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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寻根问祖记
□ 廖兴友 文/图

“湖广填川”：百年迁徙

“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三百年前一台戏，
祖祖辈辈不忘记，问我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
乡。”2017年12月底，一出讲述“两广填川”的东路花
鼓戏《麻乡约》先后在川渝地区上演。我有幸观看了
该戏的首场演出。记忆深刻的是这段唱词——“洪
武爷把旨意颁，令湖广填四川，别家园麻城孝感，创
新天蜀水巴山。”这段唱词我记忆颇深。它再现了当
年明朝朝廷颁发诏书后，包括湖北麻城在内的广
东、广西、福建等在内的八大移民集散地，跋山涉
水、经历十磨九难移民填川的艰辛情景。

“麻乡约”是湖广填四川后的一个邮递机构。
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在麻城孝感乡集
结，分批前往巴蜀开垦种植、随着时间的流逝，移
民们思念故乡，于是推选了同乡中重信重义且有
影响的人士回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
之便催生了“麻乡约”。

作为川渝人，“寻根”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现
在的川渝人，按照“麻乡约”所言，不少家族的“根”
不在川渝，而是从福建、广东、湖北等省迁居而来
的“客家人”。

三百多年前的四川，人口只有九万人。史料记
载，在经历明代各种战争和灾荒过后，到顺治十八
年(一六六一年)，清朝对四川人口进行统计发现，
在册的人口总数仅仅五十万到六十万。根据《清朝
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六八五年）记载，当时
的四川人丁总额仅为一万八千五百零九人。按每
一丁五人折算，全川土著人只有九万余人。

清初宰相张鹏翮的父亲张 写过一本书叫
《烬余录》。此书对清初人口殆尽的原因作了如实
的分析：“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
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川东农民军)之掳掠
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
则死于病也。”可见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仅占四
川的百分之三十，死于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之手占
四川人口百分之二十，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是因
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所致。

川渝何以从三百多年前的九万人，雨后春笋般
地发展到今天的人口大省、大市？答案是：这与长达
近百年的“湖广填川”有关。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调
查，我发现移民入川动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福建、广东人为了发财到四川。考史可见，
广东其时的《往川人民告贴》：“我等前去四川耕种
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益费，携同妻
子弟兄安分前行……思得我等祖父因康熙三十三
年间，广东饥荒逃奔他省，走至四川，见有空闲地
土，就在四川辛苦耕种，置有家业。从此回家携带
家口，随有亲戚结伴同去，往来贸易，见四川田土
易耕，遂各置家业。……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
一心只在四川。……”

二、逃荒到四川。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
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向四
川移民最多的是广东嘉应州，因这里曾大范围地
发生过自然灾害十七次。同时，清代广东的自然灾
害亦多,水灾、旱灾、风灾、虫灾、瘟灾及震灾等多达
数百次，粤民生活艰难,人们多向外流迁。

三、其他原因入川。除了带着垦荒赚钱的目的入
川外，还有因家庭不和，家族利益冲突等等入川的。

四、朝廷鼓励移民入川。明末清初，川渝地区人
口锐减，荒无人烟。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招民
填川诏》即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
移民，以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
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
其入籍等；诏书还将入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
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
政策上也实行额外优惠。康熙所下诏书规定，对移
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
不加赋。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川落业定居地当
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
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成都客家人，族谱助力寻根

作为“湖广填四川”的后裔，家里的一本手抄
本《廖氏族谱》是催生我“寻根”的动力。这本《廖氏
家谱》，是三百年前我自粤入川的始祖廖政康一代
一代传下来的。其间修谱多次，世系脉络未曾改
变。到了我父亲兄弟仨这一代，老大入赘“上门”迁
出。作为排行老二的父亲，获得了族谱的保管权。

“夫以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之有志……”
“族谱序”中对族谱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详细阐释，
同时介绍了廖氏始祖廖化、廖叔安，廖氏“武威郡
主”廖德源，从福建省宁化县流落到广东兴宁“开
基传敬斋公生思明……思明生有成、有成……廷
业生世儒、世儒生俊萼、俊萼生政康诸祖等……”

四十年前，我十岁，父亲四十有四。成都市梁
家巷的长辈廖国志送来了他修订的《廖氏族谱》。
这本族谱是廖国志根据明清时代流传下来的旧族
谱，结合族谱记载的廖氏后人重新整理编写的。年
长父亲二十来岁的廖国志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
字，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土广东话），言谈温文尔
雅，给我们带来“大白兔”奶糖，他给我们整个山村
带来了过节一般的喜庆。

廖先生对我父亲说，我们的祖先在广东，我们
都是俊萼公的后裔，我们三百年前都是流着同样
血液的一家人。从这本族谱上，我看到我们的入川
始祖是廖政康，至于什么时候入的川，从广东什么
地方入的川？为什么要入川？族谱上没有记载。

廖先生拍着我的小脑袋说，现在大家生活还
困难，要寻根问祖，短时间怕也很困难，只有等你
们长大了，去实现这个愿望。此后，我在外打拼二

十多年，这本《廖氏族谱》被父亲放在家里的木箱
底，一放就是几十年。

“湖广填四川”大迁徙过后，最初数十年，由于
家家有族谱，还常来常往，“失联”相对比较少。随
着年代久远，有些辈分中断，有些来往稀疏，有些
族谱丢失，还有些入川后裔的多次迁徙等各种原
因，后辈之间不再来往走动。祖籍地的亲人也面临
同样的问题：填川的亲人究竟在四川什么地方，后
辈还有没有人，他们发展得怎么样？都无法考证。

寻根，在经济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是人们的
奢望。但近二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成
了家族当中的热门话题。但在寻根之中，有些家族奈
何没有族谱，祖籍地究竟在何处，已经无从查询。这些
家庭寻根而无果的阴影，也给要寻根的我们蒙上了
一层阴影。但它并未阻挡我们寻根的意志和脚步。

根据祖辈传下来的“廖氏族谱”序中所言：“我武
威郡主（廖）德源公在福建省宁化流落至广东兴宁开
基传敬斋公……（廖）友诚、政康诸祖等十七代，（廖）
作圣公自粤迁蜀，肄籍简邑（简阳），卜居于金龙桥大
青杠树侧。早夜操作贸意（易）力田，以营衣食。吉人天
相，囊有余资置产。虽不能成巨大殷富，亦可称小康
焉。”福建省宁化的廖氏武威堂郡主廖德源，流落到广
东省并在兴宁市开基，后传了廖思明、廖友诚、廖廷
业、廖世儒、廖俊萼、廖政康等十八代人。由此得知，我
们的祖先就生活在广东。至于在广东何地，不得而知。
廖政康之子廖作圣从广东迁到四川简阳（当时成都
市龙泉驿区归简阳管辖），在一个叫“金龙桥大青杠
树”的地方安家落户。靠做小生意和耕织农田为生，家
中有储蓄，小日子过得不错。

祖先生长的范围确定后，我们开始缩小寻找
空间。四川有一位湖南籍老先生廖名龙，热衷于宗
族姓氏工作。在他手里，收集有全国各地的近千册
不同年代、不同世族和不同版本的“廖氏族谱”。他
既是为廖氏宗亲事业无私奉献的“老黄牛”，还是
媒体社会熟知的“族谱大王”。

廖名龙知道我们要“寻根”后，就把他从全国
各地收集而来的大大小小近千册族谱，摆了几大
屋子，这样我们把自己祖先流传下来的族谱跟这
些族谱进行筛选对照。最后确定，我们入川祖先的
祖居地位置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

同时，根据廖名龙提供的线索，我们与五华县
的廖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廖琼山取得了联系，廖琼山
先生年过七旬，老家在五华县棉洋镇，我们联系上
他后，老先生给了我们一句非常暖心的话。他说，你
找我，就找对了。你们手上的族谱，里面记载的“思
明公和德源公，墓地就在梅州兴宁市。至于往后的
廷业公、世儒公、俊 公墓在哪里，不得而知。”

从二零一八年冬天开始，廖琼山召集广东梅州
市数个乡镇的宗亲会负责人，对接族谱世系，研究
寻墓方案，为了帮助成都宗亲找到老祖宗的墓地，
五华县、兴宁市的廖氏族人，发动了数千人次，在五
华县、兴宁市等地的双华、棉洋及大都等地，跨沟
壑、穿丛林……二零一九年六月初，五华县向四川
成都传来消息：廖俊萼的墓地找到了。有墓碑，铭文
吗？怎么确定就是廖俊萼的墓呢？他们告诉我，没有
墓碑，也没有其他任何文字记载。这只是根据我们
提供的地址位置和当地老人的口述，它就是俊 公
的墓地。民间说“宁可认错人，也不可上错坟”。这也
是每一个宗族姓氏的不变信条。一向做事严谨的
我，敬重五华宗亲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但是，对于
所找到的俊 公墓的真实性存疑。

成都方面也在继续为五华的寻墓宗亲寻找相
关信息。其中，成都族谱中所言，清代的廖世儒葬
于“三伯 ”。三伯 在哪里？我们通过五华县的宗
亲核对，三伯 就在广东梅州五华县双华镇水双
路的大陂村。二零一九年六月初，五华县的寻墓人
开始调整位置，把寻墓的半径缩小到三伯 直径
两公里的范围之内，进行精确寻找。六月十五日中
午，成都的廖氏俊 公后裔收到廖琼山的信息，廷
业公和世儒的墓地被找到！随同信息发来的，还有
廷业公和世儒公的墓碑照片！

三百年客家话，重回广东五华祖籍地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我们带着五位成都的
廖氏宗亲成员一起，踏上了开往广东的列车。经过
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到梅州已是深夜。在车
站等候多时的有梅州市五华县宗亲会长廖琼山、
双华镇宗亲会长廖建强，廖孟如之前与我们从未
谋面，但在相见之时，却一见如故。所有人紧紧相
拥，十指相扣，仿佛失散两三百年的亲人，一松手
行将马上再次失散似的。

我们的语言是成都周边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
都区、金牛区等地的土广东话（客家话）。这些语言正
是当年我们的祖先从广东五华带到成都的母语，一代
一代传承至今。随着物转星移和时间的流逝，发音虽
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个语音的变化并不太大。这种语
言在成都一带，只要不是客家人，即便祖祖辈辈与我
们为邻者，也听不懂，更不会说了。我们来到广东五
华，依然使用在成都常用的土广东话，其相似度竟然
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从未到过广东五华的我们，之
前也从没有跟五华本地人交流过，跟他们进行交流之
时，却没有任何障碍。可见，成都客家人对于祖籍地母
语的传承，多么的持之以恒。就像我父亲说的一句话，
无论你飞得再高，走得再远，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能
变，唯有母语不能丢，不能变。倘若丢了，变了，你就闻
不到故土的味儿，找不到故乡在哪里了！

以前父亲说这句话时我很难理解，直到来到
五华，回到祖籍地，当我用客家话和这里的乡亲们
交流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谆谆教诲和良
苦用心。悠悠琴江水，浓浓宗亲情。参天之树，必有
其根。滔滔江水，必有其源。

“客家人如果丢了乡音就意味着你永远找不

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跟我们一起前往五华的八
旬宗亲廖国富，跟我父亲的话如出一辙。他说，我
们之所以要一代代把客家话传承好，就是为着今
后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源”。广东五华县一位叫廖
宏义的长者对廖国富说，您的客家话讲得最好，和
五华县的语言相似度在八十以上。这乐得廖国富
前仰后合，哈哈连天。

年过七旬的廖琼山先生左右两手，紧紧拉住
我和廖国富的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说，四
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青白江区与广东省梅州市
五华、兴宁市两地宗亲，都是德源公裔孙，都是一
家人。在三百年血脉分离的漫长岁月里，彼此之间
互相牵挂，寻找，思念若渴，望眼欲穿。特别是两地
联络对接后更是情思绵绵，恨不得马上见面!今天,
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地人坚信，旧居的主人一定会归来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
祖先脉络都是相对清楚的，尤其从明代开始，民间
姓氏以家族为单位，族谱修编开始盛行。族谱修编
从最初的手抄到木刻印刷，再到铅字排版及电脑激
光照排，族谱修编的资料越来越翔实准确。俗话说，
没有千年亲戚,只有万年祖叔！宗亲这种关系不是建
立在世俗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金钱和权力之上，
而是建立在血缘之上。这种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
家族亲情，纯洁而高尚，是世间的至善至美。

我们到梅州后，从第二天开始，便前往双华、大
都、棉洋、兴宁等廖氏宗祠祭拜祖先。廖孟如是五华县
双华镇黄径村村委会主任。在村委会后面，有一处残
垣断壁，断壁的每一间房子的基脚格局均保持原貌；
紧邻小径旁，一堵高约两米的斑驳的老墙诉说着岁
月沧桑，老墙长约十米，高约两米，厚度约四十厘米。

廖孟如说，这个房子在两百多年前是廖政康
和他父亲廖俊萼改建的。廖俊萼属于当地经济条
件比较好的家庭，房子墙壁用上等砂石混合石灰、
糯米捣碎堆砌浇筑，其坚实硬度一点不亚于鹅卵
石，造价是普通土坯墙的数十倍。为什么修到一半
就停止了呢？据说原因是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
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
举向四川移民。在随后近百年中，来自全国的移民
不远千里，到四川定居、耕作、繁衍生息。廖俊萼、
廖政康父子经商多年，在当地属殷实的家庭。一七
六一年前后，廖俊萼去世，房屋修建尚未竣工，廖
政康和长子廖作圣作为“湖广填川”对象，只能告
别故土，带着父母的遗骨，历经半年有余，从广东
五华县双华镇跋山涉水，最后来到四川。

“五华一代又一代人坚信，廖政康的后代迟早要
回来。所以，至今两百五十多年了，这块地仍然保持
原样。墙壁和房屋结构未曾改变。虽然这里的宅基地
很稀缺，但是没有人在此建房。”廖孟如说，廖政康这
块地基一直留作村集体保管。今天，终于盼到政康祖
宗的后裔来了。我们从族谱上看到，廖政康迁入四川
金龙桥大青杠树（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所辖）安家落户
后，买地建房，人丁兴旺，家族不断壮大。繁衍至今，
廖政康后裔在成都一带已有近两万余人。

宗亲亲情，让游子后裔感动不已

当五华的廖氏宗亲，特别是双华、大都两地的
廖氏宗亲得知成都宗亲要来祖居地寻根问祖时，
无不欢呼雀跃，连续数日，在深圳、广州、东莞、香
港、澳门发展的五华籍宗亲得知我们到了五华，纷
纷赶回来，杀猪宰羊，唢呐声声，鞭炮齐鸣，旌旗长
龙，威风锣鼓，参观祠堂，祭祖访亲，对接族谱……
每天制定了满满的活动行程。

我们只有六人到五华寻根问祖，五华每天都
是几十上百人陪伴相随。所到之处，热情远胜于当
地近四十度的高温。从早到晚，一日三餐，他们每
天轮流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辈分小的，轮不到
邀请，倍感遗憾。于是小辈们会在晚饭后，悄悄跟
我们商量，一起去唱歌吃夜宵。

期间，我遇到这么一个女孩。我到五华第二天
早上，我们去双华祭祖，威风锣鼓沿途开道，后面
是舞狮子耍龙灯、吹唢呐的人，红彤彤的队伍绵延
一公里。早上的五华，太阳就已经火辣辣的烤得人
们汗珠子一粒粒掉落，这时从拿家族旗帜的队伍
中，一个女孩儿用四川话告诉我：“我是四川的，我
是廖家的媳妇。我看到你们来了，好高兴哦！”

她叫范海英，是四川宜宾人。十几年前她在广
东打工，认识了五华的青年廖茂良，婚后在一家珠
宝公司上班。在我们到五华前，她就“截获”了我们

要前往的消息，于是她提前向公司请假，每天陪着
我们，作我们寻根问祖的“导游”。一个弱小的女
子，每天在我们的活动中跑上跑下，忙里忙外。直
到我们离开前一天晚上，竟因为她和丈夫没有机
会请我们吃一顿饭，而失声伤心地哭了一场。

五华县的廖姓人口约为五万余人。其中，又以
棉洋镇和长布镇居多，这两个镇各有廖姓人一万
多名，双华和大都有六千多人。双华镇黄径村村委
会主任廖孟如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双华镇大陂村
三千五百人中，有二千五百人为廖氏族人；在拥有
二千八百多人口的黄径村，廖姓村民达两千人；大
岭下村总人口四千人，其中廖姓有二千五百人。

从“全民公益”看五华宗亲的“舍与得”

从五华县城到双华镇、大都镇，分别为二十
九、二十五公里，属于五华相对偏僻的农村，当地
人的自强不息。人口不算密集，但在外发展和在当
地从事红木家具制作的人却很多，包括廖汉友和
他的儿子、廖添禄、廖展鸿、廖飞鸿、廖应辉等，都
有自己的红木加工厂。其产品近销梅州广东，远销
全国及海外。他们赚到钱后会回馈家乡，做公益。

在大陂村通往双华镇的公路上，有近百盏路
灯，每一盏路灯上都写有该路灯捐赠人的姓名，基
本没有重复的名字，但所有捐赠人都同为一个姓
——廖。公路沿途立着的不少水泥杆上也有修建
该路的捐赠人姓名和捐赠金额。当地人告诉我们，
村里要搞啥活动，需要修建什么公益设施，不需要
村委会发动，就会有乡亲们主动前往打听，少则捐
赠几十元，多则几万十几万。就连吃低保的人，也
会从“牙缝中”挤出钱来做公益。

大家都知道，做公益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会功德
永留。实物为证：我们在五华、兴宁一周，来回所跑
乡、镇、村数十个，无论是山上、山下、路边、村口及寺
庙场镇，处处可见“功德碑”。“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
来的习惯。挣到钱了，反哺家乡。有舍才有得。”大陂
村一位村干部说，大陂村有三千多人，但是路灯只需
要一百盏左右，很多人想捐路灯都没有机会没有名
额。所以只好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捐赠人。抓到了
的人，每天晚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灯柱上亮堂堂的，
心里比蜜还甜。在公益面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慷
慨，他们对“舍与得”的理解，使我充满敬意的同时，
也在反思周边有些人对公益的麻木和漠视。

把家族文化融入到国家建设发展中

四川有句俗话，“三百年前是一家人”。从一九
七九年到二零一九年，在四川成都的“巴蜀廖氏五
华世祖俊萼公祭祖”活动，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
活动规模从小到大，参加祭祖的宗亲由少到多，形
式由单一到丰富，一切向着好的势头发展。这跟国
家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裕，从富裕迈向富强的命运休
戚相关，紧密相连。从廖姓始祖廖叔安至今，廖姓在
中国百家姓中位列六十六位，在全国总人口达到了
四百九十万之众，主要分布在广东、湖南、四川等十
多个省，其四川的宗亲联谊会有一百多个。然而很
多联谊会因为族谱缺失，年代久远、资金短缺、人才
匮乏等诸多因素，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
己究竟是不是客家人，寻根问祖，无从下手。像我们
这样根据族谱，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祖籍地和祖
先牌位，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每一个家庭、家族都是社会细胞，一个国家和
民族正是由千千万万个社会细胞所构成。廖氏俊
萼公后裔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克俭持
家，勤奋好学，诚信友善，以争做健康优秀“社会细
胞”为荣。我们这次寻根问祖，就是要唤醒家族共
同记忆，并以此促进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挖掘和整
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
年”。回望历史，寻根问祖，家风家训既有代代相传
的不变基因，又有顺时应势的创新发展，在文化传
承、社会建设、国家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家庭
是社会的基石，“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风家训
文化，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
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要和五华祖籍地的家人一
道，充分挖掘家族文化内涵，自觉把家族文化的学
习、认知、建设融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使
之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

“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
三百年前一台戏，祖祖辈辈不忘
记，问我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
孝感乡。”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
四川”，先祖们迁徙到了天府之
国；三百多年后，我们开始寻根：
我们的祖居地究竟在湖广何处？
我们从哪里来？来自何处？

“夫以家之有谱，犹国之有
史，郡之有志……”作为“湖广填
四川”的后裔，家里的一本《廖氏
族谱》是催生我寻根的动力。这
本《廖氏家谱》，其间修谱多次，
世系脉络未曾改变。二零一九年
七月，我们带领成都的五名廖氏
后裔，踏上了到广东省梅州市五
华县的寻根问祖之旅。此行圆了
我四十年前种在儿时心中的一
个梦想，此行让我对宗族的“根”
和“脉”有了新的认识，终身难
忘。

这次寻根访祖的成功，也激
发了不少巴蜀移民后裔寻根问
祖的兴趣，并提供了一定的有意
义的参考。寻根问祖，家风家训，
既有代代相传的不变基因，又有
顺时应势的创新发展，在文化传
承、社会建设和国家进步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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