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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王秋华

    万历年间，明廷援朝抗侨将士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许多将士落籍朝鲜，亦有许多将士的子孙东

渡定居。明朝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使朝鲜的姓氏结构发生了变化，增加了韩国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姓氏4个，本贯14个。这些华裔在朝鲜朝廷和地方都受到重用，在军率、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都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明朝 援朝将士 韩国 姓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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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迁徙移流会导致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姓氏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对这个国家或地

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影响。在中国移民史上，大陆人口向朝鲜半岛移流，不

仅历史悠久，而且数量可观。中国大陆人口向朝鲜半岛移流出于多种原因，明朝万历年间日本

丰臣秀吉率兵侵略朝鲜，明出兵援朝抗楼，战后，部分东援将士落籍朝鲜半岛及援朝将士的子

孙后来东渡半岛，即构成了明朝人口的一次移流。

    明万历二十年(1592)，即李朝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经过长期备战，

亲率水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壬辰战争”或“壬

辰楼乱”。当时朝鲜疏于军备，日军很快攻下王京(汉城)、开城、平壤等地，宣祖逃往义州。在

万分紧急的时刻，宣祖多次向明朝求援，“请援之使，络绎于道”。①明朝于当年两次派兵援朝

抗楼，相继收复王京、开城等地。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寇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此年为丁酉

年，故称“丁酉之役”。明廷再次援朝，战果累累。次年，中朝两国军队又在海上与楼寇展开殊

死决战，终于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战后，明朝东援将士多人落籍朝鲜，援朝将士的子孙也有

陆续东渡朝鲜者。

一、东援将士落籍朝鲜

    明朝东援朝鲜将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抗楼援朝的胜利凯歌，与朝鲜人民结下了

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意。抗楼胜利后，朝鲜为表彰在战斗中立功的明朝将士，感怀其恩德，不仅

为他们记功建祠，国王还亲自挽留东援将士落籍朝鲜，并赐地封官。另外，战后归国时，亦有一

① 《明史》卷320《朝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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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明朝将士因病或已娶妻生子等原因而留居。下为落籍朝鲜将士中的几大姓氏。

    颖阳千氏。万历二十年(1592)，千万里作为明朝将领携二子千祥、千禧赴朝，任领粮使兼

总督将，主管运送军粮等后勤保障。由于千万里出色地完成任务，使明军在平壤、郭山、东莱等

战役中大胜日寇。5年后，在丁酉战役中，他率军在蔚山、樱山等地三战三捷，又立战功。因战

功卓著，战后在朝鲜宣祖的一再挽留下定居半岛。千万里被录为一等功臣，任正二品资献大
夫，封花山君。①千氏及子孙落籍朝鲜半岛后，定居花山(今庆尚北道永川市属面)，以中国的

世居地颖阳(河南登封颖阳)为本贯，②奉千万里的先祖千岩为始祖，千万里为中始祖。千氏

子孙在朝鲜发展很快，成为名门望族。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千氏已有

23184户、97412人、97个本贯，在274个姓氏中排序第53位，成为较大姓氏。
    浙江片氏。壬辰楼乱，片竭颂奉命以游击将军之职东援，在收复平壤的战役中立功，次年

归国。丁酉再乱，片褐颂又以中军都督之职再度东援，在樱山等战役中又立大功，朝鲜宣祖王

亲致书信慰问，战争胜利后定居朝鲜庆州(今庆尚北道属市)金鳌山。万历二十九年(1601)，片

褐颂的三个儿子片丰世、片丰源、片山甫自浙江赴朝探亲，但片褐颂已故。三子为父守墓三年，

后留居朝鲜，并以中国故乡浙江为本贯，奉片褐颂为东渡始祖。③浙江片氏定居朝鲜后子孙繁

盛，遍居各地，分立出许多支派。片氏子孙很多人在朝鲜位居高官，片致东为吏曹判书，片基硕

为五卫都总府都总管，片思默、片云福、片顺大三人皆为同知中枢府事，片永基为京钱道观察

使，片丰敏为户曹参议，片万宗为承政院左承使，片永锡为金知中枢府事，片云俊和片炳俊均为

敦宁府都正。还有著名学者片铸寿、片万寿。韩国经济企划院1985年国情调查时，片氏已有

169户、1326人。

    苏州贾氏。据《韩国人的族谱》④考证，贾氏本为中国姓氏，中国苏州贾维钥明神宗时任

枢密院使、兵部尚书、太子少傅、文渊阁大学士。壬辰楼乱，贾维钥以苏(蓟)辽按察使赴朝抗

楼，在安州战役中立功。丁酉再乱，又携儿子贾祥(游击将军)、孙子贾深(兵部从事官)赴朝参

战，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定居。后孙以贾维钥为始祖，并以贾氏在中国的世居地苏州为

本贯。丁酉再乱时，贾氏祖孙三代在南原击败楼寇，但贾维钥和贾祥不幸战死沙场。贾深将祖

父和父亲的遗体葬在庆尚南道蔚山西生镇都督洞。战后，贾深定居蔚山，并与安东权氏通

婚。⑤苏州贾氏定居朝鲜半岛后，子孙繁衍，家族壮大，至第九代，贾氏家族已发展成29个支

派。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贾氏已有7617人。

    全州秋氏。高丽仁宗(1123-1146)时，任南宋门下侍中的秋磕，以文臣出使高丽未归，定

居咸兴(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市)。秋磕10世孙秋水镜，在明朝时回国，任武康刺史。朝鲜壬

辰楼乱，他带领长子秋芦、次子秋荻，作为明援军赴朝参战，在郭山、东莱战役中屡立战功。但

    ① 参见韩国人的姓谱编辑委员会:《韩国人的姓谱》，民众书阁1977年版，第1183页;韩国人的族谱编

撰委员会:《韩国人的族谱》，日新阁1982年版，第1185页。
    ② 本贯即乡籍，又称本籍、籍贯、贯乡等。贯即古代穿钱的绳索，比喻同姓亲族如古币一样相互连贯

本贯有的以始祖、中始祖的出生地、食邑地、居地命名，有的以被封君的名称命名，亦有皇帝对有功者、外来I

赏地赐贯的。同一姓氏可能有百余个本贯、几十个本贯、十几个本贯，也有单一本贯的。通过本贯可以考证某

一姓氏或某一姓氏中的某个本贯姓氏的源流及播迁发展情况。
    ③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2000年版，第2112页。

    ④ 参见韩国人的族谱编撰委员会:《韩国人的族谱》，第95页。

    ⑤ 参见韩国人的姓谱编辑委员会:《韩国人的姓谱》，第2页。

一 122 一

万方数据



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因连续作战，劳累过度，病逝于全州(今属全罗北道)。中朝双方将秋I就地妥善安葬，并追封

其为完山君。其子定居全州，以全州为本贯。①秋氏子孙落籍朝鲜后，不仅后代繁盛，而且多人

在朝为官。秋水镜和秋芦因在壬辰战争中多次立大功，宣祖王特命为祥检和舍人，后孙中秋瑞

郁官至汉城府左尹，秋大项为承旨，秋仁道为通训大夫，秋大全为左承旨，秋顺灿为嘉善大夫，

秋大为为户曹参判，秋湖为兵曹参判，秋海奉为同知中枢府事，秋元启为承政院都承旨等等。

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秋氏已有21416人。

    浙江刘氏。浙江刘Ll，壬辰楼乱以提督之职参战。丁酉再乱时，又携子千寿、亿寿参战。

战后千寿回国，亿寿滞留定居。②另据《大明遗民史》收录的《浙江刘氏先系渊源》③记载，浙
江刘氏始祖刘M，中国浙江人，壬辰楼乱，于癸巳年(1593)二月统领川贵汉土官兵及南兵五千

驰援朝鲜，当年晋升副总兵，在朝鲜抗楼战斗中战功卓著。甲午年(1594)九月回国，戊戌年

(1598)二月，刘M再次率兵东援朝鲜，并携长子刘千寿、次子刘亿寿同征。此次抗楼，刘91为

西路提督，又立战功。己亥年(1599)凯旋时，千寿随父回国，亿寿滞留朝鲜，定居娥林(居昌古

城)赤霞王岩(现属庆尚南道)，以中国故乡浙江为本贯，奉刘缝为始祖。《大明遗民史·浙江刘

氏文献》卷1④记载，刘亿寿以下传十二代。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浙江刘

氏有71人。

    浙江施氏。丁酉再乱时，施文用以游击中军之职东援朝鲜抗击楼寇，立下赫赫战功。但当

明朝援军凯旋时，施文用正患疾病，滞留未归。后定居庆尚北道星州，并与张氏结婚，生二子，

即施永建和施永达。施文用原为中国浙江人氏，故以浙江为本贯。施文用定居朝鲜后，任金知

中枢府事。他的6世孙施有鼎为训练院主簿，施有荣为宣传官，7世孙施汉冀为训练院正，8世

孙施致墩为文人，9世孙施挺锡为成均馆生员等。⑤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

施氏已有916人。

    浙江徐氏。丁酉再乱时，浙江人徐海龙的曾孙徐鹤时为都总管，受朝廷之命东援朝鲜抗

flk，在朝鲜立有战功，战后未归，定居星州大同坊，以中国故里浙江为本贯，奉徐海龙为始祖。

朝鲜朝廷任命徐鹤之子徐歇世为承仕郎，孙徐宗吉为通政大夫，徐嘉行为训练副将。⑥

    杜陵杜氏(乔林系)。壬辰楼乱时，任明朝尚书左仆射的杜师忠随提督李如松东援朝鲜，初

为水陆地划主事，再任裨将仆射门下主簿，在抗楼战斗中立下战功。战后杜师忠未归，定居大

邱，以杜师忠之父杜乔林为始祖，定中国故乡杜陵为本贯。⑦杜氏在朝鲜半岛定居后，家族不
断壮大，人口不断增多，从最初定居地大邱逐渐向星州、咸州等地播迁，并有许多人在朝为官。

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的国情调查报告显示，杜陵杜氏乔林系已有4837人。

    全州息氏。韩国息氏渊源于中国。壬辰楼乱时，明朝将军息俊(浚)作为东征提督李如松

的副将援朝抗'l'，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战后留居朝鲜未归，定居全州，成为全州

    ① 参见韩国人的姓谱编辑委员会:《韩国人的姓谱》，第1290页。

    ② 参见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下卷，1989年版，第118页。

    ③ 参见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上卷，第338页。

    ④ 参见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上卷，第334页。
    ⑤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1052页。

    ⑥ 参见韩国人的族谱编撰委员会:《韩国人的族谱》，第595页。
    ⑦ 参见韩国人的族谱编撰委员会:《韩国人的族谱》，第378页。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

氏的故乡》，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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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氏始祖。①A氏定居后子孙延续，有的成为著名学者，如息有国;有的做官，如19承权为副护

军，息仲权为大护军，息荣泽为郡守，息然尚、息然弼为通政大夫等等。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

院进行国情调查时，全州息氏有529人。

    浙江张氏。据《大明遗民史·浙江张氏渊源》考证，张氏是西汉留侯的后孙，东渡始祖张海

滨出生于浙江省杭州道乌江县。丁酉再乱时，张海滨以游击将军之职东征抗楼，在忠州、蔚山

战役中立下战功，但战争中负伤。战后明援军归国时，张海滨伤病未愈，便定居庆北军威。后

朝廷任命张海滨为栗峰察访之职，其子孙奉张海滨为始祖，以中国故乡浙江为本贯。张氏子孙

定居朝鲜受到重用，张德礼任通德郎，张德安任通政大夫，张天冀任参奉，张宽伯任通政大夫，

张敬宰任通政郎。据韩国经济企划院1985年国情调查报告，浙江张氏已发展到3120人。

    广川董氏。《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②认为，广川董氏渊源于中国，是汉代巨儒董

仲舒的后裔，明洪武年间，董仲舒的第43世孙董承宣作为接慰使东渡朝鲜，定居荣川，被封为

荣川君，并将中国故乡广川作为本贯。董承宣的兄弟董印宣第8世孙董一元，丁酉再乱时，以

明朝将领的身份携次子董大顺东渡朝鲜，参加抗楼战争，战后定居。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

的国情调查显示，广川董氏已有3850人。

    晋阳化氏。《大明遗民史·广东陈氏·明国东渡人目录》认为:“晋阳，化燮，丁酉再乱时，以

中军之职参战，战后东留定居晋阳。”③《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④认为晋阳化氏是明

朝开国功臣、大司马、大将军花云龙后代(花与化同)，丁酉再乱时，化燮在蔚山战役中立下赫赫

战功，荣获一等功臣，战后定居，以晋阳为本贯。化氏子孙在朝鲜受到重用，化燮子奉祥官至嘉

善大夫，孙英俊官至通政大夫，玄孙日就为嘉善大夫、同知中枢府使，还有资宪大夫化日长，嘉

善大夫化日熙，折冲将军化东辉，通德郎化允泽，五卫将化廷汉，参判化锡汉等。韩国经济企划

院1985年的国情调查报告显示，化氏已有1592人。

二、援朝将士后裔东渡朝鲜

    明万历东援朝鲜将士中除有本人落籍朝鲜半岛外，还有一些将士的子孙后代也东渡朝鲜

定居，时间主要在明末清初。究其原因，与明末战争、明朝灭亡有直接关系。而东渡者，在某种

程度上带有政治避难的性质。当然，东渡者选择朝鲜半岛定居，也与他们的前辈曾经在此战斗

过、为朝鲜做过牺牲和奉献以及朝鲜朝廷和朝鲜人民对功臣后代的友善、厚待分不开。此外，

还有因偶然发生的灾难而留居的情况。以下为援朝将士后裔东渡后的姓氏。

    陇西李氏。据《明史·李如松传》记载:“万历⋯⋯二十年，会朝鲜，楼患棘，诏如松提督蓟、

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军援剿。”在著名的平壤战役中李如松指挥部

下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取得战争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又陆续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朝鲜汉

江以南，千余里江山失而复得。次年，李如松率大军回国。丁酉再乱，李如松以副总兵之职再

    ①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2189页;韩国人的族谱编撰委员会:《韩国

人的族谱》，第1288页。
    ②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5%页。

    ③ 参见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下卷，第126页。

    ④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2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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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率兵东征，战场上英勇杀敌，又立战功。清顺治五年(1648)，李如松之子李天忠、孙李应祖

(应仁)和李如海之孙李明祖(成龙)东渡朝鲜，定居巨济岛鹅州，并以陇西为本贯。李氏后孙在

朝鲜受到重用，李贵仁为嘉善大使，李桂善为中枢府事，李熙章为长兴府使，李天忠赠兵曹判

官。①陇西李氏人口不多，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国情调查时，只有328人。

    上谷麻氏。《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②认为，韩国上谷麻氏的东渡始祖是麻贵的

曾孙、麻严之子麻舜裳。《明史·麻贵传》记载:“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封事败，直贵备楼总兵

官，赴朝鲜。己，加提督，尽统南北诸军”，③在朝鲜战场立下大功，于次年五月凯旋。麻贵之

孙麻严在祖父东援朝鲜时，也以舍人身份从征，归国后因功累迁总兵官。麻贵曾孙、麻严之子

麻舜裳，明天启七年(1627年)任通判户部郎中兼调兵督粮使，在山东登州庙岛海上监督军粮

时，突遇台风，在海上漂流三天，至朝鲜黄海道丰川时上岸，后落脚全罗南道光州郡，与咸昌县

姜德龙女结婚，生子麻逢直。麻舜裳虽从未去过朝鲜，但朝鲜王朝认为其曾祖父麻贵和父亲麻

严对朝鲜有恩，因此对其后裔极为优待，不仅封麻贵为忠武侯，追封麻严为政宪大夫行兵曹判

书，赐溢号忠贞公，同时将麻严之墓从中国辽宁台安县迁至朝鲜平安北道江界郡鸭绿里，后又

将墓葬迁至庆尚南道居昌郡居昌邑，并将李朝王室赐给麻氏后孙的麻贵画像安奉于庆尚南道

陕川郡凤山面松林里宣武祠内。自此，麻氏后孙以中国河北上谷为本贯，尊奉麻贵为中始祖。

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的国情调查报告显示，麻氏子孙有527人。

    广东陈氏。据《明史·陈磷传》记载:“万历·一 二十五年，起磷故官，统广东兵五千援朝鲜。

明年二月，攫御楼总兵官。”④丁酉再乱，陈磷以明朝御楼都总管、前军都督府都督之职，率水

兵五千东援朝鲜。人朝后，陈磷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合作，在康津古今岛战斗中立下赫赫战

功，被封为广东伯，后又追封为太子少保。陈磷之孙陈泳像，为明朝监国守卫使，明朝灭亡后，

于1644年东渡朝鲜，定居在海南内海里，奉陈磷为始祖，以中国故乡广东为本贯。⑤对于陈磷

这样的功臣后代，朝鲜国王自然给与优待和重用，陈泳潦之子陈硕被追封为工曹参议，孙陈天

益追赠为承议郎，曾孙陈台狱任通政大夫等。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的国情调查显示，广东

陈氏已有1177人。
    海州、星州、潮州石氏。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人侵朝鲜后，明廷在讨论是否东援时，出

现不同意见，当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力主向朝鲜出兵。虽然后来石星在与日和谈问题上失职，

被革职下狱，但朝鲜人民深念其最初主张派兵援助之恩，将其视为恩人，并为之建生祠，《象村

先生集》卷57认为:“石星⋯⋯壬辰，我国之被兵也，以兵部尚书力排众议，出兵来援，我国感其

恩，为立生祠于平壤。’夕石星在狱中死后，他的妻子柳氏遵其遗嘱，携长子石潭东渡朝鲜，定居首

阳山下。朝鲜国王感念石星的恩德，封石潭为首阳君，赐其本贯为海州。不久，石星次子石涛

(在锦)也辗转来到朝鲜，定居在伽椰山下星州大明洞。后石星之孙石继祖又在潮州定居，以

潮州为本贯。实际上海州、星州、潮州石氏都是石星后裔，皆奉石星为始祖。1985年海州石氏

已有2664人，星州石氏有240人。

①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1378页。

② 参见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672页。

③ 《明史》卷238《麻贵传》。

④ 《明史》卷247《陈磷传》。
⑤ 参见韩国人的姓谱编辑委员会:《韩国人的姓谱》，第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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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仁柴氏。《大明遗民史·浙江柴氏世乘》认为:“壬辰楼乱时，明朝遣兵救之，时游击公讳

登科为督进将军而随出。其后，崇祯甲申，清军据北京，游击公子摩生讳植·一 无事清之意，航

海东来，仍居泰仁县，故后孙之居东国者以泰仁为氏。”①《大明遗民史·诉古概论》又说:“明万

历(壬辰)⋯⋯我先祖讳登科以游击将始终参战，连战连胜⋯⋯丁酉⋯⋯我先祖游击公率铁骑

五千伏兵出击，挫其锐气，贼军始遁·一 贼追至素砂坪大破之⋯⋯勒石记功⋯⋯二十年之后，

中国大乱，清人人主中国，游击公之子库生公植，义不可事清，渡海东来，抵泰仁居焉，是为东方

柴氏之贯祖。”②据韩国经济企划院1985年的国情调查报告显示，泰仁柴氏有794人。

    浙江彭氏。《韩国人的姓谱》③认为，丁酉再乱，明中军副总兵彭友德与其子游击将彭信

古一起率军东渡朝鲜。彭友德父子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立下累累战功，凯旋归国。明亡后，彭

信古之孙彭富山东渡朝鲜。朝鲜国王为报答其先祖彭友德的功劳，赐庆尚南道镇海为食邑地。

彭氏后孙以中国故乡浙江为本贯，尊彭友德为始祖。彭氏子孙有在朝为官者，如彭郎己为司译

院正，彭雨昌为金知中枢府事，彭光硕、彭寿风为同知中枢府事。据韩国经济企划院的国情调

查报告显示，1985年浙江彭氏已有1275人。

    通州、荆州康氏。据《小华外史续编》卷2记载:“康世爵⋯⋯其祖霖，为天水郡守，壬辰，帝

使杨经略镐征楼，镐奏请霖为中军，战死于我平山地。”又载，康世爵在1617年至1621年多次

随父征讨后金，并在沈阳被后金军俘虏，后逃脱，于是走向东国，《大明遗民史》下卷认为康世爵

定居后子孙发展很快，有通州和荆州两个本贯。

    万氏。《韩国人的姓谱》等认为，壬辰楼乱，万世德作为明援军经理使赴朝参战，在朝期间，

他忠实履行职责，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朝鲜给万世德以很高评价，并为表彰其战功而建生祠，后

归国。但万世德的后代是怎样东渡朝鲜，无文献详载。

三、落籍将士及援朝将士后裔东渡对韩国姓氏结构的影响

    明朝东援将士落籍朝鲜以及后来东援将士的子孙陆续东渡半岛，使韩国的姓氏结构发生

了变化，不仅出现了新的姓氏，也增加了新的本贯。

    (一)新增姓氏
    明万历东援朝鲜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后裔东渡以后，韩国的姓氏增加了千氏、片氏、贾氏

和施氏。

    据韩国《颖阳千氏处士公派谱》，④朝鲜半岛本无千氏，明将千万里是落籍半岛的千姓第

一人，现在只有颖阳千氏单一本贯。又《大明遗民史·渊源补遗》⑤认为，千氏始祖千岩诞生于

中国元朝至正十年(1350)，明洪武元年(1368)武科及第，因出生地为中国蜀西(今四川西)终北

山千高峰万切岩，故赐姓千，名岩。千岩后裔世居颖阳，在朝廷世代为武将，地位显赫，因此韩

国千氏以颖阳为本贯。

① 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上卷，第331页。

② 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上卷，第328页。

③ 参见韩国人的姓谱编辑委员会:《韩国人的姓谱》，第1302页。

④ 参见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上卷，第294页。

⑤ 参见明义会编印:(大明遗民史》上卷，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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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氏本为中国独有姓氏。据《片氏宗史谱》记载，片氏本姓李，是唐宗室后裔。南宋著名学

者李侗是片氏的远祖，侗之9世孙李址在明正统年间(1436-1449)任吏部侍郎、翰林学士，因

立储之事，犯颜直谏，被奸臣所幼，被捕下狱。后皇上息怒被释，并说:“卿一片丹心，联赐汝姓

片氏，加太子太师。”①于是李址改为片址。片址之子片溢为吏部侍郎、浙江伯，世居浙江。朝

鲜原无片氏，自片竭颂战后留居始有片氏，并以中国故乡浙江为本贯。虽然片氏子孙繁盛，支

派众多，但至今仍为浙江单一本贯。

    贾氏，《大明遗民史·归化姓氏及时代一览表》注明“苏州贾氏，明代”。②是说苏州贾氏明
代“归化”朝鲜。《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③认为，韩国贾氏是周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

的后代。《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贾⋯⋯为晋所灭，以国为

氏。”中国贾氏源出两支，其中一支就是出自西周武王之子唐叔虞的后代。明东援将领苏州贾

维钥落籍朝鲜前，朝鲜半岛没有贾氏。

    施氏，在《大明遗民史·归化姓氏及时代一览表》中载为“浙江施氏，明代”。朝鲜半岛原无

施姓，自施文用落籍后始有施氏，至今仍为浙江单一本贯。

    据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的统计，上述4个姓氏共有人口107271人。

    (二)新增本贯
    全州秋氏。早在南宋时期秋氏就已迁居朝鲜半岛。目前，韩国秋氏有秋溪和全州两个本

贯，而全州本贯就是因为明朝东援将领秋水镜抗楼病逝全州，以该地为本贯以表纪念，因此全

州本贯是新增本贯。

    浙江刘氏。韩国早有刘氏，亦渊源于中华刘氏。1082年，宋朝任兵部尚书的汉高祖刘邦

41世孙刘荃，东渡高丽定居庆尚道，这是韩国刘氏的开始。后子孙发展，出现居昌刘氏、白川

刘氏、江陵刘氏等等，本贯多达160多个，都是刘荃的后裔。而浙江刘氏为明朝东援将领刘缝

的后裔，与上述刘荃后裔无关，为新增本贯。
    浙江徐氏。韩国徐氏属常见姓氏，本贯众多，姓源复杂。徐氏最早源于箕子朝鲜，箕子40

世孙箕准为避乱移居徐阿城(京徽道利川)，其后代以地名为氏，后发展为多个本贯。虽然徐氏

最早渊源于中国，但与明万历东援将领徐鹤后人的浙江本贯无关，故浙江徐氏是新增本贯。

    杜陵杜氏。韩国早有杜陵杜氏，以中国宋代兵部尚书后东渡的杜庆宁为始祖，并将中国故

乡杜陵为本贯。壬辰战争时东渡的杜师忠，其父为杜乔林，故乡亦为杜陵，本贯亦为杜陵。两

支杜氏没有直接继承关系，故称前者为庆宁系，后者为乔林系，而乔林系杜陵杜氏为新增本贯。

    全州息氏。韩国11氏是以高丽开国功臣息义为始，称保安r氏。以落籍明将息俊为始祖

的全州息氏，是中华古老姓氏。据清陈廷炜《姓氏考略》考证，“夏有r-氏之后，以国为氏”。全

州息氏与朝鲜半岛息氏虽同为一姓，但不同本贯，属新增本贯。

    浙江张氏。韩国张氏是大姓，居韩国274个姓氏之第9位，有40多个本贯，几乎全部渊源

于中华张氏。韩国历史上最早的张氏是中国五代时东渡的浙江张源及张贞弼父子，以安东为

本贯。元朝时还有陪同公主东渡的张卿后裔，为德水张氏。丁酉再乱时东援名将张海滨落籍

后出现的浙江张氏为新增本贯。

明义会编印

明义会编印

《大明遗民史》上卷，第425页。

《大明遗民史》下卷，第672页。
韩国中央日报社:《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第28页。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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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西李氏。李氏是韩国五大姓氏之一，位居第二。韩国李氏渊源复杂，有朝鲜半岛固有李

氏，也有大量中国各朝代的李氏移民。最早东渡的中国李氏是唐朝任中郎将的李茂，因助新罗

征百济有功，封延安侯，后代以延安为本贯。还有固城李氏、商山李氏、原州李氏、青海李氏、泰

安李氏等，但万历东援抗楼大将李如松、李如海的子孙形成的陇西李氏为新增加本贯。

    上谷麻氏。韩国在高丽太祖时有开国二等功臣麻援。明万历东援将领麻贵的后裔上谷麻

氏是中华姓氏中回回系麻氏，与麻援无关，故上谷麻氏是新增本贯。

    广东陈氏。韩国陈氏全部渊源于中华姓氏，本贯有130多个，但现存不到10个，除梁山、

广东本贯外全部是骊阳本贯的分支。骊阳陈氏是中国宋朝陈诱东渡后的子孙，梁山陈氏是明

太祖时陈普才的后代，明朝末年又增添了东援将领陈磷的后孙，即广东陈氏。

    海州、星州、潮州石氏。韩国现有忠州石氏和海州石氏两大本贯，忠州石氏的分支有花州、

扬州、广州、原州等等，海州本贯包括星州和潮州。两大本贯都渊源于中国。忠州本贯的远祖

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猎，居卫(现河南淇县)，后播迁至甘肃武威。但忠州石氏何时东渡不详，

只知高丽毅宗(1147-1170)时有郎将石邻，为东渡始祖。而明万历东援将领石星为东明(今属

山东)人，以石星长子为代表的海州本贯是新增本贯。

    泰仁柴氏。韩国柴氏渊源于中华姓氏，是春秋时齐文公的后裔。高丽显宗(1009-1030)

时已有柴臣云，任兴化镇头。壬辰楼乱，明东援将领浙江余姚柴登科之子柴植东渡后的泰仁柴

氏为新增本贯。

    浙江彭氏。韩国有龙岗彭氏和浙江彭氏。龙岗彭氏始祖彭逛，元朝时以内阁学士陪伴公

主到高丽定居。丁酉再乱时，明东援将领彭友德后裔浙江彭氏为新增本贯。

    通州、荆州康氏。韩国早有康氏，源于中国姬姓，始祖是中国周朝文王之子康叔的68世孙
圣虎将军康虎。据康氏家谱记载，康虎景之父康侯与箕子一起东渡朝鲜半岛。后子孙发展成

十余个本贯，以信川为大宗。明朝末年，康世爵及其子孙东渡后发展的通州、荆州本贯是新增

本贯。

    上述13个新增本贯，如将石氏星州、潮州本贯另外归为星州一个大本贯，明万历东援将士

和他们的子孙落籍后韩国则新增加了14个本贯。其人口除徐氏、康氏外，共有36978人。

    (三)加人已有本贯和本贯不清姓氏

    明万历东援将士落籍和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之前，有些姓氏的先祖已经东渡朝鲜半岛，立有

本贯，因此，落籍将士及其子孙不再另立本贯，直接加人已有本贯。另外，还有因战乱，谱牌记

载有缺、失传、本贯不清的姓氏。

    广川董氏。明万历东援将领董一元的先世在洪武年间已东渡半岛，并以中国故乡广川为

本贯。董一元及其后裔落籍后，未另立新的本贯，而加人了广川本贯。

    万氏。万氏渊源于中国，新罗真平王(579-632)时有任大奈麻的万世，但世系不详。

四、落籍将士及援朝将士东渡后裔的作为

    明万历东援朝鲜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后世子孙东渡，不仅充实了朝鲜半岛的居民，改变了

韩国的姓氏结构，同时也为朝鲜朝廷所重用。在朝鲜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官中都有明万历

落籍将士和援朝将士东渡子孙任职。据不完全统计，三品以上官员有80人，其中正二品3人，

从二品41人，正三品30人，从三品6人。其职掌及官员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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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吏曹，掌文选(文官的人事管理)、勋封、考课之政。最高官吏为判书，正二品。千氏即有一

人担任过此职。

    户曹，掌户口、贡赋、田粮、食货之政。设参判1员，从二品;参议1员，正三品。贾氏、石

氏、秋氏各有1人任参判，片氏1人任过参议。
    礼曹，掌礼乐、祭祀、宴享、朝聘、学校、科举之政。设参判1员，从二品，千氏1人任过此

职。

    兵曹，掌武选(武官的人事管理)、军务、仪卫、邮骚、兵甲、器仗、门户、管钥之政。设参判1

员，从二品。贾氏、秋氏、李氏各有1人担过此任。

    刑曹，掌法律、详漱、词讼、奴隶之政。设参判1员，从二品，石氏1人任过此职。

    工曹，掌山泽、工匠、营缮、陶冶之政。设参判1员，从二品;参议1员，正三品。石氏1人

任过参判，石氏、陈氏各有1人任过参议。

    汉城府，掌京都户口、市座、家舍、田土、四山、道路、桥梁、沟渠、道欠、负债、斗殴、昼巡、检

尸、车辆、故失车马等等。最高官吏为判尹，正二品。下设左尹1员。千氏1人曾任过判尹，石

氏3人任过左尹。
    承政院，掌出纳王命。设都承旨、左右承旨，正三品。秋氏、董氏、石氏有7人任过都承旨、

左右承旨。

    司译院，掌译诸方语言。设司译院正1人，正三品。彭氏1人担过此职。

    军资监，掌军需储积。设军资监正1人，正三品。石氏1人任过此职。

    五卫都总府，掌治五卫军务。设五卫都总府都总管，正二品;五卫将，从二品;大护军，从三

品。片氏有1人任过都总管，石氏、柴氏各有1人任过五卫将，千氏、启氏各有1人任过大护

军。

    训练院，掌军士试才、练艺、武经习读之事。设院正1员，正三品;副将两员，从三品。施氏

有1人任过院正，徐氏有1人任过训练副将。
    此外还有任过朝官嘉善大夫者8人，从二品;通训大夫1人，正三品;通政大夫5人，正三

品;折冲将军1人，正三品。任过中枢府官董同知中枢府事者16人，金知中枢府事7人，正二
品。有任地方官兵马节制使者1人，从二品;节度使者1人，正三品。

    除三品以上高官外，任过三品以下官员者更多，也分布在各重要部门，如司宪府(掌论执时

政、纠察百官、正风俗、伸冤抑等)、奉常寺(掌祭祀及议溢)等等。有的人不仅做官，还有很多其

他才能。如施文用落籍后，任金知中枢府事，他精通兵法，著兵书((兵子奇正》，还精医学，懂堪

，著《医卜诀有》、《堪舆指南》等。著名诗人千寿庆，自称为松石道人，组织“松石园诗社”。千

，是著名高僧，被称为国师。可见，明朝东援落籍将士及援朝将士东渡子孙在政治、经济、军

、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建设和开发朝鲜半岛做出了贡

舆

熙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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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阿拉腾奥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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