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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客家妇女是客家学和女性学研究中前人较少关注却又饶有兴趣的话题。本文在田野调查

的基础上, 以闽西武北客家村落为例,就客家妇女社会角色与社会生活的若干问题进行论述。文章认

为, 客家妇女文献记载的不足,可以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进行弥补。客家妇女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生活

既有族群特色的一面, 也有中国东南社会普遍性的另一面; 既贯穿了精英意识和儒家伦理道德的内

容, 又存在着制度条文和实际生活相悖离的现象。在客家妇女研究中, 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的结合,

才能比较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客家妇女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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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客家研究中, 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偏向, 即研究者以男性居多, 研究的对象更是

/男性0化 ) ) ) 男人组成的社会组织、男人影响的社会生活。尽管也有一些女性学者参与了客

家研究,一些学者开展了对客家妇女研究,但与男性角色相比, 女性角色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形

象在当前的研究中仍然是边缘化的, 其主体性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在田

野调查的基础上,以闽西武平县北部 (以下简称 /武北 0 )客家村落为例, 就客家妇女社会角色

与社会生活的若干问题做一初步的考察。

本文考察的 /武北 0位于福建省西部山区武平县的北部, 现有 48个行政村, 分别隶属于 4

个乡镇 ) ) ) 永平乡、桃溪镇、湘店乡、大禾乡。由于受武夷山脉走向的影响, 在武平县城以北约

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当风岭的高山。这座高山使得武平县南北交通困难,声息不畅, 也

使得传统时期的武平县北部村落长期处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武平县北部地区内部,

不仅自然 ) ) ) 生态条件大体相同,而且同属于汀江支流桃澜河流域,而长期的历史发展又使该

地区内部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经济水平接近,社会风俗相似, 居民都讲客家话,具有高度的认同

感与凝聚力。因而选择这一村落社区进行客家妇女研究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

一、/做子婆太 0:客家妇女的理想人生

所谓 /婆太0,本意是后代子孙对前二、三代以上女性祖先的称呼, 后引申为对儿孙绕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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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满堂的老年妇女的一种尊称。 /做子婆太0则不但多子多孙、寿命长, 而且还具有道德含

义,即具有孝事翁姑、和睦妯娌、克勤克俭、相夫教子、母仪乡里等美德。 /做子婆太0是客家妇

女的一种典范或理想人生。

在传统的武北客家村落,人丁的多寡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的生产、生活,而且关系到宗族

的兴衰,所以会不会 /出丁0往往成为当地妇女头等重要的大事。因此,旺盛的生育 /男丁0能

力是成为婆太的先决条件,得到当地社会的顶礼膜拜。湘村 5刘氏盛基公家谱6 /杨生九子,马

生五郎 0的记载就颇能说明问题。谱载: /广传公,原居广东,出任江西 (流传 ) ,配杨太婆、马太

婆,共生十四子, 杨太婆生九子, 即:源、泉、洲、渊、海、浪、波、涟、江, 马太婆生五子, 即: 淮、河、

汉、浩、深,广传公出外开基临别谕十四子赠言曰: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异境

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早晚勿忘亲令语,晨昏须顾祖炉香; 苍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共炽

昌。杨太婆祝词:九子流九州。马太婆祝词:五子天下游 0。¹

对于这一记载,还有更生动的口头传说:相传广传公任江西瑞金县令因犯罪, 被判满门抄

斩,广传公吩咐十四个儿子外出逃难,临别拿起一口锅砸在地上,正好砸成十四块,叫每个儿子

一人拿一块,他日兄弟相逢便以此相认,并作上述开基诗一首。他的大老婆杨氏、小老婆马氏

面对即将骨肉分离,分别祝福自己所生的儿子。杨氏不但有极好的口才,而且有开阔的视野,

便对自己生的九个儿子祝曰: /九子流九州 0。不料,小老婆马氏更胜一筹,对自己生的五个儿

子说: /五子天下有0。这便是武北许多刘姓村落口耳相传的 /二子大小比口才0的传说。

类似杨、马二氏具有旺盛生育能力的 /祖婆 0很容易得到了村落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崇尚,

/二子大小比口才 0的故事得以流传久远,成为族群认同的符号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

仅仅是一个多子多孙的 /婆太0, 对于客家妇女来说还不够完美,还需要有高尚的品德。 /做子

婆太0) ) ) 做 /多子多孙、孝事翁姑、和睦妯娌、克勤克俭、相夫教子、母仪乡里0的 /婆太 0成为
客家妇女理想的人生追求。做了这样的 /婆太 0才是客家妇女的理想人生,才会得到族谱的礼

赞和村落社会的讴歌。在通常情况下, 武北村落族谱对妇女的记载是很少的, 磜迳 5高氏族

谱 6云: /妇人不以名重,除上代书某娘外, 于近世所配但书某氏,不载其名,即概书贞字亦不属

统词,今悉从其简。0º但是, 对于能够 /做子婆太 0的妇女许多族谱却不惜笔墨,甚至大书特书,

如龙坑、湘村 5湘溪刘氏族谱#莫孺人寿序 6载 /妹孕育稍忱,兼之妹丈独承一线,欲广嗣续缘,

又娶凌室,未几, 妹举丈夫子四,凌生宁馨二,遂成六男, 顾复鞠育饮食教诲,一如己出,今令嗣

或以绵福泽于无穷,享大年而不朽。0»贤坑村5贤乡钟氏族谱6载: / (以祥公 )元配刘氏,,缅
维太母,三从既备,四德克全,生平能敬且和,事公姑而孝可为法,处妯娌而和可为规, 躬亲操作

家业聿致丰饶, 督仆犁锄田园弥增广阔, 而且相夫训子效和丸之诚, 立义方之教, 以故文经武

纬,长则芹宫夺帜、食饩胶庠,三则射圃穿杨,蜚声黉序, 固为内助之贤才,亦为裕后之姆仪者

也,即今螽斯振瓜瓞绵绵, 敦诗书说礼乐, 亦罔非太母之遗教所育而成焉者。生男四:翰音、宏

音、简音、上音0; / (廷照公 )元配蓝氏,,闺中君子, 阃内丈夫,妇道克尽应载史书, 夫荣子贵

流芳家谱,懿范堪式淑德可歌, 宜家宜室妯娌安和, 不妒不忌,子孙众多,享寿九旬,螽斯昌炽内

则无亏富家大吉,存顺殁宁千祥云集 0; / (廷望公 )配蓝氏, ,,生男六,,太母去世,高甫周

龄,,自太母之相我太翁,无论田园岁增家口日繁,即我太翁明经首选,壁水驰名,亦赖太母之

内助焉,当太翁见背, 抚育遗孤,和丸画荻,实殚厥心, 及后文经武纬, 五桂齐馨,无非太母善教

所陶铸也,迄今兰芽遍砌, 耕读相承, 皆太母推太翁之遗意所留贻者,吾等矢志芸窗,躬膺仕籍,

共遵太母之训,饮和食德敢忘所自哉 0。
¼

田野访谈也印证了当地社会对 /做子婆太 0的崇尚。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听到, 已出嫁

的女儿回娘家行将回夫家时,母亲在临别时往往嘱咐女儿: /回去气性要好, 做子婆太的! 0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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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新娘子拜访伯婆叔娓时,伯婆叔娓一般也祝福曰: /做子婆太的0。 /做子婆太 0成为当
地人对妇女最常见、最诚挚的祝福语。此外,在武北村落的婚俗中,女子出嫁前的整容上笄,必

须由一位多子多孙、夫妻双全、品行良好的好命老妇来完成, 其实质也是祈望行将出嫁的女子

将来也有 /婆太命 0,这也是当地人思维深处相似原则的一种表现。
不过,品德的高尚与否很难衡量,而是否子孙满堂则是有目共睹,何况当地社会认为多子

多孙本身就是一种福气,也是有德之人才能拥有。所以,尽管族谱极力渲染妇女的德行。但人

丁兴旺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考量这些受到族谱礼赞的妇女, 无一例外是 /多子多孙0, 族谱详载
生有几男几孙, ,,,如果没有人丁众多这一先决条件,其他的德行就无从谈起。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妇女生育能力旺盛与否成为当地社会婚姻生活的头等大事。如果

具有旺盛的 /出丁 0能力,哪怕长相丑陋,也会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后代子孙也不因其

丑陋而有所忌讳,如 M村 F氏就流传着丑太婆的故事: 相传 F氏刚到 M村时, 有一段人口很

少,男的几乎灭绝,只剩下一个女的, 而且长得很丑,当时刘公坑有一个姓刘的,年岁已大, 尚未

成亲,只好到女家与这个女的结婚,以后生下的孩子都姓 F。
½
此后, F氏人口很快发展起来,成

为当地的巨姓大族。这样的说法能够在后代子孙中反复流传,并不因祖婆的丑陋而有所避讳,

可见一般的社会观念。

这种丑太婆的传说还见于许多武北村落,据 X村一位 Z姓报告人说, Z姓某公刚来 X村

开基时住在 Y姓祠堂旁边铸炉, 邻居有一女子长得很丑,但每当她出现时,某公铸的炉就特别

好,某公认为她有旺夫相, 就讨这个女子做老婆,她就是 X村 Z姓的开基祖婆, 她为某公生了

好几个儿子,人口从此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与此相关,娶媳妇后会不会 /出丁 0也是家族中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而一旦有 /不出丁0
的例子出现,再经过众口相传而渐次放大,则可能成为影响两姓通婚的重要因素。如永平三背

廖氏与帽村方氏曾一度不通婚,据杨彦杰调查说: 据说以前姓廖的女孩子嫁到方家都很出丁,

生了很多男孩。但姓廖的娶了姓方的媳妇,却经常生女的,不出丁。所以后来姓廖的就很少娶

姓方的女孩子。
¾
店厦村罗屋罗姓人也曾经不与梁姓通婚, 其原因据说也是 /不出丁 0, 因为

/ -罗 . (箩 )挂在-梁 .上,自然发展不起来0。足见 /丁 0的观念在当地社会的巨大影响。

二、/天葬风水 0与 /美女献花 0:客家妇女旺盛生育能力之 /源 0

武北村落对旺盛生育能力的希望不仅寄望于现实中的妇女, 还寄托于女性祖先的坟墓风

水等象征资源上。族谱中关于女性祖先 /天葬风水 0的记载就是典型的例子,江坑5蓝氏族谱6
载:

(大一郎公 )初娶桃溪刘大二郎之女曰三娘, 生于至大二年乙酉月初二日酉时,

未及生育。元泰定帝改至和元年甲子四月十一日,因归宁母家,至中途大坪岗,忽有

疾风狂雨暴至,惊昏伏地, 从人散而天即葬焉, 雨息人回墓即成,止年十六岁, 即今之

明堂岗醉翁卧地形坐西向东。

坪坑5蓝氏族谱6载:

元泰定元年甲子三月成婚, 婚后归宁母家月余,得染恶疾而终,其娘家遣人报知

后,公雇人扶柩而归, 至鲁溪水口大坪岗, 忽遇暴风骤雨,势不可挡,遂停柩于山窝,奔

走避雨。雨息回视土崩拥棺已被土掩成坟,彼时乃元泰定元年甲子四月十一日, 得年

一十六岁,未有生育, 堪舆师命为醉翁卧地形, 庚山甲向,乡人皆誉之为天葬地焉。
¿

据江坑村一位蓝姓报告人说,鲁溪水口大坪岗 (又叫名龙岗 )的这座祖婆墓, 实际上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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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石头,据说以前有一个小湖,但不管投放多少石头, 都无法填满。这些天葬风水的故事,在

蓝氏族人中世代相传,在他们心目中 /天葬风水 0就是 /生龙口 0,必定人丁大发, 使子子孙孙福

泽绵延,因而有着特别敬仰的心情。

有关祖婆的 /天葬风水 0,也见于田野调查的口头传说, 大禾乡小坪坑村一位邓姓报告人

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则关于蓝姓人的传说:

很久以前,汀州管八县,八县都是客家人与畲民居住的地方, 但畲汉不通婚。不

知是哪一姓的后生与畲家妹子好上了,但又不敢声张,因为那时如果谁畲汉通婚是要

挖眼珠和杀头的。不久,畲家妹子怀孕了,偷偷地躲在后生的牛栏里生下一囝。那后

生告诉他的老爹,说牛栏里的母牛生了一个小囝,于是父子俩收养了这个孩子。此后

后生和畲家妹子照旧和好。

后来,畲家妹子凭媒出嫁,在出嫁的路上, 她跳崖自杀了。那后生听到此事, 痛哭

了三天三夜。他编了一首歌教给他的小儿子唱: /火萤虫, 桔桔红,夜夜下哩吊灯笼。

灯笼里背一枝花,畲家妹子入人家。茶一杯,酒一杯,打扮施人大路归。大路归, 石按

脚;小路归, 芒割脚。芒头尾上一点血,芒头据下一绞肠。爷子见得出目汁, 女哀子见

得叫断肠。长竹篙,晒罗裙; 短竹篙, 打媒人。上昼老鸦哇哇叫, 下昼老虎打媒人。0
歌唱得十分悲惨,虽然客家人对不祥的语言是十分忌讳的,但这首歌唱了一代又一

代,直到现在。

后来,那后生将畲家妹子的尸体偷藏在自己的牛栏里, 不料当晚两牛相斗,尸体

跌落在地,牛栏飞散, 变成了一座坟墓。据说就是现在汀州的牛栏岗, 那里是 /生龙
口 0。

以上种种,无论是族谱记载,还是田野调查的口头传说都说明女性祖先的 /天葬风水0特
别有利于人丁兴旺、子孙大发。与此类似,祖婆风水更有利人丁兴旺的说法也盛传于武北的其

他村落,据湘湖村一位刘姓报告人说,现在的湘湖刘氏已经没有开基祖三郎婆的坟墓了,其原

因是长汀腊口的朱廖坪刘姓人也是三郎公的后裔, 他们还是由湘湖村迁去的,起先每年都会来

湘湖祭墓、祭祠, 但经常是如果来早了, 湘湖人会说裤都弄湿了 (意即来早了等吃 ) ,而如果来

迟了又被湘湖人说是晒湿裤去了 (意即替老婆做事, 讥笑其怕老婆 )。于是, 朱廖坪人就决定

以后不再来湘湖祭祖了,但祖宗还是要的,怎么办呢? 他们便决定在三郎公和三郎婆的墓中选

一只挖回去安葬,由于听人说妇女的墓会更 /发 0 (人丁更兴旺 ) , 最后就将三郎婆的墓偷偷地

挖回去安葬了。此后,湘湖刘氏就没有三郎婆的坟墓了。

类似的传说,还见于梁山村上洋杨姓祖婆的 /螃蟹过江形 0的故事。据一位杨姓报告人
说:

上洋杨姓曾有一支迁往广东白侯,以前白侯人每年都会回来祭墓, 由于路途比较

远每次都无法确定准确的到达时间, 如果来早了上洋人则数落他们说 /这么早来,等

吃啊! 0,而来迟了则被风言风语地说: /祖宗都不要了 0。最后, 白侯人火了起来, 他

们商议着必须在祖公和祖婆二座坟墓之间挖走一座,以后再也不回来祭墓了,大家一

致认为祖婆比较 /发0,要挖就挖祖婆的墓,于是他们就偷偷地把祖婆 /螃蟹过江形0
的骸骨挖了回去,葬在田塅里, 同时做了五座一模一样的坟墓以防止上洋人前来偷

挖,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祭墓了。不过, 白侯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如果在白侯碰到外

地杨姓人,他们都会问得很详细,如果能说出梁山中坊角里祠堂边水井的位置和门前

的三级台阶,他们就会盛情招待。

众所周知,生育的重任主要靠妇女来完成,所以武北村落社会关于女性祖先坟墓更有利于

186

5东南学术 62008年第 6期                             



/人丁发展0的说法,符合人类思维深处的 /相似原则 0,具有想像的合理性。也正因为此,与女

性生理特征相关的象征资源特别容易获得武北村落社会的青睐,如象征女阴、乳房的 /美女献

花形0风水在武北村落风水传说中特别引人注目:

据说磜迳中心屋为 /美女献花形 0, 是一个风水宝地,美中不足的是会亏廷明公

一房。在做这座厅堂时,恰好由老实忠厚的廷明公服侍地理先生。他服侍得非常周

到,地理先生心想你服侍我这样周到,但这座厅堂却偏偏亏你,实在于心不忍。于是,

他对廷明公实话实说,廷明公听说后便对地理先生说不要份可不可以? 地理先生回

答说那你自己有无地方做一座新的厅堂? 廷明公回答说有是有, 在大禾坝地点有一

只田寮子,不知道风水上行不行? 地理先生说那你带我去看看。地理先生察看地形

后认为,这里的风水也很不错,论财势并不比中心屋差。廷明公后来就在此建起了一

座厅堂,成为大禾坝的肇基地,故称作 /老屋正栋 0。据说由于廷明公做了这座厅堂,

所以其后裔比较发达,在磜迳高氏中占一半的人口。

关于梁山村牛姆窝陈姓人丁没有持续大发展的情况, 在当地有多种传说。据一位陈姓报

告人说,牛姆窝有一座孔厦人的坟墓,该墓是被称作 /美女献花形0的风水宝地, 原为牛姆窝陈

姓人的地基,陈姓人发现他放的鸭子经常在这里生蛋,觉得这里是一块好风水,于是就约期风

水先生前来做墓。做墓的前一天傍晚正好下大雪, 风水先生路过孔厦时,当地豆腐店的老板邀

请他喝茶,喝茶的过程中, 老板问风水先生前往何处,替谁人做墓, 风水先生如实回答。老板便

劝他说,今天雪下得这么大,天又这么晚了,不如在这里住下, 待明天早一点去更好。不料, 第

二天牛姆窝陈姓人带风水先生前往做墓时,发现在这块地基上已有一座刚建好的新坟。原来,

孔厦的豆腐店老板听说牛姆窝有这么一处好风水, 便连夜请人将祖坟迁葬此处。从此,孔厦人

的风水就比牛姆窝人的风水好得多, 牛姆窝陈姓的人口也无法大发展起来。

另一则传说也与 /美女献花形0的风水宝地有关。据另一位陈姓报告人说,

孔厦吴姓人的祖先曾在 /美女献花形 0一带有稻田, 他在这里放养了一伙母鸭,

他发现他的母鸭每天都会到 /美女献花 0地点生蛋,而且一只母鸭一天能生二个蛋。

于是, 他就偷偷地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前来堪察, 风水先生告诉他说, 这个地形叫做

/美女献花0,是一块十分难得的风水宝地。这块地恰好是他嫁在牛姆窝女儿婆家的

地基,便不动声色地和亲家商量说,从孔厦到牛姆窝放鸭路途比较远,每天往返十分

不便,想借用这块地基搭一只寮子。他的亲家说, 什么借不借, 亲戚里面送给你就是

了。孔厦人的祖先心里认为风水不能恶求, 并且怕对方后悔, 便假意说那怎么好呢?

于是,他在自己的稻田里采了五株稻穗送给亲家,象征性地作为买地基的钱。孔厦人

的祖先把地基搞到手后, 先在这里搭了一只寮子, 后来就建了一座坟墓。坟墓建成

后,孔厦人开始兴旺发达起来,而牛姆窝陈姓人却开始衰落下来。由于牛姆窝人的祖

祠在这座坟墓的下方,所有好的风水都被这座坟墓得走了, 所以这段时间里, 牛姆窝

陈姓人接连出现大的灾难, 请风水先生一看才知道风水出了问题, 后悔已经来不及

了,只好在石灰地临时用杉树皮搭了一只寮子, 把祠堂的神主牌寄放在那里, 才免受

更大的天灾人祸。

从这些传说中不难发现,在当地人心目中,是否拥有 /美女献花 0这一风水是人丁能否兴
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故事传说, 既是当地人风水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折射出当地人对人

丁兴旺的一种渴求和对女性旺盛生育能力的一种期望。质言之,族谱记载的 /天葬风水 0和田
野调查口头传说的 /美女献花0, 或许出于编造, 但传之悠久,信之弥深, 反映了武北村落一种

普遍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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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衫见父亲,解衣见郎君 0:以夫家利益为重的客家妇女

/做子婆太0的另一面,很自然地表现为出嫁女儿对娘家的疏离。所谓 /做子婆太0,是做
自己子孙的 /婆太 0,在夫家与娘家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感情的天平必然偏向于夫家。在武北

村落的族谱中,有关出嫁女儿的记载十分稀少,一般仅寥寥几笔记载有生几女,适某地某姓,至

多加载女婿的科举功名。族谱对出嫁女儿记载的缺失,很难说明已出嫁女儿与娘家有多大程

度的关联,但至少说明已出嫁的女儿对宗族的关系并不重要,宗族的大门对 /她0是紧闭的, 以

致记载宗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 ) ) 族谱对 /她0十分漠视。

与此相反,相关的口头资料却十分丰富。田野调查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 /卖出田,嫁出女0
等比喻女儿与娘家关系稀疏的俗语,更常听到 /一代舅,二代表,三代、四代冇人晓 0等借以形
容出嫁女儿及其后代与娘家关系逐渐疏远的口头语。

这种出嫁女儿与娘家的稀疏关系还见于武北村落社会生活的诸多禁忌和风俗中。如出嫁

女儿不准回娘家扫墓,不准在娘家生孩子,女儿、女婿不能在娘家同房。在婚丧习俗方面, 则有

女子出嫁时要先过米筛,然后走出祠堂、厅堂大门。而一出大门,娘家人就立即将门关上, 其动

作之快有时甚至会将出嫁女子的后脚夹痛。老人去世送葬时,已出嫁的女姑尽管哭得很伤心,

却只能送至半路。所有这些,集中的话题就是 /风水 0不能被已出嫁的女子带走。 /风水 0是地
域社会有限的资源,已出嫁女子将娘家的风水带走,必然伤害到娘家的利益。

但是,已出嫁的女子却总是想方设法地试图从娘家谋得利益, 我们在湘村调查时听到的两

则口头传说可资引用:

其一,清初, 帽村方氏有一处草茔极好,选择这个草茔的风水先生说,主人落葬后

其后代将来必定财丁两盛,科甲蝉联。这个秘密被另外一位风水先生知道了,而这位

风水先生在湘村刘屋看风水时受到了可仕公的礼遇,被照顾得十分周到。为了感谢

可仕公的盛情,他便教可仕公的老婆 ) ) ) 方氏太婆 (帽村方家人的女儿 )说,等你父

亲去世送葬时,你要设法用手在绑棺材的竹篾上割出血来,他日此墓对你子孙大有好

处。后来,方氏太婆真的就按照风水先生的吩咐去做了。若干年后,替帽村方氏做坟

的风水先生又来到方家,便询问该坟墓葬后的几年间有没有什么变化。方家人回答

说没什么变化,一切平平常常。这位风水先生觉得十分奇怪, 怎么也不相信。最后,

他问方家人的亲戚中有没有哪家在这几年中发生了大的变化。方家人回答说别的没

有,只有湘村的姐姐家这几年十分兴旺发达,不但财丁两盛,而且不断有人考上文、武

秀才,甚至还中了举人。风水先生遂认定方家的风水被湘村刘家分走了,便向方家建

议改葬。当他们把棺材挖出来后,发现棺材上长出了四个大血瘤, 风水先生认为正是

这四个大血瘤应在了湘村方氏太婆的后代身上。他教方家人蒸几甑热饭倒在这四个

血瘤上把它们祭掉。从此,方家人的风水便逐渐好转,后代中有人还中了进士,而湘

村刘氏则远不如从前了。由于湘村刘氏曾经分走了方家人的风水,帽村方氏从此不

太愿意与湘村人通婚了。每当有湘村人前来提亲时,族中长辈便出面反对, 故两姓间

通婚的情况就很少。

其二,湘村献仕二公祠基址中的一部分原系本村温祝庭的一块苎麻地。温祝庭

之女匹配与刘姓可献公后,可献之父刘华筠企图将这块地占为己有, 用以建祠,故指

示尚未归门的媳妇 (即可献之妻 )以建学堂的名义向其父母索要。当可献妻归门之

际,一直啼哭,不肯上轿,其父一再追问何故? 最后,温氏才将问题提出, 说她要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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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块苎麻农地。温祝庭也略知风水,知道这块苎麻地可用以做祠堂。但在这种情

况下, 只好勉强答应, 于是就祷告说: /此地若用以建学堂, 子孙就入学中举,若用以

建祠堂,则只能有一桌人吃饭0。后来,祠堂建成后, 可献公一脉景况不佳, 最后不得

不迁徙到四川。

显然,这两则故事都说明出嫁的女儿为夫家利益而不惜损害娘家的利益,体现了夫家利益

为重的原则。与此类似,流传武北村落的 /邓王氏案 0的另一种版本 À
,邓王氏在最后关头权衡

父亲与丈夫孰重孰轻时,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清朝咸丰年间,小湘坑有个叫王慕财的大财主,与邻村邓坑头的邓仰高素有交

往,正好两人的儿女年岁相仿,遂结成儿女亲家,王慕财把女儿许配给邓仰高的儿子

邓尚贤为妻。后来,邓仰高夫妇先后病故,邓家又连遭水火灾殃,弄得家贫如洗, 难于

度日。不得已,邓尚贤只好接受岳父王慕财的资助, 外出经营木材生意, 来往于潮

(州 )、汕 (头 )一带。适逢木材大涨价,邓尚贤多次贩销的木材,均顺利脱手,赚了不

少的钱。一日,随带一千块光洋回家, 路过小湘坑, 投宿岳家。晚餐上, 不慎泄露财

机,使王慕财顿萌谋财害命之心。在殷勤劝饮下, 邓尚贤被灌得烂醉如泥。这时, 王

慕财便示意早经安排好的帮手, 把邓尚贤的口用棉花塞紧,并绑缚其四肢,拖到浴室,

干起那毁尸灭骨的罪恶勾当。这时, 刚好王慕财的两个小孙子起来小解,路经浴室窗

前,听里面嚓嚓有声, 对着窗缝一看, 吓得目瞪口呆。两个小孩倒也精灵,互相捂住对

方的口,蹑手蹑脚地悄悄溜回卧室,互相叮嘱不得外泄。

不觉一晃过了三年。三年来,王氏女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作过了多少离合悲

欢之梦,总是不见夫君身影。凶多吉少,已在意料之中。但不知夫君究竟是葬身鱼腹

呢? 还是遭到其他不测。端午节那天, 王氏女回到娘家,见两个小侄子抓住一只青

蛙,正在七手八脚地进行宰割分尸。当青蛙作垂死挣扎, 颤抖四肢时,两个小孩心里

可乐了,边宰杀边议论说: /这情景多像前几年爷爷弄死姑丈时的样子啊! 也是一声

不响,四肢颤动, ,0 /啊! 0王氏女一听,差点要喊出声来。好不容易镇定后, 便找两

个侄子详细打听,小侄子把真情实况和盘托出。这时,王氏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了。

她悻悻回到家中,经反复思考,认为揭父过,则不顺孝规, 人言可畏;袒父恶, 则违

逆天理,理法难容。两者难以兼容。最后毅然狠下决心,要使父亲的罪恶,昭告天下,

伏法于刑律。她找到本县中堡著名的诉师刘本直先生, 刘先生听罢申诉, 深表同情,

答应免费代笔。但诉状送到武平县衙, 却石沉大海, 不见回音。王氏女去催问,又被

/证据不足0藉故一推了之。后来才知道是王慕财从中下了贿赂。这样,这场官司在

武平县已无望获准了。

据说清代有一个规定,即一个案子如在当地县衙无法受理时, 可以跨县呈控。于

是,王氏女又先后到上杭、永定、长汀、连城等县递状控告, 但均因王慕财 /神通广
大 0,门路全被堵死了。这样,王氏女接连跨州走县, 一直告到福建省布政司衙前,都

未被受理。王氏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次遇见诉师刘本直先生,总是哭得死去活

来,肝肠寸断。这事也确使刘本直甚感不安,心想自己代人诉讼几十年来, 无不得心

应手,一状见准, 而这回却总不见效, 觉得十分蹊跷。他想起上杭白砂以善于诉讼而

远近闻名的丘锦芳先生,便化装成卜卦先生求见,见到丘锦芳后,两人谈得很投机,便

议到此案。丘锦芳先生说: /刘本直先生写的状子,本人也曾看过,确实字字珠玑,针

针见血,, 0。刘本直插话道: /案情是非,已十分明白,只不知为何刘本直先生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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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几乎告遍邻近诸州县, 直至省布政司衙前,均未获准, 真令人莫名其妙,, 0。这
时,丘锦芳深有感触地说: /敝人认为,如果刘先生的呈文中,能添上省布政司衙前的

那副对联内容,就会更有说服力了, ,0。刘本直听罢, 深受启发。

第二天,刘本直回到家里,再把王氏女的告状,从头到尾, 重看了一遍, 认为基本

内容无多大出入,只在文后添上省布政司衙前的对联, /严拿贪官污吏 0为虚语; /铲

除势恶刁顽 0是假话。接着,便把状子重抄再投省布政司。这样一来,真的激怒了布

政司的那些上司,一气之下,立即下令捉拿王慕财归案。当汀州府开庭审判之日, 布

政司有意想试探王氏女的才识, 便在审理过程中, 回头问王氏女道: /王氏女, 我问

你,父亲、夫君,何者属亲; 夫仇父恩, 皂白焉分? 0王氏女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民女认
为,对一个已出阁的女人来说, 应该是: -着衫见父亲,解衣见郎君 . ,两者同是亲人,

论常理有别。何况在这一案中, 父亲已触犯刑律, 是非善恶,昭然若揭; 依律量刑, 由

老爷作主。至于民女个人,早已把亲疏、恩怨、利害、得失, 置之度外了。0布政司听了
频频点头。立即挥朱笔,处决王慕财,并行文通令罢黜与此案有牵连而徇私受贿的七

十二堂府县官员。
Á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故事的是非曲直、真伪与否。从邓王氏的简略回答中, 不难发现,在武

北村落社会,对于出嫁女子而言,夫妻情已远胜父母恩。这与其他地方所流行的 /父母不可再
生,丈夫可以再换 0有很大的区别。

凡此种种,从问题的另一面,进一步印证了武北村落族谱对出嫁女儿记载缺失的合理性。

当然, 这种稀疏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 只是相对于承继香火的 /子孙 0而言。相比于其他的亲
戚,出嫁女儿与父母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个别父母没有生养儿子的,女儿甚至还真正承担了

半子之职,如小澜 5余氏族谱6载 / (十三世 )德动公生二女,长女适配钟富山郎,次女适配李姓,

公深思无靠,有草窨二穴归与钟家婿,又有田归与李家婿。今公葬于源头, 春秋二祭乃钟富山

郎裔孙祭扫;婆葬于三栋屋背头,春秋二祭乃李家婿裔孙祭扫。0Â

四、男女别途与牝鸡司晨? 客家妇女生活中原则与实际的两面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在社会生活中明显不平等。而在性方面尤其不平

等,为维护男性的利益和血统的纯正,对女性的贞操要求比较严格,在士大夫文化方面就衍化

出一整套单方面的约束女性的 /男女之大防0的规矩和程式。关于这些, 武北村落的族谱中也

有不少记载,如源头5蓝氏族谱 6中载有繁琐的祖训家规十九条,其中:

第 5条, 妇人者服于人心者也,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大凡家忤逆不和,多因

此辈异姓相聚,搬长斗短, 有以致之。5易 6谓家人睽必起于妇人, 故睽欢家人, 牝鸡

司晨为家之索,不可人重以垂戒也。本家族敢有阴惑妇人言语,致伤大义者, 族众共

攻治之。

第 9条, 奸情者世间灭伦伤化丧德坏行不顾玷辱之所为也,或至戚, 或缌麻,或宗

族,或异姓, 亦皆纲常伦理所关, 风俗所系, 四知之念岂可忽乎。盖古之戒曰, 男子由

外女子由内,男女别途,一切戏游必须禁绝。本宗世传清白, 凡为家长者务宜严训子

孙,谨受礼法, 不可至于此矣。恐玷辱门风, 稍若败露, 通众必须擒获送官以禁将

来。
�lv

江坑5蓝氏族谱6载:

/ (蓝氏祠堂禁条第四条 )祠内永不许留宿妇女, 如有窝留娼妇以诱不良者,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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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治,逐出不贷0。�lw

5湘溪刘氏族谱6族规中亦载: /和好夫妇者,家道之成败所关也, 故必和好, 斯夫有为妻内

助而家道乃成,不可有反目之伤,尤不可令牝鸡司晨。0�lx显然, 这些族规明确规定妇女不能参

与宗族的内政、外交, 以及特别强调 /男女别途 0、/一切游戏必须禁绝0、/牝鸡无晨0等两性交
往的不平等。

但是,另一方面武北村落的族谱同时又记载有妇女当家作主的现象。如 5湘溪刘氏族谱
#莫孺人寿序6载: /吾妹在家综理, 以巾帼而兼丈夫, 外持门户内肃闺闱, 调度悉宜, 大小贴

服。0�ly 5湘湖刘氏族谱6则载有一则妇女主张将田产赠与宗族蒸尝的田契 �lz
:

十四世有周字祥史,配王氏,白手创业富甲一乡, 好善乐施笔难尽述。而内助孺

人尚遵遗命,遣男捐田赠祠办祭颁胙其他,义举虽属巾帼胜于须眉,皆公生前感发所

致,右将命捐字据刊载于后以垂不朽。

立赠尝田嗣孙瑞文兄弟侄, 缘前祠同谱载春秋祭仪绅衿颁胙等项凿载明晰, 近传

祠用繁耗不能依谱办发,兹承母命,瑞等身轻力薄, 祠中大费不能稍补万一, 只量力情

愿将到罗坑员分田三秤、细溪垅田一十五秤、枫树塘田一十秤零五分,上田三秤、牛牯

塘田下山门口四秤,小片田四秤、石壁下田三秤七分五厘, 半窟塘田一秤五分, 山凹

里、圣坌田一十秤,共田五十四秤七分五厘赠归祠尝内, 其租谷共七大石二桶四斤永

作帮赠历年春秋在祠祭仪以及绅衿颁胙等费。其余津贴绅士大喜庆等费, 祠中原有

尝田给应,无庸此项田扯补。自赠以后,付与绅衿春秋二祀,向佃众收公平, 原照规办

发销讫,永以为例,有瑞等嗣孙不得藉 端侵渔,族众亦不得因别项事务典卖济急, 致

负瑞母今日微悃。其田米原载贰斗八升合正,任凭族众另立花户割出当粮, 今欲有

凭,立赠字一样四纸存肆房永远为照。

瑞文

乾隆二十九年肆月初五日立赠尝田嗣孙    承卿

龙观

在场伯敏史

代笔焕溪字

这二则材料都说明武北村落存在着妇女当家作主的现象。特别是后者,儿子在母亲的授

意下立下字据将大量田产捐赠给宗族作为蒸尝田,反映了老年妇女在家庭财产的处置权上具

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对外交往方面,武北村落的妇女也并非完全隐身,如我们在小澜村调查时发现了一处碑

刻:

敬塑圣像各信妇捐助启列

陈阑桂母助边贰百  余华九母助钱壹千  张德俊母助钱壹千  余华志母助钱壹千
罗芳远妻助钱壹千  张维业母助钱玖百  余万和母助钱玖百  张室贤母助钱六百
魏贤玉母助钱伍百  张玉大母助钱伍百  张福官母助钱伍百  陈发建母助钱伍百

陈发恭母助钱伍百  朱奎碧母助钱伍百  余万广母助钱伍百  张日旦母助钱伍百
余华进母助钱九百

陈翠球母  陈德善母  陈作琳母  朱福盛母  陈功上母  张有伦妻  张林汤母

张子同妻  邓功远妻  邓丁青妻  陈功书母  陈全桂妻  余荣笔母  余华耀母
余华喜母  余福康母  刘  申母 (各助钱叁百 )

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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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元妻  刘善元妻  刘茂祚妻  刘元宗母  刘昌灿母  张日扬妻  张日达妻  吴祥魁母
吴振魁母  余辉琳妻  张忠禄母  张德裔母  张发明母  张华清母  张秀华母  魏发阑母

张叔裔妻  张远裔妻  余禄寿母 (乐助铜钱贰百文正 )

余 t t 母  余芳寿母  余盛 t 母  陈功兴母  陈灶生母  陈功九母  陈兴琳母  陈德辉妻
, ,

(以上各助钱二百文 )

这一碑刻说明妇女在参与神明信仰活动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类似这样的现象也见

于当地的口头传说。在武北的许多村落, 我们都曾听说妇女对家庭事务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支配权,个别家庭还存在妇女当家的现象。

不仅如此,在两性交往方面,男女之间在共同的劳动中产生爱情,越轨逾矩者亦不乏其人。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曾了解到不少老年男女在年轻时发生私情的事例。武北村落普遍的 /唱山

歌 0也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文艺活动, 有的时候却成为男女调情的媒介与过程。据湘村一位老

年妇女报告人说,旧时在山上唱山歌有时是会 /紧唱紧前0的。有一则典型的故事颇能说明问
题,有一中年男人在山上与隔壁山窝的一位年轻女子对歌, 越对歌越有感情,一边唱着山歌一

边两人慢慢靠近, 准备发生山歌里的故事, 但两人一见面才发现一个是公公, 一个是儿媳妇。

结果公公大骂儿媳不守妇道,儿媳红着脸指责公公老不正经。正因为此,不少村落禁止在村中

唱山歌。可见,武北村落大量反映男女私情的山歌、民歌并非空穴来风。反过来, 这些被视为

/淫邪0的山歌与民歌又常常为男女私情提供了媒介,出现 /规矩与程式 0和实际生活的反差。

此外,不少民谚俗语也证实了当地两性交往的相对自由。武北村落有一句俗语叫 /母鸡
会带鸡子,鸡公唔会带鸡子 0,这是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俗语, 表面的意思是说女性在对待孩

子方面比较细致耐心,有助于小孩成长,说明中年守寡的女人比中年丧妻的男人在育儿方面具

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句俗语却还隐含着意味深长的含义 ) ) ) 守寡的妇女有望通过与男人
的暧昧关系获得某种经济上、人力上的支援,以帮助小孩成长, 这道出了当地社会对此类两性

关系的默许与认可。

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在某村调查时, 还听到当地人关于他们的开基祖婆 Z氏太婆与风

水先生的种种故事。这种传说未必真实, 但反映了当地人对两性交往的宽容程度,否则这样的

传说既不会诞生,更不会流传。

由此可见,族谱中族规、祖训家规是一回事,实际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制度条文与现实生活

具有一定的距离。

五、结  论

1. 武北村落的族谱透露了客家妇女社会生活的信息,是研究客家妇女的重要民间文献之

一。但较男性而言,族谱中关于妇女的记载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无声的和边

缘的, 反映了作为族谱修纂者的地方士绅或精英阶层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与之相反, 田野

访谈中有关妇女的内容却异常丰富, 显示出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十分活跃的一面, 比较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妇女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一面。

2. 族谱中关于客家妇女的诸多 /清规戒律 0, 在现实生活中未必能够实行, 或者说现实生

活中存在着许多不规矩的现象,作为规范宗族社会运行的 /族规 0才会特别加以强调。因此,

族谱的记载在有些方面未必与田野访谈的结果相一致, 有时甚至还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 反映

了地域社会原则与实际相背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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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管武北村落的族谱同样贯穿了精英意识和充满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 但与其它正

史、正典、官修志书相比,还是最贴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除其中标榜的种种因素, 与我

们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在总体还比较一致。正因为如此,族谱在研究村落社会中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成为村落社会研究最基本的文本资料。

4. 田野调查所反映的武北村落妇女的种种情形, 在闽西客家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南社会

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 /天葬风水 0的记载与传说,与本县十方镇黎畲村萧满姑的传说
�l{
、连

城县河源十三坊女孩子嫁给蛤瑚侯王的故事, 以及我们在福建省长乐市鹤上镇田野调查时听

到的种种传说,在母题、细节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都是天葬风水、都不是直接养育后代

的女性祖先、都是石头墓等等。 /做子婆太 0的观念也见于连城县姑田镇: /赖姓人认为娶华姓
的女子能够生育很多的男丁, ,据说曾经有一位嫁到赖姓家的华姓女子活到九十九岁,去世

时身后有六代人共一百二十个男丁给他送葬, 葬礼非常的隆重,还有人专门写了一幅楹联言此

盛况, 其中有 -一百二十人哭灵前 .的描述 0。�l| /丑太婆 0的故事与传说亦为清流县灵地镇黄姓
人所津津乐道。

�l}
不仅如此, 武北客家村落妇女以夫家利益为至重的观念在闽南地区也广泛存

在。在闽南地区,普遍有 /女儿贼 0之说,同样有出嫁女儿不能在娘家与丈夫同房的习俗。

5. 无论是族谱记载还是田野访谈都显示出,在祖先崇拜方面武北村落女性祖先地位的重

要性一如男性。如湘村广传公杨、马二位太婆赛口才的记载,大禾村蓝大一郎婆刘三娘天葬风

水的不同版本和龙坑、磜迳二村有女性祖先携其儿子前来开基的故事, 湘村方氏太婆、温氏太

婆骗取风水的传说,以及湘湖村、梁山村偷挖太婆坟墓的故事。这些有关女性祖先崇拜的故事

与传说,透露出初民社会的种种痕迹,让我们更多地看到客家与畲族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注释:

¹ 刘文波: 5刘氏盛基公家谱6, 1980年抄录。

º 高攀编修: 5福江高氏族谱6, (清 )光绪四年刻本。

» �lx�ly刘绍禹等编修: 5湘溪刘氏族谱 6, (清 )嘉庆辛未年五修。

¼Â �lw佚名: 5贤乡钟氏族谱6、5汀郡长邑仕下余氏三修族谱 6、5蓝氏族谱 6。

½ ¾参见杨彦杰: 5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 6,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 1996年版,第 87、106页。

¿刘大可: 5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 6,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 2002年版,第 155- 156页。

À关于 /邓王氏案 0有不同的版本,参见刘大可: 5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 6,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

远东学院 2002年版,第 384- 386页。

Á参见黄顺炘、黄马金、邹子彬: 5客家风情 6 (续集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35- 338页。

�lv蓝卓明等编修: 5源头蓝氏族谱 6, 1947年手抄本。

�lz刘成崇等编修: 5湘湖刘氏族谱 6, (清 )光绪三年刻本。

�l{肖允文、蓝耀文: 5漫话黎畲肖屋 6,载武平县政协编: 5武平文史资料 6总第八辑,第 72页。

�l|据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邓晓华教授田野调查报告。

�l}据清流县黄于万先生报告说:清朝顺治年间,有一天,一个满脸麻点的丑女人,被带到庵前戏台坪出卖,身价只要三升

大米。这消息被住在附近的黄子良知道了,他立刻走去看看这女人的模样。只见这女人是个大麻子, 鼻孔外还留着一把鼻

涕,长像实在够丑,但身体结实,年纪只三十出头,样子像个善良的女性。黄子良心想,自己家贫,无钱娶美貌妻子,母亲又已

年老,自己靠挑碗卖维持生活,常年在外奔波,不能好好奉养老母,不如花三升大米买下这个丑女人, 以后母亲也有人照应。

于是,黄子良马上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一想,孩子年纪很大了,因为家贫娶不了媳妇,既然孩子不嫌女的丑, 也

就立表同意。就这样,黄子良买下了这个丑女人为妻。这位丑女人就是鼎鼎有名的大祖婆 (第十二世祖 )蔡桂兰。蔡桂兰很

会治家,对婆婆很孝敬,因此夫妻俩感情融洽,家境虽穷,生活却过得很和美。蔡桂兰活了 93岁才死。她生了 5个孩子, 有

24个孙子, 108个曾孙,家庭非常兴旺发达。她为了教育后代子孙,日后娶妻不能重貌轻德,所以到了晚年,每逢生日那天,

一定要叫儿孙们抬着她全村游,并边走边叫: /你们讨媳妇千万别只看人才 (容貌 ) , 不看品德呀! 只要勤劳、俭朴、会持家、

品德好的女人,不管美丑都无关系,我蔡桂兰就是榜样。0至今,几百年了,当地凡是有人嫌弃自己老婆丑时,批评他的人就会

说: /老婆漂亮可以吃吗? 子良公婆那么丑,命却那般好,多子多孙,寿又高,丑的有甚么关系。0参见黄于万: 5清流县灵地镇

黄姓民俗 6,载杨彦杰主编5汀州府的宗族庙会与经济 6, 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 1998年版, 第 352

至 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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