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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与意义

刘伯山ꎬ 叶成霞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在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ꎬ即皆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ꎻ在意识形态上具

有同属性ꎬ即皆有儒家文化的厚实沉淀ꎻ在社会建构上具有同构性ꎬ即所进行的皆是礼仪之邦的伦理打造ꎮ 如此

乡村共同体的存在ꎬ可望在乡村社会治理上构建出共同的模式ꎬ以此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ꎮ 而传统徽州乡村社

会的治理ꎬ有一个产生于徽州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ꎬ在“礼仪之邦”的前置优势下ꎬ本着“礼法兼治”的原则ꎬ
分三道程序来化解和解决社会的矛盾与纠纷ꎬ即当事者凭中人协商以议约的方式和解、寻求调解与仲裁、鸣官诉

讼ꎮ 如此分级分层的一整套方式ꎬ所能解决的问题近乎涵盖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所能产生矛盾与纠纷的全部ꎬ
且在每一步的解决上都本着“礼法兼治”的原则ꎬ“情理”与“法理”皆备于其中ꎬ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结

合ꎮ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ꎬ在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前提下ꎬ总结与探讨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

理的方式与机制ꎬ寻求其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或许能发现其在长三角地区乡村治理上的模

式价值和意义ꎮ
〔关键词〕长三角ꎻ乡村共同性ꎻ徽州ꎻ乡村治理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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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不仅在国家战略层面的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上意义重大ꎬ在区域本身的乡

村共同体建设上也大有作为ꎬ尤其是在乡村社会

治理上可望构建出一个既内在传承历史、又获得

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

常态模式ꎬ以此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ꎮ 这其中ꎬ
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ꎮ

一、长三角地区乡村的共同性

长三角地区至少从宋代以来ꎬ除了外来战争

的影响外ꎬ自身曾保持了千百年的稳定与繁荣ꎬ
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获得极大发展ꎮ 这不是无

缘无故的ꎬ而是由诸多内在因素决定的ꎬ乡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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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身的稳定并具有极大的共同性当为关键ꎮ
传统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ꎮ 长三角地区特

别是苏杭一带ꎬ尽管自宋代以后ꎬ商品经济获得

了极大发展ꎬ市镇大量出现ꎬ但其本底还是乡村ꎬ
市镇的建设也是在乡村基础上的建设ꎬ乡村的力

量仍然很强大ꎻ更何况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从

未消失ꎬ在新时代的今天仍然占据重要份额ꎮ 所

以ꎬ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ꎮ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ꎬ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ꎮ” 〔１〕

现实来源于历史ꎬ研究当代必须要把握传

统ꎮ 在谋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今天ꎬ探究长三

角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与性质ꎬ可以发现它

们原本就具有极大的共同性ꎬ至少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１. 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注重血

缘关系的宗族社会

传统长三角地区的乡村社会是由一个个的

宗族构成的ꎬ其中既有唐宋之前就世居的原住民

宗族ꎬ也有唐宋以后外迁来的宗族ꎮ 如江南重地

无锡一带ꎬ吴、周为最早的姓氏ꎬ接而有顾氏、陆
氏、孙氏、钱氏、高氏等ꎬ皆为世居的原住民ꎻ唐末

之后ꎬ陆续又迁来了胡氏、司马氏、侯氏、赵氏、荣
氏、薛氏等ꎬ号称有“十五大名门姓氏”ꎮ 吴郡苏

州ꎬ晋代张勃所作«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
陆、朱、张为四姓ꎮ 三国之间ꎬ四姓盛焉”ꎬ加上

潘、王、吴、徐ꎬ号称苏州“八大姓”ꎬ另有沈、程、
周、钱、翁、彭、袁、贝等望族ꎮ 根据叶梦珠«阅世

编»卷五«门祚»的记载ꎬ松江府一带名门望族多

达 ６０ 余家ꎮ 吴仁安先生梳理上海地区有 ３００ 多

家姓氏ꎬ发现其中门祚达三代者有 ５１ 家、四代者

９８ 家、五代者 ４８ 家、六代者 ３６ 家、七代者 ２３ 家、
八代者 １５ 家、九代者 ６ 家、十代者 ２ 家、十一代

者 １ 家、十二代者 ３ 家、十三代和十四代者各 ２
家、十五代和十六代者各 １ 家ꎮ〔２〕浙江的望族中ꎬ
青田刘氏、临海王氏、西安余氏、余姚王氏、山阴

沈氏、德清余氏等皆为闻名海内外的文献之家ꎬ

余姚孙氏、钱塘于氏、山阴朱氏等为忠孝之家ꎮ〔３〕

古徽州地区更是名族林立ꎬ明修«新安名族志»
里综录有名族 ８４ 个ꎬ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程、汪、
吴、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江、孙等ꎬ
号称“新安十五姓”ꎮ

长三角地区的宗族大多是聚族而居ꎬ注重血

统ꎮ 如上海嘉定葛氏ꎬ“自思萱公而下ꎬ迄今凡八

世ꎬ聚族而处”ꎮ〔４〕苏州洞庭东山葛氏自明初分为

南北二支后ꎬ“其留武峰者ꎬ迄今数百载ꎬ聚族而

居ꎬ子姓蕃衍为洞庭山望族”ꎮ〔５〕浙江萧山来氏家

族ꎬ“自有宋南来ꎬ卜居越滨ꎬ左江右湖ꎬ环族而

处ꎬ生齿日繁ꎬ人文日盛ꎬ颇称为两浙巨宗”ꎮ〔６〕徽

州的宗族ꎬ清初休宁进士赵吉士写道:“新安有数

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ꎬ不动一抔ꎻ千丁之

族ꎬ未尝散处ꎻ千载之谱系ꎬ丝毫不紊ꎮ 主仆之

严ꎬ数十世不改ꎬ而宵小不敢肆焉ꎮ” 〔７〕 这些都非

常重视宗族的管理ꎮ 为了敬宗ꎬ各宗族都建有祠

堂ꎬ所谓“举宗大事ꎬ莫最于祠ꎬ无祠则无宗ꎬ无宗

则无祖”ꎻ〔８〕 “创建宗祠ꎬ上以奉祀祖宗ꎬ报本追

远ꎻ下以联属亲疏ꎬ惇叙礼让ꎬ其晟典也ꎮ” 〔９〕如上

海曹氏家族中ꎬ“巢南先生昔与其兄赣县君既创

建为祠堂ꎬ设立规条ꎬ聚族人而严春秋之享祀

矣”ꎮ〔１０〕浙江的宗族有的十分庞大ꎬ下分几个、十
几个支派ꎬ拥有大宗祠、小宗祠、支祠、分祠等多

个层级的祠堂ꎮ〔１１〕浙江顺溪陈氏所建的祠堂ꎬ已
成为其宗族文化的大展厅ꎮ〔１２〕在徽州ꎬ“徽俗ꎬ士
夫巨室ꎬ多处于乡ꎬ每一村落ꎬ聚族而居ꎬ不杂他

姓ꎮ 其间社则有屋ꎬ宗则有祠”ꎮ〔１３〕 黟县西递村

曾有明经胡氏祠堂 ２０ 多座ꎬ至今保存完整的还

有 ３ 座ꎻ歙县的呈坎(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历史上

曾有祠堂 １５ 座ꎬ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罗东舒

祠至今保存良好ꎬ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ꎮ
上海著名的祠堂ꎬ有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位于浦东

陆家嘴的陆氏宗祠ꎬ“陆家嘴”的地名也因陆氏

而来ꎻ有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陈公祠”ꎬ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被松江县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ꎻ有建于民国

七年(１９１８)位于静安区闸北公园内的钱氏宗祠

“春晖堂”ꎬ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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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ꎻ有建于民国七年位于上海闵行区

荷巷桥的金氏宗祠(金氏义庄)ꎬ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５
日被闵行区政府列为文物保护点ꎻ有建于民国二

十年(１９３１)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堰的杜家祠堂ꎬ为
上海闻人杜月笙之所建等ꎮ 江苏也是祠堂林立ꎬ
仅无锡市的惠山镇就曾汇集自唐代至民国时期

的 ８０ 个姓氏ꎬ建有 １０８ 处祠堂建筑体ꎬ数量之

多、密度之高、类别之全、风貌之古朴ꎬ为国内所

罕见ꎻ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惠山古镇祠堂群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ꎻ２０１２ 年ꎬ无锡惠山

祠堂群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录»ꎮ〔１４〕

为了收族ꎬ各宗族都修有族谱ꎬ所谓“夫人之

一生莫大乎纲常之事ꎬ 纲常之大莫 过 于 谱

谍”ꎮ〔１５〕“家谱之作ꎬ由来尚矣ꎮ 古之人虑后世支

分派别ꎬ不克联宗姓、笃恩谊也ꎮ 于是有谱以纪

其世次ꎬ使数传、数十传以后ꎬ一披览而知有水源

木本之思ꎬ且以知某也修德ꎬ某也惰行ꎬ某也赫赫

流芳ꎬ某也没没无闻ꎬ观者莫不油然兴悚ꎬ然动思

贻身后令名ꎬ以光前烈而启后昆ꎬ则谱之所系ꎬ岂
不重哉ꎮ” 〔１６〕 “族谱不作ꎬ人伦之道不明ꎬ尊卑失

序ꎬ礼乐攸斁ꎬ揆之风化ꎬ非小失也ꎮ” 〔１７〕 由此ꎬ江
南地区遗存的族谱甚巨ꎬ如苏州钱氏家谱ꎬ现存

有清同治抄写本«吴越钱氏宗谱»、民国二十三

年(１９３４)刻本«钱氏族谱»二卷、民国三十七年

(１９４８)铅印本«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不分卷等

计 １９ 部ꎻ〔１８〕 上海朱氏族谱ꎬ仅«中国家谱总目»
里明确收入的就有清乾隆抄写本松江«朱氏家

乘»１ 册、清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刻本«上海朱氏族

谱»六卷、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刻本崇明«朱
氏家乘»不分卷 ３９ 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宝山

«罗阳朱氏家谱»四卷等计 １４ 部ꎮ〔１９〕至于徽州谱

牒遗存的数量ꎬ «中国家谱总目» 中收录的是

１５６８ 部ꎬ而据笔者的研究与调研ꎬ“«中国家谱总

目»里收录和已作为公藏机构公藏的徽州谱牒当

属已发现的徽州谱牒ꎻ作为徽学研究者与爱好者

私家藏的徽州谱牒为可发现的徽州谱牒ꎻ还散存

于民间由谱牒的拥有主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谱

牒属于尚待发现的徽州谱牒ꎮ 它们皆为存世的

徽州谱牒ꎬ估测其数量ꎬ将超过 ５０００ 部ꎮ” 〔２０〕

有着唐宋遗风的血缘性宗族ꎬ是长三角地区

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ꎬ对此ꎬ它们是具有很强的

同质性的ꎮ
２. 乡村意识形态的同属性———儒家文化厚

实沉淀

在中国ꎬ至少从汉武帝时期提出并实施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ꎬ儒家思想就一直是

作为正统思想的代表ꎬ长期占主导地位ꎬ构成了

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ꎮ 随着宋学的兴起ꎬ儒家

学说除了一方面兼容并蓄地吸纳佛老等各种思

想体系的合理内容ꎬ以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科
学化自身的思想体系外ꎬ另一方面就是积极抵御

佛老ꎬ让儒家思想务实下沉ꎬ使之通俗化、大众

化ꎬ走上一条让理论与思想落实到民间的道路ꎮ
对此ꎬ南宋大思想家朱熹的功劳最大ꎬ他通过自

己的积极努力ꎬ不仅让儒家思想在其之后的六七

百年里成为官方的思想ꎬ并且使之深深地下沉ꎬ
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ꎮ

长三角地区的乡村社会就厚实沉淀着儒家

的思想ꎮ 以“仁爱”为核心ꎬ讲求忠、孝、节、义的

儒家伦理是民众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ꎬ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ꎮ
各宗族多以儒家思想与伦理作为宗族教育、管理

的基本准则ꎬ开辟家训、制定家规、形成格言等ꎬ
以之教化、规束族人ꎬ培育出良好的家风ꎮ 此方

面的遗产在长三角地区最为丰厚ꎬ影响也极大ꎬ
仅苏州的家训而言ꎬ著名的就有南宋初年叶梦得

效仿«颜氏家训»而制定的苏州吴中叶氏«石林

家训»、明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朱用纯(号柏庐)
制定的«朱子家训» (又名«治家格言»)、清咸丰

年间定本的徽州歙县大阜迁苏州潘氏«潘文恭公

遗训»等ꎮ
徽州是“程朱阙里”ꎬ传统儒家文化在此更

是有着厚重的沉淀ꎬ尤其是朱子思想在徽州的影

响至深至彻ꎬ所谓“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ꎮ 凡

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ꎬ非经朱子论定者ꎬ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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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教ꎬ子弟不以为学也”ꎮ〔２１〕“我新安为朱子

桑梓之邦ꎬ则宜读朱子之书ꎬ取朱子之教ꎬ秉朱子

之礼ꎬ以邹鲁之风自待ꎬ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

孙也ꎮ” 〔２２〕各宗族都自觉和内在地以朱子思想作

为治族的基本思想ꎬ以朱子之礼教作为族风敦进

的基本礼教ꎬ朱子«家礼»是被奉为“金科玉律”
的社会及家庭仪礼范本ꎬ各宗族制定族规、家法

等都以«家礼»为根据ꎮ 如新安黄氏在评价«家
礼»时称:“盖人伦不明ꎬ宗法废弛ꎬ民俗颓弊甚

矣ꎮ 幸而皇宋诞膺景运ꎬ五星聚奎ꎮ 由是吾郡朱

夫子者出ꎬ阐六经之幽奥ꎬ开万古之群蒙ꎬ复祖三

代之制ꎬ酌古准今ꎬ著为«家礼»ꎬ以扶植世教ꎮ
其所以正名分ꎬ别尊卑ꎬ敬宗睦族之道ꎬ亲亲长长

之义ꎬ灿然具载ꎮ” 〔２３〕 明万历徽州萧江氏“祠规”
的“崇礼教”条目规定:“遵文公«家礼»”ꎮ〔２４〕 清

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在制作«茗洲吴氏家典»时

说:吴氏族规乃“推本紫阳家礼ꎬ而新其名曰家

典”ꎮ〔２５〕清光绪黟县李氏在家训中说:“新安为朱

子桑梓之邦ꎬ民多读朱子之书ꎬ服朱子之教ꎬ其所

著«家礼»一书ꎬ凡冠昏丧祭诸大典ꎬ炳如日星ꎬ
允宜遵而行之久矣ꎮ” 〔２６〕朱子思想构成了徽州民

众强大的思想意识支柱ꎬ直接导致儒家文化价值

观在传统徽州占据统治地位ꎮ
３. 乡村社会建构上的同构性———礼仪之邦

的伦理打造

社会构成的同质性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在

形成与发展上的相通性ꎬ而意识形态的同属性决

定了社会性质在存在与变化上的共同性ꎮ 传统

长三角地区乡村都是由注重血缘性的宗族所构

成ꎬ皆有儒家文化的厚实沉淀ꎬ两者的结合ꎬ导致

在乡村构建上就是一种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的

“宗族→乡村”构建ꎬ其基本逻辑是以仁爱为核

心ꎬ首先建构好每个宗族ꎬ重在弘扬与落实“忠”
与“孝”的理念ꎬ以追求宗族的和睦与兴旺ꎬ是为

“亢吾宗”ꎻ接而推及到族邻与乡邻ꎬ处理好族与

族、村与村之间的关系ꎬ建构好乡村ꎬ重在弘扬与

落实“信”与“义”的理念ꎬ以追求乡村的和谐与

稳定ꎬ是为“睦乡邻”ꎮ 这方面的论据和材料很

多ꎬ涉及的种类也十分广泛ꎬ这里仅用一类ꎮ
笔者曾参与«记住乡愁»节目的策划ꎬ并担

任点评专家ꎮ «记住乡愁» 是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文物局联合组织实施ꎬ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

频道摄制的大型纪录片ꎬ它本着大历史小村落、
大文化小故事的原则ꎬ以高度纪实的手法ꎬ展示

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自我发展而延续至

今的实态及乡村自治的实态ꎮ 此节目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开播以来ꎬ目前已拍摄有 ３００ 多集ꎬ长三角

地区的乡镇多有入选ꎬ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在

长三角地区乡村治理上发挥的作用且延续至今

的一个个具体实例ꎮ
在宗族的自身建构方面ꎮ 徽州黟县屏山村

是舒氏宗族的世居地ꎬ该族全方位遵从孝道ꎬ子
女对父母的孝顺不仅是要尽到“养父母之身”ꎬ
更是要做到“悦父母之心、承父母之志”ꎬ由此形

成家风与族风ꎬ千百年来延续至今———是谓“孝
道传家”ꎮ〔２７〕浙江省宁海县前童村是童氏宗族的

世居地ꎬ始建于南宋末年ꎬ恪守“以孝治家”的传

统ꎬ最终使前童村成为目前中国童姓最大的聚居

地———是谓“以孝为本家业兴”ꎮ 位于浙江省桐

庐县富春江南岸的荻浦村是“申屠”姓聚居的千

年古村ꎬ申屠氏先祖申屠理从屠山入赘到范家

后ꎬ历尽孝心孝行ꎬ开辟孝道传统ꎻ«申屠氏宗

谱»里录有家箴八则ꎬ首位就是“孝字箴”ꎬ提出

“敬父母犹如敬天地”ꎻ村中至今还保存有“范家

井”“孝子牌坊”“孝子故居”等ꎻ每年的农历十月

二十一是当地独有的敬老节ꎬ每年还会有孝媳妇

评选等———是谓“百善孝为先”ꎮ 浙江省诸暨市

的东白湖畔有一座斯姓宗族世居的千年古村斯

宅村ꎬ村中有民居建筑十多栋ꎬ体量都特别大ꎬ当
地人称“台门”ꎬ其中有称作“江南巨宅”的“斯盛

居”ꎬ人称“千柱屋”ꎬ占地 ６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里面

居住有数十户人家ꎬ皆是源自同一位祖先ꎬ他们

能够在同一个屋檐下世代相居ꎬ遵循的是孝道家

风———是谓“百行孝为首”ꎮ
在宗族的建构推及到乡村社会方面ꎮ 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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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的仁里村ꎬ原先居住的宗族是耿氏ꎬ讲仁

义、重仁爱ꎬ形成了祖训以教导族人ꎻ后来程氏家

族迁入ꎬ并很快成为望族ꎬ还是秉持了这条训诫ꎬ
由是形成了村风ꎬ保持了千百年———是谓“仁爱

为本”ꎮ 江苏省泰州市溱潼镇的城北社区ꎬ有朱、
储、李、沈四大望族ꎬ现有 ４０００ 多人居住ꎬ“尊长

尽孝”是这里由来已久的社会风尚ꎻ在如何照料

家中的长者上ꎬ“侍奉晨昏”是一个千百年的习

俗———是谓“尊老尽孝ꎬ一脉传承”ꎮ 浙江省湖

州市的荻港村有 ６００ 多年历史ꎬ如今生活有不同

姓氏的 １０００ 多户 ３７００ 多人ꎬ这些不同族的人能

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睦共处数百年ꎬ奥
秘在于先祖题写于村中“总管堂”前一副对联的

教化:“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ꎬ心作良田百世耕

耘有余”———是谓“齐心向善”ꎮ 江苏省苏州市

的陆巷村ꎬ多姓氏杂居ꎬ村民一直以“积金积玉不

如积书教子ꎬ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的古训育

人ꎬ“兴文重学”ꎬ古往今来ꎬ这个滨湖的小山村

先后走出过 ４６ 位举人、４１ 位进士和 ２ 位状元ꎬ近
代走出 ６０ 多位院士与教授———是谓 “代代向

学”ꎮ 浙江省龙门古镇的孙氏ꎬ“循祖训、奉义

行”ꎬ把“义”奉为家族处事的原则ꎬ传承为家风ꎬ
进而扩张为整个古镇的文脉和传统ꎮ 浙江省龙

游县的“饭甑山”下有个三门源村ꎬ北宋时期ꎬ叶
氏祖先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ꎬ在溪水西岸的青龙

山下建村立庄ꎻ１００ 多年后ꎬ翁氏家族在南迁途

中ꎬ见这里山清水秀、叶家待客谦和有礼ꎬ便定居

在溪水东岸的白虎山旁ꎮ 叶氏宗族将“和睦宗

族”作为族规写入宗谱ꎬ明示后人“宗族之兴以

礼让”ꎻ翁氏的先人把“睦乡邻”作为家法写入翁

氏家谱ꎬ教导后人要做到“有无相通ꎬ守望相助ꎬ
视一乡如比邻ꎬ视比邻如一家”ꎬ于是叶、翁两家

和睦相处达千年ꎮ
以儒家思想和伦理打造的宗族必然是一个要

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实现的宗族ꎬ
推及而打造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可以称之为“礼仪

之邦”的社会ꎮ 这在传统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具有

一定共同性ꎬ构成了其乡村治理的前提与基础ꎮ

二、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的机制

徽州位居江南ꎬ自古以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

内在组成部分ꎮ 她自南宋以来ꎬ曾保持了千百年

的社会稳定与繁荣ꎬ文化获得了极大发展ꎬ形成

了“徽州文化”概念ꎮ 这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ꎬ
其中ꎬ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礼法兼治”理念的

具体践行至为重要ꎮ
徽州本是个移民社会ꎬ原土著人是越人ꎮ 东

汉末年以后ꎬ由于中原一带战乱纷繁ꎬ许多世家

大族南迁ꎮ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ꎬ如世外桃源ꎬ
于是ꎬ许多南迁的中原人在此择地而居ꎻ也有仕

宦于徽州者、偶游于徽州者ꎬ迷恋山水ꎬ遂作定

居ꎮ 而恰在东吴政权统治这里的期间ꎬ由于越人

“依阻山险ꎬ不纳王租ꎬ故曰山越”ꎮ〔２８〕 他们长期

不服统治ꎬ经常出扰与暴乱ꎬ因此是几遭了平复ꎬ
最惨烈的平复是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孙权部将贺齐

率兵的镇压ꎬ仅黟县的林沥山一战就“凡斩首七

千”ꎬ〔２９〕 大大削弱了越人的势力ꎮ 嘉禾三年

(２３４)ꎬ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ꎬ采取断粮围困

的方法逼迫山越人出山ꎬ花了三年的时间完全平

服了山越人ꎬ之后ꎬ徽州的山越人接受了“王化”
和教化ꎮ 也正因为此ꎬ由中原迁徙到这里的“客
人”能够很快“反客为主”ꎬ他们在与土著越人的

融合过程中ꎬ一方面是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

术和手工业技术ꎬ创造性地转化移植到徽州ꎬ促
进了徽州本土山区经济的开发ꎻ另一方面是将发

达的中原教育与文化直接移植到徽州ꎬ“起学校ꎬ
习礼容ꎬ春秋乡饮ꎬ选用明经” 〔３０〕等ꎬ传播儒家文

化ꎮ 至于原本为“中原衣冠”“名门士族”的宗族

本身ꎬ他们在此都是聚族而居ꎬ强化血统ꎬ注重宗

族的管理ꎻ在各个宗族之间的关系上ꎬ是做到彼

此和睦相处ꎬ推崇谦和与敬让ꎮ 到了宋代ꎬ中原

客人与土著越人的融合已趋完成ꎬ传统的徽州宗

族社会业已形成ꎬ社会风尚也为之一新ꎬ“尚武之

风显于梁陈ꎬ右文之习振于唐宋ꎮ”对此ꎬ南宋罗

愿在«新安志»中就写道:“其(新安)人自昔特多

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ꎬ其后寖有文士ꎬ黄巢之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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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衣冠ꎬ避地保于此ꎬ后或去或留ꎬ俗益向文

雅ꎬ宋兴则名臣辈出ꎮ” 〔３１〕 元代休宁学者赵汸亦

记:“新安自南迁后ꎬ人物之多ꎬ文学之盛ꎬ称于天

下ꎮ 当其时ꎬ自井邑、 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ꎬ民
居之处ꎬ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ꎬ故四

方谓东南邹鲁ꎮ 其成德达才之出为当世用者ꎬ代
有人焉ꎮ” 〔３２〕明嘉靖«徽州府志»记:“家多故旧ꎬ
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ꎮ 重宗义ꎬ讲世

好ꎬ上 下 六 亲 之 施ꎬ 村 落 家 构 祠 宇ꎬ 岁 时 俎

豆ꎮ” 〔３３〕徽州的乡俗风气日益文雅ꎬ“比户习弦

歌ꎬ乡人知礼让”ꎬ〔３４〕 “礼仪之邦”形成ꎮ 明代大

儒汪道昆在«太函集»云:“新安自昔礼义之国ꎬ
习于人伦ꎬ即布衣编氓ꎬ途巷相遇ꎬ无论期功强

近、尊卑少长以齿ꎮ 此其遗俗醇厚ꎬ而揖让之风

行ꎬ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ꎮ” 〔３５〕

“礼仪之邦”是南宋之后徽州传统社会的基

本属性ꎬ其本身也构成了徽州乡村自治与治理的

前提ꎮ 对此ꎬ笔者曾发表文章指出:“它本身就内

秉有法治与法度的精神ꎬ并以之作为了边界条

件ꎬ相互内在呼应ꎮ 由此而推进ꎬ徽州传统社会

的乡村治理遵循‘礼法兼治’的基本原则ꎬ形成

了一整套的方法与步骤ꎬ一步步地化解着社会的

矛盾与纠纷ꎬ有效保证了徽州传统社会千百年的

稳定ꎮ” 〔３６〕

乡村治理重在各种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解决

与处理ꎮ 矛盾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ꎬ
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

矛盾的ꎬ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ꎮ” 〔３７〕 只要有人的

地方就会有矛盾ꎬ就会有由矛盾而导致的纠纷ꎮ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ꎬ重点不在于看它是

否有矛盾的存在与纠纷的发生ꎬ根本是要看它对

矛盾和纠纷采取了什么样的解决方式与处理方

法ꎮ 对此ꎬ传统徽州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样板ꎮ
设想徽州在某时某刻出现了一万个矛盾ꎬ将

会产生一万个纠纷ꎮ 由于徽州是“礼仪之邦”ꎬ
“礼义之国ꎬ习于人伦”ꎬ乡俗醇厚ꎬ揖让风行ꎬ常
态的礼先与辞让之风尚就会使日常产生的矛盾

很少激化ꎬ一万个矛盾中至少有九千个在形成之

初就得到了化解ꎬ由之而来的就是一万个可能发

生的纠纷有九千个在萌发之初就得到了消解ꎮ
这也就是“礼仪之邦”的前置优势和强大魅力ꎮ
剩下的一千个矛盾激化了ꎬ徽州人也不是采取暴

力、欺压等方式来解决ꎬ而是会激活一个产生于徽

州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ꎬ步入以下化解程序:
１. 第一道程序:当事者凭中人协商ꎬ以议约

的方式和解

这是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最为普遍和常态的

人与人之间矛盾与纠纷的解决方式ꎬ由此而形成

的“议约”ꎬ徽州人还会诉之于文字ꎬ形成 “文

书”ꎬ以防空口无凭ꎮ 在目前已大量发现的徽州

文书中ꎬ就有许多当事者凭中人协商以和解矛盾

与纠纷的“合墨”“议墨”“和约”等ꎮ 仅举黟县文

书为例ꎬ有同门兄弟和解的文书ꎬ如笔者家藏«黟
县一都二图李家园汪氏文书»之«乾隆四十二年

七月圣星同弟圣晃立合墨»ꎬ涉及到“承祖田地、
屋业ꎬ各有阄单为凭”ꎬ今“托凭中匣内捡出

清查两半公分ꎬ无得声说ꎮ 今恐无凭ꎬ立合

墨两张ꎬ各执一张”ꎮ 有同门三家和解的文书ꎬ如
笔者家藏«黟县十都横段韩氏文书»之«民国二

十年八月十四日兄承来、弟承裕、嫂韩门汪氏三

支立同合议墨»:“同堂酌议ꎬ阄分祖业”ꎬ“自今

凭亲族面分后ꎬ兄弟各守各业ꎬ无口思悔ꎬ如有思

悔者之期者ꎬ即将投族论理ꎬ鸣公究系ꎮ 恐口无

凭ꎬ立此合同议墨一样三张ꎬ永远存照ꎮ”有异姓

两家和解的文书ꎬ如«黟县十都三图余氏文书»
之«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余、俞二姓立议墨»:“立
议墨余霞章、俞介初等ꎬ缘十都平坦头地方ꎬ二家

祖塚余地毗连ꎬ此处二姓命脉所系ꎬ事同一

体ꎮ 今同议定ꎬ所有四至内地ꎬ二姓子孙永远不

得加厝、加葬以及盗卖等情ꎬ倘日后有不肖违此

议墨ꎬ听凭有分支丁执墨鸣官ꎬ以诛不孝ꎮ” 〔３８〕 有

三姓三家和解的文书ꎬ如«黟县十都丰登江氏文

书»之«清同治七年三月黄、方、吴三姓立议合

墨»ꎬ涉及三姓人坟地开穴扦葬的大小位置问题ꎬ
“托凭亲友相嘀ꎬ立此议合墨一样三张ꎬ方、
黄、吴各执一张为据ꎮ” 〔３９〕 有多姓之间和解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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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ꎬ如«黟县二都四图胡氏文书» 中ꎬ就有一份

«道光四年七月胡社大、吴攀桂、江灶发、万周如、
韩德众等立议墨合同»:

立议墨合同人胡社大、胡德来、吴攀桂、
江灶发、万周如、韩德众、胡嘉容等ꎬ原有土名

冷水堨ꎬ系吴姓通水灌碓之业ꎬ今有各姓田佃

人等无水溉灌ꎬ多蒙邻人从中再四说情ꎬ两各

心平ꎬ愿认堨费之资ꎬ其堨吴姓支各田人通水

救禾ꎮ 自今议定之后ꎬ永不得争论ꎮ 其堨恐

后洪水冲坏ꎬ言定各姓派费若干ꎬ其作水之

时ꎬ轮流投次ꎬ不得倚强欺弱ꎬ如有此情ꎬ听从

执此墨鸣公理处ꎮ 各姓情愿ꎬ愿立议墨合同

一样ꎬ每张为据ꎮ
道光四年七月日 立议墨合同人:吴攀桂

(押)、胡德来、韩德众、胡社大、江灶发、万周

如、胡嘉容、胡德浥、胡德沧、吴元湖、胡观如、
胡罗九、胡贵福

再批:听从作水ꎬ愿收堨费钱一千三百

文ꎮ〔４０〕

在乡村民间ꎬ因房屋“滴水”和建房阻路而

导致的纠纷很多ꎬ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是

彼此让路的美谈ꎮ 其实ꎬ类似的事例ꎬ在古代的

徽州比比皆是ꎬ且还会形成文字依据ꎬ有凭中协

商的议约ꎮ 这在徽州文书中有大量的发现ꎮ 仅

建房让路的文书ꎬ既有同族两家之间的让路议

约ꎬ如«黟县十都三图余氏文书»之«清乾隆六年

七月余应纶同侄文积、文景等立议墨»:
立议墨余应纶同侄文积、文景等ꎬ原祖天

值公遗存屋壹所ꎬ因梦仙将门前基地乙片ꎬ土
名舒家园ꎬ卖与文景ꎬ于康熙五十四年竖造楼

屋ꎬ东向墙外原存直路一道ꎬ二家通行ꎮ 今因

文景楼屋东向墙外竖造厨屋一间ꎬ二家合议ꎬ
将原路改换与文景靠墙竖造厨屋ꎬ将文景厨

屋外北向取地三尺五寸ꎬ转弯至东ꎻ东向又取

地三尺五寸ꎬ至南大路ꎬ二家通行ꎬ永远无得

争阻ꎬ如有异说ꎬ听自执墨鸣族理论ꎮ 今欲有

凭ꎬ立此议墨一样二张ꎬ各执存照ꎮ
乾隆六年七月十一日 立议墨:余应纶(押)

侄:文积(押)、文景(押)、文科(押)
保长:郭百先(押)
亲:卢汉清(押)、张宗于(押)
族:应 兆 ( 押)、 应 焕 ( 押)、 应 联 ( 后

略) 〔４１〕

又有两姓两家之间的让路议约ꎬ如«歙县二

十一都六图汪氏文书»之«清道光十二年十二月

汪起全、吴应祥立议合同»:
立议合同人汪起全、吴应祥ꎬ因大园坦地

一业ꎬ历来各宅出入要路ꎬ目今吴宅情嘀改

造ꎬ朝坦开门出入ꎬ但汪宅亦不得生端扦造ꎬ
仍归原旧出入ꎬ两无异说ꎮ 自议之后ꎬ两相平

允ꎬ再不得生端异言ꎬ嗣后不遵ꎬ公议指名干

罚ꎮ 今恐无凭ꎬ特立合同两纸ꎬ各执一纸ꎬ永

远存据ꎮ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日 立合同人:汪起全

(押)、 吴应祥(押)
凭中:汪明远(押)、 吴兴隆(后略) 〔４２〕

还有三家之间的让路议约ꎬ如«民国三十一

年十月〔歙县〕吴清渭等立合墨»:
立合墨人吴清渭、凌正中、吴世福ꎬ因基

地毗连ꎬ道路出入遵照旧章ꎬ故立合墨以杜后

患事ꎮ 缘吴世福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日买进

吴清渭之三间楼房并厨灶全堂ꎬ其南边吴清

渭之门亭与凌正中之基地均相毗连ꎬ于民国

二年凌正中之父天顺与吴清渭之伯承元立有

合墨ꎬ双方永远通行ꎬ今吴清渭已将房屋基地

出卖吴世福ꎬ亦得凌正中、吴清渭之同意ꎬ仍

遵照旧章ꎬ将此门亭作为永远通行道路ꎬ各方

不得争执ꎬ欲后有凭ꎬ立此合墨三纸ꎬ各执一

纸ꎬ永远存照ꎮ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农历十月日 立合墨

人:吴清渭(押)、凌正中(押)、吴世福(押)
中见人:吴培元(押)、吴世坤(后略) 〔４３〕

一千个激化了的矛盾经过第一道程序的解

决ꎬ至少有九百个得到了化解ꎮ
２. 第二道程序:调解与仲裁

剩下一百个矛盾如果继续激化ꎬ则就步入寻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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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调解与仲裁的环节ꎮ 这要区分出两种情况ꎬ分
为两条路径ꎮ

第一种情况:属于同族之人产生的矛盾与纠

纷ꎬ诉之于宗族的祠堂ꎬ交由族长和族老们来调

解和处理ꎮ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ꎮ “徽州聚族居ꎬ
最重宗法ꎮ” 〔４４〕 各个宗族都非常重视宗族的管

理ꎬ定有族规ꎬ建有祠堂ꎬ人丁兴旺的宗族除建有

宗祠外还会有支祠ꎮ 如祁门县古溪乡黄龙口自

然村是汪氏宗族的聚居村ꎬ现在的人口也只有

７００ 多ꎬ却保存有汪氏祠堂 ５ 座ꎬ即宗祠永安堂ꎬ
支祠敦本堂、天合堂、中和堂和同善堂ꎮ 这些祠

堂既是宗族的象征ꎬ也是宗族执行管理的场所ꎮ
各族都有由族众选举产生的族长ꎬ作为支派还会

设有门长、房长等ꎬ他们具体地执行着宗族的管

理ꎮ 族人之间产生了纠纷ꎬ可以向祠堂投诉ꎬ既
可口头反映ꎬ也可递状纸ꎬ后者如笔者家藏的«黟
县一都二图李家园汪氏文书»中之«同治十二年

十二月汪长龄向族老投告外甥余康龄状词»等ꎻ
而祠堂一旦接受了族人的投诉ꎬ族长就会出面召

集族老及其他中人来商议ꎬ从中予以调解ꎮ 如

«民国二十年五月〔歙县〕邵新喜等立和睦据»:
立和睦据人邵新喜与顺荣ꎬ缘属根同一

本ꎬ叔侄之称ꎬ于年前为房内百万自愿卖与新

喜之田一业ꎬ土名小墓尖ꎮ 兹因百万年迈无

嗣ꎬ继立顺荣承祧ꎬ为此田业致生口角ꎮ 近因

房内告化不幸年壮去世ꎬ未曾立嗣ꎬ双方各执

己见ꎬ争论不休ꎬ今凭中族排解ꎬ其田已出ꎬ不
可挽回ꎬ其告化不幸ꎬ当以继嗣为先ꎬ是以经

中族公同酌议ꎬ将顺荣次子继续告化一脉ꎬ所
有产业进出账目以及门庭支应ꎬ一概归于顺

荣暂摄经理ꎬ待其子成壮之日ꎬ再为交领ꎬ亲房

内外无得异说ꎬ当念一脉流传ꎬ不愿争长论短ꎬ
务要和好如初ꎬ此系两相情愿ꎮ 恐口难凭ꎬ立
此和睦一样两纸ꎬ各执一纸ꎬ永远大发存照ꎮ

民国二十年五月日 立和睦据人:邵新喜

(押)、邵顺荣(押)
族长:百万(押)
房长:玉贵(押)、观有(押)、天明(押)、

小苟(押)、佛义(押)、祥勇(押)、彩高(押)、
元贵(押)

凭中:邵臣禄(押)、邵玉华(押)、邵顺祥

(押)、 吴岳钟(押)、项德进(押)
代书人:毕雨旸(押) 〔４５〕

这是叔侄二人因继产“田业致生口角”ꎬ“双
方各执己见ꎬ争论不休ꎬ今凭中族排解务要

和好如初ꎬ此系两相情愿ꎮ 恐口难凭ꎬ立此和睦

一样两纸ꎬ各执一纸ꎬ永远大发存照ꎮ”
第二种情况:不同族之人产生的矛盾与纠

纷ꎬ诉之于乡村文会ꎬ交由乡贤们来调解与仲裁ꎮ
文会组织在传统徽州乡村是普遍存在的ꎮ 它是

一种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文化团体ꎬ主要由担任

“乡约”之人(约正、约副)、在家功名之人(进士

与秀才)、当地致仕之人及口碑好的读书人构成ꎬ
以“言规行矩、讲学明道、砥砺名节、宣布教化”
为宗旨ꎮ 文会平常的活动也只是定期聚会以研

读经典、吟诗谈文等ꎬ一旦接受了投诉ꎬ则立马成

为一个社会化的调解与仲裁组织ꎮ 在徽州文书

中ꎬ就有许多投诉于文会乡约的投状ꎬ如«婺源北

乡诉讼与教育等文书»之«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

月潘银开具投状»:
具状人潘银开投为价业交清、凭唆赖讹、

叩呈无厌、以慑强梁事ꎮ
被:主唆人查正忻、查三法ꎻ余唆人后补ꎻ

讹赖人查洧忻ꎮ
缘地赖查洧忻曾于光绪卅年以祖遗长尾

坦民田一局ꎬ央中立契ꎬ由缮推签ꎬ绝卖与身ꎬ
契价两已交清ꎬ业亦交身耕种ꎬ经今五载ꎬ异

议毫无ꎮ 讵忻至今冬欲壑突萌ꎬ不念业已卖

休ꎬ欲讹无间ꎬ率尔凭唆煽惑ꎬ诬价未清ꎬ擅自

拥门ꎬ摇唇滋闹ꎬ逞凶坐赖ꎬ冀嚇图讹ꎮ 窃思

买业以红契为凭ꎬ价清悉填明于契尾ꎻ如真欠

价ꎬ忻押岂肯从书? 况业管五年ꎬ忻何置之不

索? 显明付楚ꎬ妄听唆讹ꎬ昧己瞒心ꎬ殊无理

法ꎬ不得不叩贵约老先生尊前施行ꎮ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日具〔４６〕

古代徽州人十分热衷于文会的兴办ꎬ举凡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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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有ꎬ有一村独办ꎬ更有诸村合办ꎬ皆为超宗族

性和社会化的ꎬ由多个姓氏家族构成ꎬ如清代中

后期至民国年间的黟县集益文会ꎬ参与的姓族达

十五个ꎻ至民国ꎬ“文会”名称也有被“村董”替

代ꎮ 与之相关联ꎬ文会所接受的投诉也一般是或

鸣族不能决的投诉ꎬ或区域社会化的投诉ꎮ 文会

的调解ꎬ也会形成文书ꎬ如«民国十九年十月〔休
宁〕程炳进等立议合同»:

立议合同人海太房程荣福、程中文二人

等ꎬ同子和房程炳发、程炳进二等ꎬ今因土名

水竹坞ꎬ计山一号ꎬ坐落四址ꎬ东至程丐食母

祖坟ꎬ为南至大路ꎬ西至大溪平降、北大平降ꎬ
此山两房众等子侄争论ꎬ凭公村董、中人、明

保排解ꎬ登山定界ꎬ公分大房分归下山ꎬ东至

方坵田头大石直上ꎬ南至路ꎬ西至大溪ꎬ北至

大平降ꎬ四至归太房执管ꎻ和房归分东至坟南

路ꎬ西至方坵大石ꎬ北至大平降ꎬ四至内归和

房执管ꎮ 嗣后两房子孙不得强竞ꎬ倘后乃房

反悔ꎬ当日凭公议ꎬ罚大洋一百元ꎬ无容宽情ꎬ
倘有内外人言ꎬ均是两房等名人一力承值ꎬ两
(无)异说ꎮ 恐口无凭ꎬ立此合同存照ꎮ

民国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立议合同人:
程炳进(押)、程炳发(押)、程荣福(押)、程

中文(押)
中见人:刘茂森(押)
地保:刘双林(押)
代书人:曹德钧(押) 〔４７〕

对文会的功用与仲裁结果ꎬ古代徽州人总是

予以充分认同ꎬ至少是会形成乡村社会的舆论导

向ꎬ从而具有很强的强制力和影响力ꎮ 对此ꎬ清
代歙县人方士庹在«新安竹枝词»里就写道:“雀
角何须强斗争ꎬ是非曲直有乡评ꎮ 不投保长投文

会ꎬ省却官差免下城ꎮ” 〔４８〕 歙县江村人江绍莲更

是评述道:“乡居非就试罕至城府ꎮ 各村自为文

会ꎬ以名教相砥砺ꎮ 乡有争竞ꎬ始则鸣族ꎬ不能

决ꎬ则诉于文会ꎬ听约束焉ꎻ再不决ꎬ然后讼于官ꎬ
比经文会公论者ꎬ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ꎬ故
其讼易解ꎮ 若里约坊保ꎬ绝无权焉ꎬ不若他处把

持唆使之纷纷也ꎮ” 〔４９〕

至第二道程序ꎬ剩下的一百个矛盾ꎬ至少有

九十个得到了解决ꎮ
３. 第三道程序:鸣官诉讼

这是徽州人解决矛盾与纠纷的最后一道程

序ꎬ也是对所剩下的十个之前解决不了的矛盾所

能采取的唯一解决方式ꎮ 至此阶段的纠纷ꎬ一般

都是徽州人普遍认为的重大纠纷ꎬ这其中除了一

些较大、较复杂的命案、伤害案等刑事案件外ꎬ更
多涉讼的是祖坟风水地案和名分背主案ꎬ且这两

类案件是不争则已ꎬ一争到底ꎮ 前者如清康熙朝

休宁县令廖腾煃所云:“每见健讼者无有止息ꎬ而
争坟争地ꎬ殆居其半ꎬ大约富者惑于形家利害之

说ꎬ非分妄图ꎮ 贫者无力经营ꎬ停丧不葬ꎬ于是北

邙蒿里ꎬ累累相望ꎬ以致累世暴露ꎬ余心恻然伤

之ꎮ” 〔５０〕后者如康熙«徽州府志»所云:“脱有稍

紊主仆之分ꎬ始则一人争之ꎬ一家争之ꎬ一族争

之ꎬ并通国之人争之ꎬ不直不已ꎮ” 〔５１〕 如休宁县七

都一图的潘、余二姓争仆诉讼ꎬ官司从天启四年

二月打到崇祯二年十一月ꎬ历时六年ꎬ事经三

讼ꎮ〔５２〕明代嘉靖八年发生在祁门十一都的李、黄
主仆互控案ꎬ从祁门县衙打到徽州府衙ꎮ〔５３〕 而清

康熙十二年发生的祁门县李、吴互控案ꎬ既涉及

到祖坟地问题ꎬ又涉及到主仆关系问题ꎬ其祁门

县正堂的案结文内容如下:
祁门县正堂何审得:李梦鲤ꎬ李、吴二姓

之庄仆也ꎬ有李开甲丁李应明与吴自祥甲丁

朱宗泰有共业坟基一所ꎬ于上年十二月出卖

与梦鲤ꎬ得价十二两ꎬ各分其半ꎬ梦鲤已经卜吉

葬亲讫ꎮ 缘徽俗旧例ꎬ仆居主屋ꎬ种主田ꎬ葬

主山ꎬ则世世服役而莫之有违ꎮ 梦鲤身事二

主ꎬ即当俛首两大ꎬ乃不告于吴ꎬ竟买山自葬ꎬ
致自祥疑其有背主之心ꎬ梦鲤遂有退业之鸣ꎮ
讯据:应明、宗泰已衰老待毙ꎬ力不能赎ꎻ梦鲤

已葬经半载ꎬ法无断迁ꎬ相应照契管业ꎬ毋容

旁挠ꎻ仍着梦鲤赴吴门荆请以谢不告之罪ꎬ自
祥既有主道ꎬ亦宜共相抚恤ꎬ毋得偏护宗泰ꎬ
膜视梦鲤ꎬ则两得其平矣ꎮ 免供存案ꎮ〔５４〕

—５７—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或许正是这类官司的“不直不已”ꎬ所以会

给许多在徽州任职的官员产生一个徽人“好讼”
“健讼”的印象ꎬ殊不知在徽州ꎬ凡已涉讼的案件

实际只占可能兴讼案件的极小一部分了ꎮ 同时ꎬ
也正因为“鸣官诉讼”是作为矛盾与纠纷的终极

解决方式ꎬ由之体现的就是徽州人一种尊重法

律、信赖官府、看重法治的精神与意识ꎮ
将“大事化小ꎬ小事化了”ꎬ最大程度地“息

讼”ꎬ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ꎬ这是

传统徽州乡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所追

求的目标ꎬ也是徽州各个宗族的期盼ꎮ 徽州的宗

族绝不提倡健讼和烦累官府ꎬ并多将之写入族规

家法ꎮ 如«济阳江氏家训»规定:“子孙不许好

讼ꎬ好斗ꎬ好奢侈ꎮ 亡身败家ꎬ皆由好勇斗狠、骄
奢无度而起ꎮ” 〔５５〕 萧江氏«祠规»亦规定:“一止

祠讼ꎮ 健讼破家ꎬ且开怨府ꎮ 或有横逆之来ꎬ当
虚怀忍让ꎻ或产业相干、口角相仇ꎬ祠正副会同门

尊公道处分ꎬ或毕情劝释ꎬ不许竟烦官府力逞ꎮ
刁奸如强项不服ꎬ祠正副奉宗规呈治ꎬ毋玷清

门ꎮ” 〔５６〕在徽州文书中ꎬ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这

样那样的“劝息”“遵依”“息讼”等文书ꎬ如«光绪

六年祁门吴振茂等立议遵中调处约»、〔５７〕 «民国

元年七月〔歙县〕程大喜等立劝息合墨»、〔５８〕 «民
国十九年四月徽州郑本桂等立永远息争字» 〔５９〕

等ꎮ 甚至还有已在案的讼案ꎬ徽州人还要努力地

予以“息讼”ꎮ 如在«婺源北乡诉讼与教育等文

书»里就有一份«民国二十年三月胡心庵、詹缉

甫、詹子谦等立息讼证»:
立息讼证人詹缉甫、胡心庵、詹子谦等ꎬ

原因查平坦查全发胞弟查林发ꎬ即胡灶养之

嗣子ꎬ于本月十一日拕树到樟前村头履安桥

外ꎬ被严坑江炳元等截殴ꎬ林发因伤毙命、潘

连太伤害头部一案ꎬ已经县政府委员勘验ꎬ填
注尸格、伤单ꎬ起诉在案ꎮ 兹据双方合意ꎬ请

求公断ꎬ胡心庵等见该查林发等既系伤毙属

实ꎬ故秉息事宁人宗旨ꎬ力令江炳元等出洋八

百元给与尸亲胡灶养等ꎬ恤死医生ꎻ至于本

诉ꎬ应由原告撤回ꎬ该尸即由尸亲领去埋葬ꎬ

两无异议ꎬ三面订定ꎬ此后不得翻悔ꎮ 恐口无

凭ꎬ立此息讼证如左ꎮ
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立息讼证人:

胡心庵、詹缉甫、詹子谦、詹达标、詹雨生、詹

佐丞、詹达夫、詹烈光、詹秀章、詹松申、詹宣

甫、何坤祥、汪灶荣、潘树德、查文林

依议人:查全发

伤亲人:潘宗能、胡铭善、江金时、江顺

和、程助兴、江旺来

约:江成开、江聚和、江接开、江元保、汪

桂盛、江兴时

保:程元贺、江焕荣(后略) 〔６０〕

此息讼证当为婺源北乡一带的一个文会所

立ꎬ“秉息事宁人宗旨”ꎬ竟提出已在案的刑事命

案也要私了ꎬ原告人也向官府递交了撤诉状ꎮ 当

然ꎬ其最后的结果是ꎬ婺源县政府公批:“案关公

诉ꎬ碍难撤回ꎮ” 〔６１〕 安徽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答

复:“状悉ꎮ 胡林发被殴身死ꎬ前据婺源县长呈报

有案ꎮ 事关人命ꎬ应候该县依法核办ꎬ原告诉人

绝无自行和解或撤回原告诉之余地ꎮ 仰知照ꎮ
此批ꎮ” 〔６２〕据此ꎬ也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ꎮ

三、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在

长三角地区的模式意义

　 　 注重通过自我调解来解决民间纠纷并非是

徽州的专利ꎬ相似的做法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都这

样那样地存在ꎬ其中更是包括了长三角地区ꎮ 如

«记住乡愁»第一季的第 ３ 集是“明月湾村———
讲和修睦”ꎬ说的是坐落在太湖之畔的苏州市金

庭镇明月湾村ꎬ有近八百年的历史ꎬ居民以邓、
秦、黄、吴四大家族为主ꎮ 四个宗族在宗族的教

育与管理上ꎬ皆建有祠堂、修有族谱ꎬ教人“敬宗

睦族” “以和为贵”ꎻ在对待矛盾和争执的处理

上ꎬ该村有“喝讲茶”习俗ꎬ即请出村里德高望重

的长辈和为人比较公平公正的人ꎬ一起坐下来喝

茶ꎬ当事者先凭众摆自己的“理”ꎬ接着大家来评

议ꎬ最后长辈来调解ꎮ 迫于宗族和大众舆论的压

力ꎬ大多数的争执和矛盾都可以由此调解而得到

—６７—

　 ２０２１. ３学术前沿



解决ꎮ 如此方式是生动有效的ꎬ但其也有一定的

自身局限性ꎬ还是停留在情理层面调解的初级阶

段而未能涉及到其他ꎮ
在社会治安的司法治理上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初ꎬ浙江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

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ꎬ坚持矛盾不上交ꎬ就地解

决ꎮ 实现捕人少ꎬ治安好”的“枫桥经验”ꎬ为此ꎬ
１９６３ 年毛泽东同志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ꎬ
经过试点ꎬ推广去做ꎮ”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习近平总

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ꎬ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
的重大意义ꎬ发扬优良作风ꎬ适应时代要求ꎬ创新

群众工作方法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ꎬ把“枫桥经

验”坚持好、发展好ꎬ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
彻好ꎮ〔６３〕

徽州传统社会关于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解决

则是有一整套的方式ꎬ并形成了机制ꎮ 它分级分

层ꎬ解决问题的涵盖面近乎包括了中国传统乡村

社会所能产生的矛盾与纠纷的全部ꎬ并且是在每

一级、每一步的解决上ꎬ都本着“礼法兼治”的原

则ꎬ“情理”与“法理”皆备于其中ꎬ实现的是自

治、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结合ꎮ 这是具有很大合理

性的ꎬ由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ꎮ 不仅如

此ꎬ徽州传统社会的上述方式与机制早已约定俗

成ꎬ构成了惯常的定例ꎬ在徽州各地具有极大的

普遍性ꎬ成为了民间习惯法ꎬ在中国传统的乡村

社会治理中具有表率和样板意义ꎮ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ꎬ“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ꎬ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ꎮ”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ꎬ“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ꎮ 完善

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ꎮ”传统徽

州社会的乡村治理经验与做法ꎬ有许多值得我们

今天总结与借鉴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ꎬ明
确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ꎬ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

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ꎬ让要素在更大

范围畅通流动ꎬ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ꎬ实
现更合理分工ꎬ凝聚更强大的合力ꎬ促进高质量

发展ꎮ” 〔６４〕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ꎬ自宋代以来就具有很强的趋同性与互补性ꎬ
在乡村社会的存在与构成上有着极大的同源相

关性和同质同构性ꎮ 因此ꎬ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大背景下ꎬ在坚持、发展好“枫桥经验”的前提

下ꎬ总结与探讨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与

机制ꎬ寻求其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ꎬ或许能发现其在长三角地区乡村治理

上的模式价值和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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