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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的地理空间分布与社会功能
——— 粤东梅州天后信仰的宗教地理学研究
宋德剑
（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 宋代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天后信仰明清时期开始在梅州传播。天后宫主要分布在村落水Gf、江河
沿岸和街市三种场域。水Gf的天后宫体现了客家人运用神明护佑村境的风水观念; 滨水( 河) 天后宫反映
了农耕社会的客家人对水利的依赖和出洋谋生对河流的重视; 街市中的天后宫则体现了传统社会神明的商
业功能。天后的三种社会功能，反映了梅州从乡民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向近代商业社会、侨乡社会转型历史过
程中客家人的神明信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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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Temples
———A Study of Ｒeligious Geography on Devotion to the Queen of Heaven in
Meizhou County，Guangdong Province
SONG Dejian
（ The Hakkas Ｒesearch Institute，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Guangdong 514015，China）

Abstract： The devotion to the Queen of Heaven，originated in South － East coastal areas of China in
the Song Dynasty，disseminates in Meizhou County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emples of
the Queen of Heaven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water outlet of the villages，the waterfronts and the
marketplaces． The Temples of the Queen of Heaven by the water outlets of the villages reflect that
the Hakka people use the Fengshui concept that gods are protecting the people． The temples by the
waterfronts reflect that the Hakka people of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depend on the irrigation works
and the rivers are important for going abroad to make a living． And the temples in the marketplaces
reflect the commercial functions of god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three functions of the Queen
of Heaven reflect the faith in god of Hakka people of the Meizhou County，which lasted from peasant
society to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then to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and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the Queen of Heaven； geospatial distribution； soci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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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景观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学科 。作为宗教信仰的空间载体，庙宇建筑无疑是研
究者了解、研究宗教信仰的最直观的“物化”对象。
就宗教场所的空间分布而言，名山大川往往成为宗教建筑———庙宇的所在地。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
神祇的居住地为人类不可及处，如天空，而山川是传统社会人类接近神祇的唯一自然途径，所以山川被
赋予神圣性。河流、植物等地成为场所的圣地，则源于传统“万物有灵 ”观念。 人为因素形成的宗教圣
地，则与某种宗教的诞生地、重要传播地，宗教创始人、宗教领袖和教内重要人物的出生地 、埋葬地、主要
活动地等相关联。
天后信仰作为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中国民间信仰，一直是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等学科
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检阅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天后的身世
与生平、天后信仰的起源与传播、历代赐封、信仰圈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研究 ，从宗教地理学的视角去
开展天后信仰的研究成果堪称阙如 。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意欲采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对粤东梅州客家地区的天后
庙宇的地理空间分布的分析，对明清以来粤东梅州地区天后信仰的空间分布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做一粗
浅探讨。从中可见，同一神明信仰的社会功能与神明信仰的地理空间分布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社会功能
可以在庙宇的地理空间的分布上得以凸现 。

一、清代地方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中的天后宫
天后，又称妈祖，是福建泉州莆田湄州岛巡检林愿的第六女 ，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 年 ) ，由于从
小沉默寡语，取名林默。林默自幼聪明伶俐，长大后，善于预测凶吉，又习水性，能够通过观察海上气候
来预防灾害，被渔民誉为“女神”，成为人们战胜灾害的精神寄托。 她去世后，群众立庙祀之，成为闽南
地区流行的民间信仰。
宋代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天后信仰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 北宋宣和五年朝廷赐予“顺济 ”庙额，南
宋绍兴、淳熙年间、又先后赐予“灵惠夫人”、“惠灵妃”封号，从而开始确立妈祖海神的地位。 此后，历朝
对妈祖一再褒扬诰封，封号愈加显赫。元至元十八年 ( 1281 年) 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 ”，元代共敕封
五次。明洪武元年敕赐“昭孝纯正灵应孚济天妃”，诏沿海皆建庙。 明代共封天妃 2 次，改封元君 2 次。
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封妈祖为天后。 道光十九年 ( 1839 年 ) 封其为天上圣母。 有关研究显示，清
［1］（ p216）

代到同治年间，共封妈祖 18 次之多，为历代之最。
仰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由于中央政府对妈祖神的尊封，加速了天后信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为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被誉为“世界客都 ”，下辖梅县、五华县、蕉岭
县、平远县、丰顺县、大埔县、兴宁市、梅江区六县一市一区。从梅州地区保留的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可
以发现，明清以来天后信仰开始在梅州地区流播 ，文献和田野材料显示，在梅州六县一市一区都有天后
信仰的记载。就空间分布而言，天后宫的选址不一，但总体而言，主要形成三种地理空间分布类型 。
1． 村落水口处的天后宫
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 ，在客家地区一般位于村头和村尾两处 ，而尤其以村落
的水流出处居多，因而客家地区有关村落水流出口处的景观和传说总是特别丰富 。如在景观方面，几乎
每一个村落都在水流出口处设立神坛 、建立寺庙、安葬祖坟等象征资源。 而在故事传说方面，每个村落
的水口都有一些风水传说，如“狮象把水口”等等。
文献中显示，在梅州发现设立在水口处的天后宫有三处 。( 咸丰)《大埔县志 》卷七《寺观志 》记载，
“天后宫，在坊坝村水口”、“天后宫，在高道里水口 ”。( 嘉庆 ) 《大埔县志 》卷七“天后宫，在保安水口鸭
麻潭”。
2． 滨水（ 河） 的天后宫
在梅县的梅江、蕉岭的石窟河、大埔的汀江、丰顺县的韩江的沿岸都有天后宫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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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大埔县志》卷七《寺观志》“天后宫，在三河城太平关左滨河”。《大埔文史》第十五辑记载：
“天后宫，在茶阳城外柳树街，原万川南路，面临小靖河。 清季香火甚旺，因祀有“天后娘娘 ”故，现改为
民居”。
据林清水调查，蕉岭新铺的天后宫在福岭村石鼓潭南的河堤上 ，建于乾隆年间，道光十九年 （ 1839）
重修。宫为二进建筑，硬山顶式。门楼作牌楼形，用花岗岩石砌成，门逆石窟河水，供奉天后。
梅县西阳镇天后庙（ 圣母宮） 位于西阳镇，地处梅江河畔，对面为客运渡口。
据田野考察，丰顺县留隍天后宫，位于留隍镇慈祥外街韩江岸旁。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 （ 1789） 。
另外在一些重要的水利设施上也有天后宫 。( 嘉庆)《大埔县志》卷七《寺观志》“天后宫，在同仁陈衙陂
上，宫址创于嘉庆年间，向祀天后，甚为灵显。同治甲子九月发匪经过被毁，丙寅里人捐资修复，并设立
香灯”。
3． 街市中的天后宫
明清以来，在梅州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的县城、墟镇都建有天后宫。
( 乾隆)《嘉应州志》卷八《杂纪部﹒寺庙》： “天妃宫，上市。”( 乾隆)《嘉应州志 》卷十《 长乐县 · 寺
庙》“天妃庙，南新河之浒( 详邑志) 。”( 道光)《长乐县志》卷之五《坛庙 》记载： “天妃庙，在城南新河浒，
明嘉靖乙丑建，崇祯九年建二堂，立门坊； 国朝顺治十四年，邑举人卓越施庙前铺地三间，租八十两，为立
照墙，千总白天恩买右边铺地一间，以居庙祝( l志) 。国朝嘉庆七年，绅士重建 ( 续册 ) 。”( 嘉庆 )《平远
县志》记载： “ 天后宫。在仁居东门，庙很小，祀妈祖”。
( 乾隆)《嘉应州志》卷九《 兴宁县﹒寺庙》“天后宫，在县西门内。”政协兴宁文史委员会《兴宁文
史》( 第七辑) 凡丁整理《漫话兴城 》载： “兴宁西城脚现第二幼儿园，原是天后宫神庙，从这里直出叫天
后街，现仍用此名。
此外，在梅州一些重要的乡村集市，也建有天后宫。
梅州最大的乡镇———松口镇。 历史以来一直是梅州地区最为繁华之地，有“自古松口不认州 ”之
360 平方米，门前有斗方与门

说①。松口镇天后宫规模为梅州之最，宫为三堂两横围龙屋式结构，占地

20 世纪 70 年
楼，始建于乾隆廿年（ 1755） ，有“绅耆士庶鼎建”。1940 年代因建松口梅东桥而遭到拆毁，
代改为镇工艺厂。松源镇，与福建洪山乡接壤，为闽粤边境贸易重镇。 据田野调查，清代在该镇怀仁市
20 世纪 70 年改建为公社仓库，后被拆毁。
建有天后宫，规模宏大，占地 300 多平方米，

二、天后宫的空间分布与文化内涵
梅州地区天后宫的空间分布体现了天后信仰的社会功能与社会意义 ，而这些社会意义与功能则通
过三种宗教建筑景观的仪式活动和传说故事得以呈现 。
在客家地区，天后信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据吴永章研究，在妈祖诞辰之日，奉神出游，顶礼膜
［2］（ p30）
拜，排宴演戏，盛况空前。
传统研究认为，天后信仰的原型是闽南沿海的海上保护神 ，随着其“灵验 ”的不断实现，其功能产生
了很多的延伸，从海神拓展为谷神、商业神、送子神、保育神等等，从而不断迎合信众的需要，成为万能之
神。然而，民间信仰功能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停留在信仰传承过程的概括与归纳总结，则会缺失“历史
感”和“现场感”，就会失去文化在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结构中表现的社会意义。 梅州地区天后宫的空间
分布凸现了历史过程中民众的社会“诉求”和现实需要。
1． 水口天后宫———村落保护神
客家人很相信风水，认为水口把得紧不紧关系到这个地方是否发达 ，因而在乡村聚落都会在水口设
顺江而下可至汕头，为粤东地区商贸集散重镇，因此直至民国时期其经济水平都超过州治所在
① 意为松口由于历史上水运便利，
嘉应州，故云“自古松口不认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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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神庙来保佑村落的“安全”，帮助村民守财，庇护社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客家地区水口保护神原型
不一，有的是帝王将相，有的是土神、山神，有的是公王、社官。 天后作为民间“灵验 ”的神明，自然而然
成为客家村落的保护神。
大埔县坊坝村水口天后宫、保安水口鸭麻潭天后宫行使的就是这种村境保护神的功能 。
而在客家地区林姓村落更是亦然 。客家人有将祖先和神明合二为一加以崇祀的传统，祖先往往被
当作村落的守护神加以崇祀的现象十分普遍 。
高道里是大埔县湖寮镇的一个林姓村落 。据大埔县《林氏族谱》记载； “湖寮高道里林姓，由湖寮新
135 人。”民国《大埔县志 》记载： “同仁高道里林姓，由湖寮迁来，十一世入乡，现
寨迁入，现传至 13 世，
122 人”。天后由于姓林，当地人认为天后是本族的姑婆，将其奉为水口神加以崇祀，建立天
二十四世，
后宫，庇佑自己村境。同样的情况在客家其他村落亦然 。如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林姓也称天后为姑婆 ，
在村口建立天后宫加以崇祀。
2． 滨水（ 河） 天后宫———水神
滨水( 河) 天后宫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乡村农业社会的水利保护神
梅州地处岭南内陆山区，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平原盆地面积狭小，“八山一水一分田 ”是当地生态
环境的生动写照。客家人往往针对山区高低起伏的地形 ，从高处筑陂开圳注流低处田亩，从而形成陂、
塘、圳、坝等多种形式的水利设施。从而也出现了许多以“陂 ”命名的地名，如大埔县的高陂镇、蕉岭县
长潭的高陂村。可见陂( 塘) 的建设和保护利用对于发展客家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陈衙陂就是这
［3］（ p66 － 67）

样一座重要的水利设施。

陈衙陂位于湖寮镇杨梅田，现大埔县北 4 公里处。源流出自莒村的庵坑、大靖坑、合溪三处坑水汇
成莒溪，至杨梅田出梅潭河。陈衙陂引莒溪水灌溉水田五百余亩 ，是当地著名的水利设施。据谢枫《聊
说陈衙陂》记述，陈衙陂于嘉靖五年 （ 1526） 由乡民邬宗周、高孟良、吴祖达、李甫四人开始辟渠砌石兴
建，后因资金不足而停工。嘉靖三十四年，邬宗周为完成自己毕生的心愿造福乡民，竭尽家财，历时三
月，建成灌溉水田 500 亩的陈衙陂。 后为木材商人之木排毁坏长达数十年。 康熙五十五年 （ 1716） ，乡
民按照田份重新修建，扩大渠道，加固陂头，同时奏请官府严禁木材商人在此放排 ，违者重罚。道光十三
年（ 1833） 癸巳夏，陈衙陂复为暴雨冲毁，直至道光二十三年，县令任荃离任之际，为造福乡民，始重新修
复。同治十二年（ 1873） ，乡民再次呈请县示严禁木商出树排过陂，一禁千秋，涌不毁坏，直至民国。 为
了对陂塘这种水利设施的实行保护 ，除了上述“禁令”的发布外，祈求神明的佑护也是客家人的一种“心
理禁令”。因而在陂塘上设立宫庙，“天后宫，在同仁陈衙陂上，宫址创于嘉庆年间，向祀天后，甚为灵
显”，便成为了乡民的现实“诉求”，保证“陈衙陂”的安全。
第二，沿河乡民的抵御水患的水神
蕉岭新铺石鼓潭南的河堤上的天后宫宫内仍有宣统元年 （ 1909） 护堤碑一块，住有一户人家，宫下
砌基坚固，保护福岭村河堤免受对面由西东湾的河水冲击 ，实有防洪护堤的实用价值。护堤碑关于保护
河堤、保护山林竹木的内容体现了天后宫的社会功能 。
丰顺县留隍天后宫来历的传说也说明了天后的治水功能 。古时候韩江一次暴发大水，从上游漂浮
下来一个闪闪发光的盒子，中间安安稳稳端坐着一木雕造像 。盒子在惊涛骇浪中一浮一沉，但没被激浪
吞没。当盒子飘流到留隍时，恰巧一渔民跳下江中，想去打捞浮在江面上的一捆杉木。 忽然间，晴朗的
天堂倾刻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波浪滔天，渔民不胜水力，眼看就要被巨浪吞噬。 正在此时，渔民感觉恍
惚之间似有人把他托上水面，他定神一看，江面上一片红光，知道必是神灵前来相救。爬上岸后，他急忙
跪下叩谢神恩，但这时红光已经消失，盒子也不见了。 人们知道后，认定是妈祖显灵巡游韩江，视察灾
情，以她的神奇力量救灾拯溺，保护百姓。于是，大家自发地捐款集资，在韩江岸旁建立庙宇，请来妈祖
香火，以祭祀妈祖以保护地方安宁，百姓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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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客家乡民出外谋生的航海保护神
西阳天后庙( 圣母宮) 地处梅江河畔，对面为客运渡口，乡人谓圣母管水，凡是往南洋者，无不先往
圣母上香，祈求飘洋过海能平安抵达； 回乡后，不论赚钱与否，都会在圣母宮许愿还香。 对于华侨而言，
他们没有忘却圣母是他们的守护神 。圣母宮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遭摧毀 ，但开放改革后，广大华侨即要求
政府拆掉建筑物，在原址重建圣母宮，今天座落于西阳市旧墟的圣母宮即是由华侨捐资重建的 ，足见天
后对于近代客家华侨出洋的心理慰籍功能 。
茶阳天后宫则是汀江流域船家的保护神 。茶阳为闽粤边境贸易的中转站，航运十分发达，航行在韩
江的船帮为祈求天后的庇佑，在茶阳育善街设立天后宫。
3． 街市天后宫———商业保护神
兴宁、五华、梅县在县城都建有天后宫，规模宏大，且倡建者都是当地的官员、绅士，并且每年地方官
员绅士都会组织以天后信仰为中心的庙会。 其中兴宁的天后宫设于兴城后街，规模相当可观。 长乐
( 五华) 天后宫设于古长乐( 今华城) 城南，其所在地街道亦称为“天后街”。庙宇很大，宫殿本身就占地
三百多平方米，为二进式建筑，分上下两堂，下堂设护卫神，上堂才设天后神像并立神牌。 宫外还有 800
多平方米场地，筑专门的戏台，称为“天妃戏棚 ”，供庙会期间演戏之用。 梅县的天后宫，则建于梅城被
称为“水上街市”、“梅江酒舫”的来往船只很多停靠的程江河畔的树湖坪 。
上述三宫，平时就香火鼎盛，为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当地群众必拜之神。梅县天后宫，因设在程江河
畔，是县内外船只停靠之地，所以为船家必拜之神。 船装货出发前去“许福 ”，祈求娘娘保佑一路顺风，
平平安安。船运货回梅，又去“酬福”，谢娘娘保佑恩典。 每年农历三月廿三，三宫同时举办“圣母诞 ”，
俗称“娘娘生日”庙会。
以五华“娘娘生日”庙会为例。该庙会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民间盛会。 由于这一庙会于农历三月
廿三为“出巡”日，俗称“三月三天妃娘娘生日 ”。 以下是报告人张泉清记述而且亲历的“天妃娘娘生
［4］（ p1 － 36）
日”庙会，时间为 1949 年前，整个庙会历时 3 天 3 夜。
从三月二十二开始，庙会的总理、首事集中于天妃庙开始正式执事主持庙会，俗叫起会。 起会除总

理首事到位执事外，其余凡受雇的道士、吹鼓手、戏班、厨师等等都必须按时到场，各就各位，各司其事。
此外，一切发动工作，亦必须同时全部落实、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商民“彩花街 ”和发动善男信女
组织锣鼓队伍、文艺队伍于廿三跟随“娘娘出巡”。
“彩花街”就是用布幕把街道上空遮蔽，然后在布幕下挂上各种纸花、彩灯，把街道装饰得如花似
锦； 天妃庙前红灯( 笼) 高挂，红联张贴，庙内烛光辉照，香烟缭绕； 庙门外空地上搭起的“笛棚 ”吹鼓手如
期吹打； “天妃戏棚”的戏班按期开锣演戏； 二十二下午 2 时到 5 时左右“做日戏 ”； 夜晚 8 至 12 时左右
“做上夜戏”。这种“日戏”和“上夜戏”皆演传统的《三戏周瑜》、《水淹金山》、《唐僧取经 》等戏本，称为
“正本戏”。午夜至天亮之前，则演调笑一类的小品，称为“下夜耍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日戏和上
夜的“正本戏”，男女老幼皆看； “下夜耍戏 ”则为妇女、小孩所不宜，只许成年男人观看。 因此，午夜之
后，便是男人世界。
庙会期间要组织善男信女在天妃神坛前抽签产生下届庙会的主持者 ： 首事，俗称之为“拈首事 ”。
上表的程序是： 凡上表者，先到总理处领取“表文”并交纳“上表费”，然后把“表文”交与道士，并在道士
引导下开始“上表”。开坛时，上表者必须亲自点烛燃香，跪于神前，道士则“敲当 ”朗声念诵表文，当念
至信士某某某( 上表者姓名) 时，上表人必须叩头表示虔诚，而整篇表文念完时，上表者则应“三叩头 ”表
示祈求之诚心。最后道士将表文连同“纸宝”一并焚于神前，并得一“称告 ”，表示天妃已允诺上表人祈
求。紧接着上表人起身走近神前“斗”中抽签，如果抽出的“红签”纸上写有“首事”字样，那么这位上表
人即当选为下届庙会的“首事”。
上表从起会至庙会结束前均可进行 ，不论街道商民或附城乡民都可参与 。上表仪式结束后，上表人
可随时在庙会即席就餐一次，叫做“坐流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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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最重要最庄严的仪式是抬着天妃神像和神位牌往各条街道巡行 ，因此十分隆重。 神童是天妃
神的化身，所以庙会时，他应在“落童 ”状态下坐着刀床轿、钉床轿紧跟在神位牌后参加出巡游行。 首
先，执事们把天妃神像、神牌从庙中“请”出，置于无篷的“天轿”上，再摆好阵容，按序出发。 由于簇拥队
伍来自四面八方，且人数众多，因此，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往往从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左右才能结束。
天妃出巡时各街道、各行业组织的大小锣鼓班少则几十 ，多则上百，足见天妃出巡声势之大。
从五华“天妃娘娘庙会”的仪式过程如商家参与“彩花街”布置、首事资格的获得、神戏演出、庙会宴
席乃至出巡阵容可以可人们感受到浓郁的商业气息 ，同时，天妃娘娘庙会也带动了当地商业的兴旺，因
此才得到了附近商家的踊跃参加 ，并乐于资助庙会活动。庙会期间，就是传统社会一次盛大的商贸交流
盛会，各个商号各自展开自己的营销手段 ，从中获利。

三、结论
一般认为，神明之所以为信众虔诚供奉，顶礼膜拜，就是因为神明在信众心目中具有无所不能的社
会功能，能够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心理需求 ，因而各种神明的“法力”、“灵性 ”相近，只不过因为地域的
关系和信众的“认知”差异，出于各种现实需要，在实际的信仰实践过程中人们会进行“选择性 ”崇祀。
因此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种“泛神崇拜”，具有很大的功利性。
本文以梅州客家地区不同地理空间的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通过天后宫的空间分布与天后信仰的社
会功能的关联分析，揭示出传统社会神明信仰的空间结构意义 。水口天后宫、滨水天后宫、街市天后宫
的信仰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了客家信众原始的宗教观———认为一定的场所一定有专门的神明主宰。
正如《五华县志·礼俗志》所称： “吾邑人民对于宗教信仰，除儒释道三教及基督天主教等教外，常于乡
村中植树设坛，以祀社官、伯公； 墟市必祀财神； 街坊必祀福德； 人家必祀灶君； 大山名川，则建亭庙，祀名
神； 河川祀水神”； 另一方面，水口天后宫、滨水 ( 河 ) 天后宫、街市天后宫的信仰文化所凸显出来的天后
神的社会功能也反映了明清以来梅州客家地区从传统乡民社会到农业社会 ，再逐步向近代商业社会、侨
乡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对神明信仰的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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