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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新语》中聚落资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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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东新语》在食语、货语、器语、宫语、舟语、香语中涉及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包含有不少聚落

方面的资料。对其分析，可知从明肇始，广东城乡聚落出现蓬勃发展趋势，而这种发展，是多种因素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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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163卜1696)，生于明崇祯三年，卒于
清康熙三十五年，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人，

明诸生。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诗名尤

著。是“岭南三大家”之一。

《广东新语》是屈大均晚年所著，全书28卷，凡

广东的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潘

耒在为该书所作序中写道：“其察物也景于核，其谈

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游览者可以

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擒

词者可以资华润”，足见《广东新语》具有极高的史

料和学术价值，为人们广为引用。《广东新语》在食

语、货语、器语、宫语、舟语、香语中涉及人文地理方

面的内容，包含有不少聚落方面的资料。对其分析，

可知从明肇始，广东城乡聚落出现蓬勃发展趋势，

而这种发展，是多种因素的结合。

一、广州城市聚落

《广东新语》卷十七“楚庭”条：“越宫室始于楚

庭”。这是广州城发端于何时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

认为广州城发端于距今2800多年前周夷王之楚亭

(或作楚庭)。但这种说法仅见于古代文献，道光《广

东通志》卷216“番禺故城”引唐马总《通历》：“周夷

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扬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广州城发端于2000多年前的秦

番禺城。这种说法则有充分的考古依据。

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番禺为

南海郡治。时秦军主将任嚣为南海郡尉，入治番禺，

修筑城垣，史称“任嚣城”，但规模不大。任嚣后，龙川

县令赵佗代南海尉，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

国，定都番禺，经赵佗扩建后的番禺城，史称“赵佗

城”。考古基本确定了其城垣范围为：“南垣大约在上

述造船工场遗址(指今中山四路段)之南约300米，

即广州第一工人文化宫大礼堂东侧；西垣大约在上

述造船工场遗址的西边；北垣与宋代子城的北界相

近，约当今东风路以南；东垣宋时为盐仓，约今之旧

仓巷处。连接四边城垣。平面略近方形，周长5公

里。”[1176

1．概貌：商业城市

《广东新语》“四市”条对广州花市有所记载：“在

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除花市外，当时尚

有《广东新语》未记载的鱼拦、猪拦、茶叶市等。广州

城南濠畔街，“天下商贾集焉”，市内“香珠犀象如山，

花鸟如海，番禺辐辏，13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

之多，过于秦淮数倍”。由于商业的繁荣，形成了当时

独特的商业文化景观：“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

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人。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

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昊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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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

至不愁油壁湮”。[2}475当时广州另有一种商业景观，

十三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

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t3}4：'7反映了广州对

外贸易的兴盛。

由以上描述可见当时广州商业繁荣的盛况，广

州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及广东最大

的商业城市。究其原因．可稍加评析。一方面与广州

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的绝对统

治地位。珠江三角洲指汇聚于广州的西江、北江及

东江下游地段。珠江三角洲原来是一处多岛屿的海

湾，有断断续续的山地和丘陵环绕，广州位于这个

海湾北部偏西的海岸线上。由于西、北、东江等河流

携带的泥沙不断填充、淤积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

平原，随着珠江三角洲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工农业生

产水平提高及经济商贸的发展．逐渐强化了广州的

都市功能，可以说，广州始终保持着对周围地区的

辐射能力。另一方面，与广州本身城市格局的规划

也有关系。广外}城市的发展格局的确立，大抵始于

唐代，北以白云山为依托，南临珠江以发展航海事

业，西部发展外贸商业及为侨民提供居住用地。此

一格局，历经千年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到有明一

代，1380年(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将宋代东、

南、西三城合并为一城。广帅旧益发展起来。由于城

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的建设，于是，两广

总督吴桂芳又于1563年增筑外城．进一步扩展到

“后倚粤秀，南临珠江”。直到清代，广州城都没有什

么大的变动。

2．广州城内建筑景观

《广东新语》“名园”条记载广扑1名园多处，既有

对南汉遗迹的记载，如华林园、望春园、芳华苑等，

又有对当时私家园林的具体描述．事实上明后期园

林式住宅是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且逐步形成自己的

风格。从屈大均对当时陈子履(陈子壮之兄)在城东

(今中山三路东皋大道)所见私家园林“东皋别业”

的描述，可见其当时的发展特色。“湖中有楼，环以

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树丈。湖上榕堤

竹坞，步步萦回，小仪穿桥，若连若断。自挹清堂以

往，一路皆七石起伏。羊眠陂陀岩洞之类，与花木相

错。其花不杂植，各为曹族，以五色区分，林中亭榭

则以其花为名。”“登其台，珠海前环，白云后抱，蒲

涧文溪诸追。曲曲交流。有彩舟四。⋯⋯湖尽，万松

谡谡，直接赤冈山径而止。桂业藤蔓，缭绕不穷，行

者辄回环迷路”。【2啪川1从屈大均的描述中，可见当

时私家园林的小巧通透，情趣盎然，而其自身营造

的特色则利用了气候的优势。其仡，其木，构成明显

的热带风光特色。

除私家园林外，《广东新语》尚有对广州的公共

建筑如塔、楼的记述。“四塔”条记载广州有四塔，包

括六榕寺花塔、怀圣寺光塔、赤冈塔、琶洲塔。《广东

新语》记述赤冈塔，“其在城东五里者日赤冈塔，盖

会城东薄，岭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尽之处，其动水

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人力补之。补之莫如塔。于

是以赤冈为巽方而塔其上．⋯⋯特立江干，以为人

文之英锷。”对琶洲塔的建造也有此方面的叙述。并

说花塔与光塔“二塔为一城之标，形家者常谓会城

状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舵楼云”。赤冈与琶

洲二塔“屹然与白云之山并秀，为越东门，而引海

印、海珠为三关，而全粤扶舆之气乃完且固。盖吾粤

诸郡，以会城为冠冕，会城壮，则全粤皆壮。”体现了

明代建塔主要是为了“壮景观。固地脉”的特色。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岭南民俗中重实际、笃信风

水的特点。

《广东新语》中也记述了楼的建造。从其记述可

知，在汉代岭南已有楼阁建筑。广州越华楼，为“南

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做斯楼

以居之。”[2}467明代建有许多楼阁，仅《广东新语》中

记载有玉山楼、镇海楼、观海楼、岭南第一楼，重建

双门底。广州四楼，北镇海楼、南拱北楼、西观海楼、

中岭南第一楼与端州闽江楼、惠州合江楼合称为粤

东六楼。对镇海楼的描述尤详：“广4"1、l背山面海．形

势雄大，有偏霸之象，是楼巍然五重，下视朝台，高

临雁翅，实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壮五岭之堂奥者

也。”I郴在上段记述塔时，所说五层楼即指镇海楼，
可见楼阁亦是壮观瞻、补形势的。

二、乡镇聚落

岭南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乡镇聚落开村于何

时，很多乡村都追溯到宋元时期。这些可能都是从

珠玑巷的传说演绎而来，但刘志伟先生认为，像佛

山、九江、龙江、小揽等著名的乡镇在内都是明以后

形成的，“明初组织屯田，编制里甲，加上为应付黄

萧养之乱及其后不断发生的一系列动乱而组织的

地方防卫，以及抵御洪涝威胁的需要，都促成了那

些获得了合法的编户身份的人们，在当时的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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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尤其是一些濒临新淤积土地的山丘或高地的边

沿聚居，逐渐形成了很多新的聚落，原来一些初来

开垦的散居乡民的落脚点或小聚落，也在这样的基

础上逐渐扩展成为大的村落”。[41据实地考察，认为

刘先生的论述比较符合于当时的历史事实，且从其

论述中可以看到，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当

时聚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影响，故自然因素和

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二者共同促进了珠江三角洲

地区空间结构的形成。

1．乡镇聚落的地区差异

《广东新语》中涉及到的乡镇聚落位于珠江三

角洲地区的有河南、陈村、茭糖、沙贝、石涌、大小箍

围、茶园，位于粤北地区的有梅村、洗口、新兴村落。

位于粤东地区的有永安县。粤西地区则提及雷州半

岛。这里有必要把广东的自然地理状况有所提及。

广东省由北到南形成山地、丘陵、平原(含台地)三

大类型，构成了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为粤北山区。

由近似东西走向的自北向南发育的三列弧形山系

构成；第二个阶梯为粤中丘陵区，包括粤东低山区

和粤西低山区；第三个阶梯为粤南台地、平原区，以

海拔50米以下的的台地和5米以下的平原为主．

台地以雷州半岛台地为最大。平原以珠江三角洲为

最大。自然地理条件首先决定了乡镇聚落的大小和

布局．其次影响到乡镇聚落的经济发展。

《广东新语》中反映了处于不同地区的乡镇聚

落所具有的迥然不同的风貌。顺德陈村为水乡，“周

围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

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松干低垂，时与绿烟郁

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人者咫尺迷

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刚“下番禺诸

村，皆在海岛中，大村日大箍围，小日小箍围，言四

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日洲。故周村多以洲名。

洲上有山，烟雨中乍断乍连，与潮下上”。硝此种风

貌，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吉来是海湾的一个明证。

而山区景观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一路清

溪细流，随人萦折，路皆清石甏砌，泉水浸之，人家

各依小阜以居。茅屋周围，有石笋干百丛，与古木长

松相乱。草柔沙细，水影如空。薪女露趺，乱流争涉，

行者莫不踟躇其际。”阳一派山乡风光。另外，《广东

新语》中还提到新兴县村落多以云为名，是地处山

地也好，还是因为山地多云也好，反映的仍是山地

聚落特色。

2．圩市的出现

《广东新语》“虚”条。“粤谓野市日虚，市之所

在”，屈大均所生活的时期，圩市景观伴随着广东商

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构成了又一独特的景观。东

莞的章村，“章村有虚，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

有常人无常居。十日为三会，坐肆之租有常，负戴提

挈贸于涂者无常。薄取之，岁入若干，会民读法，春

秋赛祠，问高年，宾髦士，一岁经费皆取焉，粤之虚，

立法惟章村善”。附川可见当时的圩市发展，不过大

部分圩市的设施尚简陋。罗浮有“药市”，东莞有“香

市”，珠市廉州“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

饷客，杂姜韭食之”，舯“茭塘之地濒海，凡朝虚暮

市，贩夫贩妇，各以其所捕海鲜连筐而至，Ⅲ亡家之所

有，则以钱易之，蛋人之所有，则以米易”，郾陈村多

种荔枝，“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至末富，又

尝担负诸种花木分卖之”；陈村的水味淡有力，故

“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万瓮，他处酤家亦率来取

水，以舟载之而归”。f5】44这些聚落因带商业功能和景

观，故也可称之为圩镇聚落。

3．乡镇聚落建筑景观

《广东新语》“高楼”条，“广州诸大县，其村落多

筑高楼以居。⋯⋯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

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楼，复者前

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回字楼。罩

以铁钢铜鼹，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开三四

小牖以了望，顶为战棚，积兵器孢石其上，以为御敌

之具”。从其记述的内容可看出珠江三角洲早期民

居的一些特点，如封闭式建筑群，以石为基，用牡蛎

壳做建筑材料是岭南的一大特色。另外注重防御

等。这也反映出珠江三角洲“民田区”民居的特点，

“民田区”是相对于“沙田区”而言。居住在“民田区”

的居民，基本是一些大族和地主，宗族和防卫意识

比较强。而在“沙田区”。多是些受雇佣的穷人和蛋

民，他们无力形成大的聚落，但在沙田上有一种特

殊的建筑景观，“结墩”，是农忙时在“沙田”上建的

临时性建筑，“墩各有墙栅以为固”。阳这种临时性

的建筑与广州诸大县聚族而居形成的大聚落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山地的建筑景观又不同，“一路山谷

间，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余、二十于家，高者日

寨，平着曰围，或目楼。”j册可见山地多散居村落，不

过山地中也能见大村。由于广东的地貌特点，对形

成聚落中多姿多彩的建筑景观产生了影响。

另外乡镇聚落中常见的建筑景观是祠堂。广9、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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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忠祠”，是为纪念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而

建，这在《广东新语》中也有提及，但这是“精英”的

祭祀场所，民间更多的是祖祠。屈大均“祖祠”条，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以乡为盛。

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

以来，蝉联而居：⋯⋯其大小宗族祢皆有祠，⋯⋯祠

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

日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屈大均谓其建祠的目的

是“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

也，收族，仁也”。之所以要“追远，收族”是因为“今

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庙故宜

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

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从屈大均的论述中，十

分生动地将移民之心态及重宗族的思想体现了出

来。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祠堂兴胜，与朝廷的提倡

有关，民国《佛山忠义志》云：“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

议(王圻续文献通考)，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

宗祠遍天下。吾佛诸祠多建此时，敬宗收祖于是焉

在。旧有家庙悉沿旧制。余称祠堂，绕词也。”对聚落

的研究，不能不触及到祠堂这一特殊的文化景观，

祠堂的兴建．绝不止于国家提倡．广东乡村目前尚

．存不少祠堂，祠堂作为宗族与血缘家族的象征处于

村落的最显眼位置．广州市内的陈家祠更是有名，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祠堂文化在珠三角地区的兴盛，

值得探讨。经济因素．或者是追求传统的社会地位

的认同，祠堂这一宗族的象征在岭南的兴盛与其演

变说明了它的变异和祠堂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

有许多因素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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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用.煮饮,止渴,明目除烦,令人不睡,消痰利水.通小肠,治淋,止头痛烦热.噙咽,清上隔,利咽喉."由上述史料所载可知,苦丁茶作为饮料,至今已有近

200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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