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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潮州是粵東古郡，如從漢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

111 年）設南海郡揭陽縣起算，潮州的歷史已有兩千餘

年之久。

潮州大概在梁武帝普通四年（523 年）以前，分別

隸屬於廣州義安郡、東揚州義安郡、瀛州義安郡。自

隋文帝開皇九年（一說開皇十一年），即 589 年分循置

州，潮州之名由此而始。其治所在海陽（今潮安縣），

轄屬範圍相當今廣東之平遠、梅縣、豐順、普寧、惠來

以東的地區。元朝改路，稱「潮州路」。從明太祖洪武

二年（1369 年）起改府，稱「潮州府」。直至民國初年

廢「府」為「道」，稱「潮循道」，也叫「潮州安撫使」「潮

州軍務督辦」等等。 1949年以後，分別稱為「潮汕專區」

「粵東行政區」「汕頭地區行政公署」等等。而今常言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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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區」是對粵東之泛稱，實際上包括了汕頭市、

潮州市和揭陽市所管轄範圍的所有縣市，其總面積約

一萬多平方公里，人口約 1365萬（2021年統計數）。

從地圖上看，潮汕地區位於廣東省東部沿海，跨

東經 115°至 117°9'，北緯 22°54' 至 24°14'。其東部連接

福建省的閩南地區，西部與汕尾市接壤，北與梅州市交

界，南邊瀕臨浩淼之南海，其海岸線長達 200 多公里。

境內有鳳凰山、大南山、大北山，江河有韓江、榕江、

練江及由其沖積而成的潮汕平原。這裏土地肥沃，氣候

溫和，水利發達，是廣東農業高產區，有「廣東穀倉」

之稱。此外還盛產各種經濟作物及海味，其傳統工藝產

品也很著名，真可謂「地饒物阜」。

潮汕，在秦漢之前開發較晚，被稱之「南蠻瘴

地」。自唐宋以後，發展迅速，故有「潮州文物之富，

始於唐而盛於宋」之說，楊万里更有詩云：「昔日潮州

底處所，如今風物冠南方」。此種說法，並非虛言。事

實上，從唐代開始之潮汕文教，經常袞、韓愈等學士敷

揚而漸興；其經濟，經李宿、李德裕、陳堯佐、丁允元

等名臣倡導而日旺。因此，潮汕在歷史的長河裏，沉澱

着豐厚的人文文化積層，留存下大批珍貴的遺跡遺物。

筆者曾兩次到潮州對其歷史文化進行考察，並參與

古窯址、古墓的發掘整理，對潮汕之人文文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諸如廣濟門城樓、湘子橋、開元寺、韓文公

祠、鳳凰塔以及潮州西湖之摩崖石刻、筆架山麓之宋代

窯址等名勝古跡，還有潮汕之刺繡、木雕、石雕、陶

瓷、剪紙等傳統工藝早負盛名，為世人所共識。至於

潮汕的飲食，更是獨具特色，有「潮州佳餚甲天下」之

美譽。總之，歷逾兩千年滄海桑田之潮汕，無論在物

質或精神方面，都形成其自我的獨特風貌，此謂之「潮

汕文化」。

然而，隨着人類的文明與進步，那些古老的文化，

有些將被人們淡忘，有些將在高科技的大潮中逐漸消

失。但是，作為潮汕文化之「根」的那些本土優秀傳統

文化，不但不會消失，而且仍有強大的生命力，今天還

應大力弘揚，使之「古為今用」；即使是那些有明顯陳

腐意識和迷信思想的習俗，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現

象，也還需要加以蒐集整理，使之成為「活化石」，讓

今人去鑒別它、去認識它，我想這對於窺察過去，瞻望

未來是不無作用的。

本書著者彭世獎先生專事史學，尤其對中國農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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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研究卓有成效，他從史學和農學角度去觀察潮汕風

物，確是獨具慧眼。著者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瀏覽大

量的地方史志，並蒐集了大批民間文化素材進行梳理，

熔風俗文化與歷史文物於一爐，匯鄉土文化與科學技術

於一體。這部書的問世，我以為定會受到海內外讀者之

歡迎，尤其會受到潮汕裔讀者之喜愛。

韓伯泉

前  言

潮汕地區帶江面海，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物產

豐饒。雖然歷史上曾被視為「蠻荒之地」和罪臣的貶謫

之所，但到宋代便有「海濱鄒魯」的美稱了。府城潮州

市，風景秀麗，歷史悠久，文物豐富，是中國歷史文化

名城之一。

在潮汕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南來的漢族和當地的土

著民族互相融合，取長補短，共同創造了獨特的潮汕文

明，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本小書採用夾敍夾議，以敍為主的形式寫成。內

容包括了潮汕著名的歷史人物、名勝古跡、歷史名產和

民間習俗。既有對歷史足跡的追索探求，又有關於民間

習俗故事的敍述，其中有一些迷信色彩較濃的東西，因

為考慮到它是歷史上的一種文化現象，所以還是把它保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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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來了，切望讀者批判地閱讀。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得到張壽祺、韓伯泉、莊義青等

師友的鼓勵和支持，謹此深致謝忱！

水平所限，力不從心，錯漏之處，歡迎方家賜正。

一 
人
物
軼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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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愈功績

韓愈（768— 824）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學家、哲

學家和政治家。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謂郡望

昌黎，故又稱韓昌黎。貞元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國子

博士、刑部侍郎等職，與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倡導者，

向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年，因為諫迎佛骨，得罪

了唐憲宗，幸得宰相裴度等極力保奏，才倖免一死，而

被遠貶潮州這個「蠻荒之地」。

從長安到潮州，號稱八千里，年邁路遙，艱辛可

知，韓愈來潮時已有老死「邊陲」的思想準備。他在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中說：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心灰意懶，相反，他到潮州後，

積極為民興利除害，為潮州人民辦了不少好事，對潮州

文明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也是韓愈令人敬佩的

地方。

韓愈一貫重视教育，著有《師說》一篇，專論為師

之道。提出了「人非生而知之者」「弟子不必不如師，

師不必賢於弟子」等合理主張。他到潮州後，非常重

視興學育才，「首置鄉校，延趙德為師，捐俸百千為舉

本，收其贏餘給學生廚饌費。自是潮篤於文行」（嘉靖

《潮州府志》）。韓愈不僅慷慨解囊，把自己有限的薪俸

拿一部分出來辦學，而且在選擇師資方面也十分慎重。

他之所以選趙德為鄉校師，是因為他了解到趙德「沉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請置鄉校牒》）。由於韓愈的倡導，潮州

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迅速，到宋代已有「嶺海名邦」的美

譽。韓祠石刻中稱韓愈為「吾潮導師」，良不誣也。

傳說韓愈來潮時，曾經帶着家人經過訪問嶺，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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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割草的老漢詢問潮州人民的生活狀況。老漢回答說：

「田園遭水災，百姓遭鱷魚，生活怎麼好得了？」韓愈

問水災有多重，鱷魚有多大？老漢說：「鱷魚大如船，

水來田園荒。」韓愈聽後一一記在心上，未曾上任便暗

下決心要治好鱷魚和水患。

其實，在韓愈貶潮之前，他已到過嶺南兩次：第

一次是在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因他的哥哥韓會

受黨禍牽連，由起居舍人貶為韶州刺史，他隨其兄到過

韶州，當時他才十歲；第二次是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803），因為上疏反映京畿各縣天旱人飢，應當停徵賦

稅，而從監察御史被貶為連州陽山縣令，時年三十六

歲。故而韓愈對嶺南的情況，包括潮州的情況，還是比

較了解的。

韓文公祠前面石牌坊上有副楹聯寫道：

佛骨謫來，嶺海因而增重，

鱷魚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事實上，韓江的鱷魚並沒有因為韓愈的致祭而徙

往南海，但韓愈祭鱷確是膾炙人口、深得人心的舉動。

儘管採用的形式帶有迷信色彩，但韓愈到潮州後僅一

个月，便採取這種除害安民的措施，也能表明他了解民

情，關心民瘼，急人民所急的一片誠心。

除祭鱷魚外，韓愈還寫過《祭大湖神文》《祭城隍

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祭神文章，從形式上

看都帶有迷信色彩；從內容分析，都是與人民生活休戚

相關的大事，可說是韓愈關切人民疾苦的一種表現。

韓愈又曾領導潮州人民興建水利工程。其一是在城

北竹篙山至鳳城驛間，修了一道長約 700 丈的堤防，把

西湖與惡溪隔斷，既可防止鱷鱼進入西湖為害，又能防

洪排澇，保護農田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其二是在今

韓文公祠



012   潮汕風物談 一 人物軼事   013

潮州磷溪鎮金沙溪處，修築了龍門關，築墩設閘，以備

蓄泄，使水害變為水利。

在潮州民間，至今仍流傳着韓愈走馬牽山的傳說：

韓愈到任後，適逢暴雨成災，山洪四溢，一片汪洋。韓

愈親臨視察，認定必須截住從北面洶湧而來的山洪，才

能根絕水患，於是便下決心築堤防洪。他騎着駿馬來到

城北，勘察了地形和水勢，吩咐隨從張千、李萬緊隨馬

後，每隔數尺便插上一根竹竿作為堤線。堤線插好了，

韓愈通知百姓築堤。百姓聞風而動，踴躍趕來參加。不

料標竿標出的堤線已經變成連綿不斷的山脈，擋住了北

來的洪水，這座山脈就叫做「竹竿山」。從此這裏便再

也沒有山洪為患了。

韓愈在潮期間，還極力反對販賣人口為奴的陋習，

並設法用「計庸免之」或贖而「赦之」，使他們獲得

自由。

韓愈不僅在潮州辦了許多好事，而且還給潮州人

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潮人趙德編有《昌黎文錄》，

收載韓文七十二篇。西湖景韓亭內嵌有韓愈手書的王維

《白鸚鵡賦》，筆法遒勁，神姿飛動，是極難得的韓愈

墨跡（不過亦有人懷疑其真實性），據說日本出版的《書

道》曾予收載，誠為稀世之珍。

韓愈逝世以後，潮州不少地方官和潮籍的有志之

士，都以韓愈為立身處事的榜樣，如陳堯佐、王滌、王

司業等都是「平生子韓子」的人物。蘇東坡稱王滌「來

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昌黎為師」。足見韓

愈影響之大，感人之深。

闢佛累千言，雪冷藍關，從此儒風開海嶠，

到官才八月，潮平鱷渚，於今香火遍瀛洲。

韓祠中的這副楹聯大體上概括了韓愈來潮的事實、

功績和影響。潮州人民為了紀念韓愈的功績，除了立祠

致祭外，大致在宋代開始便把惡溪改名為韓江，把筆架

山改稱韓山，把橡木改稱韓木。確如宋代蘇軾所說，是

「信之深，思之至」了。

2  韓愈治鱷小史

潮州惡溪（即今韓江）古時多鱷魚，食民畜產，甚

至害人性命，成為沿江人民一大禍害。韓愈貶刺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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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粵北樂昌時，瀧頭小吏便告訴他：潮州「鱷魚大如

船，牙眼怖殺儂」。說明鱷魚為害，早已風聞遐邇。

韓愈到潮州後還不到一個月，便劏豬殺羊，設壇

祭鱷。韓愈因諫迎佛骨而被貶潮州，他本人是並不迷

信的。相反，他認為「冥頑不靈，而為民物獸者皆可

殺」，所以他祭鱷時還與鱷魚約定：「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徙於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

日」，如果七日還不走，便要派人「操強弓毒矢，以與

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這簡直是最後通牒了，哪裏

還有一點兒祭祀的味道？

韓愈此舉，大概出於兩個原因，其一是當時人們對

鱷魚仍存有畏懼心理，把牠視為神物，不敢輕易得罪，

韓愈也只好先禮後兵，以順民意；其二是當時還沒有行

之有效的除鱷方法，韓愈為了表示他對此事的重視和關

切，只能鄭重其事，做作一番了。清代文學家蒲松齡也

曾有過類似的舉動：一方面「醺酒楮錠，致禱於蜚神」；

另一方面卻警告蜚蟲（按：即蝽象）如果致祭之後，

還不「率爾子孫，刻期遠避」，便要敦請上天神靈「縛

臭神，問臭罪，夷臭黨，剿臭類，舉族全誅，霆擊糜

碎！」（《祭蜚蟲文》）表面看來似屬兒戲，實則是因為

「鄉人無告」，請他「為文以祭之」。

韓愈祭鱷也是事出有因而未可厚非的，但《唐書》

作者對祭鱷的效果卻誇大說：「呪呪夕，有暴風雷起於

湫中，數日，湫中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

無鱷患。」這當然是無稽之談。據劉恂《嶺表錄異》記

載，韓愈祭鱷後二十九年，李德裕貶官潮州，途經鱷魚

灘時，舟船損壞，所帶圖書、古玩、圖畫，沉失水中，

遂命船上家奴撈取，「但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

鱷魚之窟宅也」。可見韓愈並沒有把鱷魚祭走。儘管如

此，韓愈祭鱷還是有意義的：一方面表明了他關心民間

疾苦；另一方面他代表潮州人民，首次向鱷魚提出了警

祭鱷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