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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末天下大乱，歙州汪华起兵据六州保境安民，唐初主动妇唐维护一统，具有意在“靖民”的“王

之大节”：汪华对地方安定、徽州文化的奠基、国家的统一都有重要贡献；由此衍生的汪华文化现象成为徽州

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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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徽州历史人物研究中，人们公认隋末歙州的汪华

是徽州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名人和伟人。作为隋末农民

领袖，他对江南六州的历史贡献和对唐王朝大一统的历

史作用。特别是由此而衍生的影响深远的“汪华文化现

象”，不仅是徽仆f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而且有重要的

历史镜鉴之现实意义。

两念都归一是

隋末出生在歙外l歙县登源农民之家(现属徽州绩

溪)的汪华(586—649)，“幼颖慧”，‘‘蚤(早)孤家贫”，“九

岁为舅牧牛”，少“以勇侠闻”。后来汪华应募平婺源的寇

乱，在军中脱颖而出。面对隋朝大业年间国家“王政不

纲．豪杰并起，各建号郡邑”而民生凋敝的惨状．胸负大

志的汪华深忧民生之艰难，感慨不已：“世变如此，吾死

兵革无憾。如百姓何!”

当时想参与杜伏威割据地方的歙州郡守张某是一

个贪馁小入，他对汪华的才能早有顾忌。于是派汪华到

箬岭凿山开道，想借故除之。汪华完成任务回府．张某不

仅不褒奖。还拽碴整人。汪华很气愤，其手下的将士一怒

之下冲进府中酸成哗变，张某吓得落荒而逃，汪华不得

已应众人之请挑起了歙州治理的重任。当时紧邻的宣州

守令带兵来进攻，汪华率众迎击，把宣州守令打得大败，

。面缚请降”．汪华“释之不问“。此后。汪华带兵相继拿下

了周边的杭州、睦州、婺州、饶州，发展到“甲兵十万”、

“威令益隆”。Pl惭为一方的安定，汪华依众议建立吴国，

据六州，称吴王。汪华在据守六州十几年后，得知李．渊在

太原起兵，取隋王朝而代之，建立了唐王朝，李世民也已

师出江左，开始平定天下割据混乱的局面。汪华看到了

天下复归一统、百姓盼望统一安定的大势，即于唐武德

四年(公元621年)九月甲子日，派自己的堂弟左相宣州

长史汪铁佛，带着所管六州土地户籍民兵图册，赴长安

向李渊奉表归附称臣。汪华在归顺唐王朝的表奏中写

道：“乾玮革运，帝王有真，据地利之善便者，当思天命之

攸归。臣本田家，强起山谷，不忍盗贼戕害生民，遂率一

方与保聚，伊图左右率属归心．故能赈乏窒奸，镜安境

土。抚养黎庶，以定俟一。今闻应天受禅，革命肇基，故令

宣城长史汪铁佛奉表以闻。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歙州汪华

状奏”。坤翱当时李唐王朝初立，李渊见到汪华的归顺表

奏，自是特别高兴，‘‘甚欢，日：此数j{、I我复无忧矣!”九月

二十二日，立即给汪华下诏，诏中说：“汪华往因离乱，操

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

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饶等六州

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干户。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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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九月二十二日”。pp啪这两份历史文献表明。汪华当

初起兵据有六州，建号称王，割据一方和继后审时度势。

毅然决定奉表归顺唐王朝，维护大一统。都突出了一点：

汪华作为隋末农民领袖，有勇有谋，不仅能保境安民，而

且能识时务。顺应历史潮流．始终以“民”的利益为上。正

如地志学家新安罗愿所评价。汪华“其起不失正道，始终

出于‘靖民”’，“事合天心”，“不斗一民，不烦一旅”，这是

汪华的“王之大节”。OP9“靖民”者，使百姓安定也。正因为

汪华乱世起兵据有六州是为了使六州百姓在战火离乱

中免却兵革之灾，在唐王朝初立削平割据山头实现圈家

统一的重要时刻又能“识机慕化”，为了避免百姓陷入战

争灾难而主动奉表归附，“两念都归一是”，这才受到了

百姓干百年的爱敬和膜拜，也得到了历代皇帝的褒扬。

《旧唐书》等部分史籍在记载汪华史实时，很简单地

说了一句唐武德四年杜伏威“破汪华于歙州”。f4ll螂

《新唐书》则只有一句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汪华降’。1习1423

由于史实讲得不清楚。致使此后不少典籍都误以为汪华

是在“武德间为王雄诞所败，遂降”，le]4蚰都说汪华当时并

不是主动维护唐王朝一统，为了百姓，而是被打败才归

降的。对此，宋代罗愿以确凿的史实、严谨的分析，为汪

华“靖民”之大节作了有力地分辩。据司马光《资治通鉴》

所载。汪华主动奉表于长安归顺唐王朝，时间在武德四

年九月甲子日，即九月九日；李渊为此下诏褒扬在九月

二十二日：而杜伏威手下的王雄诞进攻歙州“讨伐”汪华

之事，《资洽通鉴》记载在武德四年十一月，是在汪华主

动奉表归附的3个月之后。正如罗愿所评析，“此淮阴击

已降之类，初不害王之先识也”。杜伏威当时是割据丹阳

的一方头领，他先上表于越王侗，成为其东道总管，封楚

王．后在李世民的征讨过程中降唐，当了个“东西道行台

尚书令”，I叩髑其人“于唐未为纯臣”，是“惧而来朝”，最

后是“暴卒”于长安的。当时汪华知此人未必真心归附于

唐．所以奉表长安时，是派汪铁佛“间道越伏威之境”，绕

开此人防地悄悄进行的，杜伏威见汪华没有先向自己纳

降，恼羞成怒，派王雄诞“征讨”，自在情理之中。当然也

有可能杜伏威对汪华已于九月上表归附，李渊已有诏令

嘉封之事当时不知，才有十一月王雄诞“征讨”之事。总

之。汪华是出于“靖民”，主动归附，对唐王朝统～有贡

献，这一史实“不可不白”。

对于罗愿特别予以辩白的汪华“靖民”之大节、“称

王”和主动归附。“两念都归一是”的史实，宋以后历代学

者都给予了声援。元代著名学者赵东山认为，汪华“保障

六州，不为己荣；识机慕化，克全民生”，忠烈之盛值得称

颂，“回视当时，如世充、建德辈，飘风游尘，徙汗汗青”，川

蛳反衬了汪华“靖民”的历史光彩。元代学者汪泽民也认

为。汪华“唐诰表忠垂宇宙”，当时有关汪华主动归附的

表奏和李渊的诏令各种文献都还存在，而“宋臣编史失

春秋”，缺少司马迁秉笔直书之史官风节，实在不应该。

明代文人胡定忠也称颂汪华“六州枕奠生灵了．挈马皇

唐反掌间”。是一种了不起的识时务之历史功绩。清代学

者程敏政写道：“闻说真入起晋阳，六于I'f图籍便归唐。干

戈竞免群生难，簪笏宜传百世芳。封诰尚存题越国。史书

全失记吴王”。程敏政也是从“干戈竞免群生难”，念在百

姓的角度肯定汪华的历史地位的。

三个历史功绩

曾在隋唐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汪华，有三个主要的历

史功绩。

首先。在隋大业间隋王朝纪纲不振、风雨飘摇、中原

分乱、群豪并起、战乱连连的时候，汪华深忧民生，“为众

所推，保据(歙州)郡境”，进而“取旁郡，并有宣、杭、睦、

婺、饶五州，带甲十万，建号吴王”，有其正当性。据史书

记载，汪华高祖汪叔举在南朝宋孝武帝大明间为军司马

时，就是“于乡乐善好施，贫富不欺”的好官。汪华承家族

传统，治理六州，为政严肃，赏罚明信，政清入和，百姓安

居乐业。在周边战乱不休的时候，汪华治下的六州十余

年不见兵革。“远近莫不爱慕”。汪华保境安民这一历史

功绩，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认可。李渊在诏中褒扬

汪华“往因离乱，操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唐朝

李纲则赞日：“越国汪王。存心忠良，施伟烈而保障六州，

著名誉而感慕万邦”。唐代许月卿也颂汪华是“天下沸

鼎，六州太平”，宋丞相赵普则颂汪华“威振华夷，功揭天

地”。历史学家认为，汪华“对家乡及周边地区的保境安

民是历史的事实”刚。 ．

汪华的第二个历史功绩是在保境安民的过程中，以

“靖民”为念。十几年间。对原来生息其境的山越土著采

取了抚慰怀柔措施．较好地调适了山越土著和中原入徙

各氏族之间的矛盾，促成了徽州地域内山越族和中原入

徙氏族的和谐和融合。史籍记载，歙县毛甘等一些山越

部落首领，都成为汪华保境安民的积极力量，而徽州社

会的宗族融和，特别是土著和入徙氏族的调适融洽，也

基本上在这一时段完成．这就为作为独立地理文化单元

的徽州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人文基础，为徽州文

化在宋代的历史崛起奠定了基础。有人甚至认为，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汪华就没有徽I、I'1，没有徽州又何来徽

朴f文化?其言有理。在一些祭祀汪华的汪王庙里，同时塑

有毛甘等山越首领的泥像。这似乎也是对汪华处理民族

矛盾、促进民族融和历史功绩的怀念。虽然对于汪华在

据有六州期间如何调谐土著与中原氏族矛盾、实现社会

融和的具体史实，目前发掘不多，专门探析尚属阙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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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汪华的这一历史功绩，不仅对汪华定位十分重要，对

徽州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一个特别需要给予关注的课

题。

汪华第三个历史功绩．是他能够适时顺应历史朝

流，从“靖民”出发，毅然放弃割据称王，归附唐王朝，维

护中华大一统。当时王世充、窦建德之类，不识历史大

势，坚持割据，使百姓遭兵火之灾。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

彩的一笔。而汪华的可贵，在于他看到了统一是历史的

必然趋势，民心之所向，而当历史潮流到来之时，为了百

姓，就必须熄灭割据的战火，归附才“不失正道”。汪华坚

守这个“大节”，作出了上表归唐的正确决择。而李渊也

立即褒扬了汪华“识机慕化，远送款诚”的“识时务”之

举，授汪华持节六州总管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

公．食邑三千户。汪华归唐之后，对唐王朝始终忠心耿

耿．不仅放弃了王位．武德七年还带着家人入朝称臣任

职，而且在李世民伐辽时，还被委任为“九宫留守”。史书

记载他勤于王事，“夙夜尽瘁，事无所乏”，李世民返朝时

还特别嘉其“勤勉”。最后，汪华就死在长安任上。据史

载，汪华“初疾，上常劳同，赐医药”，李世民对这位忠心

耿耿而又勤勉王事的大臣还是很关心的。“嘉其节而深

信其心”。汪华死后，李世民“赐杂彩十床，黄金百两，东

园秘器，恩礼如功臣”，给予了隆重的礼遇。还谥号“忠烈

王”，对于他“功济六州之民而心识天命所在”给予了肯

定。历代文入学者对汪华主动归附、维护唐王朝一统、顺

应历史潮流的“王之大节”也多有称颂。唐代许月卿称其

“大明即升，版图效灵。生为忠臣，死为神明”。宋代罗愿

还在《新安志》中为汪华“事合天心”的“王之大节”和“始

终出于靖民”的可贵之处作了十分有力的历史驳正。今

人史学家唐力行教授对汪华史实进行研究以后，再次肯

定“汪华其实是归顺唐朝的隋末地方割据势力的领袖。

对巩固唐王朝政权立下了卓越功勋”。黔而在民间，至
今杭州还有这样的民谚，。保障东南有二王，归唐降宋说

钱、汪”。

特色文化现象

由于汪华在隋唐特殊时段对歙州等六州社会安定

和民生福祉的贡献，特别是对唐王朝统一的贡献，生前

和殁后影响非同～般，在徽州衍生出引入瞩目的“汪华

文化现象”。

首先是汪华在世人心目中渐渐地由人变成了神。出

于对汪华的拥戴，民间许多关于他出身和建号称王的传

奇故事都已经带上神话的色彩。传说其母梦黄衣少年，

身长丈余，拥色云自天而下而有孕，生汪华时则香雾覆

室，3日始散。汪华年少时，其居室就常有奇气，9岁为舅

牧牛时，指挥群儿嬉戏，就有将帅气象。等等。还传说汪

华喜白天睡觉，“青龙隐现”。在其投军、起兵过程中，每

遇危难时，都有神祗辅助。至于汪华据有六州和归顺唐

王朝以后，传奇的神话也有不少。特别是汪华殁后，大量

关于汪华成神显灵、“出云雨御灾厉”、庇佑百姓、辅佐王

朝、有求必应的故事越传越神，官方和民间都信而不疑。

唐、宋、元、明各朝，竟有9个皇帝先后15次下诏赐汪华

以各种封号，而徽州民间。则把“越国公”奉之为可以给

人世间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太阳”，尊之为“太阳菩萨”、

“汪公大帝”。在官方和民间共同的努力操作之中。汪华

终于由人变成了“神”。虽然在徽州。由宗族显祖而被逐

渐推上“保佑一方”的地方神位子的并不是只有汪华一

人。象汉代徽州方氏显祖方储被尊为“方仙翁”。皇家钦

题“真应庙”，民间都将他作为神来供奉；南朝徽州程氏

显祖程灵洗被作为“忠壮公”来供奉；张巡、许远被作为

“忠烈”立庙祭祀。等等。但象汪华这样，被当做“新安之

神”来膜拜，“生封公，殁封帝”，影响如此之大，则还没有

第二人。历史上汪华“殁为神明”，显灵辅世的种种传奇

故事．大多离奇荒诞、怪异和巧合并存。官方的造神活动

。 反映了借汪华的神威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民间百姓的

尊神活动。则其实是反映了百姓期盼社会安宁、民生康

乐、国家一统的美好愿望。是一种对汪华“始终归于靖

民”的肯定和怀念，是对这位为六州百姓福祉和国家统

一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的敬仰。

第二个特色文化现象，是影响深广的汪王崇拜已由

宗族文化现象扩散为地域社会文化。在徽州，“严宗族，

重祖祭”是在中原世家士族人徙以后民间的突出风俗。

而汪氏宗族由于入徽时间早，宗族繁衍发达，特别是汪

华生有9子，子孙后代枝繁叶茂，所以在徽州有“十姓九

汪”、“天下汪”、。天下汪姓出徽卅l”、。四门三面水，十姓

九家汪”这样的民谚。汪华殁后，作为汪姓宗族的显祖，

汪华受到了历代族众的崇仰和祠祭。不仅如此，汪华还

被朝廷定为由官方封号建庙祭祀之神，列入国家正祀，

在徽州乃至更广地域遍立“汪王庙”、“汪公庙”、“忠烈

庙”．汪华不仅是作为汪姓显袒被族人祭拜，而且已经被

。万姓同祭”．成为徽州各姓宗族共同祭祀的。太阳菩

萨”、“汪公大帝”。其9个儿子也被封为“一二三太子，四

五六诸侯．七八九相公”．在徽州广大庙宇中和关羽帝

君、观音菩萨等等一道享受人间香火。随着徽商的走向

全国和徽州仕宦被遣派戍边，徽州的“汪王崇拜”也被带

到相关地区。杭州吴山的“汪王庙”和当地的汪王信仰，

以及贵州安顺屯堡等地的“汪王庙会”文化，就是这种特

色文化现象扩散的典型个例。徽州百姓于百年来年复一

年举办汪王庙会，进行盛大的汪公祭祀活动，已经基本

上不是一种宗族祖祭活动，而是一种全民性的“汪王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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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汪华实际上已成为徽州的“妈祖”、“天后”，成为保

佑一方的“太阳神”。

第三个特色文化现象。就是“汪华信仰”衍生和兴盛

了几种特色徽州文化。

汪华庙会文化。在徽州祁门的金字牌和黟县的渔亭

等地。自古流传着“祭太阳”的傩祭仪式。当地百姓称汪

华父子为太阳菩萨，每年六月十二要入庙“接神”请“太

阳菩萨”．第二天举行“开天门”、“拔豆腐”、“眺火跑伞”

等傩祭仪式。在汪华外婆家所在的绩溪扬溪，则年年都

有“香火会”，人们在这种庙会上，举行傩祭，跳傩舞《破

寒酸》，祈祷平安。在屯溪黎阳。每年八月十三前后则有

“黎阳汪公庙会”。汪华和其子“二相公”、“九相公”以及

各路菩萨先后出游，组成ll班“仪仗队”和“仗鼓队”，穿

街过巷、“游神”、“打仗鼓”、唱徽戏、“跑马”、“磨豆腐”，

万人空巷，热闹异常。

徽戏文化。绩溪登源是汪华出生地，这里每年二月

十一日前后为纪念汪华而举行的盛大庙会叫“花朝会”，

这一庙会最重要的是搭彩台，唱大戏。“开场演戏，人如

潮涌而至”。清末光绪间这一带仁里、桥村举行的一次

“花朝会”。两村并搭两个戏台唱“对台戏”，戏台十分华

丽。多用几百匹彩布扎成“花台”，正台上下三层。彩壁画

屏，万字花样，两侧还有凉亭台阁，同时请来了徽州著名

的“彩庆”、“长春”两个徽班，两个徽班互比行头、排场，

出八蟒八靠、三十二龙套，互亮武功特技，在演史文恭的

表演“面僵尸”时，要从八张桌子上翻扑下来稳站如松。

徽班这种演出，从二月十五开始，日夜连场，直到月底，

盛况空前。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汪王庙会演戏酬神娱人

的盛大活动。提高了百姓对徽戏的兴趣爱好，普及了徽

州戏剧。也在演练、比拼中逐渐提高了徽剧的演艺水平，

汪王庙会一类徽州民间文化活动，成为徽剧在徽外f地域

繁盛发展的广阔而肥厚的土壤，使之长成为徽外I文化领

域的一朵奇葩。

“赛琼碗”徽菜文化。在绩溪乡间每年的汪王祭祀活

动中，汪氏后人为表示对显袒汪华的仰敬，祭祀的供品

除清茶、美酒、各式果品之外，还十分隆重地奉上用名贵

瓷盘、瓷碗盛装的经过精心制作的“供献”，这些“供献”。

不少都是每户在头一年祭祀结束时就抓阄决定准备的

那一种“供献”，有的地方每户需准备两三碗，要足足准

备一年的时间。各户为了使自己端出的“供献”丰盛而鲜

亮，“技压群芳”，都在原材料和烹制技艺上下足功夫，动

透脑筋，到了盛大的庙会祭典当时。村里八仙桌从祠堂

里向外接连排开，各家的“供献”同时亮相，摆成24行．

每行12盘，多达288碗(盘)，“五谷丰登”、“吉祥如意”、

“鸿福无边”、“福寿绵绵”、“全家幸福”等等徽菜“供献”

带着人们的美好企盼，在祭祀仪式上争奇斗艳，满目鲜

光．这就是多年来盛行绩溪乡间的“赛琼碗”民俗。这种

一年一度的“赛琼碗”。以汪华崇拜为驱动力。形成了一

种民间群众性的徽外I菜肴烹饪技艺的大普及、大比拼、

大演练、大推进．使绩溪成了名符其实的人人都有一手

徽菜烹调绝活的“徽厨”。民风所及，徽州各县也在这种

汪王祭、祖先祭活动中，促成了徽菜特色的形成，使徽菜

逐渐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徽州历史上的汪华，以其靖民的“王之大

节”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其突出贡献和

所衍生的汪华文化现象也成为徽州文化需要努力开掘

的历史遗产。我们研究徽州文化。对汪华文化现象进行

深入的研探，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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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ua in The Sui Dynasty

Fang Lishan

(Center of Hui Culture Studi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ract：At the end of Sui Dynasty Wang Hua led the peasant uprising to protect the well-being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volunteered submission immediately to the Tang Dynasty when it just began，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stability of the new dynasty．So far,Wang Hua and the related cultural

phenomena have alread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i Cul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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