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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何謂「客家」？「客家人」的民情風俗如何？這是

許多人所感興趣的。

中國有 56 個民族。在佔全國總人口 95% 以上的漢

族中，又根據所操方言的不同而分成八個民系，亦即漢

語八大方言語系：北方話、湘語、贛語、吳語、閩北

語、閩南語、粵語和客家話。

操客家方言者，稱為「客家人」。這個漢族民系，

祖先居住於中州河洛一帶，主要地域為黃河、長江上中

游兩岸，多是仕宦之家、書香門第。自西晋末「八王之

亂」，「五族之擾」，棄官南遷（史稱「衣冠南下」），

後再經唐末王仙芝、黃巢起義等戰亂，以及南宋高宗南

渡，元兵南進之戰亂，幾次大遷徙，轉輾萬里，至南宋

末，因客家人文天祥起兵勤王，閩粵贛三省客人大量集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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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於福建、江西、廣東三省邊區，以廣東梅州為中心。

宋元之間，「民系」始定。後又經清初康熙間的「湖廣

填四川」之移民，再及清同治間客家人洪秀全、楊秀清

等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客家人受剿殺被逼向海

內外流徙，散處於今中國南方近 20 個省區、200 多個

州縣，以及世界五大洲的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計其人

口，估約 8000萬，相當於德國人口總數。

這人口眾多的「客家人」，在一千多年中，特別是

自鴉片戰爭後的 180 年中，英才輩出，叱咤風雲的英雄

人物，歷代多有。如唐代賢相張九齡，宋代名臣余靖、

起兵勤王之賢相文天祥，明代抗敵名將袁崇煥，清代太

平天國首領洪秀全，清代抗法名將馮子材、劉永福，在

台灣領導抗日的主要領袖唐景崧、丘逢甲，清末領導

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民國的領袖孫

中山，以及其主要助手廖仲凱、鄧仲元、姚雨平，孫中

山夫人宋慶齡等，都是客家人或客家人後裔。「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中，有不少是客家人士。「紅花崗四烈士」

中就有三個廣東客家人。北伐名將葉挺、著名將領張民

達、朱雲卿、張發奎、薛岳、陳濟棠，在抗日戰爭中，

聞名中外的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徐名鴻、趙一肩、謝

晋元、黃梅興，也是客家人。在國共兩黨老一輩軍政要

人中，屬於客家籍的更是不少，因篇幅所限，恕不贅

述了。

在客家人中，歷代文人輩出。僅以廣東古嘉應

州（今梅縣）為例，清代就有文武舉人 621 人（其中

解元 15 人），文武進士 89 人（其中翰林 18 人）。乾

隆、嘉慶間出現過連續五科五解元事，史稱「人文秀

區」「文冠嶺南」。自清代以來，梅州文風極盛，詩人、

作家、科學家輩出。清代的宋湘、黃遵憲、李繡子、

溫仲和、胡曦、溫訓、黃香鐵、丘逢甲、林良銓、丁

日昌、楊纘緒、何如璋；現代的李金髮、張資平、黃

藥眠、林風眠、黃谷柳、黃海章、黃友謀、蒲風、溫

流、樓棲、碧野、馮憲章、羅丹、羅香林、羅清禎、鍾

惠瀾、李國豪、李國平、李振權、吳桓興、吳三立、潘

允中、袁文殊、沈己堯、吳繼岳等等，對中國的科學、

文化的發展做出過一定貢獻。清末的《梅水匯靈集》和

《梅水詩傳》就收集了嘉應州 650 多位詩人之作 4000 多

首（尚未包括大埔、豐順二縣）。為此，梅州被譽為「文

化之鄉」。

梅州還被譽為「華僑之鄉」。梅州旅外華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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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及港、澳人士共有 250 多萬，佔在鄉人口之五成以

上。清代以來較著名的僑賢有羅芳伯、張弼士、張榕

軒、張耀軒、姚德勝、梁密庵、謝良牧等，他們對孫

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支持很大，對家鄉建設也不遺 

餘力。

梅州，還是個「足球之鄉」。20 世紀 40 年代聞名

中外的「亞洲球王」李惠堂，就是梅州五華縣人。

被譽為「三鄉」的梅州，是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

地，全市 430 萬人口中，95% 以上是客家人。八縣區

中，除豐順縣有少數潮州人和幾百個「畲族人」外，其

餘均為純客地區。客家人自宋末在閩粵贛邊區形成「客

家民系」以來，一直以廣東梅州為聚居中心，以梅州

為「大本營」和集散地。據考查，現居全國各省區和世

界各地的客家人，其祖先絕大多數都是由古梅州、嘉應

州（即今梅州市）遷去的，極少數由江西、福建直接遷

去。因此，客家人的方言（客家話），中國政府規定「以

梅縣話為標準」。各地客家的風情民俗亦與梅州客家大

同小異。為此，自近代以來，海內外人士凡研究「客

家」的專家學者，均以研究廣東梅州客家為主，其他地

區的客家為輔。

鑒於上述情況，本書所述客家風情民俗，都以廣東

梅州為主要依據，旁及其他客家地區。但作為「民情風

俗」，古語有云：「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實際情

況，也確實如此。就在梅州城區只隔一條梅江的南北兩

岸，有些風俗就不盡相同。這樣，書中所談客家風情只

能求大同而存小異了。

編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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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家人的來龍去脈

何謂客家人？

早自 19 世紀 50 年代起，中外學者便對客家人有較

多論述，其中，以原中山大學教授、客家先賢羅香林

先生之論較為詳細和準確。後之論者，多附和其說，

而且大同小異。共識是：客家人（又稱「客家」或「客

人」）原是中原漢民、炎黃裔冑，遠祖多書香門第、仕

宦之家。自西晋末「永嘉之亂」（五胡亂華）後，為避

異族蹂躪及戰亂，被迫舉家南逃，史稱「衣冠南下」，

始遷潁水，輾轉江淮，為客家先民之首次大遷徙；後數

百年寄籍江淮之間，客居他鄉。至唐宋王仙芝、黃巢起

義，客民因戰亂再南遷於閩、贛，部分進入梅州；南

宋末，元兵南侵，朝廷崩毀，客民多隨文天祥起兵勤

王南下，始大批進入粵東、粵北。此為客民最主要之

「三遷」。客家人在粵東北之梅州集結定居，久之反客

為主，民系始定。為區別當地土著，自稱「客籍人」或

「客家人」。

關於客家人所屬民族問題，曾經有過一場論爭。有

人認為客家人不是漢族人，並將「客」字加偏旁「犬」

成生造之「 」字，稱「 人」，這是對客家人的污辱。

清代音學大師章大炎選取六十餘條客家話詞語，用《說

文》《爾雅》《方言》《禮記》《毛詩》《戰國策》《老子》

等古代典籍考證，說明客家話並非外族語，而只是漢語

的一種方言。客家人是遷徙自中原的炎黃子孫，茲附其

遷徒路線說明—

第一次：自東晋，受五胡亂華影響，由中原遷至鄂

豫南部，及皖贛沿長江南北岸，以至贛江上下游，為遷

移之第一時期（由公元 317年至 879年）。

第二次：自唐末受黃巢事變影響，由皖豫鄂贛等第

一時期舊居，再遷至皖南，及贛之東南，閩之西南，以

至粵之東北邊界，為遷移之第二時期（由公元 880 年至

1126年）。

第三次：自宋高宗南渡，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之

影響，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時期舊居，分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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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之東部、北部，為遷移之第三時期（由公元 127 年至

1644 年）。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受滿洲人南下之影響，客家

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第三時期舊居，分遷至粵之中部

及濱海地區，與川桂湘及台灣，且有一小部分更遷至貴

州南邊及川藏邊界之會理，為遷移之第四時期（由公元

1645年至 1867年）。

第五次：自同治間，受廣東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國

事件之影響，客家一部分人民，分遷於廣東南路與海南

島等，為遷移之第五時期（公元 1867年以後）。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國洪秀全之先世，乃於第

二時朗自婺原，遷江西樂平，嗣遷福建寧化，至第三時

期，遷廣東海陽湯田（湯田後改置豐順縣），旋遷嘉應

州，第四時期由嘉應州遷番禺、南海北部之花山（嗣改

置花縣）。

此外，孫中山之先世，亦於第二時期自河南陳州

（今淮陽），遷江西寧都，嗣遷福建汀州，至第三時期，

由汀州遷廣東永安（今紫金），第四時期由永安初遷增

城，接遷中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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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形成和分佈

據考史書和梅州地方史志，「客家人」的形成時

間，應在南宋末年。此時，上述中原南下之「客籍」

人，已遍佈於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廣東東北部，成

村、成鄉甚至成縣地聚集定居下來。自稱「客家人」的

這支漢族民系，已在以梅州為中心的閩、粵、贛三省邊

區形成。以後，明末有部分客家人追隨鄭成功東渡台

灣，清康熙年間又有「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等，上述

地區的客家人，便有部分先後徙往其他地區定居，逐漸

遍佈於東南半個中國以及僑居於世界五大洲。

細而述之，今天的客家人究竟分佈於哪些地域呢？

僅據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

考》、台灣陳運棟先生的《客家人》、新加坡的《客總

會訊》以及梅州黃氏族譜—《江夏淵源》等書刊、報

紙和族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區，覆

蓋及全國 18 個省級行政區，230多個縣市。其中：

江西省

純客家話地域九個：尋烏縣、定南縣、全南縣、信

豐縣、大余縣、崇義縣、上猶縣、南康區、龍南市。非

純客家話地域 20 個：于都縣、寧都縣、會昌縣、興國

縣、石城縣、廣昌縣、永豐縣、萬安縣、遂川縣、吉安

縣、萬載縣、修水縣、吉水縣、泰和縣、彭澤縣、湖口

縣、贛縣區、萍鄉市、瑞金市、井岡山市（多 20 世紀

30年代遷去的廣東梅州居民）。

福建省

純客家話地域五個：寧化縣、長汀縣、上杭縣、武

平縣、永定區。非純客話地域十個：將樂縣、清流縣、

明溪縣、連城縣、平和縣、詔安縣、南靖縣、沙縣區、

新羅區、南平市。

廣東省

據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調查統計，純客家話地域共

七個：大埔縣、平遠縣、蕉嶺縣、五華縣、梅縣區、梅

江區、興寧市。客家人佔總人口 91% 以上的地域達十

個：新豐縣、陸河縣、豐順縣、翁源縣、始興縣、和平

縣、龍川縣、紫金縣、連平縣、南雄市。客家人佔總人

口 51%～90% 的地域有七個：揭西縣、乳源縣、惠東

縣、曲江區、惠陽區、英德市、樂昌市。

客家人佔總人口 21%～50% 的地域有 16 個：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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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龍門縣、博羅縣、佛岡縣、陽山縣、電白區、花都

區、增城區、從化區、廉江市、信宜市、化州市、四會

市、陸豐市、連州市、陽春市。另有 28 個地域，為客

家人佔總人口的 20% 以下：饒平縣、惠來縣、封開縣、

德慶縣、新興縣、懷集縣、郁南縣、廣寧縣、海豐縣、

連山縣、連南縣、陽西縣、斗門區、南海區、三水區、

高明區、高要區、新會區、台山市、恩平市、開平市、

鶴山市、普寧市、雷州市、雲浮市、陽江市、東莞市、

中山市。尚有九個地域有少量客家人居住：遂溪縣、徐

聞縣、南澳縣、澄海區、順德區、番禺區、吳川市、高

州市、羅定市。

海南省

海南省無純客家話縣市，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域九

個：臨高縣、定安縣、陵水縣、澄邁縣、文昌市、萬寧

市、儋州市、三亞市、海口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無純客家話縣市，有客家人聚居的

地域共 41 個：藤縣、貴縣、容縣、武宣縣、平南縣、

博白縣、陸川縣、昭平縣、平樂縣、合浦縣、灌陽縣、

鍾山縣、三江縣、羅城縣、柳城縣、象州縣、陽朔縣、

蒙山縣、興業縣、馬山縣、東蘭縣、南丹縣、鳳山縣、

鹿寨縣、環江縣、扶綏縣、寧明縣、玉州區、城中區、

八步區、防城區、萬秀區、武鳴區、宜州區、興賓區、

江州區、桂平市、北流市、欽州市、橫州市、荔浦市。

四川省

四川省無純客家話縣市，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域共

11個：瀘縣、資中縣、儀隴縣、東興區、新都區、錦江

區、雙流區、耀州區、隆昌市、廣漢市、都江堰市。

重慶市

重慶市無純客家話縣區，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域共三

個：涪陵區、巴南區、榮昌區。

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無純客住縣。多古梅州（嘉應州）和閩

西、惠州等地遷去的移民。光原籍蕉嶺縣者就有 40 多

萬人，遍佈「六都十三縣」。

河南省

非純客住地域共十個：光山縣、固始縣、商城縣、

正陽縣、湯陰縣、修武縣、建安區、鼓樓區、溮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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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義市（據有關信息，內鄉縣亦多客家聚居）。

湖南省

非純客住縣有：汝城縣、瀏陽市、平江縣、新田

縣、宜章縣（據有關資料悉，瀘溪縣、新寧縣、會同

縣、東安縣、天心區、醴陵市亦有客家聚居）。

湖北省

紅安縣、麻城市。

安徽省

定遠縣。

僅以上 12 個省區的 222 個縣市中，純客住縣及基

本純客住縣共有 31 個左右，其餘均為「土客雜處」之

非純客縣。另據有關材料信息，雲南、貴州、江蘇、浙

江、新疆及西藏等省區均有一些小區域的客家人聚居

地。僑居海外的客家華僑和外國籍客家人及港澳台客籍

人士，則散佈於世界五大洲的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客家人口知多少

全世界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目前沒有詳細資料可

查。據「世界客屬總會」估算，約為 8000 萬，這個數

字是大致可信的。羅香林在其所著《客家研究導論》一

書中提供了一個數字，可供參考。他說：「民國十九年

（1930 年）秋，客屬旅省各團體致建設廳長公函，則謂

粵東九十餘縣中，其全數為客人者迨三十餘縣，多數為

客人者，亦三十餘縣，其餘各縣均莫不有客人佔籍，計

其人口，約佔全粵人口泰半，若合廣西及南方各省計

之，總數當在四千萬以上，云云。」

以上數字之統計時間，距今已有 90 年。這 90 年

來，中國人口已成倍增長。如 20 世紀 30 年代抗日戰爭

時期，全國總人口稱四萬萬五千萬，而今僅隔 90 年，

全國總人口已超過 14 億，增近三倍半。客家人多居住

於東南各省人口繁殖快之地區，其總人口之增長恐亦不

低於其他民系。

2  客家大本營—梅州

乘坐每天往返兩班的波音 737 航機從廣州出發，或

乘坐每周往返兩班的航機從香港出發，不到一個小時，

便可到達粵東北重鎮梅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