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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东莞

风云录

虎头门开向二洋

四海之内
皆莞人也

明永乐十九年 （1421 年），明
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同一年，

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
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

郑和奉旨六下西洋。 此乃这位深
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 在永乐

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
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 更有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在国内各
地非常活跃，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东莞商人作为
“
广府帮”的一分
子，漂洋过海，异国谋生，是司空见

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

意思的是， 现存极为有限的资

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
和实际出发港，史书上记载不一。

料显 示 ， 郑 和 下 西 洋 的 随 员 中 ，
有若干广东籍人士， 尤以东莞

惯的事。 郑和历次下西洋，不仅与

近年来，据广东学者考证，郑和船
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由

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

侨居当地的莞籍商民打过交道，他
的使团中为数甚多的东莞官兵，也

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 而早在

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

有可能最终留驻他国，生息繁衍。

14 年前，即永乐五年九月，郑和
二下西洋，也是从广东起航。

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
情理之中。

明代中后期，葡萄牙人、英国
人相继登陆广东沿海，地当咽喉的
东莞的边民们， 也是较早接触到

下西洋的东莞人

西方文化的一群人， 他们有更多
的机缘走出虎头门，向“诸番”的
天地发展。
东莞商人经营的重要货物，除
早已蜚声海内的
“
莞香”外，还有砂

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 这些沿海卫
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

料。 故除了郑和本人在《明史》立

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 规模都极
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
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 又以

传外， 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
理干部的生平， 只留下一些零零
星星的材料， 大多数普通随员的

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 约在九成

事迹，则几乎湮没无闻。

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
担各类工作。

尽管如此， 经过当代中国及
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 仍从史料

原来， 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
人员，多出自直隶（迁都北京后又

四年（1535 年）编纂的《广东通志
初稿》中就提及，永乐十九年时，

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
间在旧港（印尼第一大岛，明朝曾设

年）， 从广州起航经澳门运往印度
和欧洲的砂糖， 约有 200~300 担，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
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
无回，史书有云
“
三保下西洋，费钱
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 郑和本
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 年）七下

中梳理还原了至少 60 多位随员
的资料，他们大多来自江、浙、闽、
粤等东南沿海省份。 广东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
有名有姓、 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

称南直隶，大致是今江苏、安徽两
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 和南京行
在卫军，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 一
般军官和士兵， 都是从各个卫所
调拨。 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从

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
韶州（今韶关市）时，征用民夫、骚
扰地方的情形。
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
“吾粤中
路咽喉地”，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

旧港宣慰司， 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
政机构）接受招安归国，他本人蒙荫
加入锦衣卫，
“
下西洋二次有功”，升
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 东莞县人
李真、陈永华，多次
“
赴西洋公干”有

利润率为 100%~150%；而运往日本
长崎的砂糖， 达到 210~270 担，利

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
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员共 12 人， 东莞籍的占了 5 人，
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 如果按此

闽、 粤、 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
选，大量民夫、杂役，则在正式起

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
户所（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这

功，升任锦衣卫镇抚司。
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父子

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
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早让朝中

比例推算， 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
千多人中，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

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
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

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
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兵”黄子成、黄本奴，父子成出身卫
所，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子本奴递

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 他们有意
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
中，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

从广东出海，当地壮丁应征随行，
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如明嘉靖十

这些东莞人在“征西洋”过程
中也屡屡立功。如东莞县人钟左，因

补，数下西洋，因功先升总旗，再升
百户，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

糖，因东莞所在的珠三角地区盛产
甘蔗，最适合榨糖。 包括莞商在内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
东莞所”字样。

的广东糖商，历来有贩糖出海贸易
的传统。 如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润率为 100%~200%。 这些砂糖，相
信有一部分就是来自紧邻广州港
的东莞县内。
到了清代，闽粤之人下南洋已
成潮流。 据暨南大学历史系刘正刚
教授等学者考证，清乾隆五十一年

儿告， 大步海出珠蚌， 可采为国
用”， 到永乐十三年才下诏罢采，

量珍珠， 作为航行至各藩国时分
封、赏赐之用，曾派重兵把守该珠

的万千气象：
“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

的竹枝词，缅怀大明盛世时的“金
山珠海、天子南库”：

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
重。 明人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
俗演义》中说，下西洋“须是动支

但第二年又下诏复采。 到了宣德
三年（1428 年）十一月，行在锦衣
卫带俸指挥钟法保上奏称， 他是

池。 东莞籍军人屡次献计采珠，不
排除是以此图为进身之阶， 或借
机中饱私囊。

以虎头为大门。 虎头者，天地之阳
气所从入……海者地之宗，故祀南
海神于虎头门之阴。 门在广州南，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
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
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年，广州府属的南海、番禺、顺德、
香山、东莞等侨民在缅甸
成立了五邑会馆。 19 世纪

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 方才够
用”，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 故当
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 为朝中大

东莞大步海人，熟知滨海的横沙、
潭石等处皆有珠池，产大珠，请求
派遣宦官同往开采。

永乐四年第一次在东莞采珠，
与永乐五年郑和二下西洋从广州出
发，时间上颇为吻合，有学者推测两

大小虎两山相束，一石峰当中，下有
一长石为门限，潮汐之所出入，东西
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 出

遥想当年， 郑和
使团两度浩浩荡荡由
此起航 下 西 洋 时 ， 坚

下半叶， 美国旧金山有广
东人建立的六大会馆，其
中的阳和会馆，即由香山、

臣诟病之事实，多见于史书。 在广
东地方志上，也留下了若干记录。
明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 《广
东通志》之“民物志”内，提到永乐
年间采珠事三次， 头两次就在东
莞县。 第一次是永乐四年（1406
年） 春三月开始，“东莞军人王保

原在东莞县境， 今属香港地
区的大步海“珠池”，早在五代十
国的南汉（917~971 年，辖今两广
及越南北部）时期便远近闻名，经
历代滥采，到明代资源已近枯竭。
明洪武年间短暂开采，又复封禁。
到了永乐朝， 郑和下西洋急需大

者之间或有直接关联。因此，在郑和
下西洋的宏大事业中， 东莞地方曾
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可忽视。
二百余年后， 大明江山已经
变色， 寓居东莞的明朝忠实遗民
屈大均，在他的笔记名作《广东新
语》里，详细描述了广州港出海口

虎头咫尺，则万里天险，与诸番共
之。 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
地止乎此。 ”
虎头门， 也就是赫赫有名的
东莞虎门， 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
一， 外洋船舶进出广州港的必经
之地。 屈大均又有一首流传甚广

船巨舰上的万千官
兵， 包括那些刚刚挥
别家乡父老的东莞
人， 也必定为生逢盛
世而心怀骄傲， 为即
将展开的扬威之旅振
奋不已吧。

东莞籍侨民合建， 人和会
馆则由新安（即宝安）、归善
（今惠阳）等县人合建。 在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地，
东莞人还组建了东安会
馆，遍布新加坡、吉隆坡、槟
城、芙蓉等重要城市。

。

郑和七下西洋， 固然让国力
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

有永 （1786 年），就有东莞人前往马来西
直乐
接四 亚的槟榔屿从事开采锡矿和割橡
关年 胶的工作。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
联明
廷 东莞人移居国外者更明显增
因第 开，
此一 多。 根据史料记载，自东莞县分出
设置的宝安县（辖今深圳、香港大
在次
郑在
部分地区），商民出外尤多。
和东
莞
下采 如 1845 年， 有宝安人赴美国
西珠 加州淘金；1850 年， 宝安人到了巴
洋 拿马运河经商；1854 年， 宝安人就
的与
宏永 远赴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后加入
大乐 当地的中华会馆。 1860 年左右，宝
事五
业年 安人不仅出现在苏门答腊北部亚
中郑 齐及棉兰一带，从事种植或经营胡
东和
椒生意，还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
莞二
地下
达和多巴哥及南美的圭亚那，从事
方西
洋
曾从 甘蔗种植。
扮广 1888 年， 宝安人陈福移居南
演州 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主
的出
角发 岛大溪地， 经营小商品及香草生
色 意；1890 年， 夏威夷檀香山的商场
实时
中也有了他们的身影。 至于离中国
在间
不上
本土较近的日本、越南、柬埔寨等
可颇
国，宝安移民亦复不少。
忽为
视吻
合 飘零海外，东莞人也像其他大
两 多数侨居异国的华人一样，非常热
者 心参与同乡的社会组织活动，尤其
或 是本籍商民发起组建的会馆。 1874

靠海吃海 在商言商

，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
到十六世纪末， 有相当多的
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
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
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
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

前面提到过， 东莞县人钟左
的父祖钟海清， 在郑和首次下西
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
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 华人移
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

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
浙江三个市舶司， 并派宦官为提
督加以监察管理。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 （其实是
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

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
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
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
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 在万历三十

所军士，都有参与。 粤东海滨，居
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
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
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 广东商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
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
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
望。 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

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 钟海清能
号令众人来归， 很可能他们都是
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
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也

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
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
路取道广东。 因此，广东是明代朝
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
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

年（1602 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
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
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
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
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

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
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
易中取利。 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
《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
位》一文中称：

的侨民首领， 在郑和的认可和支
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
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
王。 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
来侨居。 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以东莞、广州为基地，一度凭险而
守，割据岭南，后来审时度势，归
附明太祖。 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
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估
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

。

“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 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 ”

，
，

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
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
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
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

，

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
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
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
房舍 120 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

，

永乐元年（1403 年），刚刚夺
权成功的朱棣， 改变了其父朱元
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 在北方
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
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 他下旨恢

，

群英志

“东莞伯”传奇
明洪武元年（1368 年）四月，明
太祖朱元璋麾下征南大将军廖永

朱元璋：
“
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
诚来归，不倾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

他志。 ”而与广东境内其他几支声
势较大的反元武装力量动辄肆意

何真归明后，忠心耿耿，办事尽
责，生性冷酷猜忌如朱元璋，也对并

忠， 率舟师自福州经海路到广东潮
州，再南下至东莞县。当时控制岭南
军政的头号实力派人物何真， 带领
部属官佐出城相迎， 随即出榜招降

民庶安措，可谓识时达变者矣。 ”
何真：
“
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
烛，臣岂敢上违天命！ ”
纵观何真生平经历， 他看起来

焚掠、毫无纪律相比，何家军控制
的地区却“号令明肃，广人大悦”，
确实与别不同。而且他也没有像中
原群雄一样， 积极向外拓展势力，

非嫡系的他“推心委任勿疑”，几次
委派他回广东老家招降纳叛， 稳定
地方。而深谙进退之道的何真，也安
然避过朱元璋对功臣武将们的残忍

诸寨，又与明军合力发兵，平定不肯
归顺的其他地方势力。很快，南粤各
地都改换了大明旗号。
朱元璋自举义以来，十余年间，
除乘势将元蒙统治集团逐回漠北
外，还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经连番

确实是一个身处乱世之中， 有很强
的号召力和管治力， 却没有过分政
治野心的奇人。
何真是东莞人， 先祖在宋室南
渡时经广东南雄珠玑巷迁来， 至其
祖父时已成为当地富户巨室。 元至

一开始，何真以元朝前地方官
身份， 出面请求官府调兵剿捕乱
党。 后见官军无力控制局面，便动

叛军占据的广州。元廷再次论功行
赏，任命他为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
丞，治所在广州，“东连潮惠，西连

只是练兵据险，保境安民，使“邻敌
不敢窥其际”， 保持了岭南社会在
元明交替之际的相对安定。
何真治下的广东地区，在元末
明初大规模统一战争中， 是唯一
明军未曾大兵压境即主动归附的

杀戮，顺利退休。
洪武二十年（1387 年），67 岁的
何真告老还乡。 朱元璋特地敕封他
为“东莞伯”，食禄 1500 石，赐钞万
贯，还在京师赐赠府第，真是极尽荣
耀。次年三月他病逝时，朱元璋亲自

恶战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
主要竞争对手， 又以强大武力扫荡
福建、云南、四川、陕西、辽东等割据
势力，唯有广东一地，是没有大动干

正初年 （1341 年左右） 他 20 来岁
时，出来当过一阵子地方官吏，不久
回乡闲居。 至正十一年（1351 年），
刘福通在江淮之间起事， 元末农民

员族人和家丁举兵，与东莞境内各
派造反者抗衡。他接受了元江西行
省（辖现广东省一部分）授予的“惠
州路同知”衔，旋因功升至“惠州路

苍梧，皆真保障”，几乎将半个广东
揽入囊中。 此时，有人劝他效仿西
汉南越王赵佗，割据岭南，自立为
王，他当即“执而戮之”。

特例，本地的人口和经济，都没有
受到战火的大肆破坏。 因此，明代
广东经济， 特别是中外贸易的商
品经济有长足发展， 并能够在人

为文致祭，命以侯礼葬于京师之郊。

戈而
“
和平解放”的。 故当何真奉诏
赴南京晋见皇帝时， 两人之间有如
下一段对话——
—

战争爆发，很快波及广东。 珠三角周
边的惠州、 南海及东莞等地贫苦乡
民纷纷暴动，一时
“
岭南骚动”。

总管”，全家从东莞迁到了惠州。
后来， 何真所部兵力日渐壮
大，不仅打下东莞全境，且攻破了

归附明廷后，他曾向朱元璋透
露“心迹”：“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
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计，实无

才和物资上大力襄助郑和下西洋
之壮举，何真的明智选择，实在是
功不可没。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提供

东莞迎恩门城楼旧照。 此城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 年），见证了这座南粤名城 600 余
年沧桑史。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撰
写，感谢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庆
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陈梧桐
的支持。 东莞名冠集团也为本专题采写
提供了必要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