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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

以苏、松为中心

王  健

  [摘 要 ] 庙界是明清以来苏松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该地区主要存在有围绕土地庙形成的庙界和围绕城隍

庙、东岳庙等市镇庙宇形成的庙界,两类庙界的存在有着不同的意义, 而在不同的庙界内部均有相应的组织与各类信仰活

动。庙界的划分则往往与地方行政区划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在庙界之间, 由于地域开发的先后、相关群体的利益驱动等

原因,还存在相互间的竞争与冲突,对此加以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乡村信仰共同体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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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王健,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滨岛敦俊教授在研究明清以来江南的民间信仰问题时,主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这一现

象进行了考察,而庙界则是他首先发现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明清江南民间信仰

在空间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其所著5总管信仰6一书中根据地方文献与调查所得,滨岛曾经详细列出了嘉定县娄塘镇、青

浦县朱家角镇、练塘镇以及湖州市双林镇等地若干行政村落的聚落形态与土地庙关系,并且认为在

高乡与低乡地区,土地庙的分布密度是有差异的, 特别是在高乡地区, /图 0是庙界划分的基础。而
自明末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所谓 /解钱粮 0的习俗, 在镇城隍庙与乡村土地庙之间

形成了所谓 /上位庙0与 /下位庙 0的关系。总之,在他看来, 在乡镇中以庙宇、神灵为中心的生活空

间,包括共同的祭祀、娱乐活动等便构成了传统中国 /农村居民之社会共同性 0成立的契机之一。¹

滨岛先生对于明清江南庙界以及解钱粮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但其阐发亦尚有未及

之处, 如庙界究竟是一个单数的概念,还是一个复数的概念, 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庙界? 庙宇与聚

落分布的关系在高乡与低乡的差别是否真那么明显? 庙界是一个臆想的概念, 还是与现实世界有

着密切的联系? 不同庙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解钱粮现象还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有感于

此,故笔者不揣浅陋, 拟在滨岛教授相关论述的基础上, 以苏州、松江地区
º
为例,进一步对明清以来

江南的庙界问题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

5史林 6  6 /2008

¹

º

»

参见滨岛敦俊: 5总管信仰 6, (日本 )研文出版 2001年, 第四、五章相关内容。另外, 吴滔在5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
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6 ( 5中国农史 62004年第 2期 )一文中,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清代苏州村庙与镇庙的多

层次关系,并且针对滨岛的观点指出/简单地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来概括共同信仰的社会组织的构成,是值得商榷的 0。

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和苏州市及其所辖各区县。

本文初稿完成后, 在不同场合,曾经得到业师钱杭教授以及王振忠、牟发松、巫仁恕等诸位先生的斧正, 使笔者受益

良多,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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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围绕土地庙的庙界及其活动

所谓庙界,顾名思义,首先是一个地域范畴的概念,而在最初的意义上,土地庙是庙界构成的核

心。历史上的土地庙与里社有着密切的关系。 5说文解字 6解释 /社 0字为 /地主也,从示、土 0。 5周

礼 6云: /二十五家为社 0。可以看到,社在一开始就表示了一种地缘方面的联系, 而非家族血缘之

间的联系。社的标志最初是上面涂着血的一束茅草,后来则演化为所谓社树, 无论是茅草还是社

树,事实上都是为了表明土地的占有情况,即地是有主的,而这种占有当然是有其边界的,这同样可

以通过划沟、种树、立石来体现。所以,我们认为社的存在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想象和信仰, 而是与

对土地的拥有相关,这与下文的分析有着重要的关联。

到了朱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建立了两项制度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 即里甲与里社制度。关于明

初的里甲制度,史载:

洪武十四年 ( 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 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

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 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 凡十年

为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 册首总为一图。
¹

与里甲制度相适应的,就是明初同时还建立了里社制度,根据万历 5明会典6的记载: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 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炀时若, 五谷丰登,

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 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

一豕、酒果香烛随用。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 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

遵守礼法,毋恃强凌弱,违者先共制之, 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 周给其家, 三年不立, 不使与

会。其婚姻丧葬有乏, 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为非之人, 并不许入会。读誓词

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 和睦乡里,以厚风俗。
º

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两项制度的建立将地方信仰与基层的乡里制度联系在了一起。此后

制度虽有变迁,但是其影响却一直是存在的。

郑振满先生曾经以福建为例,指出当地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出现了里社演变为神庙以及社庙

合一的情形。
»
在江南,情形亦相类似,史料表明, 在苏松地区, 明初设立的里社坛不久就遭到了废

弃,如常熟到弘治年间,遵依洪武礼制所立之里社坛便已 /渐废0。¼ 在太仓,各乡里社坛在嘉靖年间

亦渐废。
½
到了清代,里社坛在很多地方已经是荡然无存,所谓 /世俗视如儿戏 0, ¾ /前明仅传有里社

坛,今沿为故事0矣。¿

考察其流变,就是逐渐与土地合流,里社的 /坛而不屋0被偶像崇拜所替代,如顾禄在 5清嘉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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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史6卷 775食货一#户口6,中华书局 1974年版。

万历5明会典6卷 945礼部五十二# 里社 6,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郑振满: 5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 6,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 5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6,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弘治5常熟县志 6卷 15坛壝6。
顾雪亭: 5土风录6卷 18土地条。

黄廷鑑: 5琴川三志补记6卷 3里社条。

光绪5杨舍堡城志稿 6卷 135坛庙6。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里社制度在嘉靖初年又曾再次得到强调,笔者就曾见到

数方立于嘉靖五年的重申里社制度的碑刻。如5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6就收录有立于嘉靖五年 ( 1526)二月的5长洲

县九都二十图里社碑6 ( 495号碑 ),碑文中强调洪武里社之制/敦本尚贤之政,良有司者自当 (缺六字 )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

数,建立 t 里社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 备造文册,各令 t t t t 以 t 查考, 实举之有迟速,行之有勤堕, t 有司文贤否

t t t 焉,定行分别劝惩,决不t 示 t t t t 除遵奉外, 今将备蒙案 t 内事理刻石,立于 t 社, 以为遵守施行。0这样的措施

显然可以与嘉靖初年毁淫祠活动的相对频繁相联系起来考察,即两者均以整顿地方风俗为目的。不过, 这种重申最终只能

成为纸面文章,并未得到确切实施。 (关于苏松地区的毁淫祠运动,可参见拙作 5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

心 6, 5社会科学 6200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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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 /吴中土谷之神,分配古贤名姓,塑像奉祀,如任彦昇、蒋子文、张翰、王洵之类皆是0。
¹
正是

围绕着这些土地庙,在基层村落中形成了所谓的庙界,并产生了各类祭祀组织与祭祀行为。

(一 ) 自然村落内部的祭祀组织与行为

费孝通先生在5江村经济6一书中曾经介绍了吴江江村的神灵祭祀情况: 在当地有着奉祀神道

/刘皇0 (即刘猛将 )的地域性群体,由大约 30户组成, 被称为 /段 0。江村共有 11个段,每个段都有

自己的刘皇偶像,同段的每一户每年要出一名代表, 在正月和八月各聚会一次。聚会时, 要把神道

请到其中的一户人家,这家主人则准备好盛宴供奉。而且每年还要请剧团前来演戏酬神。
º

同样是在民国年间,吴县善人桥的穹隆山东南各村, /向例每越七年, 必举行穹隆老会一次, 加

入计四十村,约一千余户, 分作七十二段, 木渎区与本区各占其半0。» 依此估算,作为最基本信仰单

位的 /段 0大致亦由十几户人家组成。

而根据民俗学者欧粤对松江五厍地区的调查, 当地也有着类似的组织, 被称为 /社 0。它以自然
村为基础,由十来户农家结合而成, 每个社的户数最多不超过十五六户; 最少不少于七八户。结社

以地理位置接近为前提,姓氏在社中并不重要。如果自然村规模大,则依自然村的走向, 按地理位

置划分为数十个社。不入社的农户在当地绝无仅有。社的负责人称社头, 其职责是安排好本社每

年的例行斋祭活动, 即做社。该地区每年做社一到两次, 年成好则做春秋两次, 年成差则仅做秋

社。
¼
做社时,由社头带社中两三人到附近庙前献上猪头三牲,进行斋供, 请求神灵保佑。

½
同时还

要请说书人过来说半天书,既是娱神,亦为娱人。
¾

滨岛敦俊曾经对上海青浦练塘镇泖口行政村的社进行过调查,并结合乡镇志书, 列表如下:

表 1:青浦县练塘镇泖口村的社

1914年 1991年

自然村 人口 户数 人口 户数 社的数量

泖  口 436 87 270 71 3

夏家村 184 54 1

尤家村 179 36 202 58 1

陆家浜 363 73 389 113 1

高家埭 397 79 465 132 3

  资料来源: 滨岛敦俊: 5总管信仰 6, (日本 )研文出版 2001年,第 215页。

以上数例大致可用以说明江南乡村地区村落内部的祭祀组织与祭祀行为。尽管名称有所不

同,但是就以上资料所显示的内容来看,以自然村为单位,或合一村之人户,或在村内分别以数十户

为规模的神灵祭祀组织围绕着土地神所进行的各类活动,包括定期聚会、演出神戏、举行宴会等,满

足了民众的日常信仰需求。

不过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类村落内的组织及其行为似乎尚未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祭祀单位,

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其内部还并不存在大型的群体性活动。如在江村, 凡是遇到干旱、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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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禄: 5清嘉录 6卷 3。

费孝通: 5江村经济 6,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 98) 99页。

王洁人、朱孟乐编 5善人桥的真面目 6,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民国 23年版,第 35页。

敦煌文书中曾经出现/坐社0的说法, 据郝春文研究, /坐社 0即 /作社0, 是敦煌私社所举行的祭祀与宴会活动。参
见郝春文: 5敦煌遗书中的 /春秋坐局席 0考6, 5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6 1995年第 3期; 5再论敦煌私社的 /春秋坐局席 0活动6,

5敦煌学辑刊6 2006年第 1期。另外, 关于敦煌社邑的研究,在敦煌学界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具体可参见余欣: 5神道人

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史研究 6,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 42页。

所奉供品在仪式结束后,一般而言是部分归于社内人户,部分用于酬谢主持、参与仪式的和尚、道士等。

欧粤: 5上海五厍地区的神信仰 6, 5中国民间文化6第 18辑,学林出版社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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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或水灾,所有宗教和巫术的活动便都在镇区举行。
¹
而在五厍,社的活动也只限于斋祭,参与迎神

赛会而已。明人王稚登在 5吴社编6中指出,苏州社会之时,有所谓 /荒隅小市,城阴井落之间,不能

为会, 或偏门曲局,一部半伍,山装海饰,各殚其智, 以俟大会成而入之0, º
所谓 /不能为会 0,即已点

出了此类祭祀单位的基本性质,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们只能被看作是庙界成立的基础。

(二 ) 围绕土地庙的庙界
围绕土地庙的庙界是建立在村落内祭祀行为基础之上的,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的村落之间形成了一个中心庙宇, 并且围绕这一中心庙宇及其神灵出现了相应的祭祀组织及

相关活动。乾隆 5唐市志6曾经提到常熟土谷神灵周孝子在当地乡村的具体分布情况: 灵惠庙 /祀

宋周孝子容在河东中市,其在市泽者为孝子故居,俗名老府,又名隆兴庙。近市乡村几百家之聚,里

人必立庙以祀,不能具载。0»这里所谓的 /几百家之聚 0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以土谷神周孝

子为中心的庙界的范围。

再看上述五厍的例子。五厍地区, 社之上有会, 会由辖区内所有的社组成。当地有两个会, 东

北部属城隍神管辖,辖区内有 7个自然村, 500多户人家, 西部和南部属吾沙神管辖,辖区内有数十

个自然村, 2000多户人家。
¼
因此,在该地区, 实际上就形成了以城隍神和吾沙神为中心的两个庙

界,其迎神赛会通常由界内居民各自举行,并且有固定的组织加以运作,当地称之为六房书吏,分别

由指定各村世袭担任。

类似于五厍地区的庙界与祭祀组织,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应当可视为一种常态。如5嘉定疁

东志6就记载当地 /庙宇划分地界,每庙分设六房、轿班等职司, 六房司庙中事务,轿班司神像进出。

每逢三春、十月二期举行待佛,宰猪杀羊, 合资聚饮,另雇小唱说书等以为娱乐0。而在奉贤, 当地施

王庙会之时,也同样要组成所谓六房,由其负责募捐经费,商讨出巡事宜等。
½

每次赛会,除了上述六房书吏这样的组织各司其事外, 还要有一些大的村落或宗族来总持其

事。在五厍,信奉吾沙老爷的区域内有数十村,其中以洙浜村、曹家浜村、田渡浜村、打牲埭村规模

为最大,因此就成为了吾沙老爷出会时的 /台基 0,也就是在神灵出会时,负责提供留宿、搭台演戏等

事务, 由于吾沙老爷两年出巡一次,因此上述四村逢八年才会轮到一次做 /台基0的机会。

而在上述善人桥地区,所谓七十二段,亦有主段、散段之分, /主段之村落,轮值主持会务,散段

之村落,仅可协助会务。主段为柳家场、唐冈头、堰头村、旺家坞、石臼亩、徐家场、上堰头七村,各家

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账根据, 不可轻易变更, 如力不能负, 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会中偶像每七

年一次,轮值供奉在七村段头家内0。¾

类似的,在其他地方实际上也有相近的习惯。如吴江各地每年演春台戏, 同样是将神灵辖区内

人户分为数坊,每年按照顺序轮流负责酬神演戏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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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5江村经济 6, 第 99页。

王稚登: 5吴社编6, 5丛书集成初编 63025册。

乾隆5唐市志6卷上。

欧粤: 5上海五厍地区的神信仰 6。
赵仁予: 5/施老爷0出会 6, 5上海道教 62006年第 4期。值得指出的是, 此类组织在不同地域社会中的作用似乎有

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如钱杭在关于薛忠训庙的研究中,曾经对该地围绕此庙宇形成的祭祀组织运作方式、原则、发展趋势

等进行过深入的分析,指出该地的祭祀组织当其活动局限于祭祀事务时自然有其合理性, 但当超越这一范围插手其他事务

时则必然遭到质疑。不过,与之相比,华南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如江口的村庙祭典组织, 不仅是一种宗教组织, 同时也是

一种社区组织,往往与基层政权相结合,成为里甲组织和保甲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村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是

由村庙出面主持的,两者在功能上明显不同。 (参见钱杭: 5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 ) ) 浙江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

庙的历史与现实6, 5史林6 2002年第 1期;郑振满: 5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 ) ) ) 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证 6, 5史林 61995年

第 1期。)

王洁人、朱孟乐编 5善人桥的真面目 6,第 36页。

张振昌: 5春台戏杂说6,吴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5吴江风情 6,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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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岛敦俊曾经根据乡镇志记载对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土地庙分布密度进行过一个估计,他认

为由于在该地区,高地乡村一般是形成了小村或散村的聚落形态, 如盛桥里 212个自然村落的平均

户数为 7. 7户;而低地乡村则是形成了集村的聚落形态, 如相城 69个村落的平均户数为 112. 9户。

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在高地乡村平均每个土地庙所分享的村落数要远高于低地乡村,他以湖州

乌青镇为例计算出当地大体上每十村强有一个土地庙,这是低地的例子;而地处东部微高地的盛桥

里则大约 40个自然村才有一个土地庙。不过,无论是在低地还是高地乡村, 以土地庙为核心的祭

祀则是两者都有的基层组织。
¹
这样的组织在一些地方被称为社,一些地方则被称为会,如五厍。

º

必须指出的是,滨岛在此以乡镇志的记载为依托,对庙宇与村落比例进行的估计,从论证过程

来看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由于受到儒家正统理念的影响,乡镇

志编纂者不可能完全记载本地的大小庙宇,因此以此为基础加以统计必然会有所偏颇;另一方面,

滨岛在此显然忽略了作为土地庙庙界基础的村落内的祭祀组织与祭祀行为。也就是说在统计中必

须先弄清楚哪些庙宇是作为庙界的中心而存在的, 哪些则只是作为村落内祭祀的对象,哪些既是村

落内祭祀的对象,又是庙界的中心,否则统计的有效性便值得怀疑。
»
不过,无论如何, 他在此正确

指出了以土地庙为核心的庙界所具有的地方基层聚落的性质,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  围绕市镇庙宇的庙界及其活动

关于市镇庙宇的庙界,事实上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 一是指在镇市范围内 (明清时代江南的乡

镇志中经常将这一区域称为 /镇图0, 以区别于 /乡图 0 )以特定庙宇与神灵为中心的地域范畴;二则

是指在镇市及其乡脚范围内,乃至跨镇域的范围内,围绕某些庙宇与神灵形成的地域范畴。以下我

们从 /解钱粮 0习俗入手来对此加以说明。

(一 ) 解钱粮的兴起

所谓解钱粮是明代中后期以后,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主

要表现形式是当县或镇的特定庙宇举行庙会时, 乡村庙宇赶往参拜并象征性地交纳阴间使用的纸

钱。滨岛敦俊在其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加以研究, 他认为,解钱粮及镇城隍等现象的

出现实际上是小农被卷入商品经济, 生活范围扩大在宗教上的反映,解钱粮的习俗亦是在模拟人间

官府的征收钱粮的行为。
¼
但由于他主要是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 因此关于解钱

粮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城乡神灵之间的关系还留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关于解钱粮的起始,滨岛在其著作中所引最早资料为康熙5昆山县志6卷六5风俗6云:

六七月间有土地会, ,顺治年间小民创为阴司上纳钱粮之说, 自四五月便舁各向土地神

至会首家,号征钱粮。境内诸家每纳阡张若干束,佐之钱若干文。至六七月赛会,舁神像,各至

城隍庙,以阡张汇纳, 号为解钱粮,而以钱为会费。

不过笔者所见的最早与解钱粮相关的记载则出现于万历 5常熟私志 6,卷 35叙俗 6中:

常熟每年 /三月廿八日东岳天齐帝诞日,邑中十二庙炳灵公、清源君、寿亭侯、白龙王、睢阳

5史林 6  6 /2008

¹

º

»

¼

滨岛敦俊: 5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6,载 5历史地理6第 10辑。另见氏著5总管信仰 6, (日本 )研文出

版 2001年,第 159) 161页。

不过,社的称呼可能更多一些,如明代5外冈志 6说: /镇之社, 西为潼杠, 东为彩仙,不知其为何神。0 ( 5外冈志6卷 2)

袁景澜 5赛猛将 6诗描摹清代苏州猛将会情况: /林梢一旗扬, 村路喧声沸。, ,南邻足谷翁, 今年为社首。0 (袁景澜: 5吴郡
岁华纪丽6卷 1)

如清代苏州人袁学澜在 5三月廿八日即事诗6描写道: /廉纤细雨湿芳尘,七十村庄赛社神。0其自注云: /丁浦庙社神

所辖村庄七十二所,例于是日解饷朝岳帝,赛会甚盛。0可见在西部低地同样存在象丁浦庙这样的大社。 (袁景澜: 5吴郡岁
华纪丽 6卷 3)

滨岛敦俊: 5明清江南城隍考) ) ) 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6, 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61991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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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孚应王、惠济侯、利济侯、永定公、李烈士、周孝子、城隍神齐来祝寿0, 到了万历年间, 又 /起
解纸之说,每神诣岳解纸钱,钱几扛焚之0。¹

更早的类似记载在弘治5常熟县志6中也已经出现,该志卷 3载: /前每岁春三月城中福山聚为
春会, 其事势尤为可怪,成化甲辰春愚尝撰 5春会行 6一篇: 世传三月廿八日, 东岳山神降诞时,执圭

臣卫十二庙,连舆晨进万年 0。º 这表明在当时已经有其他庙宇朝拜东岳神的现象,它与上述记载唯

一的区别就是还没有出现解钱粮的记录。另外,在崇祯 5松江府志 6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三月 )旧志载歌咢游山 (干山,即天马山 )迎会, 先时巫者舁神偶沿门互唱索钱, 结彩成幡

胜,以奉岳神为钱幡会,,二十八日东岳帝诞辰,里人聚鼓乐旗幡旗盖迎神于东岳庙。
»

由以上几条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地方神灵对东岳庙的朝拜应该在明代中后期就存在了,
¼

而解钱粮的现象至少在明末也已经出现。而到清初则逐渐蔓延至各个乡镇,如乾隆5沙头里志6载:

三四月间乡村社会捏神通榜,通衢人家敛束楮,华轩彩仗,争奇绚丽, 近多马匹,结彩亭故

事,金玉器皿之属,舁神像押后, 至璜泾东岳庙,曰解黄钱 (前代无此风, 始顺治间 ) ,亦有解本镇

玉皇庙者,男女聚观, 喧阗道路, 曩时演剧酬神必架高枱,近则神庙仪门各建戏台。
½

此后,解钱粮在苏松各个乡镇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习俗,兹再举数例:

光绪5罗店镇志6卷 15疆里志上 #建置#节序 6: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有好事者先于正月
九日上天表,届期各庙界土地司神赛会,以纸箱藏楮帛纳诸宫前,堆积如山,名曰解天饷。焚时迎诸

神团走,又谓验楮。05浏河镇纪略 6卷 95街巷 6: /玉皇宫及五岳庙有天库一座, 乃镇乡之城隍土地

解天饷焚化之所。05璜泾志稿6卷 85琐缀志 6: /尝见岳庙时解纸有杨老相公、王二官人、新安又有

张五娘子庙,石牌有王二官人庙,皆土神0。民国5崇明县志6卷 45地理志三#风俗6: /三月二十八
日,东岳帝诞,城隍诣贺 (俗谓朝王 ), 有以纸箱盛冥镪赴会焚化,曰解黄钱0。

(二 ) 围绕市镇庙宇的庙界
分析各乡镇关于解钱粮的史料, 我们发现,解钱粮的对象大致有三类:

一是东岳。如万历5常熟私志6载 /岁季春,各庙集社朝岳 0。
¾

5清嘉录6卷 25解天饷 6载: /春
中,各乡土地神庙,有解天饷之举,司香火者董其事。庙中设柜,收纳阡张、元宝,俗呼钱粮。凡属境

内居民,每户献纳一副、十副、数十副不等。每完一副,必输纳费钱若干文, 名曰解费。献纳稍迟,则

遣人于街鸣锣使闻,谓之-催钱粮 .。有头限、二限、三限之目,限满之日, 盛设仪从鼓乐,戴甲马, 舁

神至穹隆山上真观,以钱粮焚化玉帝殿庭,为境内居民祈福, 名曰-解天饷 . 0。
二是镇城隍。如道光 5直塘里志 6卷 15地理、节序 6载:当地 /三月五日城隍神生日,每年演戏,

俗称生日戏。凡神庙皆择日解费钱0。
三是土地神。如嘉庆5二续凇南志6上 5寺庙 6记载: /陈土地公馆在慈定庵东。每年秋收后,农

民至陈庵村太平庵,完纳天饷。道远不便,嘉庆十二年特建公馆,以要神灵0。
毫无疑问,最后一类中类似于陈土地这样的神灵, 直接从农民手中接受 /天饷0,其性质应该就

是以土地庙为中心的庙界的主神,并不在我们这一节讨论范围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镇城隍。如滨岛所发现的, 在一些情况下, 镇城隍会成为周边乡脚范围内 /解钱

粮 0的对象, 从而形成市镇庙宇第二层意义上的庙界。如在嘉定,从康熙年间开始, 亦 /谣言土地解

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

¹

º

»

¼

½

¾

万历5常熟私志 6卷 35叙俗6,民国瞿氏抄本。
弘治5常熟县志 6卷 35神祀6。

崇祯5松江府志 6卷 75风俗6。
当然,苏松地方民众对东岳的崇拜则应该在宋代就已经是很普遍了,如淳祐 5玉峰志6就记载当时昆山 /自三月旦,

争往岳祠拜祈祷赛,, (四月 )望日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自山塘至邑前,幕次相属, 红翠如

画。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0。 (淳祐5玉峰志 6卷上5风俗6 )

乾隆5沙头里志 6卷 25风俗6。

万历5常熟私志 6卷 65叙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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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于城隍,城隍解钱粮于玉帝 0。
¹
而吴县黄埭的一项 /解天饷 0行为则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镇城隍

对村落庙宇的上位庙的地位:

俗于四月间赛城隍会三日, 谓解天饷,循年例也。第一日巡行本街为演会。第二日诣管山

解东岳饷为正会,时日导从之盛,仪仗之丰为他乡所莫比。,,第三日至琳桥为末会,俗称神

望外婆家,到则一年平安, 田地丰盛, 否则彼处不吉。
º

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习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以来,部分江南市镇与周边乡村相整

合的过程,但却不能以偏概全。从源头上说,镇城隍的产生,是明代中叶以来江南市镇兴起的结果,

/其根源是这一地区的商业化0。因此,在江南,不少镇城隍庙形成的路径之一就是由土地庙向城隍

庙的变迁。
»
如苏州府长洲县、昆山县交界的甫里镇城隍庙原来是 /孔侯将军庙, 本镇社稷之神 0,

/明万历间庙祝苏某募改府城隍行祠, 附孔侯于门庑 0。吴江县黄溪镇城隍庙由合路村的土地庙

/合应明王庙 0在康熙年间改建而成。江阴县杨舍的城隍庙 /旧系里社坛, 明季里人公建 0。¼ 既然
很多的镇城隍本来就是脱胎于土地神, 因此可以想象, 它首先继承的一定是原来那个土地神的庙

界,其实质是在商品化背景下以土地庙为中心的庙界的变形,即庙界由乡村转向了市镇。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 它和其他土地神之间是平等的。一些个案表明, 镇城隍对其他土地庙并

不一定就占有优势的地位, 有时恰恰相反。如嘉定县黄渡镇本身有两座城隍庙,但是周围农村的信

仰活动,似乎却是集中在重固的猛将庙举行: /猛将庙在重固镇, 为乡人报赛之所,八月十八日前后

数日, 远近烧香者争趋之, 田家器用毕聚成市, 至晚自烧香归, 各携农织具络绎于路,遇岁稔则近庙

村民鸣锣至黄渡以百计,谓之敲灯。每乡土地神各分庙界,备龙灯至猛将庙以供神观, 谓之解灯。0½

滨岛在其论文中曾经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但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正表明了镇城隍与其他土地

神之间并非天然地具有地位上的隶属关系。

而另外一些习俗也表明了镇城隍与土地神在地位上的平等。如道光 5双凤里志 6载双凤 /普福

宫奉玉皇,远近神庙每年三四月解黄钱赴宫焚化,迎神者名曰会首, 富者任意求奇, 贫者相随竭蹶,

耗费不资,镇中城隍、周神两庙分地界以角胜, 亦解黄钱于玉皇宫, 其会甲于他庙 0。¾ 我们看到, 在

这里土地庙的解钱粮对象直接就是东岳, 而非城隍。相反, 镇城隍也要向东岳交纳黄钱, 显示了在

东岳面前它与其他土地神庙具有平等的地位。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看到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市镇,虽然在表面上各类庙宇及神灵之间形成了如

下图所示的关系,但是当镇城隍作为 /上位庙0的地位并不稳固的情况下,这样的关系显然更多地是

显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

图 1:理想的神灵 /解钱粮 0关系示意图
最后,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东岳身上,毫无疑问,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东岳神的地位是最

高的, 就 /解钱粮 0关系而言,它既可以接受来自镇城隍和其他中心庙宇的钱粮, 又可以直接接受来

自各土地神的钱粮;但又不需向其他神灵交纳钱粮的。

不过,以东岳为对象的 /解钱粮0行为,在很多时候都是跨越单一市镇的,甚至是跨县的。如上

面我们提到的苏州穹隆山、松江干山 (天马山 )的东岳庙, 其解天饷的范围显然已经超过了一镇的区

5史林 6  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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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5嘉定县志 6卷 45风俗6。
民国5黄埭志6卷 25风俗 6。

参见滨岛敦俊: 5明清江南城隍考6;申浩: 53明清江南城隍考4补正6, 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6 1999年第 2期。

乾隆5吴郡甫里志6卷 155祠宇 6,道光 5黄溪志6卷 25庙祠6, 光绪5杨舍堡城志稿6卷 135坛庙6。
咸丰5黄渡镇志 6卷 25疆域# 风俗 6

道光5双凤里志 6卷 1之 5流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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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民国5重修常昭合志6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市镇数量及寺庙情况,我们也发现,在所有 60个左右

的市镇中, 只有 11个市镇是有东岳庙的,而且分布相对均匀,可以想象,一个东岳庙的朝拜区域肯

定包括了周围的数个市镇。如常熟辛安乡城隍庙便在每年七月二十日到与其邻近的吴县相城东岳

庙解秋饷, /仪从甚盛 0。¹ 再如常熟的归市、太仓的毛家市地区亦是十年一次至 (太仓 )沙溪上岳。
º

在此,还值得深入考虑的是,东岳的地位为什么会如此崇高? 恐怕这也并非仅仅是商品经济发

展的结果,而应该跟东岳神的功能结合起来考察,即 /俗谓神权天下民人生死,故酬答尤虔 0。»

三  关于庙界划分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庙界似乎代表了民众对于神灵管辖区域的一种臆想, 是虚幻而不现实的。乾隆

5方泰志 6载当地有小土地庙、房十八家土地庙、八字桥土城庙等, /其神皆葛江宋王司。乡民取报
赛之便,各建一祠以奉之, 而分画其庙界 0。¼ 民国 5钱门塘乡志 6作者在叙述太平天国后当地民间

信仰恢复的情况时也说: /乡民辄附会一人以为神, 私分区域以为界,焚香顶礼0½。这些叙述给人的

印象是,庙界的划分好象只是乡民图地利之便而采取的一种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因此无一定之规。

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不妨可以对庙界划分的依据和基础进行一点讨论。

滨岛教授在其研究中,曾经以宝山县盛桥里为例,
¾
认为在高乡棉作地带, 以图为单位的信仰活

动是划分庙界的基础,同时这也与当地所谓疏村的聚落分布形态相关。
¿
这一观点对我们无疑具有

启发意义,但同时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在 5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6收录有康熙六十年 ( 1721年 )所立 5长洲县大云乡灵迹司土地

奉宪 t 复古原管三图碑记 t t t t t t 6。据该碑载: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利二、利三、利四图里民陆伯荣等 /世居本土,遇有婚丧疾病, 祈祷疏文,

僧道祝献,为乡贯俱书吴县大云乡土地管界,但户口、田房、交纳钱粮, 仍在长洲县,岂有阴属于

吴县,阳属于长洲县,殊不可解! t 细根求, 始知府县二志可考,开明 t 图 t 某乡土地,我里并

非吴县所属。因长吴两县,各有大云乡土地, 是以 t t 错误, 虽在幽明之中, t 思阴阳一理, 关

系民间祸福。 t t 一家,有阴阳各别,不但祈祷无益, 焉能生 t 之遵。若不辩明志书, 遗世徒

然, 5书 6云非其鬼而祭之也。是以抄录志书: 吴县大云乡管五图, 长洲县大云乡管三图, 公呈

t t 留侯正一嗣教五十四代天师大真人府先人老爷, 因匆匆入觐, 未奉批发。荣等至今仰望,

t 幸天师大真人府大老爷 t t 苏城, 用敢 t t t t t ,伏乞明念下民祸福, t t 阴阳风水,祈 t

出示,并移明苏州府, 转行长洲县及僧纲道纪阴阳学取具,照志遵依,庶民间婚丧疾病,祈祷疏

文,阴阳一理,毋欺于冥冥之中矣。有此, 连名上呈 0。

在官府批复由长洲县大云乡土地管辖后, /复遭无知棍徒, 活 t 千百年古迹正神之庙指称新建

淫祠, 聚众煽惑, 纠 t t 十五人,驾词兴讼,捏将淫祠惑世 t 民 0。这块碑记实际上是记载了两个土

地庙庙界内居民因对庙宇管辖地域发生疑问, 进而产生冲突,最终由官方出面加以确认的事件。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 长洲县大云乡土地的管辖范围恰恰是以图为单位的, 而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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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5相城小志 6卷 35风俗6。

徐兆玮: 5徐兆玮日记6 (常熟图书馆藏稿本 )光绪 25年 ( 1899年 )四月十二日条: /是日为毛家市盛赛之期, 十年一

次,至沙溪上岳,观者如堵。0

5清嘉录 6卷 3/东岳生日 0条。
5方泰志 6卷 1。

民国5钱门塘乡志6卷 35营建志# 庙宇6。

民国5盛桥里志 6三5礼俗志# 风俗 6: /盛桥四乡花稻登场, 好事者以敬神为名,搭台演剧,家家邀亲请友,,甲图演
罢,乙图接踵而起。0

滨岛敦俊: 5总管信仰6,第 165)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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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由官方编纂的地方志书,
¹
可见,事实上不仅仅在高乡棉作地区,在低地同样有以图为单位的划

分庙界的例子。

因此, /图0作为庙界划分的基础,也并不一定与聚落的分布形态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大云乡土

地庙的例子来说,我们认为,民众的要求神灵管辖界限要与现实行政区划相符合的看法, 其实恰恰

正体现了官方行政机制对民众祭祀观念的影响,亦隐晦地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力量的认同与重视。

对于民众的要求,地方官员的看法是认为 /神明之道,无远不 t ,使荐享之时, 而必诚必敬,在昭

昭之灵自必来歆而来格,何庸分此疆彼界? 0º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与乡土观念之间的距离,他们没

有认识到所谓 /阴阳一体0在民众观念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没有意识到这种阴阳相符的观念,

还表明了在民间信仰领域, 国家始终在场并发挥着它的影响, 甚至于神灵的管辖区域也被要求与阳

世的行政区划相匹配。
»

而这在江南,至少是苏松地区, 或许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乃至于成为一种常识。比如明代

华亭县有张翁庙,明末崇祯五年重修时,其碑志就言明其为 /十三保一区界庙 0, ¼
并且还进一步说

/考之邑乘, 有邑即设区保,有区保即设界庙,殆与邑俱永乎0。½

再如清代上海漕河泾二十六保有漕河庙, 乾隆以前, 该庙 /庙之界为上海县二十六保十图、十三
图、十四图及十五图、二十二图之半, 有义冢二,所属十图、十四图, 为神巡莅散赈地0。¾ 金山张泽罗

许庄庙在二十三图荒字圩,供奉有城隍神, /凡八保各图民人均祀之 0。
¿
在这些例子中,庙界与图、

保、区这些地方基层行政区划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À

进一步的,依附于基层管理而产生的地方职役人员在乡村庙界诸多活动的运作方面也发挥着

作用。这在清代中后期以后表现尤为明显。在常熟 /市乡各图地保每届农民收获之际,遍发请贴,

美其名曰祀神0。Á 而在滨岛敦俊等人的调查中,也多次提到地保、甲长等在赛会过程中担当着组织

者的角色。
�lu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在咸丰四年苏州府元和县所立 5元和县示禁保护韩蕲王庙祀
碑 6中就提到韩蕲王作为 /习义乡土谷正神 0,该庙的维护,由 /娄塘六陈各牙行、籴粜各商民担户及
司事地保地保0承担, 而地保尤应负责,即所谓 /地保徇隐,察出并惩 0。�lv

四  内外有别:庙界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生长于江南的茅盾先生有不少文字, 如5多收了三五斗 6等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江南的一些世

5史林 6  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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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注意到被引用的是正德 5姑苏志 6而并非于康熙 30年刊行的5苏州府志 6,参见正德5姑苏志 6卷 185乡
都 6:长洲县大云乡庆云里管图三:利字二至四;吴县大云乡庆云里管图五:北亨二至五北利三。

王国平、唐力行编 5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6,第 342号碑。

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县以下的基层区划格局虽然历有变迁,而且各地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可以分为

以下四级:乡或区、场) 都或保 ) 图或圩 ) 圩或村、镇、市。参见徐茂明: 5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 1368) 1911) 6,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 124页。

明代松江府的基层管理系统具体为县) 乡) 保) 区) 图。参见冯贤亮: 5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 115页。

5重建张翁庙记碑6,见浦东新区档案馆编5浦东碑刻资料选辑6, 1998年内部印行,第 197页。

5重修漕河庙记 6 (乾隆 51年, 残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碑刻拓片。

光绪5张泽志6卷 95方外志6。

不过,庙界的划分与行政区划相比,似乎又存在滞后性。如康熙5常熟县志 6/每都皆注里名, 如第一都辖虞山里、武

昌里、小山里、新兴里之类0,后来几经变迁,但直到光绪年间,僧道疏文所依据的却仍然是康熙志中的记载。 (参见光绪 5常

昭合志稿6卷 85都图6。)而在上述大云乡个案中,依据正德 5姑苏志6而非康熙府志,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康熙时

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里、图的编制与明代相比,还没有出现非常大的变动, 如权仁溶关于清初徽州里编制的研究就表明

了这一点。 (参见权仁溶: 5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 6, 5上海师范大学学报6 2007年第 3期。)

5地保纷纷祀神 6,载5常熟日日报 6 (常熟档案馆藏 ) 1916年 11月 24日。

参见滨岛敦俊、高桥正、片山冈: 5華中#南 § Ë �農村実地調查報告書6,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34卷, 1994年。

王国平、唐力行编: 5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6,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42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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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风情,短篇小说 5赛会 6同样如此。在这篇小说中, 茅盾讲述了一个江南小镇因干旱而举行周仓会

求雨的故事。在故事中,小镇分东区与西区分别举行迎神赛会,镇东区的张老四由于在观看西区的

赛会时对神灵出言不逊,因而遭到了西区人的谴责, 为此他的老婆埋怨他说: /你看会只管看会, 说

他们什么? 又不是本坊会,写过你的疏0。结果本来东区也要举行赛会,又因为西区的人扬言要报

复,因此东区的 /有些老成人提议缩短路线,总管老爷只在本区内抬一转,不到别区去 0。¹

作为小说, 情节自然是虚构的, 但它所提供的背景却无疑是真实的,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常态下

江南民众的信仰观念与行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 人群作为信仰的主体,他们对不同神灵的信仰程

度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所谓写疏与看会,本坊会与他坊会之间的区分就真实地表明了这一点。自己

要写疏捐钱的神灵自然是最为亲近的,而其他的神灵在多数情况下只是提供了一个 /看会0,凑热闹

的机会而已,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其实关系并不大。

而另外一些资料则表明,土地神有时甚至还可能 /越境为祟 0。如民国 5望仙桥乡志稿 6记载了
这样一个故事:

, ,仙溪之东,巨门之野向有小庙一所,相传肇自康熙朝,迄今百数十稔,香火不衰。祷者

酬者五体投地,心慑而忱服焉, 顾未尝考其所奉者为何神也。道光岁甲辰中秋前四日,忽有蓬

溪胡生持梃毁其庙,至瓦墁无完。里人大骇, 欲执生。予故生父执也, 往询之, 云其室人顾疾

病,为斯神所凭, 多亵语,生不堪而为此。情若孔迫者, 然莽矣。父老言此庙多历年所,有利无

害,越境为祟,为诬神。生喋喋, 众汹汹然,余 (引者按:指作者 )为解围, 重建其庙。
º

庙神 /越境为祟0,庙界内的父老却总还是曲为维护,其原因则无非是要其护佑本境民生,而自

认被其侵犯的外来者却气势汹汹,乃至持梃毁庙,两相比照, 内外有别之势判然矣。而这种态势的

形成事实上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 ) 地域开发与庙界竞争:漕河庙的例子

漕河庙是明清时代坐落于上海县二十六保漕河泾镇以西二里的一座普通的地方庙宇。它的历

史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地域开发和庙界变迁、竞争之间的关系。
»

11 从土地庙到城隍庙:漕河庙的早期历史

乾隆五十一年5重修漕河庙记6中对漕河庙内神灵的方位是这样描述的: /庙之中为东岳殿, 殿

后供文昌、大士、三官诸像,殿前为土地祠,城隍神向在东,而今迁西 0。

从这一引文来看,清中叶漕河庙中的主神似乎应该是东岳,但 5重修漕河庙记6同时却又说 /龙
华南之漕河庙向亦有城隍神行祠 0。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清代漕河庙的性质呢? 嘉庆十八年 5漕

河庙重并庙界记6中提及,漕河庙神每年 /清明、中元节暨十月朔 0均要出巡, /赈祭孤魂, 驱除邪

祟 0,而其巡视目的地是位于十图、十四图的两座义冢。在明清时代的江南, 这种完全模仿于府县城

隍的行为,
¼
一般而言, 只可能出现在镇城隍的身上, 因此无疑所谓漕河庙神也就是指城隍神。而据

我们在前文中的分析,东岳处于江南神灵体系的最高层,一般是不会出巡的, 只是接受其他土地神

与城隍神的朝贺。此外,在道光二年的5重修漕河庙城隍行祠碑6中,作者更是直接将城隍行祠与漕

河庙等同了起来: /上海之南,地名漕河,离城十余里, 向有城隍神别祠,因目之曰漕河庙 0。因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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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茅盾: 5赛会6,开明书店 1945年 9月出版。

张子渊: 5安巨门野庙神文 6,民国 5望仙桥乡志稿# 寺观 6。

据笔者所见,现存与漕河庙相关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¹ 碑刻八通 (包括残碑 ):包括重建曹湖庙记 (天启四年,

残 )、重修漕河庙碑 (清乾隆五十一年,残 )、漕河庙重并庙界记 (嘉庆十八年 )、重修漕河庙城隍神行祠碑 (道光二年 )、漕河

庙修庙捐田事略碑 (道光二年 )、庙公各图捐资姓氏碑 (道光二年 )、上海县许告示碑 (道光二年 )、重修漕河庙碑记 (民国二

十五年 )等 (以上碑刻拓片均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感谢马学强教授的帮助,使笔者有幸能够见到这些资料并加以利用 );

º 地方志书中的相关资料:包括光绪5二十六保志6、5民国续修上海县志 6、民国 5上海研究资料6等。

按照明清礼制,郡县城隍神/每岁清明日及孟秋望、孟冬朔从郡厉坛祭无祀鬼神 0。 (隆庆 5长洲县志 6卷 115坛祠 6 )

在上海县城, 每年三元令节,亦有三巡会的存在,同治5上海县志 6卷 10载 /三月,,清明日祭邑厉坛,悬牒城隍神诣坛赈济

各义冢幽孤,名祭坛会, 舆从骈集, 亘四五里。亦名三巡会,以七月望、十月朔皆有此举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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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为,虽然漕河庙正殿所供为东岳神,但是城隍神的形象显然压倒了其他神灵, 在当地,漕河庙主

要是以城隍行祠的形象出现的,而到光绪 5二十六保志 6中在提到漕河庙时, 更仅仅只是说其 /祀上

海县城隍神作行宫0, ¹
并没有提到其他的神灵。由于在明末 5重建曹湖庙碑 6中并未出现与城

隍相关的信息,因此可以认为, 漕河庙中开始出现所谓城隍神行祠应该是在明末以后。

而根据光绪 5二十六保志6的记载,漕河庙的确切位置是在二十六保十并十三图 (参见图 2) ,这

里实际已属于龙华镇了,在其他的记载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龙华寺本连漕河庙, 长约里余。0º所以

镇城隍的出现其实是明季以来龙华镇发展的结果,
»
最初应该是以龙华镇镇城隍的面目出现的。

至于在此之前的漕河庙的性质, 似乎也可以作些推断。明天启四年 5重建曹湖庙碑6中有一段
文字值得注意: /我朝承天启运,铲革蒙古之陋规, 遵仿成周之善治, 分圻画野, 列郡邑之疆土而分

别之, 俾每区之中各建之庙,所以神地 t 而为民御灾捍患, 祈报丰登, 保安境内也。 t 我区有曹湖

庙,其来尚矣。0结合前文论述, 这段文字所指的就是明初朱元璋整顿地方祠祀, 在地方推行里社制

度的行为,而漕河庙即是作者认定的明初每区之中所建之庙,也就是地方里社。所以, 清代中叶以

前漕河庙的变迁轨迹很可能就是由里社而土地庙, 再一变而为城隍庙, 关于这一点乾隆时代庙宇中

存留的土地祠也可为之佐证。

图 2:漕河庙区位示意图

(光绪5二十六保志 6卷首 )

21 庙界纷争
作为镇城隍的漕河庙神,乾隆五十一年的 5重修

漕河庙记6指出了它的庙界:

(漕河 )庙之界为上海县二十六保十图、十

三图、十四图及十五图、二十二图之半, 有义冢

二,所属十图、十四图,为神巡莅散赈地。

不过,就在这块石碑树立后的第七年, 围绕着漕

河庙的庙界问题,当地人之间发生了争议。嘉庆十八

年的5漕河庙重并庙界记6对此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上邑之龙华有漕河庙, , ,向系十并十三

图、十四、十五图及廿二图之半俱属漕河庙界, 其

来尚矣。嗣缘生齿日繁,群情不一, 图中好事争华者欲另立章程,分疆划界, 因是不免纷争, 虽

意为敬神而设,但迹涉嫌疑,似乎不经,不独未能蒙福,且恐别致祸端, 非所以妥我神明, 奠安斯

土也。近日赖有十五图绅士耆民唐超群等鉴前车之覆,杜后来之危,佥议仍循向例, 率由旧章。

从兹每遇清明、中元节暨十月朔,庙神出巡, 赈祭孤魂, 驱除邪祟, 凡吾四图无分疆域, 各尽其

诚。议定届期神驾至十五图,该图各善信设供迎送, 共致虔恭,各司其职, 克襄厥事, 神鉴非遥,

必邀默佑,御灾捍患, 福庇群黎, 凡属庙界各图画定叨神贶。

可见,该碑的刻立主要目的是要 /鉴前车之覆,杜后来之危 0,由地方绅士出面重勒旧规,以维护

地方之安靖。碑文中并没有具体谈及所谓 /前车之覆0到底是什么事件, 倒是光绪 5二十六保志 6的
作者唐锡瑞在5漕河泾城隍庙源流记 6中提到了这件事:

5史林 6  6 /2008

¹

º

»

光绪5二十六保志6卷 4。

(民国 )吴莘耕编: 5龙华今日 6,第 5页。5龙华志6 (释道渊原辑,张宸重辑,共读楼钞本 )卷 25建置志6载龙华寺寺
基 /在上邑二十六保十并十三图墨字圩0。

根据马学强等人对龙华镇历史的研究, 认为嘉靖一朝的 45年间为龙华发展的重要时期。张辰重辑 5龙华志 6 (共读

楼钞本 )卷 85逸事6载: /嘉靖癸丑 (三十二年 )四月初七日, 倭船泊龙华港, 遂登岸劫掠,焚大雄、大悲二殿,廊庑、山门及0,

从 /市廛千余间 0可见当时的龙华已经有很大发展。此前的弘治 5上海县志 6中龙华仍然是以村的面貌出现的, 属于高昌乡

二十六保十并十三图,而到了之后的万历5上海县志 6中,龙华镇便已经赫然成为了上海九大镇之一了。 (林峰、张青华、马

学强主编5千年龙华:上海西南一个区域的变迁 6,学林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2页。)而天启5重建曹湖庙碑6反映出的漕河

庙在嘉靖、隆庆、万历间持续得到修缮的情况也恰可与之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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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漕河泾镇始于明代,而城隍庙即邑之副也,向祀梵寿庵,由来久矣。国朝乾隆五十八年

二月二十四日清明令节, 有镇东二里之漕河庙神典祭,绕道经镇, 未设奠茶, 互相龃龉。越三

日,有十并十三、十四图好事者俞明立、陈友生、计彦心、石土、沈秀等众来镇寻衅, 我镇社人不

免拘执,以致亵神伤命毁庙等祸。讼案五年,审经府道, 伤财劳民, 不堪闻问矣。
¹

我们且不论唐锡瑞的叙述的立场如何,但在乾隆末年,因庙界纷争而在漕河泾地区发生讼案则

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么,这样的纷争何以会发生呢?

从 5漕河庙重并庙界记 6的文字来看, 其中所谓 /仍循向例,率由旧章 0云云,即表明漕河庙庙界

范围是历史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地方惯例。而纷争之所起,就在于有人要打破这样的

惯例, 另搞一套。而我们注意到,意图 /另立章程,分疆划界0的主要是十五图之 /好事争华0者。

那么,为什么十五图民人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以为, 这一情况的发生,与漕河泾市镇经济

中心的位移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 5二十六保志 6的记载, 漕河泾镇亦兴起于明末, 所谓 /贸易扩

充,以港名呼曰漕河泾,镇自此始0。º 但在它与龙华镇两者之间,显然是后者的兴起要更早些,而前

者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得益于后者。5二十六保志 6记载, 漕河泾镇兴起后数百年间主要分

为东镇、中镇与西镇, 其中 /东镇坐十四图,中与西镇俱坐十五图 0, /国朝雍康时,东镇甚盛。乾嘉

以来, 东镇渐衰, 中镇聚盛,巨商集于此0。
»
由此可见,东镇也就是十四图是漕河泾镇最先发展起来

的区域,而它正靠近龙华镇 (十并十三图 ) ,在某种意义上,其兴起正是龙华镇进一步发展的延伸,
¼

因此也就自然地被包括到了漕河庙的庙界之中。

所以,有理由认为,虽然十五图也在庙界的范围内,但与作为镇市中心的十图、十三图、十四图

相比,长期以来却是处于边缘的地位,这一点在漕河庙城隍神每年三次巡境方面的体现就是巡行以

十图和十四图为其目的地。

但是,到了清代中叶, 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所谓 /乾嘉以来,东镇渐衰, 中镇聚盛, 巨

商集于此0。换句话说,乾嘉时期,漕河泾镇的中心由东镇转移到了中镇, 由十四图转到了十五图。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为了彰显其独立性, 十五图的民众便产生了另立城隍庙的想法,这正

是经济发展在信仰问题上的表现。所以当乾隆五十八年漕河庙神祭典时就不再承认其正当性, 从

而引发冲突及讼案。

那么,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根据唐锡瑞的说法,在漕河泾镇一向存在着供奉于梵寿庵的邑城

隍神,而且历史悠久。对此,我们无从考证,但也不应否认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即在此之前在梵寿庵

中确实存在所谓的城隍神,不过其出现晚于漕河庙城隍则是无疑义的, 而即使到乾嘉年间,它的影

响力也显然无法与漕河庙相比。无论事实如何,到嘉庆年间, 十五图的绅商们还是修建了一座全新

的城隍庙。 5二十六保志6卷四漕河泾城隍庙条载: /国朝嘉庆十六年,里人沈良浩等募就镇殷富商

农创建头门大堂,左右各有夹室 0。可见, 当地殷商富户是支持该城隍庙修建的重要力量。

于是,在漕河泾附近地区从此就公然存在了两座供奉城隍神的庙宇,势必再次引起冲突。可以

想象,为了维护地方的安定,以唐超群为代表的十五图士绅此时出面加以调停,因此有了两年后,也

就是嘉庆十八年 5漕河庙重并庙界记 6的出现。但这显然无法改变十五图人民对漕河庙表现出的冷

淡的态度,根据道光二年5庙公各图捐资姓氏碑 6的记载, 当时在漕河庙庙界之内的十图、十三图、十

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

¹

º

¼

光绪5二十六保志6卷 4之5寺庙庵堂6。
» 光绪5二十六保志6卷 1之5镇市 6。

光绪5二十六保志6作者唐锡瑞在讨论明代龙华文人、万历5上海县志6作者张之象籍贯问题时所加的一条按语亦可
以证实龙华与漕河泾镇的关系: /锡瑞考之象之先铁一,居张家宅,即西牌楼,咸称龙华张氏者, 相传已久矣,因当时漕河泾

市已骤而名未振, 梅家弄未立也,故以龙华名之,实则西牌楼耳。0 (光绪 5二十六保志 6卷 2之 5文苑 6 )莫如忠作 5浙江按察

司知事张公之象墓志铭 6也称张之象的家乡是在龙华里: /公讳之象, 字月鹿, 一字玄超, 别号王屋。先世有铁一者, 自严陵

徙上海之龙华里, 家焉0。 ( 焦竑5国朝献征录 6卷 84, 5续修四库全书6第 525) 531册 )即使是乾隆五十一年 5重修漕河庙

记 6的抄录者张良源也还自称是龙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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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二十二图、十五图民众共 1226人捐资修庙,但其中来自十五图的却只有区区 19人。

不过讲到这里,关于庙界争议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仔细阅读嘉庆十八年 5漕河庙重并庙界记6

一文, 我们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上邑之龙华有漕河庙,虽无从考证其始建之时,然于前明嘉靖、隆庆间劝修落成, 之后于

万历元年立碑志事, 详述显然, 现在不致残缺, 尚足取徵, 想亦土神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故宜附

入祀典。迄于今已越二百三十余年, 不为不久,既无栋折樑崩之患,又无墙倾瓦脱之虞, 而且金

碧辉煌,威灵显赫,可见人心所聚,神必相依,血食此土, 定能福庇此方也。

细细咀嚼,在这段话中,来自十五图的唐超群等人在该碑记中固然对漕河庙表现出了应有的尊

重,但对城隍神却只字未提,只是说其所供之神 /想亦土神之有功德于民者, 故宜附入祀典0。也就
是说,实际上唐超群等人在承认漕河庙神 /亦土神之有功德于民者 0的同时,还是将城隍神的名义给

了新建的漕河泾城隍庙。因此,在这篇碑记中,唐超群等一方面要平息争端, 另一方面还是存在有

明显的偏向性的,其中折射出的微妙心态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倾向性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清季,

上述唐锡瑞对相关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典型。道光二年的5漕河庙事略碑6详细列出了自乾隆至道

光年间漕河庙 /历年修建董事之名0, 共计 113人,但其中却无一唐姓者,由此亦可见唐氏家族对漕

河庙神的基本态度。

那么,唐氏家族为何会有这样的态度呢? 这就必须要考察漕河泾地区家族兴替的情况。根据

上海图书馆藏唐锡瑞所编 5唐氏世谱 (不分卷 ) 6记载, 漕河泾唐家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定居于此的:

/至明万历时有锡祉公者由浦东唐家山店 (即今之王家港镇 )入赘张氏, 乃居漕溪, 遂为 t 之始

祖 0。¹ 而 5上海唐氏族谱 (不分卷 ) 6中同样也说, 唐家 /至万历间迁上邑二十六保十五图之漕河泾
镇,即公 (引者按:指唐元锡 )之高祖父讳锡祉, 是为居漕之始焉 0。º

在明末,十五图显然并非漕河泾地区的中心,当土著居民占据了市镇中心地带时,作为外来者,唐

氏家族当然只能在其边缘落脚。不过,经过多年的奋斗,至清末民初时,唐锡瑞 5二十六保志 6卷 15镇
市6中说,漕河泾镇 /自有以来, 至光绪初年,号称张、唐、杨三姓为著,而唐素称唐半镇云 0。那唐氏又

是靠什么发家的呢? 在5二十六保志6所录科举名录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获高级功名的唐姓者, 因此可

能的发家路径就只能是经商,所谓 /唐半镇0或许正是形容其在镇市中所拥有的店铺之多。所以,十五

图的兴起应当与唐氏的经营有很大关系,那么,其家族支持本图内的神灵,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对于原来的漕河庙而言,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道光二年 5漕河庙事略碑 6所列
乾隆至道光年间漕河庙 113名 /历年修建董事0的姓氏分布 (见表 2)。

表 2:漕河庙历修董事姓氏分布表

姓氏出现频率 10次及以上 5) 9次 5次以下

具体姓氏及出现次数
潘 ( 14 )、陈 ( 13)、张

( 10)、吴 ( 10)

杨 ( 9 )、蔡 ( 6 )、计

( 6)、沈 ( 5)、王 ( 5)

4次:俞、徐、刘

2次:赵、史、何、顾、陆

1次:叶、汤、卫、朱、金、李、许、袁、

陶

  根据5二十六保志 6卷 35族谱6记载,以有无族谱为标准,在漕河庙庙界范围内的主要家族有漕

河泾杨氏、程家桥杨氏 (十并十三图 )、龙华潘氏、陈家桥陈氏 (十四图 )、漕河泾吴氏、潘家宅潘氏

(十并十三图 )、漕河泾唐氏、漕河泾史氏等。结合上表, 我们发现, 正是潘、陈、吴、杨等龙华镇 (十

并十三图 )及漕河泾东镇 (十四图 )的家族在乾隆以后的漕河庙修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从

乾隆五十一年5重修漕河庙记6及道光二年 5重修漕河庙城隍神行祠碑6的落款来看, 其中尤应以潘

氏家族出力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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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唐锡瑞: 5唐氏世裔考6,民国5唐氏世谱 (不分卷 ) 6。
5旌表孝子元锡唐公序6,唐锡瑞: 5上海唐氏族铺 (不分卷 ) 6。

道光二年,又有潘基振/绝买沈德胜田四亩捐作漕河庙义冢0。 (道光二年5上海县许告示碑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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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庙个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庙界的变迁往往是与地域开发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庙界的争议实际上代表了在地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与竞争, 曲折地表

达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关系。

当然,不同庙界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定要表现为互相竞争, 它们也有和平相处的一面。如清代昆

山的菉溪镇有三座城隍庙,其中一为府城隍行宫,而另外两个是县城隍行宫, 均祀昆山县城隍神。

当举行赛会之时, /两行宫一时出巡, 俱上行宫请安禀见, 禀词则更无谓, 又两宫交相拜, 有寅弟

帖 0¹ ,互相之间称兄道弟,这样的关系自然是不错的。而在以土地庙为中心的庙界之间同样也有和

平相处的例子:如弘治 5吴江志 6载: 赛会时 /或两村之会相遇于途, 则鼓舞移走,自成行列,歌唱应

答,亦自有情,观者如堵,欢声动地。0º
不过,这样的和谐场景, 推其原始,或许也正是在经历了历史

上的竞争与冲突后所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二 ) 庙界竞争中的利益驱动

如果说,地域开发是庙界冲突与竞争的深层原因,那么经济利益的驱动则往往是庙界之间竞争

的直接起因。其实,明清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确定的管辖范围对地方庙宇的生存是非常重

要的, 如明人董含记上海 /有岳忠武祠, 不知何年所建, 神于地方无专辖 0, 故而 /祭饗寥落,栋宇倾

颓。0»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进行寺庙普查时,仍有不少庙宇在填报经济状况时说 /本庙并无香汛,

故仍须依赖耕种度日 0¼云云,香汛即是庙会,有庙界才会有庙会,有庙会则会有相应的收入。

因此, 庙界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有相对稳定的信众,从而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 而就一个特定的

庙宇而言, 能在其中获利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人群:一是庙宇的拥有者
½
; 二是庙宇的主持者;三是庙

宇所在地的所谓 /地党无赖 0,正是这些人群在利益的驱动下, 往往会发动、参与或挑起庙界之间的

竞争。如在我们上文讨论的大云乡土地庙的个案中,就牵涉到利益的问题,因为本来利二、利三、利

四图 /婚丧疾病, 祈祷疏文,僧道祝献 0均要经过吴县大云乡土地, 而一旦改变则必然减少吴县大云

乡土地庙的收入,因此很有可能是那些本来得利于该庙的人群挑起了所谓的庙界争议。

清代常熟文人清代常熟文人郑光祖在其所著5一斑录 6中曾经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地方神庙

的兴衰故事:

顾文彬居娄家桥,开砖瓦石灰行,道光七年二月,伊偶至金泾庙,见庙中有霤神连橱一具,

颇新整,系他家造而不用, 故置此者。文彬欲之, 因施石灰两担于庙,将此位携回其家,而家遂

因之不靖。,,姑许为神建庙, 稍安数日,妖又起,乃即于桥畔度营区区地,庀材料, 定规模,尚

未建树而远来烧香者以问道至,云病者在床,自言必到此地新造庙烧香也。既而来者踵接, 姑

卷纸印佛马供奉以应之, 构未及半, 进香许愿远近来者, 挨挤不能容, 多于桥外礼拜。闰五月

底,三间庙成,来者日以千计,往周墅陆巷观音堂,请观音神像来庙供奉,彼庙道士索钱争论,空

中瓦石立至,因不敢争,抬过张墅,暂借娘娘庙神袍, 装著以入新庙。次日论还,瓦石又至,乃另

制偿之。八月初,余过其地,见说书唱因果, 茶馆排摊者, 喧闹一如城墅繁华,香火甚盛。壁贴

各姓许愿纸条,鳞比重叠,稽簿上登记之数,已四千六百余号,每愿钱一百二十文, 缴者已五百

余愿。顾文彬日收香钱数千,朔望且倍蓰其数, 半为地党分肥。无何, 廓其基,造后殿,文彬被

烧之屋亦并重新。年余香火渐稀。十二年冬, 文彬死,贫如旧。邻近有时瑞张银元并以小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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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5菉溪志6卷 2。

弘治5吴江志6卷 65风俗 6。

董含: 5莼乡赘笔 (下 )6 (丛书集成续编子 96册 )后卷 215鄂王灵应 6。
上海档案馆藏5上海市社会局关于社庄庙注册登记等文件 6,档案号 Q6) 10) 95。

也就是指庙宇产权的拥有者。笔者以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地方庙宇的产权存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为公建,

即地方人士公同建设,延请僧道尼主持,僧道尼有使用权,但无处置权,一般还设有董事会,由地方名流组成; 一为募建, 即

由僧道自行募建,产权一般比较清晰,即由该僧道拥有;一为私建,亦可称为家庙,有家族传承,产权应亦比较清晰。关于庙

宇的产权问题,笔者将另文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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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因其香火之盛,生意亦倍。两年中二人皆死,藉寡妇操家,虽能守志撑持,而家日以索。盖

妖之兴因其地运之衰也。
¹

查阅民国5重修常昭合志稿 6,娄家桥位于昭文县东张市附近, 而金泾庙即是附近东周市的东岳

庙,在东张市又有陈周娘娘庙, /香火极盛 0。º 在这则故事里, 新建神庙者显然并非顾文彬一人, 而

是还有分肥之地党无赖,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制造了神灵显应的现象,其目的就是要取代附近的

观音庙、娘娘庙等,以获得实际的利益。但是, 最终他们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不过也有成功的例子。如常熟璜泾东岳庙本为 /方一二百里祈福之所0,但据说在 /乾隆三十

四年冬, (东岳 )神见于刘河镇陆宅,宛坐中堂而呼与之语者。陆氏,国子生,字裕昆,感于梦,遂诣茜

进香而许愿焉。择于次年五月十一日度土鸠工,装饰神像,荧煌金碧, 焕然一新。凡两月余而修葺

以竣。比年各村之解黄钱者皆不之横泾江庙, 而之茜泾矣。0»不久璜泾之东岳庙便 /渐衰0矣。¼ 根

据民国 5镇洋县志 6卷 25营建#市镇 6记载,茜泾镇在 /城东五十里,,清自游击营移驻于此, ,后

复筑城捍御,遂为海疆重地 0。而所谓筑城的时间, 据乾隆 5茜泾记略 6所收落款为乾隆四年的 5茜
泾镇建城城形风水论 6一文推测,应该在乾隆初年,因为该文建议应于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五年筑城,

否则风水不利。所以可以推测, 在建城以后,茜泾地位得到提升,经济发展,人流物流凑集, 因此陆

氏才会在那里投入重金修葺东岳庙, 乃至分走了璜泾东岳庙的香火,使庙界的中心发生了转移。
½

与之相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如宝山厂头 /施相公庙,本唐氏家庵, 中祀宋后军使臣施全。神颇

灵,每岁元宵前后,浦东人来拈香者昼夜不绝。郁公庙住持欲夺香火,指为淫祠,以控于县,已批准勘拆

矣。庙祝求计于坍石桥沈氏,沈教以易供关帝,而加匾额焉。越日, 县令至,见关圣像,瞻礼而去,庙得

不毁。0¾如高行有猛将庙为黄氏经营,但据说其神像 /本薛仲英家所塑,黄造远夺归,一夜造成, 斯庙讼

得胜。0¿

五  余论

在讨论中国乡村民间信仰的构成时, 祭祀圈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工具。
À
但是, 祭祀圈作为

来自于人类学的一种分析概念或工具, 本身必然带有某种简练的、理想化的色彩,其着重点是在于

5史林 6  6 /2008

¹

º

»

¼

½

¾

¿

À

郑光祖: 5一斑录6杂述一。
民国5重修常昭合志稿6卷 25疆域志#市镇6。

乾隆5茜泾纪略 6不分卷。
道光5璜泾志稿 6卷 55旧绩志 6。

不过,茜泾的繁荣却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毁于一旦,史载 /咸丰庚申兵燹后,官署民房焚毁殆尽,都司营亦裁撤 0。 (

民国5镇洋县志 6卷 25营建# 市镇 6 )至今璜泾东岳庙犹存, 而茜泾岳庙则访之无有矣。

5厂头里志6卷 2。

曹瑛: 5高行竹枝词 6。
它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冈田谦在研究台湾士林地区的民间信仰问题时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祭祀圈是 /共同奉祀

一个主神民众所居住之区域 0。此后这一概念在台湾的民间信仰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刘枝万、施振民、许嘉明、林

美容等先后给他下过定义,甚至还提出了祭祀圈为台湾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看法。参见林美容: 5由祭祀圈看草屯镇的地方
组织6,载 5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6第 65期 ( 1986年 )、5由祭祀圈到信仰圈 ) 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6, 载张炎

宪主编 5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6第三辑 (台北, 1988年 )。林美容曾经提出, 一个祭祀圈的成立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中

的两项或以上: 1、共同出资修、建神庙; 2、收丁钱或题缘金; 3、演出公戏; 4、头家炉主; 5、巡境; 6、其他共同的活动,如宴会等

等。祭祀圈理论在台湾的兴起实际上是台湾人类学界对欧美人类学相关理论与概念反思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 在祭祀

圈这一概念之外, 林美容还曾提出过所谓信仰圈的概念,她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义务性的, 而后者则是志愿性

的,不过在作为地域组织这一点上,两者却取得了最大的一致。但关于这一观点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如张宏明便认为,

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民间祭祀活动中的自愿性和义务性问题, 同时将祭祀圈与信仰圈无条件地转化为地

域组织也是值得商榷的。 (张宏明: 5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 ) ) 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 6, 5民俗研究 6 2002年第

1期。)总之,到目前为止,信仰圈应该如何被运用到民间信仰的研究中, 并成为与祭祀圈有明确区隔的一个概念, 其前景似

乎还并不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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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理论化与概念化,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似乎也更重视共时性的分析。

陈春声教授在其关于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中,就针对常见分析框架下, 祭祀圈概念被理解为

/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关系 0提出了质疑, 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

多,樟林神庙系统 /乡村庙宇的空间格局及其内部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积淀的结果0,应该

更注重对信仰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场景的了解。基于这样的原因,他提出了信仰空

间的概念,试图以此来概括当地民间信仰的形态与内容。
¹
而郑振满先生则通过对莆田江口平原个

案的研究,指出 /以祭祀圈为标志的地域组织并不是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

社会的普遍现象 0,而江口平原的神庙祭典比祭祀圈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而且其发展不仅仅是地

域社会自我组织的过程,同时也受到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制约。
º

本文所考察的庙界这一来自民间的概念, 应该比祭祀圈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或许能帮助我们

较好地展示明清江南地方民间信仰系统的历史过程,我们试图通过它进入江南乡村的信仰世界。

在江南,所谓庙界的产生,就其原初意义而言,无疑指的是以土地庙为中心的一个地域范畴的

概念,在这一范围内出现了相应的祭祀组织及其活动,大致可以被看作是是作为明清时代江南地区

的基本聚落形态而存在的。明代中后期以后, 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使得本来只

存在于乡村的庙界的概念也被移植到了市镇中, 以镇城隍为代表的一些市镇神灵成为了市镇中庙

界的中心,这在江南民间信仰的领域是一个新现象。

但镇城隍的庙界, 在本质上首先还是继承了乡村土地庙的庙界,从这一意义上说,镇城隍并不

必然地有凌驾于其他土地神之上的资格, 相反在一些个案中两者表现出了相互间的平等,当然这也

并不妨碍有些镇城隍可能成为土地神 /解钱粮 0的对象。不过,庙界在市镇与乡村的同时存在,或许

正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与乡村在根本上所具有的同源性。事实上, 在江南,市

镇与乡村的倏忽转换本来也是很常见的, 镇与乡之间的区分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如松江 /华亭富林之西,盖有古糜公庙云, 相沿奉为土神, ,富林故茂草也。前百年市不

能三家,为镇至微浅, 不得附名于郡国之书, 而况一庙乎。暨天顺成化,国家承平, 闾阎号为充

实,生齿日阜,商贾辐辏络绎,弘治以来,又彬彬矣。镇望既著,外史列其名于平原贞溪之间,而

庙亦显于时,宫观之丽,祷祠之稠, 黄冠羽衣之所守而不去, 与镇适际其盛。夫昔之微也,而后

之显也,若此风气人物固有所生,而亦孰非神之力也哉。乃今三四十年间,风销泽艾,而庙亦圯

矣。0»

从表面上看,庙界似乎是作为一个臆想的概念而存在的, 但是研究表明它的划分依据却往往与

现实的行政区划发生着联系,而其中或许正体现了在民间信仰领域国家的在场并发挥其影响。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不同庙界之间出现的竞争关系,滨岛敦俊在其系列著作中,从民间信

仰的角度探讨明清以降江南地区的聚落与社区问题,其目的是 /弄清解放前农村的共同体关系以及
农民的共同性或生活空间的实态0。¼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 他对共同体的关系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

相互协调、顺从、支配的一面,而对于它们之间的冲突关注不多。但事实上, 正如滕尼斯指出的 / (共

同体 )因为持久的接近和经常的接触作为相互提携和肯定同样也意味相互妨碍与否定 0
½
,因此, 讨

论庙界之间的冲突与竞争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乡村信仰共同体的面貌。至于冲突与竞

争的原因,在深层次上往往是与特定地域开发的历史相互联系的,表达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 而

直接的原因则又经常又源于那些围绕庙宇的利益相关群体的态度与行为。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在地方宗族与乡村信仰系统建构的关系上,江南与其他地区似乎有着一些

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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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春声: 5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 ) ) 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6, 5清史研究6 1992年第 3期。

参见郑振满: 5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 ) ) ) 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证 6, 5史林 61995年第 1期。

嘉庆5松江府志 6卷 185建置志 6。
参见滨岛敦俊: 5旧中国江南三角洲的聚落与社区6, 5历史地理6第 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滕尼斯: 5共同体与社会6, 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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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在江南,明代中后期以后,地主宗族纷纷开始向城居地主转化, 这样一个过程大致到明末就

完成了。这一现象在乡村信仰中的表现就是他们很少再成为乡村祭祀的主导者,以下一则史料就

表明了这一点:

上海盘龙里之有侯祠 (指关王庙 )则始于封佥宪白村侯公, 封公有子曰复吾公者起家辛未

进士,累官藩参。方藩参公之为青衿弟子也, 适当乙卯秋, 比封公因视曰: 即吾子幸歌鹿鸣, 必

建侯祠而香火焉, 乃藩参果以是科举于乡,,遂卜地得于新居之左偏, 鸠工庀材, 创侯庙而塑

像其中,左右侍从毕备,,始而福及一家,继而福及一乡矣, ,封公化去,藩参公又游于宦,子

弟皆僦居城中,岁时伏腊,惟二三村老一诣祠下尸祝,庙貌亦半蚀于风雨, 藩参公之子孔鹤顾瞻

梁栋,慨然咨嗟, 以为非先封公所经营而示永永者耶,各捐资新之。
¹

在这里关王庙虽然仍然得到了侯氏家族的修缮,但很明显随着子弟 /僦居城中 0,平时的祭祀活

动中已经难见其身影了。

田仲一成在讨论江南与华南的宗族和祭祀戏剧关系时,也指出了宗族力量在两地祭祀活动中

作用的差异,其总体的趋势是,在广东等华南地区, 强宗大族控制各类祭祀活动的现象比较常见,而

在江南由于市镇经济的发展,地主宗族的城居,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见。当然也存在少数单姓村落

以 /保禾苗0为目的的祭祀。º

因此,我们也就看到在苏松地区,庙界内的活动往往很少注重姓氏问题 (如本文多次提到的五

厍 ) ,即使是出现宗族的力量,也多是由多个宗族共同出面,轮流组织。比如在吴江同里,当地 /五月

十三日为关帝圣君诞辰,罗星洲赛会,士民进香,往来摆渡,起于国初。里中众姓及周陆王顾徐五姓

轮流司会。歌曰:卯寅众姓戊辰周,己亥陆宅递轮流, 子午王家丑未顾, 寅申徐氏六年周。0»而钱杭

师在关于浙江平阳薛忠庙的研究中亦指出了当地四大基础姓与其他小姓共同管理庙宇的现实。
¼

所以, 与其他因素相比, 宗族在明清苏松地区庙界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是有限的, 而

由强宗大族主导某一庙界的情况更是绝少。当然,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 事实上即使是城居、镇居

的地方宗族也仍然在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民间信仰的发展, 如上文所讨论的漕河庙与唐氏家

族的关系就是一例,不过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行。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 SJ0703)项目。)

(责任编辑: 段  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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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圻: 5重修关王庙记6, 5王侍御类稿6卷 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40册。

参见田仲一成: 5中国的宗族与戏剧 6 (钱杭、任余白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嘉庆5同里志6卷 65风俗 6。

钱杭: 5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 ) ) ) 浙江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6, 5史林6 2002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