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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之神 靖民之神

——罗愿《新安志》关于汪华的研究

汪柏树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汪华，人称汪公大帝，一直受到徽州百姓的敬爱崇拜。但是在《新安志》问世前，正史记载语焉不

详，存有矛盾，并骂其为“贼”。罗愿深受徽州百姓敬爱崇拜汪华的感染，在《新安志》中全面深入研究汪华，为

新安之神汪华立传。为主动降唐的“王之大节”辩护，并深刻揭示新安之神汪华即靖民之神、安定和谐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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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姓，徽州望族，宋代就有“新安十姓九汪”之

说。汪华(589—648)，字国辅，又字英发，是徽州汪姓

第四十四世显祖。汪氏后裔称之王祖，徽州的歙县、

休宁、绩溪、婺源、丰gt'q、黟县都有祭祀他的“越国公

庙”、“灵惠公庙”、“汪王庙”、“忠显庙”、“忠烈庙”，称

他为“汪公大帝”、“太阳菩萨”。但是在罗愿(1135一

1184)的《新安志》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问世前，正

史对汪华这一在徽州区域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记载

上语焉不详、存有矛盾，并骂其为“贼”。罗愿撰写的

徽州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府志——《新安志》，对汪华

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新安之神汪华即靖

民之神。确认了汪华在徽州区域的崇高地位。

一、《新安志》之前史书记载的汪华

唐代李吉甫(758—814)撰写的《元和郡县志》卷

二十六，“睦州，新安上⋯⋯隋平陈废新安郡，析新安

县置睦州。后又改为遂安郡。隋氏丧乱，陷于贼寇。

武德四年。讨平汪华，改为州，取俗阜人和内外辑睦

为义。”1114一豫册·删该书称汪华为“贼寇”，所记历史事实

为“武德四年讨平汪华”。未记注华主动降唐。

后晋刘啕(887—946)等撰《旧唐书·唐高祖本

纪》未记汪华。该书杜伏威传，记伏威降唐后的“武德

四年，遣其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

又破汪华于歙州”。附于该传的王雄诞传记载汪华如

下：

歙州首领汪华。隋末据本郡称王十余年，雄诞回

军击之。华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诞，甲兵甚锐。雄诞伏

以精兵山谷间．率赢弱数千人当之，战才合，伪退归

本营。华攻之不能克，会日暮欲还，雄诞伏兵已据其

洞。华不得入，窘急面缚而降。1211廿懈
由上看出，(IB唐书》只记汪华被杜伏威所遣的

王雄诞打败而降．未记汪华主动降唐。

宋欧阳修(1007—1072)、宋祁等撰《新唐书》虽

然在《本纪第一·高祖皇帝》指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陬又指出

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汪华降”。呻但是，该书附于杜

伏威传的王雄诞传记载如下：

歙贼汪华据郡称王且十年．雄诞还师攻之。华以

劲甲出新安洞拒战。雄诞伏兵山。以弱卒数千斗，辄

走壁．华来攻。壁中奋殊死，不可下。会日暮，雄诞佚

兵已据洞中。不得归，遽面缚降。陬Ⅸ

根据上述记载。读者会以为“九月甲子汪华降”，

是被杜伏威所遣的王雄诞打败而降，不是主动投降。

收稿日期：2008—昕川1

作者简介：汪柏树(1938一)。安徽休宁人。黄山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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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唐纪五》

记。武德四年“九月⋯⋯隋末歙州贼帅汪华握黟歙

等五州，有众一万，自称吴王。甲子，遣史来降；拜歙

州总管。”1412908又记“武德四年十一月⋯⋯先是，汪华

据黟歙，称王十余年。雄诞还军击之，华拒之于新安

洞口，甲兵甚锐。雄诞伏精兵于山谷，帅赢弱数千人

犯其阵，战才合，佯不胜，走还营；华进攻之，不能

克，会日暮，引还，伏兵已据其洞口，华不得入，窘迫

请降。”旧12
司马光虽然指出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汪华“遣史

来降”在前，武德四年十～月，雄诞于新安洞口战败

汪华而使汪华“窘迫请降”在后，但是仍然称汪华为

“贼帅”。

根据上述史书记载，至少存在3个问题，皆未

能替汪华立传，提及汪华，语焉不详；汪华降唐是主

动降唐。还是被王雄诞战败之后才被迫降唐?汪华

是“其功大矣”，还是“贼”?

罗愿《新安志》关于注华的研究，回答了这3个

问题。

二、罗愿在《新安志》中研究汪华的主要贡献

罗愿的《新安志》研究汪华全面而系统，主要贡

献有三个方面。

(一)为汪华立传

针对此前史书关于汪华记载语焉不详的缺憾，

罗愿深入考察后为汪华立传，并记载了其8个儿子

的简况。罗愿为汪华的立传如下：

新安之神，讳华，姓汪氏，绩溪人。隋将宝欢之

从子，少以勇侠闻。大业之乱，以土豪应郡募，平婺

源寇有功，寻为众所推，保据郡境。对四方剖据，建

号者众。乃稍以兵取旁郡，并有宣杭睦婺饶五州，带

甲十万。建号昊王。为政明信，远近爱慕，部内赖以

安全，凡十余牟。唐武德四年，以籍土地兵民，遣使

纳款于唐。高祖嘉之。帝1日：汪某往因离乱。保据硝

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

褒宠。授以方软，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

朔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葑越国公，食邑三千

户。七年朝于京师。正观二年，授左卫白渠府统军

事，参掌禁兵十七年，改忠武将军行右积福府折冲

都尉。太宗征辽东，为九宫留守，比还称其忠勤。二

十二年三月三日薨于长安。永徽中归葬歙县北七里

云邸山。郡人思慕。立祠于刺史宅西偏。大历中迁于

鸟聊山，号越国公汪王神。自唐刺史薛邑范传正相

继增葺．他县也处处有祠。及国朝东封秩郡祀．郡人

方演知州事上唐所赐诰命为奏。请追封灵惠公。政

和四年赐庙号忠显，七年十二月封英济王．宣和四

年以阴极平睦寇加显灵．隆兴二年闺十一月以能御

灾厉加信顺，乾遣四年三月进封信顺显灵英济广惠

王。夫人钱氏，唐左武卫大将军九陇之女。乾道五年

六月追封灵惠夫人。网l一,25

罗愿为汪华立传分为两层，先写名臣汪华，再

记名神汪华。罗愿概述了生为名臣的汪华所做的两

件大事。第一，保境安民。隋末大乱，战争连绵，百姓

普遍遭受战乱之著。汪华保据歙州郡境，并有宣杭

睦婺饶五州，为政明信。虽周边四方大乱，而部内赖

以安全，凡十余年；第二。主动降唐。唐兴，统一全国

之势明朗。他能识机慕化，兵不血刃，籍土地兵民。

远送款诚，主动遣使奉表归唐。这两件大事，表明汪

华处在由大乱走向大治的隋末唐初，为消除战乱年

代新安社会主要的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作出了重大

贡献，实现了新安百姓追求安定和谐的美好愿望，

也显示了汪华忠君爱民的主要品格。这是“郡人思

慕”，立祠祭祀，汪华由一位本区域最重要的历史名

臣，转化为本区域最重要的区域名神“越国公汪王

神”的现实根据。新安之神。即越国公汪王神，在新

安百姓心目中是一位什么样的区域名神?大中祥符

二年(】009)，知州方演请求追封灵惠公的申状指

出，“郡人思其德，大启庙貌，以时祭享。自此，郡有

水旱则祀之，民有疾诊则祀之，鲜有不获灵应焉。所

以自宁迄乎圣朝，历三数百年，民到于今称之，岂不

盛哉。”嘲方演所列抵御水旱之灾，严防疾病之害，

这就是汪华作为新安名神的主要功德。从追封灵惠

公开始，宋朝皇帝根据自身的利益与百姓的愿望，

对汪华及其夫人、儿子、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进

行了一系列分封，掀起了造神高潮，宋朝皇帝与新

安百姓共同塑造了御灾患防疾病的汪华这位新安

名神的形象。

(二)为主动降唐的“王之大节”有力辩护

在王雄诞攻打汪华之前．汪华是否已主动降

唐?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不一致，应相信哪一

种说法?如果王雄诞攻打汪华之前，汪华已主动降

唐．那么也已归唐的杜伏威为什么还要派遣王雄诞

来攻打汪华?罗愿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精辟

辨析。

不斗一民，不烦一旅。间关自托于唐者，乃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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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

表者．其语明甚。而旧书本纪不著归唐月日；新纪虽

于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书降。至列传杜伏威遣王雄诞

来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书称王时事，遂使

览者徒见纪传所书皆在四年．因指为一事。意!王负

因累岁。而伏威雄诞以天子之命为讨，力穷势蹙，至

是始降尔．则与告命所谓远送款诚者，岂不相戾邪。

盖雄诞来伐。虽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实先之，所谓

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则

款之至唐与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诞之来。乃

在是冬。谨按资治通鉴。王遣使归唐栽于九月，而雄

诞来伐别裁于十一月．则是归唐之后已受封拜，而

伏威雄诞自以私意伐之尔。是时，伏威之于唐，未为

纯臣；王之归唐也。必思以忠自列，耻因之以成事。

故籍其土地兵民。遣使闻道。越伏威之境以归之天

子。意!伏威之党相与窃议，疾王归唐之事不出于

己。因袭之以为功。此淮阴击已降之类，初不害王之

先识也。[51‘一’麓

汪华主动降唐，“不斗一民，不烦一旅”，在保境

安民之后，又为新安百姓避免了一场血刃之灾，因

而被罗愿称为“王之大节”。

“武德告命”是指武德四年(621)九月二十一

日，唐高祖褒宠汪华保据州乡，远送款诚，封汪华为

越国公的诰命文书。罗愿凭“郡入方演知州事上唐

所赐告命为奏”的历史事实，证实了“今武德告命具

存”，并以此为有力证据，证明汪华在武德四年九月

九日，即在该年十一月王雄诞来伐之前，早已主动

降唐，清晰地澄清了历史事实，捍卫了“王之大节”，

捍卫了汪华忠君爱民即忠于李唐王朝爱护新安百

姓的大节。忠君是汪华作为新安之神在于余年的封

建社会获得国家正祀庙食的条件，爱民是汪华作为

新安之神在千余年的徽少I'1民间获得最崇高神位的

根基。 ．

既然武德四年九月九日汪华已主动降唐，为什

么该年十一月也已归唐的杜伏威还派王雄诞来伐?

罗愿深刻地揭露了伏威雄诞“疾王归唐之事不出于

己”而“以私意伐之尔”，“此淮阴击已降之类”。淮阴

指淮阴侯韩信。汉高祖三年(前20a)文O邦封韩信为

赵国相国，叫他收集未去荥阳的赵国兵卒去攻打齐

国。到达平原县未过黄河，就听说汉王刘邦已派遣

郦食其为使已说服了齐国投降。韩信听从谋士蒯通

的建议，仍然去攻打已经投降的齐国。杜伏威派王

雄诞于武德四年十一月攻打已经降唐的歙州汪华。

与韩信攻打已降之齐国属同一类情况．是一丘之

貉。

(三)深刻揭示了汪华长期受到新安百姓敬爱，

是因其“正道”即“始终出于靖民”

针对欧阳修、司马光等称汪华为“贼”．罗愿根

据新安之神长期受到百姓敬爱的历史事实，正面地

精辟地指出了汪华的“正道”是“始终出于靖民”。

愿尝以王庙食此邦。逾五百年。而民爱之久而

愈新者，不惟能出云雨御灾厉，亦由其起不失正道，

始终出于靖民。故天下方乱则以身蔽六州之民。及

其粗定闻真王而遂归之事，合天心，为天所相，是以

生享其祚而没食其土。以能悠久。is]l一∞

新安之神汪华长期受到新安百姓敬爱，这是什

么原因?罗愿创立了“靖民”说予以阐释，深刻而精

辟地指出了是因为汪华的“正道”是“始终出于靖

民”。“始终出于靖民”，一语破的指出了“生享其祚”

的汪华作为新安第一号历史人物的人魂。和“没食

其土”的汪华作为徽州第一号名神的神魂。靖民者，

使民安定和谐也。战乱之苦、血刃之灾、疾疫之患、

水旱之害，这些都是靖民的破坏因素，汪华的主要

功勋就是消除了这些靖民的破坏因素。罗愿的《新

安志》记下的徽州先达，包括汪华在内共41人，但

是从全州郡角度放在祠庙为之立传的只有汪华1

入。从这种全书人物介绍的结构安排上可以看出，

罗愿是把新安之神汪华作为徽州的第一号功臣和

第一号名神来看待的。罗愿研究汪华的贡献集中到

一点，就是深刻精辟地证明了新安之神汪华，就是

靖民之神、安定和谐之神。

三、罗愿为什么能发现汪华是靖民之神

罗愿能发现汪华这位新安之神是靖民之神，具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l 166年罗愿考中进士后，

曾任鄂州知州，颇能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为当

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爱戴。这使得

罗愿和历史上特别是家乡历史上那些爱护关心百

姓、受到百姓敬爱的人物，能够肝胆相照、心心相

印。罗愿研究汪华，可以说是记汪华靖民之伟业，抒

自己靖民之情思。第二。罗愿具有受到朱熹特别重

视的博学好吉、法秦汉词章、高雅精练的治学风格，

撰写《新安志》时，“上下千载间，博采详摭，论正得

失，皆有据依厦”，p】这使得罗愿对汪华这位正史上

有争议的，特别是正史记载与百姓看法相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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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全面考察，深入辨析，去伪存真，发现汪华实

践活动的靖民本质。还历史本来面貌。第三，罗愿是

歙县呈坎人。长期生活在徽州，能从新安百姓对汪

华的普遍而隆重的庙祀活动与抗灾御患的日常生

产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新安百姓对汪华的由衷的．

敬爱崇拜之情。因而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对汪华的敬

爱崇拜之情。能站在新安百姓敬爱崇拜汪华的立场

上研究汪华。因而能发现汪华这位新安之神的靖民

本质。

能站在新安百姓敬爱崇拜汪华的立场上研究、

审视汪华．这是罗愿能发现汪华这位新安之神是靖

民之神的主要原因。这有绩溪县令苏辙对汪华的赞

美之文作为有力旁证。“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

社，民甚乐之。”【习卷一·5苏辙(1039—1112)与欧阳修、

司马光是同一时代的同一类型的文人，但是苏辙与

欧阳修、司马光对汪华的态度截然不同。苏辙在贬

谪为绩溪县令的执政过程中，深受当地百姓对汪华

敬爱崇拜之情的感染，对汪王之神发出了内心的赞

美。1085年他写的《祭灵惠汪公文》就是明证：

维元丰八年岁次乙丑。八月任戌朔。十六日丁

丑，承议郎知县事骑都尉苏辙。谨遣男适以卮酒特

羊致祭于灵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庙祀，

辙来长是邑。即神旧邦。蒙神之休，雨蜴以时，稼穑

大熟。赋役毕具．狱讼袁少。才短政拙，何以获此?意

由侥幸。以致疾疠，寒热为雪，下逮儿女，更相播染、

卧者过半，迄兹痊损，自夏及秋，中间褥禳，神不厌

渎，卒保康义。皆神之恩。兹用恭敬薄礼以谢，不敏

敢告，驱除瘅疠，时节风气，使民不告病而吏与蒙贶

尚饔。【I】1112-·凇

四、罗愿对汪华研究的历史影响

罗愿《新安志》对汪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历

史影响。

第一，在正史领域为汪华翻了案，自《新安志》

问世后，正史记载不再称汪华为“贼”。

李贤等撰《明统一志》虽然记载汪华仍存有矛

盾，该书卷十六记王雄诞，“汪华保据黟歙，命雄诞

击之，华拒新安洞口，雄诞以伏兵断其归路，华乃纳

款归唐。”1114"恐册觚认为汪华纳款归唐是被雄诞击败

之后．从司马光、罗愿的正确叙事立场倒退回去。但

是该书记汪华，“绩溪人，少以勇侠闻，隋末兵乱，以

土豪应郡募，保据郡境，并有宣杭睦婺饶五州，建号

吴王。唐武德间，籍土地兵民纳款。高祖授以总管歙

宣杭睦婺饶六州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郡人十

姓九汪，皆华之后。叫1肛册·378这些记载未称汪华为

“贼”，字里行间多有褒意。

和坤等奉敕撰写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七十

九徽』’I'I府二》记唐汪华，“歙人，大业之乱，立募平婺

源寇有功，郡人请摄刺史，以镇一方。既而宣杭睦婺

饶等外I相继皆下，部内赖以平安者十余年。武德四

年，籍土地兵民奉表于唐，封越国公，后薨于长安。

诸子以丧还葬。”【1肼册朋该书徽州府部分未记王雄

诞。上述记载不仅未称汪华为“贼”，而且吸收了罗

愿在《新安志》中研究汪华的成果，肯定了汪华的历

史功绩。

第二，为元代之后徽州汪氏各种宗谱对其四十

四世显祖汪华历史功绩的记载评价。提供了坚实的

历史学基础。

翻阅徽州汪氏各种宗谱关于汪华的记载．例

如，明代隆庆庚午年编纂的《汪氏统宗正脉》、清代

康熙四十七年汪志琦主修的《新安歙邑西沙溪汪氏

族谱》、民国三十八年汪家煜主修的绩溪《山前汪氏

续修谱》等关于汪华记载，除了汪华在新安洞口大

败王雄诞这一情节虚假之外．其他主要情节与罗愿

《新安志》对汪华的研究考证一致。罗愿《新安志》关

于汪华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元代之后汪氏各种宗谱

记载评价汪华的主要历史学著作根据。它增加了徽

州汪氏各种宗谱对汪华记载评价的真实可信度。

第三，罗愿创立的新安之神“靖民”说，为汪华

1000多年来，作为徽州的第一号历史功臣与第一号

区域名神而受到普遍而隆重的祭祀纪念，提供了最

好的文化理论阐释。

自唐以来1000多年间，新安之神汪华，一直受

到徽州六邑百姓普遍而隆重的祭祀纪念。光绪丙午

年(1906)，歙县瞻淇王祖会庙祀汪王神，从正月初

五开始到正月二十五结束。前后共2l天。其间。瞻

淇村西口忠烈庙神前席面，摆设徽菜36碗36盘，

供神享用。夜晚，庙内上堂下堂灯棚，点燃六瓣珠

灯、六瓣红丝灯、六瓣黄纱灯等各种各色明灯140

只，彻夜亮堂。庙内与广场皆搭建戏台，雨天庙内

演，晴天广场演，演出徽戏8天74场，其中4天日

夜连演，人神共娱。哒种庙祀汪王神的盛大庆典，
每年一次，据瞻淇王祖会簿册记载，一直延续到民

国三十三年。

徽州百姓1000多年来为什么这么普遍而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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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祭祀纪念汪华?因为汪华这位新安之神是靖民之

神、安定和谐之神，隆重地祭祀新安之神汪华，就是

虔诚地祈求安定和谐，集中反映出徽州百姓千余年

来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美好愿望。

600多年前，随着明朝大军征南，徽州汪氏家族

一支的“戎伍入黔”，迁移到贵州安顾屯堡地区，也

把他们在徽州隆重祭祀的汪公大帝请到了新迁之

地。在安顺屯堡，正月十八抬汪公的古风延续至今。

“汪公由一姓的祖先崇拜，发展到地方保护神．又随

移民从徽州传播到屯堡地区．扎根于且耕且战、军

事色彩浓厚的异乡土壤，并发挥了整合地域秩序的

作用。”[91汪公为什么能随移民从徽州传播到屯堡地

区?因为这些从徽州迁来的移民们。坚信请来汪公

大帝，请来这位靖民之神，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定和

谐，能够帮助他们在新迁之地追求到安定和谐的美

好生活。

新安之神汪华，千余年来受到徽州百姓敬爱崇

拜的靖民之神，一真活在追求安定和谐的徽州百姓

心中，无论这些徽州人是在本土，还是在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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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刊论文 翟屯建 论《新安志》在方志发展史上的地位 -中国地方志2005(1)
    <新安志>具备了一般方志的基本特征,是定型方志的代表作.<新安志>中阐述的"同民利"主张,提高了方志经世致用的价值.罗愿在编纂方法上提出的

方志是著述之书的见解和志书编纂执笔者应该具备一定学术水平的主张,为后世方志学的建立开拓了道路.另外"扬善隐恶"的著述笔法,一直影响着后世方

志的撰写,这在方志发展史上也是应该值得重视的.

8.期刊论文 蒲霞 《永乐大典》所辑《新安志》研究 -史学月刊2006(6)
    <永乐大典>所收之<新安志>佚文被辑录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下称<辑佚>)一书中,因此书为辑佚之作,故未对<新安志

>作过多的探究,目前也未有其他学者对此志加以分析和研究.现存徽州府志中,宋代仅存淳熙二年(1175年)罗愿所修之<新安志>,明存三志,最早的一部是

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修的<徽州府志>.在这320年间虽几经修志,但原志均已亡佚,无法了解到原志的真实面貌,实为憾事.根据<永乐大典>成书时间,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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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期刊论文 李传印.陈得媛 学术精神的回归与研究范式的转换——《<新安志>整理与研究》读后 -安徽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6(5)
    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志,是方志研究、宋史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其文献价值一直受到学术

界的高度评价.<新安志>自修纂刊刻以来,虽然历代都有续修和补纂,但缺乏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影响到这部文献的利用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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