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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时期广东宗族祭费问题与尝田佃耕纠纷〔∗〕

———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ꎬ 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清乾嘉时期广东宗族较为普遍ꎬ祭祖与祭田较为兴盛ꎮ 宗族祭祖费用多出于尝田或宗族公产形

成的尝银、尝谷ꎬ管理形式多为诸房轮流办祭ꎮ 宗族还通过设立族内银会集资ꎬ征收木主进祠费用ꎮ 公共祭费一

般不外借ꎬ祭费如借族人ꎬ也一定要追还ꎮ 尝田普遍采取租佃制ꎬ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承佃关系由乾隆时的异姓为

主变成为嘉庆时的族内为主ꎮ 佃耕的纠纷或出自承耕者欠租与催讨人的矛盾ꎬ轮耕者的矛盾常发生在诸房之

间ꎬ有轮耕权力之争ꎬ争佃尝田与夺耕也有ꎮ 族长管理事务较多ꎬ祖祠比较普遍ꎬ普通农民宗族也会拥有祖祠ꎮ
较为贫困的族人筹措祭费的压力较大ꎬ佃耕不易ꎬ由此引发的纠纷颇多ꎬ族内矛盾增加ꎮ

〔关键词〕族田ꎻ祭祖ꎻ祖祠ꎻ族长ꎻ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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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的广东宗族兴盛ꎬ宗族祠堂、族田

较为普遍ꎮ 中国古代秋冬祭祖谓之蒸尝ꎬ为祭祖

而设的土地祭田亦称蒸尝田ꎬ或简称尝田ꎮ 反映

清代社会民间诉讼案件的刑科题本ꎬ记载了大量

社会经济状况的信息ꎬ其中也有关于宗族方面的

内容ꎮ 特别是有关广东的刑科题本ꎬ涉及祭祖经

费筹措以及尝田佃耕引起的纠纷较多ꎮ 笔者利

用乾隆、嘉庆时期刑科题本ꎬ就此问题作一讨论ꎮ

一、祭费筹措、管理与借欠纠纷

祭祖是宗族最重要的事情ꎬ祭祖费用一般依

靠宗族的祭田ꎮ 在惠州府归善县张振燕等出租

尝田兼收实物、货币地租案例中ꎬ张氏一族五房ꎬ
有尝田五石ꎬ“一向批与陈天骏耕种ꎬ每年输租谷

一十五石ꎬ租银四两八钱ꎬ五房轮收办祭ꎮ” 〔１〕 南

雄直隶州保昌县民邱三苟致伤缌麻服兄邱奠升

身死一案ꎬ“邱奠升向耕族内尝田二亩ꎬ递年夏冬

两季纳租谷一石ꎬ按房轮收为祭祖费用ꎮ” 〔２〕对于

公共尝田ꎬ诸房“轮收办祭”是通常的管理形式ꎮ
官府维护尝田的佃耕ꎬ在邱姓这起案件的处理

中ꎬ官府要求“该族尝田饬令另行召耕ꎬ照旧纳

租ꎬ毋许拖欠ꎬ以杜衅端”ꎮ〔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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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田往往来源于祖遗ꎮ 如琼州府琼山县民

张白石等致伤张公政身死一案ꎬ张白石等“有祖

遗尝田 ６ 丘、鱼塘一口、园地一片ꎬ一向批与张公

政耕种ꎬ每年租米 １ 石 ３ 斗”ꎮ〔４〕类似的事例还有

潮州府澄海县佘姓宗族“祖遗公共田园ꎬ向批族

人佘严仲耕种ꎬ收过批佃银十两”ꎮ〔５〕

有的宗族直接轮流给租祭祖ꎮ 潮州府揭阳

县民人吴阿齐致伤吴李氏身死一案ꎬ据吴阿津

供:
死的吴李氏是小的妻子ꎬ那吴阿齐、吴阿

狗、吴阿观与小的同姓不宗ꎬ吴阿齐们向小的

租赁厅地一间ꎬ起屋安放祖宗神位ꎬ议定每年

纳谷五斗ꎬ三房轮流给租ꎮ 嘉庆三年分租谷

轮值吴阿狗完纳ꎬ屡讨未还ꎮ 本年正月十五

日ꎬ小的见吴阿狗、吴阿齐、吴阿观同在厅内

祭祖ꎬ复往向吴阿狗索讨前欠ꎮ 吴阿狗说欠

租无几ꎬ不应灯节向讨ꎮ 小的骂他无赖ꎬ两相

争闹ꎮ〔６〕

该族租赁厅地祭祖ꎬ未置公产ꎬ直接由各房轮流

出租谷祭祖ꎬ但一开始就遇到欠租的麻烦ꎮ
各房轮流收租纳粮办祭ꎬ必须保证提供祭

费ꎬ不得欠租ꎮ 惠州府永安县民张亚石因租谷之

争殴毙黄庭扬案ꎬ据张纯钖禀称:
蚁曾祖遗有尝田并屋宇山地ꎬ房众议明

公同召佃承耕ꎬ各房轮流收租纳粮办祭ꎮ 乾

隆四十八年间ꎬ堂伯张德祥承佃耕管ꎬ每年早

晚两造ꎬ各纳租谷十石ꎬ交值年各房输粮办

祭ꎬ经张德祥之弟张兰祥代为交执ꎮ 嘉庆十

八年张德祥身故ꎬ伊子张文振接耕ꎮ 二十年

轮值蚁收租纳粮办祭ꎬ张文振应交是年租谷

二十石未交ꎬ经蚁赔垫应用ꎬ屡讨无偿ꎮ 二十

一年五月初五日ꎬ各房男妇齐赴祖祠祭祀ꎬ蚁
母黄氏因张兰祥系张文振胞叔ꎬ又经代为书

约ꎬ欲其督令张文振将租谷交清ꎮ 张兰祥斥

说时值祭祖不应提及租欠ꎮ 蚁母不依回詈ꎬ
经房众劝散ꎮ 初八日ꎬ母舅黄庭扬、黄庭升来

家探望ꎬ母亲告知前事ꎬ心怀不甘ꎬ邀同前赴

张兰祥家理论ꎮ 黄庭扬被张兰祥之子张亚石

用挑刀致伤左腿、右手腕、左肋、右乳ꎬ移时身

死ꎮ〔７〕

是为值年收租纳粮办祭未交当年租谷ꎬ虽经他人

“赔垫”进行祭祖ꎬ但还是引发了纠纷ꎮ
宗族还有其他筹措祭费的办法ꎬ如通过设立

族内银会集资ꎮ 广州府番禺县凌勉思致伤凌叶

廷身死一案ꎬ反映出该族通过银会筹措祭费的运

作过程ꎬ该案的背景是这样的:
据凌斌汉供:小的凌姓宗子ꎬ今年四十九

岁ꎮ 因小的族内故祖凌东圃没有祭产ꎬ乾隆

二十六年间ꎬ族众商议ꎬ令族内子孙做银会一

个ꎬ议定一年两会ꎬ每会每分各供银一两六

钱ꎬ至期集祠拈阄ꎬ拈得会银的把自己田亩写

与族众作按ꎬ遇有拖欠ꎬ将田批佃收租供会ꎮ
二十七年ꎬ凌洽宠拈收第二会ꎬ将土名水口桥

田二亩六分写与族众为按ꎮ 三十五年ꎬ凌洽

宠将那田卖与他弟凌润宠为业ꎬ族众曾向凌

润宠说明ꎬ凌洽宠尚欠会银十一分未供ꎬ凌润

宠应承代为供清ꎬ把田批与凌勉思耕种ꎮ 三

十六年会期ꎬ凌润宠止代供一会ꎬ余俱拖欠未

交ꎮ 本年三月内ꎬ小的邀集族众ꎬ说明将此田

批与凌叶廷耕种ꎬ取租供会ꎬ那时凌润宠兄弟

外出ꎬ小的没有与他们说明ꎬ凌勉思就把凌叶

廷的禾苗拔毁ꎬ另自栽种ꎮ 凌叶廷投族理处ꎬ
凌勉思已将本年租银交凌润宠收用ꎬ族众公

议ꎬ仍给凌勉思耕种一年ꎬ俟下年给与凌叶廷

耕种ꎬ凌叶廷应允ꎮ〔８〕

该银会的具体办法是ꎬ“拈得会银者把自己田亩

写与族众作按ꎬ遇有拖欠ꎬ将田批佃收租供会ꎮ”
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ꎬ该银会已进行了十

年ꎬ乾隆三十六年仍在继续ꎮ 该族有祠ꎬ设有宗

子ꎬ又设银会ꎬ筹措祭费ꎮ
通过征收木主进祠费用办祭ꎬ也是筹措祭费

的办法ꎮ 如潮州府饶平县民王阿伸殴伤小功服

婶王苏氏身死一案:
缘王苏氏系王阿伸小功服叔王党正之

妻ꎬ王姓族规:凡有木主进祠捐番银三圆ꎬ交

值年办祭ꎮ 乾隆五十六年ꎬ轮应王党正值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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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五日ꎬ王阿伸故父王思远木主进祠ꎬ当
交番银二圆ꎬ尚少一圆ꎬ约俟十五日措交ꎬ逾

期未经交给ꎮ 六月初九日ꎬ王苏氏在祠屋门

首用刀刮麻ꎬ适王阿伸经过ꎬ王苏氏见而向索

前欠ꎬ王阿伸答以无银ꎮ 王苏氏詈其负赖ꎬ王
阿伸不服顶撞ꎬ王苏氏进祠将王思远木主拿

取ꎬ用刀劈碎ꎬ王阿伸顺拾木棍殴伤王苏氏偏

右ꎬ王苏氏举刀向砍ꎬ王阿伸闪侧ꎬ又用棍连

殴王苏氏王苏氏伤重ꎬ至夜殒命ꎮ〔９〕

木主进祠交银是该族筹措祭费的办法ꎮ
为了保证祭祖ꎬ公共祭费一般不外借ꎮ 嘉庆

十二年ꎬ嘉应直隶州平远县民谢庚郎因分取祖偿

余谷殴伤谢怀辉身死案ꎬ谢怀笼“有祖遗公共尝

田ꎬ给人耕种收租ꎬ历年除祭祀支销外尚存尝谷

一十六石ꎬ交谢庚郎之父谢育生并谢招郎经管ꎬ
议定留为修理祖祠费用ꎮ 本年六月初三日伊与

弟谢怀辉因贫难度ꎬ往向谢育生等分取祖尝余

谷ꎬ不允争闹”ꎮ〔１０〕 该族尝田祭祖余谷留作修理

祖祠费用ꎬ不许借给贫困族人ꎮ
祭费如借族人ꎬ也一定要追还ꎬ由此引发一

些案件ꎮ 如广州府东莞县民叶承添致伤无服族

叔叶惠广身死一案ꎬ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七日ꎬ有
叶吁谋投说:“族人监生叶荷添向族长叶得茂借

过祖尝番银四十两未还ꎮ 本月十三日ꎬ叶得茂同

伊叔叶惠广趁墟走到村外撞遇叶荷添ꎬ叶得茂向

讨前欠ꎬ叶荷添约俟迟日措还ꎬ伊叔声言公众尝

银不应拖欠日久ꎬ叶荷添不服嗔闹ꎬ伊叔被叶荷

添之弟叶承添拾石掷伤脑后ꎬ仆跌倒地ꎬ垫伤肚

腹ꎬ至十六日身死ꎮ” 〔１１〕催还族人所借祖尝番银ꎬ
导致纠纷发生ꎮ

类似的事件ꎬ还有广东温庭聪致伤缌麻服兄

温信中、温信庭先后身死一案ꎮ 据广东巡抚韩崶

疏称:
缘温庭聪与缌麻服兄温信中、温信庭各

住无嫌ꎮ 又公共祖遗尝田ꎬ多年收租钱三千

六百文为祭费ꎬ系两房轮流经管ꎮ 温庭聪之

父温锦书借用租钱五百二十文未还ꎬ本年

(案:大约是嘉庆十三年)轮值温信中管理ꎮ

该族祭扫毕ꎬ温信中等顺赴温庭聪家清算尝

租钱文ꎬ令温锦书将前借租钱交出结账ꎮ 温

锦书斥其逼讨ꎬ温信中不服争闹ꎮ〔１２〕

两房轮管祭费租钱也产生了矛盾ꎮ
银钱之外ꎬ租谷也不得借而不还ꎮ 潮州府潮

阳县民吴泳抡点放竹铳致伤无服族侄吴阿二身

死一案ꎬ据吴泳抡供:
小的族内有祖遗公共祭田ꎬ向是小的父

亲吴庭英经管ꎬ每年收的田租作为祭扫费用ꎮ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内ꎬ吴阿二叔子吴万奇叫

吴阿二向父亲借取祭田租谷五石ꎮ 后来父亲

因值祭扫需用ꎬ屡次叫小的向吴万奇索讨未

还ꎮ 闰六月十五日ꎬ父亲又叫小的往向催讨ꎬ
走到寨南角地方ꎬ适吴阿二携挑走撞遇小的ꎮ
因吴万奇前欠谷石是吴阿二经手向借ꎬ要他

代为赔还ꎮ 吴阿二不依斥骂ꎬ两相争闹ꎮ〔１３〕

这是要求借谷经手人代为赔还引发的案件ꎮ
对于不还所借尝银的族人ꎬ宗族也有惩罚措

施ꎮ 如广州府香山县民李亚占因抢夺银两将其

母尸身划伤图赖案ꎬ嘉庆十年香山县知县同时收

到该县李姓宗族内部诉讼双方的告状:
据县民李本壮、李本灿、李礼承、李举承

等禀称:李焕元于乾隆六十年间借欠四世祖

李时信祠内尝银十两ꎬ屡年未还ꎬ每年祭祖ꎬ
族众将李焕元父子名下应分祭祖胙肉查照族

亲停给ꎮ 嘉庆十年轮值蚁等管理尝银ꎬ三月

二十日族众赴山祭扫祖坟ꎬ李焕元同长子李

善本、三子李亚占到山ꎬ要令分给胙肉ꎮ 蚁等

以停胙系出众议ꎬ不能分给ꎬ争闹各散ꎮ 二十

二日ꎬ蚁等在祠内算账ꎬ李焕元父子走至理

论ꎮ 有用剩尝银六两五钱置放桌上ꎬ被李焕

元夺取ꎬ声言准抵胙肉ꎬ递交李亚占接收跑

走ꎮ 蚁等向讨ꎬ李焕元拾取瓦片自行划伤偏

左ꎬ撒赖ꎬ经保正陈学贤劝开ꎬ理合禀乞公断ꎮ
等情ꎮ 随据李焕元同伊子李善本具诉李本壮

等侵吞祠费ꎬ不给胙肉ꎮ 等由ꎮ〔１４〕

该族采取停给祭祖胙肉的办法惩罚借欠祠内尝

银未还者ꎬ被罚者则以“侵吞祠费ꎬ不给胙肉”控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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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宗族ꎮ 不过官府最终还是平衡性地处置该案:
“李焕元所夺尝银并借欠银两照追给领ꎬ其祭肉

亦饬照旧分给ꎬ以杜衅端ꎮ” 〔１５〕

公共尝银也有利息ꎬ不还利息也不可ꎮ 广州

府兴宁县民彭可忠殴死欠公钱不还之无服族叔

彭庭兰案ꎬ据彭俊柏供:
小的是彭庭兰、可忠们族人ꎮ 因小的族

内积有公共尝银ꎬ按房轮年管理ꎬ向来议定遇

有族人借用每银一两ꎬ年纳息谷一斗ꎮ 历年

都是早造后清完ꎮ 嘉庆九年间ꎬ彭庭兰借用

尝银十两ꎮ 十三年ꎬ轮值彭可忠经管ꎮ 小的

是知道的ꎮ 八月二十日ꎬ小的经过彭庭兰门

前ꎬ见彭可忠向彭庭兰催讨本年息谷ꎬ彭庭兰

求缓ꎮ 彭可忠不允争闹起来ꎬ彭庭兰举手内

拐杖向打ꎬ彭可忠拾石回掷ꎬ伤着彭庭兰偏右

仆跌倒地ꎬ石块擦伤左手腕ꎮ 小的救阻不及ꎬ
报知彭庭兰孙子彭帼仁到看ꎬ扶进屋内用药

敷治ꎬ不想彭庭兰伤重到二十四日死了ꎮ〔１６〕

这是起讨还息谷引发的案件ꎮ
不仅是尝银ꎬ族众公项银也不许有借无还ꎮ

韶州府乐昌县民罗双贱因债务纠纷致伤无服族

弟罗正坤身死案ꎬ据罗双贱供:
先年父亲在日曾借用族众公项银七钱ꎬ

没有交还ꎮ 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十日ꎬ小的

与胞兄罗蓝有、罗甲婢同罗正坤并罗正坤哥

子罗仪庭、罗遂武、族兄罗献庭、罗绳上都到

祠堂祭祖ꎮ 罗献庭向哥子罗蓝有索讨前欠ꎬ
罗蓝有没银求缓ꎮ 罗献庭不依争闹ꎮ 罗献庭

扑向殴打ꎬ罗蓝有走避ꎬ罗献庭随后追殴ꎮ 那

时小的正用刀割肉ꎬ顺拿尖刀赶往救护ꎮ〔１７〕

结果发生刀伤悲剧ꎮ 父债子还ꎬ官府要求:“罗双

贱故父借用族众银七钱ꎬ饬令犯兄罗蓝有照数备

缴给领ꎮ” 〔１８〕

其实ꎬ凡是宗族公共财产ꎬ宗族自然不许损

失ꎮ 南雄直隶州始兴县民邓二老古因公共祖产

被卖致死大功服兄案ꎬ据邓二老古供:
邓蔡二是小的共祖大功服兄ꎬ素好无嫌ꎮ

向有公共祖遗侧屋一间ꎬ与邓蔡二自置店屋

毗连ꎮ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内ꎬ邓蔡二需用地ꎬ
把他自置店屋连公共侧屋一并立契卖与黄汪

氏管业ꎬ得价番银七十三圆ꎮ 那时小的外出

佣工ꎬ店小二并未向小的告知ꎮ 十九年四月

十三日ꎬ小的外回查知前情ꎬ往寻邓蔡二理

论ꎬ走至墟外桥边ꎬ撞遇邓蔡二ꎬ小的斥其不

应擅卖公产ꎬ欲拉投族众议罚ꎮ 邓蔡二出言

分辩争闹ꎬ并拔身带小刀戳伤小的胸膛ꎬ小的

也用拳打伤邓蔡二胸膛右边ꎮ 邓蔡二用刀砍

来ꎬ小的顺拾桥边断折木棍打伤邓蔡二右肋ꎬ
邓蔡二举刀扑砍ꎬ小的闪侧ꎬ又用木棍回打ꎬ
伤着邓蔡二左后肋倒地ꎬ有邓青面经见ꎬ救阻

不及ꎬ小的就把木棍丢弃跑走ꎬ不想邓蔡二伤

重ꎬ医治不好ꎬ到十四日下午因伤身死ꎮ〔１９〕

这是擅卖公产导致的纠纷ꎮ

二、尝田的形态与佃耕纠纷

清代广东尝田的经营方式ꎬ普遍采取租佃

制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ꎬ收录

了 １１ 件乾隆时期有关广东尝田的案件ꎬ详见下

页表 １ꎮ
这 １１ 个事例在广东的分布是广州府 ４ 例ꎬ

惠州府、潮州府各 ２ 例ꎬ琼州府、南雄直隶州、嘉
应直隶州各 １ 例ꎮ 耕作方式是召佃承耕ꎬ承佃关

系除了无服族弟 １ 例、同姓不同宗 ２ 例外ꎬ８ 例都

是由外姓人佃耕ꎬ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ꎬ同姓租

种者为 ３ 例ꎬ约占三分之一ꎬ表明异姓租种族田

是基本经营方式ꎬ但同姓租种族田也占有相当高

的比例ꎮ 尝田数量以亩计算者 ７ 例ꎬ数量分别是

７５ 亩、８ 亩 ６ 分、５ 亩、４ 亩、３ 亩、２ 亩 ６ 分、２ 亩 ２
分ꎬ以 ５ 亩以下居多ꎻ以种计算者 ３ 例ꎬ数量分别

是 ５ 石、３ 石、１ 斗 ２ 升ꎻ以丘计算者 ２ 例ꎬ１ 例是

６ 丘ꎬ另 １ 例是 ２ 丘(该例又表明亩数 ３ 亩ꎬ已在

以亩计算者 ７ 例中出现)ꎮ 租税形式或记载一年

早晚两次ꎬ或只记载年租额ꎬ多数是实物租ꎬ也有

货币租ꎬ还有实物、货币租兼具ꎬ实物折钱的形

式ꎬ定额租、分成租兼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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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所见广东尝田事例表

　 　 我们继续统计«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

辑刊»«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两
书中广东尝田事例ꎬ以了解嘉庆朝广东尝田租佃

制的形态ꎬ请看表 ２:
表 ２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所见广东尝田事例表

说明:表中序号 １—４ 的资料出自«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一书ꎬ序号 ５—８ 的资料出自«清嘉庆朝刑科

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一书ꎮ

表中 ８ 个事例的分布是惠州府 ２ 例、广州府、潮
州府、南雄直隶州、嘉应直隶州、肇庆府各 １ 例ꎬ
比起表 １ 来肇庆府是新增的地区ꎮ 尝田的管理

形式表 １ 中除了 １ 例说“五房轮收办祭”外ꎬ其余

皆空缺ꎬ而表 ２ 中明确各房轮流办祭有 ４ 例ꎮ 承

佃关系有 ５ 例属于族内ꎬ未记载的 ３ 例ꎬ根据资

料内容可以推测ꎬ族内、异姓各 １ 例ꎬ即绝大多数

是族内人佃耕ꎬ这与表 １ 明显不同ꎮ 尝田数量有

记载的 ３ 例ꎬ以亩计算者 ３ 例ꎬ数量分别是 ４０ 亩

１ 例、２ 亩 ２ 例ꎮ 租税形式或记载一年早晚(夏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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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两次ꎬ或只记载年租额ꎬ实物租、货币租的事

例都有ꎮ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ꎬ收录了 ３０ 件有

关族田的案件ꎬ其中广东 １１ 例ꎬ福建 ６ 例ꎬ江西 ３
例ꎬ浙江 ３ 例ꎬ广西 ２ 例ꎬ湖南 ２ 例ꎬ安徽、云南、
贵州各 １ 例ꎮ〔２０〕广东尝田事例数量占到全国事例

的三分之一强ꎬ反映出广东的尝田设置较为普

遍ꎬ尝田的经济社会关系较为紧张ꎮ 比较表 １ 与

表 ２ꎬ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承佃关系由乾隆时的异

姓为主变成为嘉庆时的族内为主ꎬ这一变化还可

比照乾隆时期宗族“祭田由只许异姓佃种而发展

到较多地允许出服族人耕种了”ꎬ〔２１〕 两者相一

致ꎮ 笔者的推测是ꎬ随着人口增长快速与土地增

长有限的矛盾加剧ꎬ宗族承受了更大的生存压

力ꎬ日趋将租与外姓的尝田收归宗族内部佃耕ꎬ
或者在设置尝田时就采取由族内人耕种的办法ꎮ
我们看到同时期浙江族田也是同族耕种比例较

大ꎮ〔２２〕

下面具体考察佃耕纠纷的情形ꎮ
承耕者欠租与催讨人的矛盾ꎮ 南雄直隶州

保昌县民邱三苟因祭祖费用致死缌麻服兄案ꎬ嘉
庆九年七月十七日据县民邱奠荏禀称:“伊兄邱

奠升向耕族内尝田二亩ꎬ递年夏冬两季纳租谷一

石ꎬ按房轮收为祭祖费用ꎮ 本年轮值缌麻服弟邱

三苟办祭ꎬ屡向伊兄讨取夏季租谷ꎬ未经清交ꎮ
七月十六日邱三苟见伊兄经过门前ꎬ复向催讨ꎬ
致相争闹ꎮ” 〔２３〕三法司断案:“邱奠升所欠夏季租

谷ꎬ已死免征ꎮ 该族尝田饬令另行召耕ꎬ照旧纳

租ꎬ毋许拖欠ꎬ以杜衅端ꎮ” 〔２４〕 可知官府维护宗族

尝田的佃耕收入ꎬ禁止拖欠ꎮ
轮耕者的矛盾常发生在诸房之间ꎮ 惠州府

永安县民张亚石因租谷之争殴毙黄庭扬案ꎬ据张

亚石供:
小的祖父同胞兄弟五人ꎬ小的是四房ꎬ各

自居住ꎮ 因曾祖张淑才遗有尝田四十亩ꎬ房

屋二间ꎬ山场一所ꎬ经房众议明公同召佃承

耕ꎬ各房轮流收租纳粮办祭ꎮ 乾隆四十八年

间ꎬ胞伯张德祥承佃耕管ꎬ每年早晚两造ꎬ各

纳租谷十石ꎬ交轮流值年各房输粮办祭ꎮ 因

胞伯张德祥不谙书写ꎬ经小的父亲张兰祥代

为书约交执ꎮ 嘉庆十八年间张德祥身故ꎬ他

儿子张文振耕ꎮ 二十年分是轮值五房张纯钖

收租办祭ꎬ张文振应交是年早晚两造租谷二

十石ꎬ张纯钖屡讨不交ꎬ经张纯钖赔垫支用ꎮ
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ꎬ各房男妇齐赴祖祠祭

祀ꎬ张纯钖母亲黄氏说父亲是张文振胞叔ꎬ当
时又经代为书约ꎬ要父亲督令张文振把租谷

交清ꎮ 父亲斥说时值祭祖不应提及租欠ꎮ 黄

氏不依回骂ꎬ经房众劝散ꎮ 初八日ꎬ张文振在

小的家闲坐ꎬ值黄氏同他兄弟黄庭扬、黄庭升

走到ꎬ黄氏同黄庭扬提起前事ꎬ向父亲们斥责

争闹ꎮ〔２５〕

五房张纯钖收租办祭ꎬ催缴四房张文振应交租

谷ꎬ张纯钖母亲黄氏与张文振之叔发生冲突ꎮ
轮耕权力之争ꎮ 惠州府连平州民叶南顺因

债务纠纷故杀同村人叶蒂保案ꎬ叶氏族中有祖遗

尝田批与佃户耕种ꎬ六房子孙按年轮流收租ꎮ 乾

隆五十七年间ꎬ叶南顺之父叶应生借叶奇登铜钱

二十五千文ꎬ言明嗣后尝田轮值叶应生收租年

分ꎬ交叶奇登耕管收息ꎬ六年抵利ꎮ 叶应生旋即

病故ꎮ 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ꎬ叶南顺备钱二

十五千文向叶奇登归还ꎬ欲将尝田照旧轮耕ꎬ叶
奇登因尚未轮满六年ꎬ不允收回本钱ꎬ争闹而散ꎮ
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候ꎬ叶奇登子叶蒂保趁墟ꎬ遇
见叶南顺ꎬ斥骂叶奇登父子不应霸耕尝田ꎬ叶蒂

保不服ꎬ先被叶南顺用柴刀致伤左手、项颈、脑后

倒地ꎮ 因叶蒂保卧地混骂ꎬ又被叶南顺用刀连砍

身死ꎮ〔２６〕

争佃尝田ꎮ 广州府东莞县民香亚乙等殴伤

缌麻服兄香联泽身死案ꎬ香联泽族内有祖遗尝田

二亩ꎬ乾隆十八年间族众将该田批与其缌麻服叔

香月南佃耕ꎬ议明每年租银四两ꎬ约俟五年期满ꎬ
另行转批ꎮ 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早ꎬ香联泽趁墟在

祖坟撇岗经过ꎬ看见香月南同缌麻服弟香亚乙各

携铁锄在山修岐坟ꎮ 香联泽央恳香月南将佃耕

尝田分批耕种ꎬ香月南不允ꎮ 香联泽以该田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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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尝业ꎬ香月南不应独占佃耕ꎬ出言顶撞ꎬ香月南

不服ꎬ回骂争闹ꎬ香亚乙上前帮护ꎬ香联泽被香亚

乙用锄柄打伤左手腕、左腮颊、左太阳倒地ꎬ伤重

至夜身死ꎮ〔２７〕族人欲分割已佃耕尝田ꎬ佃耕原主

不允ꎬ引起纠纷ꎮ
夺耕更是不允许ꎮ 肇庆府阳春县民吴昭光

致伤吴刘氏身死一案ꎬ“吴昭光因系吴姓族内公

共尝田ꎬ斥责刘氏不应夺耕ꎮ” 〔２８〕

三、族长与祖祠

祠堂族长是宗族族权的标志ꎬ刑科题本记载

的广东宗族命案中ꎬ多会涉及到宗族祠堂ꎬ广东

一般称之为祖祠ꎬ牵涉族长的内容更多ꎮ
族长负责管理祭祖经费ꎮ 广州府东莞县民

叶承添致伤无服族叔叶惠广身死一案ꎬ据叶得茂

供:
小的是族长ꎬ一族内祖尝银两向系小的

经营ꎮ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内ꎬ族人叶荷添向

小的借过祖尝番银四十两ꎬ原约年底清还ꎬ后
过期屡讨无偿ꎮ〔２９〕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三日ꎬ叶得茂同叔叶惠广趁墟

撞遇叶荷添ꎬ叶得茂向讨前欠ꎬ叶荷添约俟迟日

措还ꎬ叶惠广声言公众尝银不应拖欠日久ꎬ叶荷

添不服嗔闹ꎬ叶惠广被叶荷添之弟叶承添拾石掷

伤脑后ꎬ至十六日身死ꎮ
尝田佃耕的管理也由族长经手ꎬ否则会出问

题ꎮ 肇庆府阳春县民吴昭光致伤吴刘氏身死一

案:
缘吴昭光与吴刘氏之子吴昭匡同姓不

宗ꎬ吴昭光堂弟吴昭芢向批吴昭匡族内土名

平山垌公共尝田耕种ꎮ 乾隆六十年秋间ꎬ吴

昭芢病故ꎬ遗有二子ꎬ年俱幼稚ꎬ吴昭芢临终

时嘱令吴昭光将田接耕ꎬ抚养其子ꎮ 吴昭匡

之母吴刘氏查知ꎬ欲将田取回耕种ꎬ未向族长

说明ꎮ 嘉庆元年三月初三日ꎬ刘氏携带镰刀ꎬ
吴昭匡带竹尖挑ꎬ一同往山割草ꎬ路过平山垌

地方ꎬ顺便赴田查看ꎮ 适吴昭光同子吴亚孙

在田工作ꎬ刘氏向吴昭光说知情由ꎬ吴昭光因

系吴姓族内公共尝田ꎬ斥责刘氏不应夺耕ꎮ
刘氏不服ꎬ致相争闹ꎮ〔３０〕

未经族长调处ꎬ族人擅自处理佃耕族田ꎬ导致纠

纷ꎮ 最终官府判定:“吴刘氏之子吴昭匡与吴昭

光同姓不宗ꎬ应同凡论ꎬ该处尝田饬令吴姓

房族另行召佃承耕ꎬ以杜衅端ꎮ” 〔３１〕

另一起族长与尝田佃耕的案例ꎬ族长家属也

卷入其中ꎮ 保昌县民黄老三致伤无服族侄黄青

鉴身死一案ꎬ据黄赞田供:
小的是黄姓族长ꎮ 黄老三是小的儿子ꎬ

已死黄青鉴是无服侄孙ꎮ 因黄青鉴有从堂哥

子黄咏坚无子ꎬ择继黄正星为嗣ꎬ后来黄咏坚

同妻谢氏先后身故ꎮ 嘉庆十一年九月内ꎬ黄

正星又因病身死ꎬ遗有土名冢桥边粮田七分

五厘ꎬ无人承管ꎮ 黄青鉴合他堂弟黄丽元两

相争耕ꎬ来投小的理处ꎮ 小的处令那田留作

黄咏坚祭产ꎬ俟另择继嗣管业ꎬ他人不得耕

种ꎮ 各散ꎮ 十月二十五日ꎬ儿子趁墟ꎬ合黄青

鉴撞遇ꎮ 黄青鉴说小的不把黄咏坚遗田处给

耕种ꎬ向儿子斥骂小的刻薄ꎮ 儿子不服ꎬ争闹

起来ꎮ 儿子被黄青鉴用拳打伤左乳、左肋ꎬ并
刀伤右手腕ꎬ儿子也拾石掷伤黄青鉴右眉、右
额角ꎬ倒地ꎮ 有族人黄永陇经见ꎬ救阻不及ꎮ
儿子回家告知情由ꎬ小的就同黄青鉴母亲黄

罗氏各赴案下ꎬ禀蒙验明伤痕ꎬ饬押保调ꎮ 不

料黄 青 鉴 伤 重ꎬ 到 十 一 月 初 八 日 因 伤 死

了ꎮ〔３２〕

族长批耕祭田ꎬ族人不服ꎬ族长之子捍卫父亲立

场ꎮ
族长也经管公山ꎮ 始兴县民人朱黄古等听

从朱苟子纠殴致伤杨冬至古身死案ꎬ“朱苟子们

村后有土名芙桐坑官山一段ꎬ向系他祖父看管ꎮ
后朱苟子们族长朱洪德把该山批与朱先养ꎬ种植

杉木四十株ꎬ议俟杉木卖银ꎬ四股归朱洪德们祖

尝ꎬ六股给朱先养收用ꎮ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间ꎬ
朱先养因贫ꎬ将名下应得杉木二十四株得价钱二

千文ꎬ卖与杨冬至古们祖父杨红才管业ꎬ并向朱

洪德们告知ꎮ” 〔３３〕 该族公山的批种、转卖都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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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族长ꎮ
族长还过问祖坟之事ꎮ 乾隆四十七年ꎬ广东

彭亚到致伤无服族叔彭亚众身死一案ꎬ族长彭荣

汉查知公共坟地盗葬之事ꎮ〔３４〕

官府断案ꎬ也参考房族长佐证并提供的资

料ꎮ 肇庆府高要县民人梁振举致伤何知新仆人

夏敬宗身死一案ꎬ梁兆熊出证ꎬ供称:“小的是族

长”ꎮ〔３５〕惠州府博罗县民游烂五致伤小功服伯游

继周身死一案ꎬ官府“饬据房族长绘具宗图呈缴ꎬ
核与厅供服制相符ꎬ 除宗图附卷外ꎬ 理合通

详”ꎮ〔３６〕肇庆府鹤山县民人吴忠魁致伤李进辉身

死一案ꎬ“经县具保邻、族长甘结附送备案ꎬ仍俟

秋审时照例查明取结ꎬ送部办理ꎮ” 〔３７〕 钦州民人

黄加美等致伤黄发潮身死一案ꎬ“经州取有保邻、
族长甘结附送”ꎮ〔３８〕 南雄直隶州保昌县民黄老三

致伤无服族侄黄青鉴身死一案ꎬ“黄咏坚遗产饬

令房族另择昭穆相当之人承继管业ꎬ无许争耕ꎬ
以杜衅端ꎮ” 〔３９〕 所谓“房族”ꎬ当是房族长及其房

族共同体ꎮ
广东的宗族祠堂多称祖祠ꎮ 清初广东著名

文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专门介绍过祖祠:
岭南之著姓右族ꎬ于广州为盛ꎮ 广之世ꎬ

于乡为盛ꎮ 其土沃而人繁ꎬ或一乡一姓ꎬ或一

乡二三姓ꎬ自唐宋以来ꎬ蝉连而居ꎬ安其土ꎬ乐
其谣俗ꎬ鲜有迁徙他邦者ꎮ 其大小宗祖祢皆

有祠ꎬ代为堂构ꎬ以壮丽相高ꎮ 每千人之族ꎬ
祠数十所ꎬ小姓单家ꎬ族人不满百者ꎬ亦有祠

数所ꎮ 其曰大宗祠者ꎬ始祖之庙也ꎮ 庶人而

有始祖之庙ꎬ追远也ꎬ收族也ꎮ 追远ꎬ孝也ꎮ
收族ꎬ仁也ꎮ 匪谮也ꎬ匪谄也ꎮ 岁冬至ꎬ举宗

行礼ꎬ主鬯者必推宗子ꎮ 或支子祭告ꎬ则其祝

文必云:裔孙某ꎬ谨因宗子某ꎬ敢昭告于某祖

某考ꎬ不敢专也ꎮ 其族长以朔望读祖训于祠ꎬ
养老尊贤ꎬ赏善罚恶之典ꎬ一出于祠ꎮ 祭田之

入有羡ꎬ则以均分ꎮ 其子姓贵富ꎬ则又为祖祢

增置祭田ꎬ名曰蒸尝ꎮ 世世相守ꎬ惟士无田不

祭ꎬ未尽然也ꎮ 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ꎬ大率

有族而无宗ꎬ宗废故宜重族ꎬ族乱故宜重祠ꎬ

有祠而子姓以为归ꎬ一家以为根本ꎮ 仁孝之

道ꎬ由之而生ꎬ吾粤其庶几近古者也ꎮ
庞弼唐尝有小宗祠之制ꎮ 旁为夹室二ꎬ

以藏祧主ꎮ 正堂为龛三ꎬ每龛又分为三ꎬ上重

为始祖ꎬ次重为继始之宗有功德而不迁者ꎬ又
次重为宗子之祭者同祀ꎮ 其四代之主ꎬ亲尽

则祧ꎮ 左一龛为崇德ꎬ凡支子隐而有德ꎬ能周

给族人ꎬ表正乡里ꎬ解讼息争者ꎻ秀才学行醇

正ꎬ出而仕ꎬ有德泽于民者ꎬ得入祀不祧ꎮ 右

一龛为报功ꎬ凡支子能大修祠堂ꎬ振兴废坠ꎬ
或广祭田义田者ꎬ得入祀不祧ꎮ 不在此者ꎬ设
主于长子之室ꎬ岁时轮祭ꎮ 岁正旦ꎬ各迎已

祧、未祧之主ꎬ序设于祠ꎬ随举所有时羞ꎬ合而

祭之ꎮ 祭毕ꎬ少拜尊者及同列ꎬ然后以朘余而

会食ꎮ 此诚简而易ꎬ淡而可久者也ꎬ吾族将举

行之ꎮ〔４０〕

由此可见广州地区聚族而居ꎬ“大小宗祖祢皆有

祠”ꎬ屈氏分别介绍了大宗祠、小宗祠的具体形

态ꎬ还涉及族长、祭田等内容ꎬ有助于我们全面了

解以祖祠为标志的广东宗族形态ꎮ 其中不仅谈

到著姓右族ꎬ还说“小姓单家ꎬ族人不满百者ꎬ亦
有祠数所”ꎮ

照此说来ꎬ刑科题本反映的广东宗族或多属

于“小姓单家”ꎬ刑科题本记载了这些宗族拥有祖

祠ꎮ 如潮州府普宁县洪氏有“祖祠”ꎬ〔４１〕 广州府

香山县李氏有“祖祠尝银”ꎬ〔４２〕 韶州府乐昌县民

罗氏在“祠堂祭祖”ꎬ〔４３〕 惠州府永安县民张亚石

宗族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ꎬ各房男妇齐赴

祖祠祭祀”ꎮ〔４４〕 这四个府的资料说明ꎬ广东的祖

祠比较普遍ꎬ普通农民宗族也会拥有祖祠ꎮ

四、结　 语

乾隆、嘉庆两朝的刑科题本中有关广东宗族

特别是尝田、祭费的数量较多ꎬ一方面说明乾嘉

时期广东宗族较为普遍ꎬ祭祖与祭田较为兴盛ꎻ
另一方面ꎬ也可解释为广东宗族在祭祖、祭田方

面矛盾较大ꎬ纠纷较多ꎮ
广东宗族祭祖费用多出于尝田或宗族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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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尝银、尝谷ꎬ其来源于祖遗或通过诸房公

置ꎮ 一般的管理形式为诸房轮流办祭ꎬ轮流办祭

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管理祭费进行祭祖ꎬ二是除

此之外还包括轮耕尝田ꎮ
宗族各房轮流收租纳粮办祭ꎬ不得拖欠祭

费ꎬ以保证祭祖进行ꎮ 宗族还有其他筹措祭费的

办法ꎬ如通过设立族内银会集资ꎬ征收木主进祠

费用ꎮ 为了保证祭祖ꎬ公共祭费一般不外借ꎮ 祭

费如借族人ꎬ也一定要追还ꎮ 对于不还所借尝银

的族人ꎬ宗族加以惩罚ꎮ 公共尝银也有利息ꎬ不
还利息也不可ꎮ 不仅是尝银ꎬ族众公项银也不许

有借无还ꎮ
广东尝田的经营方式ꎬ普遍采取租佃制ꎮ 引

人注目的变化是承佃关系由乾隆时的异姓为主

变成为嘉庆时的族内为主ꎬ这应是随着人口增长

快速与土地增长有限的矛盾加剧ꎬ宗族承受了更

大的生存压力ꎬ日趋将租与外姓的尝田收归宗族

内部佃耕ꎬ或者在设置尝田时就采取由族内人耕

种的办法ꎮ
佃耕的纠纷形式多样ꎮ 或出自承耕者欠租

与催讨人的矛盾ꎬ轮耕者的矛盾常发生在诸房之

间ꎬ发生轮耕权力之争ꎮ 争佃尝田与夺耕也有ꎮ
刑科题本记载的广东宗族命案ꎬ多涉及到祖

祠、族长ꎮ 族长负责管理祭祖经费ꎬ尝田佃耕的

管理也由族长经手ꎬ族长还经管公山、祖坟ꎮ 官

府断案ꎬ也参考房族长佐证并提供的资料ꎮ 广东

的祖祠比较普遍ꎬ普通农民宗族也会拥有祖祠ꎮ
总而言之ꎬ乾嘉时期聚族而居的广东ꎬ宗族

设置尝田进行祭祖较为普遍ꎬ对于较为贫困的族

人而言ꎬ筹措祭费的压力较大ꎬ佃耕不易ꎬ由此引

发的纠纷颇多ꎬ族内矛盾增多ꎬ不仅有贫富之争ꎬ

还有诸房之间的争夺ꎬ宗族绝不仅是温情脉脉互

帮互助ꎬ也充满了矛盾纠纷ꎮ 刑科题本在揭示宗

族矛盾纠纷方面ꎬ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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