《汇编》３：８８，也标出了公元年份）。民国纪年在１９４９年后

的长期使用，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国政府对印尼华人的政治影响，并未随

着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而停止。

当然应该注意到，１９５０年以来，公元纪年的使用日益频繁，且有逐渐

取代民国纪年之势。以西爪哇万隆 （Ｂａｎｄｕｎｇ）协天庙铭刻为例。庙内铭

刻２１种，始于１８８５年，终于１９７１年。除开３种年代无法断定的铭刻外，

清代铭刻７种，均使用清朝年号；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年铭刻８种，均使用民

国纪年；１９５０年以后的铭刻３种，均使用公元纪年 （《汇编》２１：１３１—

１４７）。又如廖内 （Ｋｉｊｏｎｇ）华人义山。 《汇编》收录此处义山墓碑１４通，

除１通没有年代外，其余均为１９５０年以后所立。最早的一通立于１９５０年，

使用民国纪年。第二通立于１９５６年，使用干支纪年。第三通至第十三通分

别立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９年间，均使用公元纪年 （《汇编》１：３４７—３５３）。

（三）日据时期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荷兰立即加

入了盟国的行列，向日本宣战。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０日，日军侵入荷属东印度

地区。３月８日，爪哇荷军投降，荷属东印度进入三年半的日据时期。在

此期间，日本占领军在新加坡发行 《昭南新闻》等报纸，使用天皇纪年

（非昭和纪年，而是下文所称天皇历书推算的纪年）。①在这一短暂时期，华

人如何面对这个新政权？

从 《汇编》收录的这一时期的铭刻看，有少数使用民国纪年的事例，

如北苏门答腊汕扳头 （Ｐｅｒｄａｇａｎｇａｎ）清山寺纪念碑，１９４２年立，使用的是

民国纪年 （《汇编》１：２４２）。当地华人义山刘学永墓碑，１９４４年立，也

使用民国纪年 （《汇编》１：２４６）。也有使用孔子纪年的事例。如中爪哇满

牛满 （Ｂａｎｙｕｍａｓ）公墓陈忠海夫妇墓碑，１９４２年立，使用的是孔子纪年加

干支纪年 （《汇编》２１：４２９）。南苏门答腊旧港 （Ｐａｌｅｍｂａｎｇ）老华人义

山林来银墓碑，１９４４年立，也使用孔子纪年加干支纪年 （《汇编》１：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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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纪年使用上的特殊之处，是日本天皇纪年的使用，笔者共发

现６例，其中１９４２年２例，１９４４年３例，１９４５年１例。第一例见于寥内

望加丽 （Ｂｅｎｇｋａｌｉｓ）华人义山谢绣枝墓碑，上题 “昭和十七年仲秋”（《汇

编》１：３３２）。第二例见于汕扳头华人义山甄门郑氏夫人墓碑，上题 “昭

和十七年九月”（《汇编》１：２４６）。第三例为上引郭炽芳墓碑，昭和十九

年二月立。第四例见于棉兰火水山 （ＰａｎｇｋａｌａｎＢｅｒｅｎｄａｎ）华人义山陈添益

墓碑，上题 “昭和十九年六月立”，１９７８年重修坟墓时，没有改变昭和纪

年 （《汇编》１：２２５）。第五例见于加里曼丹西部邦葛 （Ｐｅｍａｎｇｋａｔ）天后

宫 《洋溢恩波》匾，上题 “昭和而是年乙酉春月吉立”，捐赠人题为 “信

女陈蕙香”（《汇编》３：１２８）。最后一例见于棉兰马达山 （Ｂｒａｓｔａｇｉ）华侨

义山杨门钟氏墓碑，上题 “皇纪二千六百零四年八月”立，据编者交代，

这里使用的是日本天皇历书的推算方法，时当公元１９４４年 （《汇编》１：

１６８）。

由于缺乏当事人的背景史料，如何理解这些天皇纪年在日据时期印尼

华人中间的使用，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鉴于同期其他纪年方式也在使

用，日本军政当局似无使用天皇纪年的命令，因此在这些事例中，或可说

是当事人主动使用天皇纪年，他们背后的动机或更多出于讨好当局或表达

表面的顺从，而非出自对日本当局合法性的认同。

上述对１９世纪末以来荷属东印度地区／印尼华人纪年使用事例的讨论

表明，尽管我们无法说，在所有事例中，这一地区的华人都使用纪年表达

自身的政治／文化认同，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纪年的使用只是传统再生产的

一种表现，但在政治变动剧烈的时期，尤其是政权更替时期，他们的确常

常使用纪年曲折地表达自身的政治／文化认同。

孔子纪年的提出，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例。这种纪年可视为对基督教纪

年方式的一种反映，其目的可能主要不在于拉开与满清当局的距离 （事实

上，这种纪年常常和清朝年号一同使用），而是在于表达一种文化诉求。

这种纪年方式在２０世纪的长期使用，一方面也许跟孔教的兴起有关，另一

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这种纪年为华人表达自身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便捷的

方式。相比之下，黄帝纪年在荷属东印度华人中间影响不大，而且几乎是

昙花一现。尽管黄帝纪年的提出，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但可

能２０世纪初的印尼华人认为，孔子这个历史人物更适于充当表达自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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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核心符号。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朝年号的迅速消失，从侧面体现了印尼华人对清朝

这个异族建立的朝廷的政治认同是相对脆弱的。民国纪年被迅速接受，只

是同一问题的另一面。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墓碑中，使用了 “皇

汉”一类的表述 （《汇编》１：１８９，１９１），从侧面体现了他们之所以认同

于民国政权，具有较强的族群方面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国纪年并未

随着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而迅速消失，甚至到了七八十年代，还

有若干民国纪年使用的事例，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

应仍在于对台湾方面政治理念的认同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

至于日据时期的天皇纪年，虽可能出于华人的主动，但应该说是当时

特殊政治情势下做出的一种讨巧举动，未必出于对日本当局的政治认同。

三　多元时间

与中国本土的纪年相比，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纪年实践还有一个显而易

见的特点。在中国本土的文本中，一般使用一种纪年方式 （当然，年号加

干支的纪年方式是很常见的，但干支在通常情况下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纪年

方式）。但在印尼华文铭刻中，多种纪年同时使用的情形相当普遍。为行

文方便，笔者姑将同时使用多种纪年的方式称为复合纪年。

复合纪年最常见的方式，是同时使用两种纪年，其中一种是中国的纪

年方式，另一种是来自西方的纪年方式。中国的纪年包括年号纪年、孔子

纪年、民国纪年等方式，西方的纪年表述为和、和
!

、公元、西历等。使

用年号的事例，如雅加达养济院 《新建养济院列福户捐金姓氏碑》，碑末

署 “嘉庆四年岁次己未九月十四日公置，和壹千柒百九十九年拾月十二

日”（《汇编》２１：５６）。使用孔子纪年的事例，如加里曼丹南部Ｐａｌａｉｈａｒｉ

华人义山 ＮｊｏＫｉａｕｗＮｉｏ英文墓碑，碑上以阿拉伯数字书 “７—６—２４７２”和

“１０—６—１９２１”（《汇编》３：２００），前者为孔子纪年，后者是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的事例，如上文所引坤甸魏顺正例，又如加里曼丹东部 厘八板

（Ｂａｌｉｋｐａｐａｎ）广德庙金山号敬奉的门额对联，上联侧书 “公元一九七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下联侧书 “民国六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吉日”（《汇编》

３：２２２）。当然，也存在其他两种纪年的复合纪年方式，如雅加达福莆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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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义祠 《法生群化》匾，匾末署 “公元一九七八”和 “佛历二五二二”

（《汇编》２１：１０７），这是佛历与公元纪年的组合事例。又如中爪哇北加

浪 （Ｐｅｋａｌｏｎｇａｎ）华人墓地黄顺卿夫妇墓碑，上题 “孔圣二四七八年民国

拾陆年春叁月初伍吉旦”（《汇编》２２：５２６），这是孔子纪年与民国纪年

的组合事例。

除了两种纪年组合而成的复合纪年外，还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纪年组合

的事例。如西爪哇文登 （Ｂｅｎｔｅｎｇ）文德庙 《文登华侨协同会议招募捐

碑》，碑首书阿拉伯数字１９１１，碑末署 “孔子仟四百陆拾二年大清宣统

三年岁次辛亥”（《汇编》２１：２９４—２９５），这是孔子纪年、清朝年号和

公元纪年三种方式组合的事例。又如北加浪华人墓地曾德金墓碑，上题

“至圣二四七年民国八年和一九一九岁次己未季春置” （《汇编》２２：

５３３），这是孔子纪年、民国年号、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四种方式组合的事

例。从 《汇编》收录铭刻看，这种由三种或三种以上纪年组合而成的复合

纪年不多见。

这些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纪年组合而成的纪年方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

显示了荷属东印度华人纪年的复杂性，也从侧面体现了这一地区华人政治／

文化认同的复杂性。这意味着，由于自身生存处境的关系，他们常常必须

处理两种乃至两种以上的认同。不少华人可能也同时拥有两种甚至两种以

上的认同：比如，在政治上认同于荷印当局，而在文化上认同于中华文

化；或者，他们同时在文化上认同于荷兰和中国。这样一种混杂的认同，

是其跨国生存处境的一个折射。

除了表达多元的政治／文化认同外，复合纪年还可能与荷属东印度地区

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上述由一中一西两种纪年组合而成的纪年方

式，在吧城华人公堂发现的铭刻中最为常见，下面试论述这些铭刻。《汇

编》收录了吧国公堂铭刻７种，最早的刻于１７９１年，最晚的刻于１９１８年。

第一通碑记署干支纪年，但碑文中同时使用公元纪年 （和）和清朝年号

（详下）。第二通为 《吧公堂记》，末署 “咸丰十一年和一千八百六十一

年”（《汇编》２１：１１７—１１８）。第三通无题，末署 “和一八六九己巳季

夏之月”，碑文无其他纪年方式 （《汇编》２１：１１９）。第四通亦无题，碑

末署：“大清光绪拾玖年岁次癸巳　月　日荷兰壹仟捌佰玖拾叁年　月　

日吧国公堂李子凤成九立” （《汇编》２１：１２０）。第五通亦无题，末署

·９６１·

１８世纪以来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纪年、认同与多元时间



“大中华民国柒年岁次戊午和兰国壹仟玖佰壹捌年 月　日吧国公堂许金安

允恭立” （《汇编》２１：１２１—１２２）。另外两条铭刻是牌匾，未有纪年，

此处不予讨论。

第一通碑记所刻为吧国历代甲必丹姓氏年表总录，作者为甲必丹黄
"

，

碑末未署年份，但年表前署辛亥年书，据碑文内容推算，编者推断为１７９１

年撰。碑文前半部分为记，叙述吧城甲必丹之来历及年表制作缘由，并提

及吧城历史。碑文开篇即云： “巴之有甲必丹者，自和壹仟六百二十年，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然后讲到苏鸣岗担任首任华人甲必丹事。在叙述

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动乱 （即 “红溪惨案”）后，作者谈道 “壬戌 （１７４２）

之春”，“大王”（荷印总督）伴欣木 （ｖａｎＩｍｈｏｆｆ）任命林维翰为甲必丹，

并设立公堂议事。最后，作者谈道 “和壹仟七百九十一年，乾隆五十六年

九月十四日”，作者黄
"

担任此职。年表最后一条为陈永元的履历：“陈甲

妈腰永元舍，号一誉，字赖卿，升雷珍兰和一八二七，升甲 （即甲必丹）

和一八二九，升玛腰 （ｆｉｒｓｔｍａｊｏｒ）一八三九，和一八六五钦赐原职解

组……”（《汇编》２１：１１５—１１６）。年表最晚年份为１８６５年，比１７９１年

晚了７０多年，应该是后来添加的。１８５９年公堂碑记末尾，也附载陈 哲

的履历： “陈玛腰 哲甲讳兆丹，字文明，号勖睿，和一八四五钦赐雷

（即雷珍兰———引者），一八四九年升任事，一八六一年升甲，一八六九年

升玛腰”（《汇编》２１：１１９）。

从逻辑推断，在追述公堂历史时使用公元纪年，是因为公堂是在荷印

当局的授权下建立的；在履历中使用公元纪年，是由于这些华人领袖担任

的玛腰、甲必丹、雷珍兰等职务，是由荷印当局任命的，相关的任命书本

身使用的应该就是公元纪年。很自然，这种授权过程的存在，或可视为公

堂碑记出现公元纪年的直接原因。而中国方面的皇帝年号、民国纪年等纪

年方式的存续，一方面是出于表述政治／文化认同所需，另一方面则可能是

因为公堂以处理华人社会事务为主要职责，这些碑记的目标读者群也是华

人，因而需要沿用与中国有联系的纪年方式，以表达这一政治／文化面向。

我们在吧城公堂碑记所见的中西复合纪年，在公堂处理华人社会事务

的档案文书中也可以看到。公案簿在记录每次审理过程之前，首先会交代

审理日期、星期，然后列出参与审理的华人领袖。以现存公案簿第一案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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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丁未九月廿一日，和 １７８７年 １０月 ３１日，拜三。王甲、上

踚，不到。唐甲当事。①

乾隆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拜三为星期三。② 当天雷珍兰王珠生到糖

厂办事，未能前来公堂处理事务，具体负责审理的是雷珍兰唐编舍。不

过，从现存公案簿看，从１８２４年起③，每次审理不再使用中方纪年，这是

否意味着公元纪年的使用，在吧城华人中间已相当普遍，尚待来日考证。

公案簿中对复合纪年的使用，不限于每案审理日期，在审理记录中，

也会出现复合纪年的情形，如１７９０年３月１７日，公堂审理了一个债务纠

纷案件。一位名叫黄达的人，欠王珠娘园租，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王珠

娘将黄达送上法院，黄达称仅欠王珠娘五个月的租金，公堂查阅了黄达的

账簿，并将其中相关内容摘抄如下：

同堂查阅黄达帐簿。据其帐簿登记，癸卯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

初四日，即和年 （荷兰）１７８３年９月２３日起，税雅女丁拱、王珠娘

大厝前庭起盖厝贰落，每年议税钱六十文，至己酉 （乾隆五十四年）

二月三十日，即和 （荷兰）１７８９年３月２６日止，共五年零五个月廿

六日，该税钱叁百贰拾玖文壹钹贰方。

又乙巳 （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五日，即和 （荷兰）１７８５年 ４月

２３日，税护厝四间起，至己酉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即和

（荷兰）１７８９年３月２６日止，共叁年乙十乙个月零三日，每月税钱乙

文乙钹，共钱伍拾捌文叁钹叁方。

二共该税钱叁百八十八文零五方，自甲辰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

月十三日还钱起，即和 （荷兰）１７８４年１２月２４日起，至己酉九月初

三日即和 （荷兰）１７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止，共还钱壹百玖拾壹文叁钹。

对除外，尚欠税钱壹百玖拾陆文壹钹五方。与其口词坐欠不符。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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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公案簿》第一辑，第１页。
公堂对华人事务的处理，１８世纪一般在星期三举行，１９世纪改为星期五。星期制度在印

尼华人中间的使用，是在纪年问题之外，值得进行讨论的另一个与时间有关的课题。

１７９１年２月１日之后，１８２４年６月２５日之前的公案簿没有保存下来。



条项月日反复交错，况又缝中增条，及末后数条，一时之笔，俱不足

为凭。

以上诸项，经已抄过和兰 （荷兰）字，复禀实奎炳知情。①

细读此案记录，黄达账簿使用的应该是干支纪年，朱葛礁在记录案情

时，将这种纪年方式转录入公案簿，同时注明对应的清朝年号、公元纪年

时间。可以想见，在当时华人的私人文书 （如账簿）中，使用干支纪年或

清朝年号，以阴历为日历的做法是很常见的，毕竟，华人对民间社会经济

事务的处理，是以阴历为基本时间框架。② 不过，朱葛礁在录入干支年份

后，添入对应的清朝年号，并将之转换为公元纪年，这一做法背后的具体

原因，应是为了与荷兰时间制度对接。有关此案来由，标题作了清晰交

代：“实奎炳列上台委查黄达帐簿与王珠娘交结钱项”，实奎炳，即荷兰文

ｓｃｈｅｐｅｎ之音译，吧城市政府评政院委员，掌管司法，可见这是吧城市政府

委托审理的一个案子，直接负责此案的是市政府的实奎炳，但因事涉华人

文书内容的辨识，就委托给了公堂。吧城公堂主要负责审查黄达的账簿，

辨别账簿记录的真伪，然后将结论上报实奎炳，因此，此案末尾交代：

“经已抄过和兰字，复禀实奎炳知情”，换句话说，公堂方面在记录审理过

程和结果后，还将相关审理结果译为荷兰文，以便市政府采用，同时，公

堂还向实奎炳禀告具体情况。很明显，在公案簿中使用公元纪年，在实际

运作过程中，为与荷兰时间制度进行对接提供了便利。

若是公案簿抄录的文件来自荷印政府，或是涉案华人从事与政府有关

的承包业务等，很自然也会使用公元纪年。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４日，公堂审核

了林光琼申请补雷珍兰缺一案，以下是相关记录：

挨实 于和 （荷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奕字１３号寄公堂：“林光

琼 《口词》一纸，祈酌量，具词详复，原字寄回。”

林光琼年四十六岁，行医卖药，诚惶诚恐入字挨实觡，恳将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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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公案簿》第一辑，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１８３３年９月２０日公堂审理的蔡奎炳欠李亚生一案中，公堂 “勘奎炳之账，自庚三月初八

日起，至十月廿七日止……又自庚十一月初一日起，至癸二月十四日至……” （聂德宁、侯真平、

包乐史、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９页），可作一佐证。



转奏王上加恩举录事，详明于下：“……二、１６年任理默事，并无过

失，且和 （荷兰）１８４０年曾
!

［口卅］钫；……”①

挨实 ，荷兰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驻扎官，为荷属东印度省级最高行政长官。
王上，荷属东印度总督。默事，荷兰文 ｗｉｊｋｍｅｅｓｔｅｒ的简略音译，街区负责

人。
#

，荷兰文 ｐａｃｈｔ的音译，指承包某种商品或行当的税收。 ［口卅］

钫，营业税。１８５０年，吧城一位雷珍兰退休，林光琼向挨实 申请补缺，

挨实 将其申请书寄到公堂，请公堂提出建议，上文第一段即挨实 寄来

的信，因来自荷印政府，日期用公元纪年。第二段罗列了林光琼的履历，

其中提到他曾承包营业税，因这份履历是需回复给政府的，且承包行为与

政府有关，因而也使用了公元纪年。

由于中西日期之间进行换算的日常需要，荷属东印度华人应该很早就

产生了对中西对照的通书的需求，上文提到泗水周平维订制的新历书，是

一种集清朝历书、孔子年号、西方历书和回历为一体的历书，可惜年代较

晚。在此之前荷属东印度华人使用何种历书？它们如何换算中西时间？这

些问题留待他日再考。

综合印尼华文铭刻和吧城公案簿的信息，１８世纪以来华人复合纪年的

使用，是与他们的跨国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从认同的层面看，复合纪年

的使用，从侧面体现了华人的多元、混杂的政治／文化认同。从日常生活的

层面看，复合纪年的使用，与华人需要经常与荷印政府打交道，需要适应

后者的时间制度有关。其结果是，跟民国政府推广阳历之前的中国本土不

同②，印尼华人可能早在１７世纪开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或两种以上 （如

果算上伊斯兰教）的时间制度，从而置身于二元或多元时间之中。

结　论

通过讨论１８世纪以来荷属东印度地区华文铭刻和吧城公案簿中的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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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聂德宁、侯真平、吴凤斌、包乐史：《公案簿》第七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１７页。

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２２２—２４７页；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第２９—９９页。



方式，我们发现，荷属东印度华人曾使用过诸多不同的纪年方式，同时，

他们还常常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纪年组合而成的复合纪年，多种纪年并存

和复合纪年的广泛使用，从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复杂性，也体现了

他们生存处境的复杂性，荷属东印度华人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纪年实践，

为我们理解纪年、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信息，也为解

读这些信息提出了难以处理的课题。

这些纪年方式是在不同时期进入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它们在这一

地区华人社会中的使用，曲折地体现了这些华人的政治／文化认同。清朝覆

亡后清朝年号的迅速消失，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华人对这个朝廷没有

太深的政治认同，而民国纪年的迅速被采用，体现了他们对这个政权的迅

速接受。１９４９年后数十年时间里民国纪年的继续使用，折射出部分印尼华

人对这个政权的相对强烈的认同和长时间内对中国大陆政权的疏离。日据

时期天皇纪年的使用，可能间接体现了这一短暂的特殊时期某些印尼华人

对日本军政当局的表面顺从。孔子纪年的提出及较为广泛、长久的使用，

固然与中国本土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孔教在印尼的兴起和发展有关，但作为

孔子纪年最早的倡导地，荷属东印度和日后的印度尼西亚本身的文化语

境，肯定为当地华人的族群想象提供了基本脉络。同是族群符号，黄帝在

中国本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而在荷属东印度，由于孔子纪年的竞

争，黄帝纪年使用者寥寥无几，作为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黄帝纪年始终

无法与孔子纪年相抗衡。这是印尼华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表征吗？

多种纪年方式并存和复合纪年的广泛使用，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认同理

论提出了挑战。面对这种事实，我们很难设想单一的、排他性的认同，也

很难设想线性的认同变动趋势。这种多元、混杂的文化存在形态，似乎难

以简单纳入从 “叶落归根”到 “落地生根”的经典模式①，因为在 “落地

生根”的同时，祖籍地的文化认同 （包括本文讨论的纪年方式）并未被完

全放弃。这种多元时间折射出的多元认同，与 文化的特性有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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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经典模式是由王赓武提出的，但应指出的是，王赓武本人并未将这种模式绝对化，他

同时还意识到其他可能性。参见王赓武 《移民及其敌人》，《中国移民形态的若干历史分析》，收入

王赓武 《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３—２６２、２６３—２７５页。



处，① 但两者之间有何关系，仍有待于日后的讨论。

最后，复合纪年实践本身，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在最近的历史编纂学

中，一些史学家已着手进行复合纪年的实验，娜塔莉·戴维斯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ＺＤａｖｉｓ）在 《骗子游历记》中，就试图以基督教纪年 （即公元纪年）加

上伊斯兰教纪年的方式，捕捉１６世纪一位人物游走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

教世界之间的历史经历。② 尽管本文讨论的荷属东印度华人并非历史学者，

也没有从事历史撰述的工作，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然进行了诸多复合

纪年的实践，这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时间制度的实验。事实上，随着

近代早期以来全球化的逐渐展开，不同区域之间的交往日益频密，越来越

多的人被卷入多元时间的处境之中，他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处境，如何建立

与此相应的时间制度，我认为是史学家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对这一制度

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而且对建构一种多元

的、开放式的时间制度也是不无裨益的。

（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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