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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的常熟庞氏家族在科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文化领域的实践创造、家族生活的自治

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与区域社会的双向互动，根

源于“士”阶层的文化责任自觉和特定的区域环境和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庞氏家族在坚守家族本位以及维护地

方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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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是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文化家

族的基本特征，在于家族以实现本家族的文化性为追

求目标，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良好的文化环境，并

有相当的文化积累。［1］39清时期，江南经济繁荣，文化

发达，出现了众多的文化家族。江南文化家族作为江

南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既孕育和诞生于江南区域肥

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伴随着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而

发展。本文以常熟庞氏家族作为研究的实证文本，通

过考察这一文化家族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中

发挥的实际历史作用，并就文化家族与区域社会互动

的历史原因作些探讨。

一、庞氏家族的兴起与鼎盛

明清时期，常熟相继涌现出许多闻名于世的文化

家族，清代更有翁、庞、杨季、归、言、屈、蒋的“八大家”

之说。此外还有钱氏、俞氏、曾氏、张氏、严氏、瞿氏、

邵氏等名门世家。庞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据《海虞庞氏家谱》［2］记载：明朝初年，世居今江

苏吴江松陵镇的庞濴，为避战乱迁至常熟西乡塘桥

（今属张家港市），成为海虞庞氏始祖。庞濴生有仲

敬、仲宽、仲铭、仲鉴、仲宏等五子，以仲宽一房最为繁

盛。仲宽育有琪、珪、瑛、瑢四子，以庞琪子孙繁衍尤

盛。迁居常熟后，庞氏历经近十代的努力，勤俭兴业，

耕读传家，至清乾隆年间成为与萧氏、钱氏、黄氏并称

的西乡著姓。由嘉庆年间庞大堃中举人起，始以科举

仕途闻达，此后出现了“一会员、一探花、兄弟翰林”的

科甲盛事。庞氏就此成为常熟县城众所瞩目的文化

世家。

史载，至清乾隆年间，西乡塘桥有嘉荫堂、翼风

堂、贻安堂三个兴旺发达的庞氏支族。据族谱世系，

可见贻安堂一支鼎盛时期在科举仕途上的概况。十

六代庞大堃（1786-1858），敬熙长子，嘉庆举人，官国

子监崇志堂学录。后辞归乡里，专事著述。庞大奎

（1788-1864），敬熙次子，嘉庆进士，殿试三甲十四名。

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在湖北江夏、武昌、汉阳任职，

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十七代庞钟璐（1822-1876），大

109



堃子。道光二十七年（1847）殿试钦点一甲三名，探花

及第。1854 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署国子监祭酒，后

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860 年起历任江南团练

大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著有《文庙祀典考》、《琴均

轩诗赋稿》等。十八代庞鸿文（1845-1909），钟璐长

子，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研究经史，对

军事、律法、盐政、粮漕有、水利等治国之道多有研

究。曾任湖北学政，先后主持广西、云南等省乡试，选

拔人才不拘一格。后调任国子监司业，擢升太常寺少

卿、通政使副使。庞鸿书（1848-1915），钟璐次子，光

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山东监察御史、湖南巡

抚、贵州巡抚。在职期间抑粮价、革弊政、办矿业、建

学堂，政绩昭著。［3］1089

学者指出，明清时期江南的著姓望族，其望族身

份和社会地位，大多主要依靠科举入仕的努力奋斗得

以争取和维持。［4］66换言之，渴望出人头地的家族只有

鼓励族中子弟埋首于四书五经，熟谙八股制艺，通过

读书登第，“学优则仕”，才能光宗耀祖，跻身望族之

列。江南向为人文渊薮，从秀才、举人到进士的科举

进级，竞争异常激烈。作为外来移民的庞氏家族，同

样希望通过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将其作为博取功名的

阶梯，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名望。

从明初始迁祖庞濴由吴江松陵来到塘桥，最初在

潘姓家开的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子孙繁衍，后来靠

数代经商，家业大振。晚年庞濴曾口占一绝：“闻说天

涯若比邻，鹪鹩何树借栖身。菑畬播种堪收获，卜世

还需勖后人。”［5］诗句表达了对于子孙后代勤俭持家、

刻苦耕读的勉励。此后，庞氏一直秉承着“读书为善、

务本力田”［6］的家训，勤俭兴业，耕读传家。

作为塘桥庞氏三堂之一的贻安堂，取“藏书数万

卷，以是诒吾子孙”之意命名。庞濴第二子仲宽一房

的后代、第十二世孙庞鹏举，有藏书楼名步云楼，插架

逾万卷。子庞泓（1710-1743），诸生，日夜诵读，得善

本必手自校勘，兼收唐宋碑帖，辑《步云楼书目》）。庞

泓子清标承继父业，又得数千卷。［7］815—816庞钟璐少小

就在祖父庞敬熙的指导下学习《孝经》、《尔雅》；父亲

庞大堃亲自授教四书五经，还为他和堂兄庞钟琳延请

教席，学习句读经义。庞钟璐考中进士后，父亲告诫：

“汝祖父毕生勤苦，未获一第，汝可食其报而隳其绪？”
［8］家书以祖父受挫于科场竞争的事例，要求儿子读书

积德，继续努力。在庞大堃送给儿子的诗句中，又有

“愿儿益自励，勿负天恩隆。”［9］“春华幸努力，勉共继

家声。”［10］可见庞氏家族重视子孙的不断努力，在取得

成就时能给予子孙及时的家教劝告。

以耕读起家的庞氏家族，通过重视对家族成员的

文化培养，经过读书科考，“以学行闻”。［11］至明清二代

实现了家族的历史性转型，一跃成为常熟八大著姓之

一，排在翁氏之后第二位。首创庞氏家族进士功名的

庞大奎病逝后，其《墓志铭》就出自同为曾任清朝体仁

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翁心存之手，翁心存挽诗称赞他：

“早年文笔轶群伦，领袖南宫第一人。”［12］庞钟璐的墓

志铭由状元翁同龢撰文、榜眼杨泗孙书写、探花潘祖

荫篆额，可见当时庞氏家族日益鼎盛的社会地位。

二、庞氏家族与区域社会

作为明清常熟的地方望族，庞氏通过各种途径和

形式，积极参与了地方各项社会活动。这既维护了家

族声誉，促进着自身的发展；也维护了地方稳定，提升

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影响着

一方水土的社会文化风尚，成为了地方社会上举足轻

重的力量。

（一）文化领域的实践创造

常熟有着浓郁深厚的尚文传统，素以“学道名邦”

著称。身处其间的庞氏家族，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地

方文化氛围的熏陶，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著书立说，或

致力于地方文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常熟地

方的文化发展。

史载，明嘉靖年间的第六代庞大用，“精毛诗，学

与瞿文懿（景淳）、严文靖（讷）诸公齐名，所谓虞山十

杰者也”。［11］到了第十五代庞敬熙（1765-1833），一生

虽然未能科举入仕，乡居 60 年里专心治经，遍览子史

百家，有《群经献疑》10 卷、古文 3 卷、诗 2 卷传世。同

时开馆授徒，吸引了众多族中子侄和乡里弟子慕名求

教。庞纯熙（1766-1810），敬熙弟。古文得力于左马

庄骚，诗近李义山，词学东坡。庞大堃博通诸经，潜心

经学，著述宏富，晚年专心小学，在音韵方面成果颇

多，有《唐韵辑略》5 卷、《备考》1 卷，《形声辑略》1 卷、

《备考》1卷，《古音辑略》2卷、《备考》1卷，《等韵辑略》

3 卷等，受到江南士林推崇。此外，庞大堃还一度应

聘在县学游文书院任主讲，被尊为常熟境内的一代经

学大师。

跨入近代社会，特别是面对 20 世纪初充满新陈

代谢的历史条件，庞氏家族的成员表现出了与时更新

的趋向。如庞鸿文、庞鸿书兄弟，既有探求经史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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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有对新知新学表现出的自觉兴趣。1898 年戊

戌政变后，庞鸿文托病还乡，居家十年，除诗文创作

外，更热心办学，讲求实业；同时参与乡邦文化建设，

出任县志总纂，历 8 年之久完成《常昭合志》50 卷。

1902 年，庞鸿文与邵松年等乡绅将游文书院改为常

昭学堂并任堂长，成为当时邑内较早创办的新学之

一。1911 年庞树典担任常昭公立高等小学石梅西校

校长，1911-1912 年兼任常熟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

校长。

假如把视域延伸到民国时期庞氏家族的第十九

代，以“树”字辈昆仲为例，更是显示了顺应世变的时

代潮流，成为新一代地方知识界、商界精英：庞树柏

（1884-1916），字檗子，别署剑门病侠。15 岁进江苏

师范学堂，肄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又任教于江宁思

益、上海澄衷等学堂。1900 年参与组织“三千剑气文

社”，为 1909 年南社发起人之一，兼《南社丛刻》词部

编辑。同年主持《常昭月报》，以推广教育，改良社会

为宗旨。辛亥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并参与

擘划上海光复，策动常熟光复。诗文秀丽，尤工填词，

有《庞檗子遗集》行世。庞树森（1886-1971），早年毕

业于两江高等学堂，1908 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

毕业。历任太仓、江宁县地方审判厅推事，江苏省政

府机要秘书、政务厅厅长及常熟县、昆山县县长、常熟

县商会会长等职，其间兼任江苏政法大学教授。抗战

期间避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1946 年任江苏省临

时参议会议员，后任议长，临时主持过省政府工作。

1949 年后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兼苏南区政治协商

委员会副主席、苏南行政公署委员、苏南土改委员会

副主任等职，著有《地政通诠》。庞树灿，常熟县立初

中肆业，1927 年考入苏州万国魔术会，两年后入世界

魔术学院进修，1949 年后组织华特生巨型魔术团。

曾任江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委员、中国杂

技艺术协会理事，著有《华特生魔术》、《魔术种种》

等。此外，庞鸿文次子庞树阶（1875-1949 年前后），

1918 年任常熟县劝学所所长。著有《束柴病叟诗》，

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

可以说，庞氏家族秉持了崇尚读书的好学精神，

因此在整体上显示了鲜明的文化型特质，涌现出一批

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在梳理《江苏艺文志》常熟卷

的基础上整理成的一份《明以来常熟庞氏家族著述一

览表》中，出自庞氏家族成员的著述，涉及范围有传统

经史领域，也有大量的传统诗词创作。此外，还有积

极参与乡邦文化事业的表现，如书院讲学、方志编纂

乃至开办新学等等。这些丰富的文化实践和创造，既

使庞氏家族世传儒雅，代有闻人，自明清以降始终保

持了自身不变的文化本色，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家

族文化链，也为丰富常熟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

财富。

（二）家族生活的自治保障

作为社会的细胞体，家族的稳定是地方传统社会

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庞氏家族为确保家族稳定，把

建宗祠、设义庄看作家族的“长久”之计。［13］

祠堂作为传统家族的象征，可以激发族人对于祖

先的敬重、长辈的孝敬，产生同宗共祖的荣誉感和自

豪感，为强大宗族力量起到促进作用。庞氏营建宗

祠，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为“入庙思敬，上承祖

考、下励子孙”，将宗祠取名“思敬”。［14］有祠必有田，宗

祠与义庄互为表里，二者不可缺一。自北宋范仲淹在

家乡苏州置办范氏义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社会利益和致力社会救济事业

考虑，倡导家族行为，以兴建祠堂，设立家塾、置办义

田、纂修族谱作为维持强化宗族的要务。有清一代，

江南各地义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兹有《清代常熟文

化家族义庄规模及分布一览表》可见一斑。

《清代常熟文化家族义庄规模及分布一览表》

（本表整理资料，主要依据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

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 50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以庞氏为例，义田之举由第十四代庞榕创议，其

子庞焕若、庞燦若秉承父命，先后置田七百余亩。［13］现

存《庞君晴岚孝廉增置义田记》碑刻载：“君之先德上

舍君，心慕范氏义庄，始有创举之志，常以勖其长公理

问君，理问君既承命，经营四十年”［15］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庞氏家族义田数量达到 1601 亩。①结合庞氏义庄

赡族的具体规条，如“贫乏不继者按户给发，五口以上

每年白米三石，制钱三千文；五口以下每年白米二石，

制钱二千文；三口以下每年白米一石，制钱一千文。”

如“无恒产而鳏寡孤独，不能自赡之家，每季给白米三

①据《庞氏家谱》卷18《造呈庞氏裕后堂义庄规条》、《造呈庞氏承裕堂义庄规条》载：裕后堂义庄建庄始有义田509亩，承裕

堂义庄建庄始有义田72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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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庞浩然

庞 复

庞瀚文

庞 洽

庞 泓

庞 沛

庞 龙

庞敬熙

庞纯熙

庞大堃

庞钟璐

庞文骐

庞钟瑚

庞鸿文

庞鸿书

庞树松

庞树柏

科举功名

诸生

诸生

附贡生

廪生

廪贡生

举人

探花

举人

进士

进士

著述

家训

隐居图诗跋

尚论斋笔记

敬亭诗钞

步云楼书目、步云楼诗文集

怡云楼诗草

搴兰集、行舟十咏

群经献疑 10卷、海虞庞氏家谱 20卷、诗古文集 5卷

映雪山房诗草 1卷、映雪山房诗 3卷乐府 1卷、京华课草 2卷制艺 6卷

易例辑略 1卷、周礼注疏节要 6卷、仪礼注疏节要 4卷、四书异同说 6卷、说文校勘记 15卷、形声类篇 2
卷余论 1 卷、形声类篇校勘 1 卷、职方地理考 1 卷、恒星考 1 卷、琴韵轩文 1 卷诗 2 卷、自叙年谱 1 卷遗

训 1卷、庞氏音学遗书四种 15卷

知非录（一题庞文恪公年谱）1卷、文庙祀典考 50卷首 1卷、读均轩馆赋偶存、读韵轩遗稿

十愿楼诗草不分卷

庞钟瑚文集

（光绪）常昭合志稿 48卷首 1卷末卷、海虞物产志、闇谷笔记 2卷、在山小草堂杂著 2卷、在山小草堂文

钞 2卷、在山小草堂诗钞 3卷

读水经注小识 4卷、补元和郡县志四十七镇图说 1卷、国史河渠志稿 28卷、读史舆地辩证 8卷、铜鼓轩

杂著 4卷、铜鼓轩文钞 4卷、铜鼓轩诗钞不分卷

鼠吓正编 2卷补编 1卷、红脂识小录、吴梼杌、侬雅、灵蕤阁诗话

清代女纪、默泪龛笔记、抱香簃随笔、蘦香残芬录、今虞初志、龙禅室摭谈、庞檗子遗集二种 2卷、龙禅室

不分卷、灵岩樵唱、今妇人集、王琤瑽馆词 1卷、湘心词衮香词、碧血碑杂剧、玉钩痕传奇、花月痕传奇

注：本表整理自《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第四分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明以来常熟庞氏家族著述一览表》

斗。”如“不能自办丧葬者赴庄领取棺木、即葬者费，制

钱二千；幼殇者给棺木，不给葬费；如远年停棺欲葬

者，给葬费制钱二千文。”如“男女七十岁以上，每口按

季给米三斗，十六岁以下减半”等。规条中明确奖惩

细则，如“抚孤守节者，重阳节加给棉花二十觔”；“能

添置田五百亩或有捐足千亩者，呈明立案，续行勒石

永保”；“族中孤寡给米外，每年加给棉花十五觔，以资

纺绩”；“其荡检踰闲，不守本分者，不给”；“不准预支、

代支，其有病故者，即报明注销，如有冒领查出，将经

领人月末扣还”；“葬费给银不葬者，追还”；“领银而不

赴试者，追还原银”［16］等等。这些条文包含了对族人

的救济及其规则，以及自觉遵守宗族生活秩序的行为

规范。论者认定，江南农村经历了明清之际社会大变

动，之所以仍然保持基本稳定，与义庄、义田的大量存

在有密切关系。这种救济行为，能有效调节家族内部

关系，增强家族凝聚力，形成一种具有浓厚的血缘性

和自足性的乡族，使乡间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的有

序性，地方秩序因此得到了改善。［17］108庞氏建义田之

举，虽不无强化宗族团结的考虑，但它旨在效法先贤

范仲淹，用义田的收入来赡养、救济穷人，仗义疏财，

为地方社会做一些善事，充分体现了义庄的社会教

化、救济与保障的功能。

（三）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向来是江南世家望族的传统。庞氏家族也不例外。

明代嘉靖年间，常熟因遭遇倭寇之乱，乡里骚然，

庞焕“招集流亡，时加存恤。”［18］起事于 1851 年的太平

军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严重动摇了传统社会秩序。面

对百姓饱尝战争之苦，庞钟璐抱着入世治平的精神，

咸丰十年（1860）临危授命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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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庄名称

卫氏义庄

杨氏敦本义庄

临海屈氏义庄

归氏义庄

王氏义庄

俞氏义庄

龚氏义庄

萧氏义庄

庞氏裕后义庄

黄氏义庄

邹氏义庄

周氏义庄

庞氏承裕义庄

地址

钓渚渡卫家塘

恬庄镇

南门莲墩浜

城内文昌巷

东张墅

南门外石逊步桥

东唐墅

西乡

塘桥镇街西

大墅桥

陈埭桥

西徐市

塘桥镇街东

创建时间

康熙年间

乾隆 54年

嘉庆 15年

嘉庆 15年

道光 9年

道光 14年

道光 14年

道光 20年

道光 21年

道光 22年

道光 23年

道光 24年

道光 25年

创建人

卫肇吉

杨继祖

屈成霖

归景

王文澜

俞廷柏

龚骏

萧安福

庞德辉

黄浩

邹沛霖

周诰

庞榕

义田数量（亩）

1596
3312
1300
1000
1200
1300
1000
500
739
500

3070
510
862

注：本表资料整理，主要依据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 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清代常熟文化家族义庄规模及分布一览表》

后团结乡绅，组织乡兵武装，与太平军作战数十次。

庞氏族人也积极予以支持与协助，在“守乡民团御者，

或仓卒未具食”的情况下，母亲赵太夫人“手自炊爨给

之。”［19］族叔庞希亮、族弟庞钟祥因此阵亡。在维护地

方社会稳定方面，庞氏家族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11 年武昌首义，各地光复响应，庞树柏在常熟县内

首举义旗，迫使知县翁有成交出县印，随后又倡议革

除县署粮差，［20］86 为区域社会开了近代民主风气

之先。

水利为农业社会的命脉所系。常熟地形襟江，吐

纳潮汐，不时发生水旱灾害。康熙四十八、九年

（1709-1710），“汙莱弥望，几成平陆”。熟谙河渠水

利的庞鹏举为此“呈请开浚，邑令以公周知水利，每事

谘访，迄于告成”［21］。并多次参与地方水利治理及修

建桥梁等事务。道光三年（1823），常熟大水溢境，庞

敬熙“言于邑令，亟濬三丈浦以工代赈。”其仁心为质、

引义慷慨的行为为时人所称颂。［11］

除了“赡养贫乏族人”，庞氏义庄对于族外人亦多

有资助。如庞邦正“为甲赋长解运白粮入京，凡贫弱

小户不能输者，辄代清偿。”［18］如庞鹏举“慨输赈栗，见

被灾者加意任恤。”［21］再如庞洪坤等集资建造博济堂，

“初结惜谷会，续举施诊、施药、施衣棺、惜字、收埋诸

善事”；庞钟瑚等捐建崇善堂，庞联奎等又设儒寡儒孤

局，“架盖草堂收养，全活百四十余口。”［3］277、288庞氏家

族赈济灾荒的社会善举可谓代有相传。明清时期的

常熟文化家族，由家族发起的慈善组织或团体几乎遍

及城镇和乡村。

以上事例可见，庞氏家族在包括政治、经济等常

熟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无疑发挥了作用，显示了主

导者与组织者的能量。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常熟文化

家族，由家族发起的慈善组织或团体几乎遍及城镇和

乡村。包括庞氏家族在内的文化世家，他们大多能积

极协助和参加帮困济贫、筑路造桥、民间助赈等一系

列地方公益事业。通过倡导并践行赈灾救济、捐资办

学、慈善教化等公益活动，既能沟通家族与乡里的关

系，提高文化家族的地方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

了地方施政的各个领域，有效地缓和了地域社会矛

盾，成为地方社会稳定发展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

三、庞氏家族与区域社会互动的历史

动因

如上所述庞氏家族与区域社会的互动，考察其历

史动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区域环境的影响

地处江苏东南部的常熟，以历史悠久、山川秀丽、

物产丰饶享誉江南。庞氏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无疑使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与区域社会互动的事业。

同时，江南与中原地区战祸频仍相比较，社会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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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虽有明清鼎革之际遭受战祸的程度较之前

厉害，也能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迅速得到恢

复。赖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家族可以相对从容地

着眼于谋求家族内部发展与提高自身社会声望的问

题。庞氏家族义庄的顺利施行，就得益于稳定的社会

环境。尤为注意的是庞氏家族依托的地域人文环

境。自春秋时期常熟言偃师从孔门，“文开吴会”、“道

启东南”，崇文重教传统渐趋养成。据统计，自隋朝至

清末，常熟一地出了 8 名状元、9 名宰相、483 名进士、

6200 余名举人、秀才。明清时期，常熟不仅作为经济

上的富庶之区存在，更以文化发达而称誉，产生了众

多的文学家、藏书家、书画家、弹琴家、医家等，还出现

了如虞山诗派、画派、琴派、印派等独特的文化流派。

综观明清时期的常熟文化家族，大多有着体恤民

生、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善举。这些家族的公益活动

及其精神，又往往彼此呼应和效仿。在这样浓厚的文

化氛围和人文风尚中，常熟庞氏不断经年累月，形成

了一个颇多文化建树、颇多社会资望的典型著姓

望族。

（二）社会形势的变迁

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大变动。嘉道之后，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军起事的长

期内乱，搅乱了整个传统社会制度。江南区域社会环

境急剧变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削弱，地

方官府加强民间防卫和秩序维护的能力也越来越下

降，不得不依靠地方乡绅发挥调适的作用。时人感

叹：“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由此，江南文化家族得以介入参与地方事务的处理，

也为地方士绅的应时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政府

发动地方士绅，委以团练、赈济、教化等重任，江南士

绅亦因其切身利益关系而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文化秩

序重建和维护的角色。［22］96 一时纷纷设置团练乡勇，

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地方自保，办团经费

均来自民间且由练总练长掌握。庞氏家族中以庞钟

璐为代表的一批人，顺势而为，担当起维护地方社会

秩序的中坚力量。

至 1905 年，科举制的废止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

会影响，传统士人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真正

转化。如果说在充满新陈代谢的历史条件下，庞氏家

族中依旧有着以庞钟璐为代表坚守并维护传统的类

型；那么，随着 20 世纪以来近代新式工商业的涌现和

近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更出现了以庞树柏为代表

顺应时事、适时而动的人生新选择。庞树柏以沐浴新

学的受教育背景，称得上是庞氏家族中成长的一个新

型知识分子。庞氏新一代通过从事新闻报界、加入近

代社团、投身实业等近代文化事业以及商业性的活

动，涉足地方政坛，关心家乡事务，从而提升了自身的

实力，成为地方新精英中的代表。毫无疑问，社会形

势的变动促进了家族及其成员的转型，它是庞氏家族

与区域社会互动的重要条件。

（三）儒家经世精神的传承

传统社会中，士阶层作为中间力量，向有“以天下

为己任”的匡时济世的精神修养。庞氏家族所处的苏

南地区有着浓厚的儒家经世传统，对当地士人的经世

理想和实践不无深远影响。他们往往能够通过自己

在财力和号召力，积极协助地方政府的各项活动，并

积极支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1］308 文化家族多饱读

之士，经久的文化熏染使得他们能够始终做到心存天

下，庞氏家族亦然。如地方遇到水灾饥馑，庞氏家族

能够积极参与治水、慷慨赈灾。

显然，庞氏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业，无论是以编

族谱、立族约、建义庄、设义塾等为表现形式的家族自

治保障行为，还是参与地方赈灾、社会救济等事务及

公益事业的活动，应是一种作为士阶层的主体自觉。

这些活动，不仅完善了自我道德，提高并扩大了家族

的地方威信和影响力；同时很大程度上为维护一方社

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耕读起家的庞氏家族，通过科考成

为闻达于地方的著名文化望族，然后通过自身的文化

实践和创造、家族生活的自治保障，并积极介入地方

公共事业，由此与区域社会之间发生着互动。这种互

动的根源，一方面源自于“士”阶层的文化责任自觉，

另一方面也来源于特定的区域环境和急剧变迁的时

代背景。可以说，这种与区域社会的互动是双向选择

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双向互动，使家族自身在

坚守家族本位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也

在某种情况下推动着区域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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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Family and the Regional
Society by Taking the Pang Family in Changshu for Example

XIE Jun1, SHEN Qian2

(1. History Departmen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2.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ang Family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
tions. Meanwhile, the clan members had played an active and effective role in the practice and creation of culture,
autonomy and security of family life and public affairs, which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influences. This kind of in⁃
teraction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shi’class, spe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harp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Pang family stuck to the family-based thoughts and main⁃
ta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d the change of regional society to some ex⁃
tent.
Key words: Changshu Pang Family; cultural family; self-help security; 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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