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族人落籍海南浅探
杨泉博士
海南岛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很早时期就有海南人迁移海外。东
南亚各国，尤其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是海南侨民移居最多的地区，
而落籍马来西亚的海南籍杨姓族人众多。本文对杨姓族人落籍海南
的探讨，对谪居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海南籍贯杨姓族人寻根
问祖应有所帮助。
海南岛处于中国最南端，原属广东省管辖，1988 年 4 月与西南中沙群岛等，共提
升为海南省，隶属中国中央管辖。海南岛是个多元民族岛屿，人口是各个时期移民构
成的，来源于多区域，现有 30 多个民族。2000 年人口调查显示，海南岛总人口为 787
万，其中 83%为汉人。其他民族包括黎族、苗族、临高人、仡隆人、回族占人和疍民
等。《汉书。贾捐之传》曾称西汉时海南岛上的原住民为“骆越之人”，黎族作为百越
系统民族的一支，是最早居住在海南岛的原住民。这是海南学研究者都一致认同的。
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则是在隋唐以后的各个朝代移民登陆海南的。

汉族移民海南概况
《前汉书。武帝传》最早记述汉人登陆海南岛事迹。西汉元鼎 5 年（公元前 112
年），南越叛变，汉武帝刘彻派遣路傅德和杨仆两将军前往征討，于次年平定。在这次
征討中，汉军首次登陆海南岛，并屯兵一段时期。明代岭南儒人王佐（1428-1512）曾
经写道：“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琼台外记》）。所谓“善人”是指“远
近商贾兴贩贷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受廛”。《汉书。贾捐之传》则记载：“初武帝征
南越，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州居，广袤可千里，
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属交趾刺史”。汉书虽没有记载当时岛上汉族人口的情况，
不过由此推论，当时岛上已有一定数量的汉人，而这数量之多的汉人，极可能是早于
汉代在海南设郡前，甚至在秦朝或周朝时期就已经迁移海南的。
早期海南岛因地僻而人稀。史册记载曾以 “颛颛独占一海中，雾露气湿，多毒草
虫蛇水土之害”，来形容海南岛的凶险地理。隋、唐以来，自海南岛被纳入中国版图后，
历代王朝都选择它为流放贬谪官员或罪臣之地。据史籍、地方志和族谱所记载，被贬
流放到海南的官员就有百多人（王俞春，2003）。此外，自汉武帝把海南纳入中国后，
历代王朝都派武职官兵进驻海南岛，也委官员去治理在海南所置的郡县。按规定，这
些文武官员都可携带家属随员落户海南。由于海南岛远离中原，海上交通不便，任职
届满官员或年老者，都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愿回大陆，因而落籍海南。在每个朝代更
替之际，大陆都发生战乱。与大陆远隔的海南岛相对的来说是较为平安，因此，为了
逃避战乱而迁移海南的汉人也相应增加。另外，每个朝代都有汉人登陆海南岛进行通
商贸易或其他谋生活动的。
按此推论，不同姓氏的汉人先祖自汉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落籍海南岛了。在任何
时代，庶民总会比当官者多，而平民的后代也总比官吏后代多。然而，由于封建等级
制度、门第观念和官贵民贱等传统思想等人为因素，普通庶民少有机缘修录族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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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没有族谱记录或族谱失修的海南姓氏支系应该是存在的。氏族谱牒用途在于记载
家族血缘关系。自古当官者和读书人家都有自己的家谱。宋、明以来，普通读书人都
已有家谱，其中进士、举人以及当时乡居的知识分子，都是十分热心于编修谱牒的。
族谱历来都是知识分子编撰的，而大部分现存的族谱都是士族的谱牒。海南省迁琼先
民研究会学者对历代从大陆各地迁居海南的汉人姓氏先祖所作过的调查印证了这点。
《琼州府志》记载过海南任职的官员（包括被贬的官员）就有 210 人。海南学者王俞
春（2001）所搜集的海南 109 个姓氏 170 多位谪居海南先祖当中，有 123 名或是被授
任或调任于海南任职的官吏。宋、明是大陆官员调往海南任职最多的朝代。这些官员
和文人，不管是调任还是贬谪者，对海南文化教育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海南在宋
代起始有举人，至明代开始鼎盛，则是其中一个结果。
海南汉人先祖虽然来自全中国各地。不过，王俞春（2001，2003）对海南 117 个
汉人姓氏 268 位迁琼先祖所作过的调查，却发现其中 65 个姓氏的 147 位先祖是来自福
建，佔调查总人数的 55%，其中单单来自福建莆田的就有 108 人，佔福建人数的 73 或
调查总人数的 40%。海南汉族所说的方言是与闽南源流方言有相似点，海南风俗习惯
也与闽南有共同点，如膜拜航海女神天后圣母等，缘由极可能是因为很多的先祖都是
从闽南莆田移民去的。早期福建与海南海上交通也较兴盛，为闽人提供登陆海南的方
便条件。此外，历代福建，特别是莆田，读书做官的人众多。《莆田县志》记载：“莆
田重教兴学，以文化发达著称，历史上科甲鼎盛，自唐至清末废科举止，登进士第的
有 1400 多人，其中状元 7 人，榜眼 4 人，探花 5 人。南宋高宗皇帝对莆田人登进士这
多感到惊奇，廷试后便问莆田人陈俊卿：‘卿土何奇？’陈回答：‘地瘦载松柏，家贫
子读书’。”古代莆田人中进中举后，被朝廷任命到各地当官的人自然也多。跟据王俞
春（2001）所搜集的资料统计，从福建迁移到海南的 65 个姓氏 123 位先祖中，只有 56 个姓的先祖不是当官的或是搞不清其职业的。
海南日报记者在查找杨氏族谱资料过程中，访问过几位江南、岭南和海南本地的
杨氏族人，得知杨氏过琼先祖至少有 13 位之多。其中来自文昌的杨昭发指出：“上个
世纪 50 年代，我在府城读书时，曾经在琼台书院前方的道前路，看到一座建于清代同
治十二年（1873）的‘杨时公祠’，是当时在琼岛杨氏 13 个支派共同捐钱修建的。由
此可见，杨氏过琼公至少有 13 人，而且他们的后代都自认为是杨时的血脉。”（见 2011
年《杨氏迁琼多才俊》）。历代杨氏迁琼后，才俊辈出，明清两代就出了不少举人和进
士，其中进士就有四人。今天，杨氏族人在海南的后裔就有几十万之众。

海南省琼海市杨乃文支系
王俞春（2003）在《海南移民史志》附录 3 所记载众多落籍海南的先祖当中，只
有一位是姓杨的，即杨乃文。元代末年原籍福建莆田的杨乃文，在广东任官后迁居海
南，为海南琼海县载德堂《杨氏家谱》的始祖。不过，该附录却错误的把杨乃文去世
的年限（明洪武二年-1369)）记载为他谪居海南的年限。根据载德堂《杨氏家谱》记
载，杨乃文是于元至正十五年 (1355) 谪居海南的。
杨乃文(1313-1370)，字希尧，原籍福建兴化府莆田乌石山村，为进士杨惇仁之四
子、考功司员外郎杨有禄之孙、杨允文之曾孙，与兄杨乃圣（荆州刺史、长安太守）
同登进士第，元至正十年庾寅(1350)任广东 舶司提举使。5 年后，不知出于何故，
带着儿子杨跻谪居海南，住乐邑（琼海县）博螯多乳坡。此后隐名埋姓，自己当了 10
多年的乞丐，却让儿子到外地谋生。明代洪武二年（1369），杨跻回家探望父亲，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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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杨乃文在草寮中已故多日，于是就地葬了父亲于博鳌镇附近。“杨乃文墓”也被当
地人称为“乞丐墓”。
至于杨乃文为何突然迁居海南，而且一到海南却隐蔽于社会最底层生活，则是一
个谜。杨乃文适居海南时，正处元末动乱、战事纷纷期。至于他是否是因逃避战乱而
迁移海南，或其他原因（如被贬职）
，则不得而知。不过，杨乃文在广东当官时的两位
友人，广东石参政张子政（字时敏）和广州府同知王奇，曾为他题七言律诗送别。两
人在律诗中的表达，给予杨乃文的为人和奉事作出高度的肯定。另外，文昌杨氏始祖
杨仲奎后裔、明庠士杨臬宣撰于谱牒的《渡琼记录》有这样的记录：“渡琼始祖仲奎公，
原籍兴化府莆田县乌石山大浦村，与弟仲智、仲贤同悙公子乃文莅广东提举吏，闻琼
为珍宝文物之邦，乃君子所居住之地。。。。逐与弟皆来焉。各佔土舆之胜，智居于琼，
贤居于万。。。”。似乎说明杨乃文渡琼出于“闻琼为珍宝文物之邦，乃君子所居住之地”。
不过，杨乃文渡琼的真正原因有待考证。
杨乃文第 2 代杨跻于 1381 年迁居会邑太平都（今福田镇）之茂亭村，子四。现今
杨乃文支系已繁衍传至第 25 代近三万人，分居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文昌、琼山、
临高、儋县、崖县、琼中、澄迈、陵水、三亚、海口等 14 县、市，225 个村。众多后
代也定居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泰国、日本、台湾、香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等国。
杨乃文支系是海南省杨姓支系其中最大的一系之一。载德堂《杨氏家谱》始于明
天顺六年（1462），由五世祖杨崧先修，至今已先后共修谱 16 次。根据记录，第二次
修谱时（嘉靖七年，即 1528 年），六世祖杨文曦考海南杨氏源流，得其莆侄杨富春遣
其弟杨逢春不远数千里携谱至海南，确认始祖渊源宗莆城乌石，为闽祖宋理学家杨时
第十六世孙。杨乃文原籍福建兴化府莆田乌石山村是毋庸置疑的。诗中最后两句为
“倘到珠崖高跃处，为吾兴化播芳声”，显示杨乃文乃源自兴化。此外，载德堂杨氏第
16 次修谱出版的《杨氏建祠修谱专辑》（1994）也有记载杨乃文兄长杨乃圣的碑铭。
碑铭以“巍巍乌石”为开头语，表明其原籍为莆田乌石山村。至于闽莆支系与宋理学
家杨时的衔接联系，族谱却缺乏明确的资料。不过，杨乃文在广东当官时的另一位友
人、广州府同知王奇（字廷美）为杨乃文安置海南时所题的临行诗，最后两句“龟山
图剑隋君去，从此珠崖满地春”，却是把杨乃文与龟山杨时联系起来。

与杨乃文世系有血缘关系的海南杨姓支系
其实，除了杨乃文支系外，《杨氏建祠修谱专辑》（1994）也记载另一支更早迁居
海南的杨氏支系，其始祖为谪居文昌的杨有祝。杨有祝，字文史，曾任吉安教授，为
杨允文长子、杨乃文祖父杨有禄之兄，于元统二年甲戌（1281 年）迁移海南，住文昌
县赤坎村。根据记载，杨有祝支系自元而明而清皆有手抄谱本。然而，许多支派却失
修。杨有祝支系子孙众多，主要分居文昌县。杨有祝长曾孙杨循迁居文昌县东，次曾
孙杨英移居琼海县。旅居马来西亚的部分杨有祝后裔，大多少属于文昌县东阁乡堆玉
山新宅村支派。根据这些后裔在《马来亚-新加坡杨氏宗谱》（1965）的记录，许多资
料皆不完整，只列杨有祝为始祖以及杨文政为第二代。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名字不详。
不过，《杨氏建祠修谱专辑》（1994）却记载了两位第四代的名字，即上述的两位杨有
祝曾孙。正因为杨乃文支系与杨有祝支系的血缘关系，当载德堂杨氏进行第 16 次修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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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杨英支派则主动联修入杨乃文裔派。杨有祝支系行序录《应》字派（23 世）与杨
乃文支系行序录《庆》字派（23 世）则属同辈。
最近出版的《中华杨氏通谱.古代卷》（2007）和《中华杨氏通谱.现代卷》（2010）
则记录了几支与杨乃文支系有血缘关系的海南杨氏支系，为闽莆支系与杨时的连接提
供了的新证据。其中几支为谪居海南文昌、以杨仲奎为始祖的世系。杨仲奎世系繁衍
至今已 32 代。根据其后代杨行卓于清咸丰元年秋所写《阖族创始联修谱序》云：
“仲奎公皆二弟仲智、仲贤于元朝元贞大德年间（公元 1295-1307 年），自闽渡琼而入
籍于文（文昌）之水北都东偏十余里许，而转籍于长豆者智公，万州者贤公也”。又据
其后代明庠士杨臬宣撰于同一谱牒的《渡琼记录》的记录：“渡琼始祖仲奎公，原籍兴
化府莆田县乌石山大浦村，与弟仲智、仲贤同悙公子乃文莅广东提举吏，闻琼为珍宝
文物之邦，乃君子所居住之地，自元大德年间（公元 1295-1307 年），逐与弟皆来焉。
各佔土舆之胜，智居于琼，贤居于万，吾仲奎公居于文昌县水都六图玉尺尾”。文昌市
《中华杨氏通谱.古代卷》（2007）所附上的杨仲奎支系的世系图显示，杨仲奎之
父杨以仁与杨乃文之父杨惇仁为亲兄弟，皆为杨有禄之子，杨允文之孙。因此，杨乃
文与杨仲奎、杨仲智和杨仲贤乃堂兄弟，皆为杨有禄之孙。此外，杨乃文与杨仲奎支
系的记载基本上都吻合。两个家谱都列祖籍为兴化府莆田县乌石山，而且杨仲奎支系
还列出大浦村。不过，在迁移海南的年代记载，则有很大的差异。载德堂《杨氏家谱》
记载杨乃文是于元至正十年庾寅(1350)出任广东 舶司提举使，并在元至正十五年
(1355)后才谪居海南的。而杨仲奎支系谱牒则记载杨仲奎“与弟仲智、仲贤同惇公子
乃文莅广东提举吏，并在元大德年间（公元 1295-1307 年）渡琼”。两者时间相隔五十
多年。不过，杨乃文出任广东 舶司提举使，有地方府志记载，更何况他是生于 1313
年，卒于 1370 年的。因此，杨乃文应该是在元至正十五年 (1355)后才谪居海南的。
另外，该记录则把杨乃文之父称为杨惇，少掉一个“仁”字。这可能是记录或校对上
的错误。
另外一支与杨乃文支系有血缘关系的海南杨氏支系，其入琼始祖为杨时的十四世
孙杨观。海南大学所收藏的杨氏族谱当中（陈虹，2008），《道南堂杨氏族谱》与《三
繵堂杨氏族谱》皆有记载。杨观为杨允武公子，字觉由，号南光，元顺宗丙戌科进士
及弟，由闽莅琼，初任万安知军，继任安抚使，及元末谪居于琼。族人现居于琼山、
万宁、琼海、海口新坡、灵山、澄迈，有子孙迁居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与香港。
此外，《中华杨氏通谱.现代卷》（2010）录有谪居万宁市万城镇田边村的另外一位
迁移海南的杨氏始祖杨君福的世系。根据杨君福支系第六次重修族谱记载：万宁市万
城田边村祖杨君福，又名杨观德，官名佛健。元末由闽入琼，官受崖州知县，因任满
年老不能返乡，逐落籍万州南门，生三子：杨旺、杨晧、杨昉，繁衍至今已 31 代。还
有，《中华杨氏通谱.现代卷》（2010）也录有谪居文昌市翁田镇昌久、繁衍至今已 24
代的杨伯杰世系。该支系的世系图显示，杨君福为杨伯杰之孙，而杨允文（杨乃文、
杨有祝与杨仲奎三兄弟支系的共同先祖）与杨允武（杨观之父）的曾祖父则是杨伯杰
的兄弟。
明显的，对照上述几个支系的记载，可发现杨乃文、杨有祝、杨仲奎、杨仲智、
杨仲贤、杨观、杨君福和杨伯杰等的支系，迁居海南有先有后，支派虽分而根本则合，
虽异地而若同堂同胞，皆属同一闽莆派传世系，同一源流（见附录 1）。
杨仲奎支系的族谱记载不但列宋理学家杨时为入闽始祖。而且还列出与杨允文相
隔 10 代的杨时第 6-7 代孙的名字（杨大纶、杨大经、杨邦瑞、杨邦昌）。杨伯杰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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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把杨允文世系联系推上 5 代的杨英，续而接上杨大纶、杨大经等至杨时的次子杨迥。
这与广东吴川文山杨氏所列出的世系图相当吻合的。然而，广东湛江仁福裔孙世系和
广东茂名市石浪世系也列出与杨英、杨伯杰、杨君福、杨观、杨允文等相当吻合的世
系图，不过，却把杨英联系上入闽始祖杨时的长子杨迪，而不是次子杨迥。
对照《中华杨氏通谱.古代卷》（2007）所记载的福建将乐杨时谱系世系图和其他
相关杨氏世系图，却发现杨时次子杨迥的五世孙名为杨纶与杨经，与杨大纶、杨大经
的名字有点符合，但少了个“大”字。不过，杨伯杰、杨君福和杨仲奎世系所列出的
杨大纶和杨大经的后代，与福建将乐杨时谱系世系图所列出的后代名字不吻合。此外，
广东茂名市石浪世系所列出的杨时长子杨迪的后代，也不符合福建将乐杨时世系所列
出的后裔名单。看来，杨英与入闽始祖杨时的联系尚待更深入的考查。尽管如此，笔
者尝试把这些相关的杨氏世系联系起来（见附录 1），可作为往后考证的基础。

其他海南杨姓支系概况
明清时期，也有杨氏宗亲从内地迁居万宁南门和三亚林旺一带，并有族谱记载家
族繁衍信息。这么多的过琼始祖，他们之间到底有无关联？则不太明确。
其中一支迁移海南的杨姓支系，始祖则是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杨德臣，明朝时期迁
移海南琼海。根据其嗣孙编修的《道南堂杨氏族谱》记载：“本支杨氏渡琼太始祖讳德
臣，原籍闽省漳州府南靖县北门外，公于大明万历辛已年（公元 1581 年）迁琼，卜居
于会邑杨梅岭山叶林” （《中华杨氏通谱.古代卷》，2007）。杨德臣有三子。长房杨泰
由会邑移居龙滚溪北大路居住，后又移居万安安家立业下传至清末民国时期，已 15 世。
还有几支极可能迁移海南的杨姓支系极可能是来自梅州的新杨世系。原居福建的
林绍远，于元末明初（1368）迁居广东梅州后，因承业而改为杨姓，为《绍德堂杨氏》
始祖。根据梅州《绍德堂杨氏族谱》编委会（2007）的信息，其有后裔于清代迁移海
南，目前尚待联络，其中包括迁移儋州县的杨亚二、杨存外（14 世）和杨囗益 15 世；
迁移琼山县的杨翰郎（16 世）；迁移澄万县的杨肇兴（15 世）、杨炳喜和杨炳双（16
世）；以及迁移不明县属的杨林瑞、杨伯昌和杨佶（12 世）等。这些支系的详情有待
发掘。
前面已经指出，不同姓氏的汉人先祖自汉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落籍海南岛。其
实，史籍和地方志曾记载过多名杨姓官员因种种原因登陆海南。这些杨姓官员是否有
留下后裔定居海南，则不得而知。不过，明清时代海南海上交通已较方便，任满官员
调回大陆或回故里的机会较多，因此，其后裔落籍海南的可能性相对的低。尽管如此，
我们也不会排除这些后裔存在的可能性。下面所列的是史书或地方志所记载到过海南
的杨姓官员：
o 西汉南越叛变，汉武帝刘彻派遣杨仆将军前往岭南征討，并登陆海南岛。完成
后归汉。
o 清代刊印的《琼州府志》曾记载隋朝唯一渡琼者杨纶，隋宗室滕穆王杨瓒之子，
封郡国公。隋炀帝时，因被人诬告遭炀帝除名为民，先流放到崖州，后携妻儿
流寓儋州，隋亡后归唐，被封为怀化县公。
o 《新唐书》也记载，在唐代遭贬之官有杨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人，德宗
即位时（780 年），升任同平章事（即宰相），因独当国政，专意报复恩仇，德
宗自此厌之，不久，杨炎的儿子因受贿，托人说情事败，帝怒，被贬为崖州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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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o

马，在前往崖州途中被赐死。此外，刑部尚书杨汝士之子杨知至，宰相刘瞻在
位时提拔杨知至任中书舍人。刘瞻被罢相谪外后，杨知至也被株连贬为琼州司
马。后来刘瞻重新被启用，杨知至复回京入朝任户部待郎。
宋朝时期，杨炜，浙江绍兴人，任浙江黄岩县令，以诋秦桧误国，受当权派打
击排斥，被除名流放万安州东山岭，成为流寓海南官员。
元朝时期就有杨汉杰，四川人，泰定年间（1324-1327）渡琼任万安知军，重修
郡治，筑城池抵御海寇的扰掠，建书楼，购经史，卓有政声。
明代嘉靖年间，杨子充，福建福清人，任琼州府同知时，建文昌、乐会、会同
三城池，有效地抵御海寇的扰掠。
清代琼州地方官多为进士、举人等文人担任，因此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发展。位
于五公祠的苏泉书院，是于乾隆十年（1745 年）由琼州知府于霈和琼山知县杨
宗秉因二苏祠（苏轼、苏过）捐资修建（《琼州府志》，《琼山县志》）。此外，杨
瓒烈，广东潮州人，于乾隆初渡琼主讲苏泉书院，公寓居琼山县（《琼山县志》）。

海南地方志（见表一）也曾列出任职于海南各郡、州（军）、府的历代杨姓官员。
部分杨姓官员或其后裔有否谪居海南，则待考证。
海南地方志所记载的海南出生之进士有明代的杨恺（琼山），以及清代的杨景山
（万州），杨家冕（会同）和杨文熙（琼山）。至于举人，则有明代的杨舒、杨恺、杨
先春（琼山），杨景厚、杨萌（万州），杨莳、杨应凤（会同）和杨信（文昌），以及清
代的杨景山、杨士鼎（万州），杨家冕、杨家时和杨登翰（会同）（见朱逸辉，1993：
附录（4）（5）；王俞春，2003：附录（4））。《杨氏家谱》所记录的进士和举人名都包
括在这份名单中，不过，也有部分进士和举人的始祖籍贯未详。此外，《海南名人传略
（中）》（朱逸辉 1993）亦记载两位华侨企业家，即泰国的杨开礼和香港的杨兹南都是
来自琼山。目前所收集的资料有限，因此，其他海南省杨姓支系的存在和来源尚待调
查考证。
表一：杨氏任职海南各郡、州（军）、府历代主官表
郡、州（军）、府
朝代 姓名
籍贯
官职
珠 崖 郡 、 琼 州 唐
杨清
崖州刺史
（司、路、府）
儋耳郡、儋州（昌 清
杨焜
良乡县（今北 知州
化、南宁军）
京）
万安、万全、万州
（郡、军）
振、崖州（吉阳
军）

元
杨汉杰 蜀
万安军知军
元
杨观
万安军知军
清
杨寅生 山东蓬莱县
知州
清
杨城
浙江人
知州
清
杨枝华 贵州都匀
知州
清
杨廷柱 北京大兴县
知州
清
杨际熙 福建松溪县
知州
取自《海南移民史志》附录一（王俞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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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年代
元和 14 年
（819 年）
康熙 20 年
(1681 -1686
年）
泰定
康熙 40 年
雍正 8 年
乾隆时
乾隆 49 年
同治 9 年

结语：走向世界
自汉代或更早时期，不同姓氏的汉人先祖就已经落籍海南。而落籍海南的原因
不外包括：（1）受历代王朝委派进驻海南（武职官兵）；（2）被授任或调任于海南任职
（官吏）；（3）被贬或自愿流放到海南（官吏）；（4）逃避战乱，尤其是朝代更替之际
所发生的战乱而迁移海南（官、兵、商人、平民）；（5）登陆海南进行通商贸易或其他
谋生活动（商人、平民）。据《北史》、《隋书。谯国夫人传》、《旧唐书。冯盎传》和
《琼台外记》（王佐）记载，冯、冼、王三姓汉人是最早在海南岛落籍定居的姓氏之一，
其他姓氏大部分是在宋代以后才落籍海南岛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从福建移民而来的。
早期虽有杨姓族人登陆海南，但是大部分海南省杨氏支系都是在元末或明初期落籍海
南的。来自官员和文人背景的杨氏支系对海南文化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
民国初期，民不聊生，众多的海南杨氏后代则纷纷下南洋谋生，大部分先到星
加坡，再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地方，尤其是马来西亚、汶莱、泰国、印尼等国。大部分
落脚星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海南杨氏先贤，都是以经营咖啡茶餐店为主。由于海南杨氏
同乡家庭非常注重子女教育，培养了众多专业人士后裔。再后来，海南杨氏菁英后代
则纷纷走出世界，迁移欧洲、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海南省杨氏支系因此满门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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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海南杨氏的谱系脉络
时公房
杨时→杨迪→→杨昭由 。。
。。
。。
。杨万年→→杨松
(越数世-待考)
→杨昭达
→杨柏
→杨桧→→杨琴→
→杨瑟
→杨大经→杨邦昌
→杨迥→杨航→杨胄→→杨大纶→杨邦瑞→杨□□→杨□□→
→杨遹
→杨适
→杨造

（广东茂名市石浪杨氏世系记录）
（广东湛江仁福裔孙世系记录）
（待考证）
（海南文昌市昌久杨氏世系记录）

→杨于聪
→杨文政 →？
→杨伯遇→→杨于坍
→杨循
→？
迁琼始祖
→杨伯通→→杨于彦
→杨允文→→杨有祝→→杨英
→杨乃圣
→杨惟中→
→杨于献
→杨仁福
迁琼始祖
→杨伯县→→杨于恩
→杨有禄→→杨惇仁→→杨乃文→杨跻
→杨于廉
（仁禄） （以惇）
迁琼始祖
→杨论
→杨仲奎→杨保孙
→杨伯俊→→杨讲→杨君矩→
→杨仁寿 →杨以文→→杨仲智 迁琼始祖
→杨议
（以仁） →杨仲贤 迁琼始祖
→杨仲荣 迁广东始祖
→杨仲华 迁广东始祖
→杨伯杰，承嗣惟正
迁琼始祖 →杨宏凯→杨启丰→杨宗颖
→杨英→
→杨伯伟→→杨瑛
→杨允武→杨观→→杨宏亮→杨孔文→杨英
→杨谍
→杨载 迁琼始祖 →杨旺→杨时茂→杨仲任→杨源→杨敬
→杨于谦→杨君福→→杨皓→杨桂→杨厉→杨有直→杨升
（观德）→杨昉→杨华→杨文瑞→杨德孙→杨志嗣
→杨于彬
→杨宝
→杨观显→→杨桂林→→杨德 →杨英
迁琼始祖
→杨惟正→杨伯杰→
→杨聪→→杨实
惟中五子承嗣
→杨玉琏
→杨于都→
→杨桂馨→杨金→→杨玉琦
→杨玉瑄
→杨玉玖
→杨桂华
→杨玉聪
→杨桂芳→杨金进→→杨玉安→杨柳琏
→杨玉季
→杨桂春
→杨观缔
→杨于荀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