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见古籍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略述

胡 彬 彬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为记述 五溪 地区苗族历史重要资料, 民国陈心传编著, 现藏湖

南邵阳市松坡图书馆, 为马少侨先生上世纪 50年代交付予政府之抄本, 卷首马氏题语曰: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为基督教徒陈心传所编著。原书尚未刊行。此抄本系三叔子谷在湘

西所得,一九五六年六月转赠于我 一九五七年十月以此书装订成册, 用赘数语, 以志以书

之所自云。 笔者观览此书之后,深觉其学术价值,遂对该书成书经过与价值,稍作考索引申,

介绍于学界。

(一)作者与成书过程

考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之 卷首语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重编序言叙 ,以

及书目篇章与内容可知, 该书的撰编署名作者有三:分别为明代沈瓒、清代李涌、晚清至民国陈

心传;另有作卷首语和校注者马少侨 、序一 作者陈庆梅 。

本书的始撰者, 为活动于明代景泰至弘治年间的沈瓒, 生卒具体年代不可考, 辰州府志

中载其成化年间任辰州府教谕。 这与他自述 余赴辰教越三年 是一致的。沈瓒虽是江苏昆

山人,但他入乡随俗, 颇留心异域 , 不碍于 谿山限隔 , 屡游历于五溪, 访问苗俗, 周咨博

采 , 于前人 旧图与诗 基础上, 更新题咏, 而又编摩事实为之志 。他所撰编未完的 五溪蛮

图志 ,乃今之所存的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之最初本。沈瓒撰此志,其身份立场一是国家与

民族的立场: 蛮壤陋俗, 固无足取者,然而在我皇明幅员内之有关于舆地典籍, 容可不录乎?

二是文人士大夫的身份: 顾余学问肤浅, 闻见溲陋, 罔克囊括,咀嚼为文章, 不过直述山川人

物,古今事迹,以资天下贤士、大夫,观览笑谈而已。三是游客身份: 礼曰: 君子入境问俗 ,五

溪遐避险绝,人不易至。有是志,举目一览,则虽不入其境, 而亦可以知其俗之大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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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历代说法不一,此书中指湘桂黔边境地区之雄(熊)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五大水系流经区域,涵盖今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之鹤城区、洪江、沅陵、辰溪、溆浦、中方、会同、麻阳、新晃、芷江、靖州、通道县、邵阳市西南部

之隆回、洞口、武冈、新宁、城步、绥宁县,今贵州省铜仁地区、黔东南地区之沿河、松桃、万山、江口、岑巩、镇远、施秉、三穗、天

柱、锦屏、黎平等县(区) ,以及广西桂林市与湖南西南部为邻的龙胜、三江等县。这一区域,系苗族主要世居地。

1984年,湖南省古丈县党史办曾以培训民族干部之需,由马少侨先生整理一节选本打印发行, 与此本不同,具体参

见马少侨: 陈心传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序 ,马少侨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书序

集 , 2002年印刷。

以下引自此书内容不一一注明出处。

马少侨( 1920- 2006) ,号啸樵,湖南隆回荷田乡人。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地方史专家。

陈庆梅,籍贯与生平年代不详。曾为民国中央政府 特种问话考察团 干事,后来任 特种部族考察团特区师资训练

所所长 ,一度在湘西苗族地区兴办学校,培训师资。

参见明万历二十五年 辰州府志 之 职官 。



李涌,据清乾隆二十年( 1755) 泸溪县志 载, 字鲸来, 泸溪潕川人。清雍正拔贡,后为举

人,学识渊博。曾做过 泸溪县志 的主纂。他对家乡五溪地区的风土人情,是耳熟能详的: 苗

僚聚族于其间, 记言猩鼯杂处,椎结之陋习,鴃舌之喧嚣。自唐虞以来,梗化横行,叛服不常,相

传为盘瓠遗孽。他认为 其事荒唐不经,亡足谭已 。他还认为,沈瓒所撰 五溪蛮图志 , 是在

昔人绘图题咏,攟摭事迹 的基础上, 复加润色 而为之志 的,也不全足可信。所以,李涌

一方面秉着 岂敢菲薄前人,而妄删之哉 的尊古敬贤态度, 故仍其旧稿而存之 ;另一方面,则

搜往证今,重加参校,予录成帙,非欲以传讹也 。李涌虽有如此抱负,也曾一度对沈瓒残稿重

加整理,但最终还是 又未竣事 。

陈心传,原名陈敏奇,原籍湖南邵阳武冈。因自幼失怙,母亦从人,他从小就被德国人所创

办的基督教教会所收养。后入教会学堂读书,并通晓英文、德文。民国初年, 作为德国籍牧师

的助手,曾布道于贵州天柱、锦屏一带。尔后,转为中华基督教教会沅陵教区牧师,长期传教于

湘西地区。他在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所作 序二 中,叙述了他传道和撰书的经历:

余宣道于湘西沅、泸、乾、古已七年。 此七年间, 余与苗民, 常相往来,每见其俗, 尚稍异者, 皆为一一

笔记之,乃以编成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一书 本书原名 五溪蛮志 , 为一未编竣事之残稿。民国二十年

春,余于泸溪县府得见之, 为余友文与庠君 所藏 民国二十三年春, 余送小女去乾城良璋 就学, 沅陵经

道泸溪,复于余友文与庠君处, 得见原志杂陈于其案头典籍间。遂立志, 欲借抄一卷。自此后,余每乘教务之

暇,将原志细加考校。知其传来之年代, 要远在明朝以上。至明朝成化六年,始由昆山沈廷器先生编订成志,

复以未脱稿故,过三百八十年, 至废清乾隆十六年, 复由潕川李鲸来先生重加一度之整理, 又未竣事。

复考原记,多与今事不相符。尤其所记风俗, 几全无与今相对者。究之, 知其缘自乾隆重修后至今, 又去百八

十余年矣。

陈心传在序言中直言续撰的目的, 是 欲以贡献社会,冀望一般有心改进苗族者,起予赞

襄,俾能移风易俗,而使与我汉族同化得彻底是为幸 。此外,陈心传在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之 重编序言叙 中, 还叙述了他将部分章节发表于当时的报刊, 以及初稿丢失、出版未竟等情

况: 本书初稿,定名 五溪苗族风土记 , 旋以余宣教保靖,去秋 得张君民戎为携往芷江鄂、

湘、川、黔四省边区绥靖公署 边声 月刊发表。当蒙将第四集 五溪兵事 部分刊登于其一卷四

至七期 边区文献 栏以后,前 特种部族考察团 团长周灵殊先生(该团于民二八在湘西考察特

族)忽自衡阳来信,谓伊友人设计出版 湘西丛书 ,特介绍拙稿加入付印,嘱速交邮寄去。时恰

边声 停刊 余即去函,请勿以拙稿移送他报,祈代交邮掷还。过数日, 原函批回,谓 绥署

结束,无处投递 。复致函张君,三启未见一复,于是该拙稿乃告遗失!

(二)主要内容与历史文献价值

今所见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集明代沈瓒始撰稿、清代李涌续撰编稿, 以及民国陈心传

再续重编增订稿于一体, 全书约 20万字,凡四集, 39篇。其具体卷集、篇章内容为:第一集:五

溪图案与图配诗。原书分别绘有 五溪图 、新增五溪新图 、五溪苗族风俗图 共四十六幅,

今仅见存一幅。但与图相配的五言、七言诗, 今尚存四十四首, 轶失二首。第二集: 五溪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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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庠:据今存泸溪县图书馆 民国时期泸溪县国立公职教职员在册档案 载: 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冬,任县城

关公立完全小学训导主任兼生物教员。 民国二十二年春至二十五年任县城关公立完全小学校长 。

良璋:指民国时期由中华基督教教会在湘西乾城所创办的 良璋教会学堂 ,抗日战争中停办。

应为二百八十年,当系抄写者笔误。

陈心传作此 重编序言叙 时为民国三十年( 1941) ,去秋,即指 1940年秋。



分列为一,五溪(建置沿革) ; 二, 事要、边防; 三, 溪名; 四, 至到、地理; 五, 风俗; 六, 形胜(计二

篇) ; 七,土产;八,山川;九,公廨;十,寺观;十一, 古迹; 十二, 祠庙; 十三, 名宦; 十四,人物。第

三集:五溪诗。分列为一,古诗; 二, 近古诗;三, 今诗; 四,赋; 五, 铭; 六, 记; 七, 疏;八, 辩; 九,

辨;十,书;十一,杂录。第四集: 五溪兵事。分列为一, 战国; 二, 汉; 三, 东汉;四, 三国; 五, 两

晋;六,南北朝; 七,后五代;八,宋; 九,元;十, 明;十一, 清;十二, 民国;十三,结论。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采照古代地方志 大而全 的撰编方式, 内容含量远非仅单一记述

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一般古代苗族历史文献(如 西南夷改土归流记 、平苗记 、边省蛮事宜

论 、苗防论 ) ,或文化个案、风土民俗(如 苗疆城堡考 、苗俗记 、苗俗纪闻 、黔苗蛮记 、

苗民考 、说蛮 )者可比。从地理沿革到山川河流,从资源物产到生产经贸,从民族神话传说

到民族内部组织结构,从建制到边防军事,从风土习俗到宗教信仰,从文物典籍到名宦人物,无

所不涉,卷篇繁多、内容全面、描述翔实,是有关古代苗族历史文化记述的重要新见古代文献。

其中有价值之新见史料, 无法一一列述,这里仅择要略说一二。

1.此书历明沈瓒、清李涌、民国陈心传三位作者撰编而成,记述了他们当时所见所闻之重

大政治、军事历史事件,以及苗民常态的生产生活、民情风俗和宗教信仰,保留下来五溪苗族地

区各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是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极好材料。如 五溪苗族古今

生活集 的三位编纂者,沈瓒是流官,李涌、陈心传则是 五溪 区域的 土著 。李涌长于苗区腹

地的泸溪潕川, 是清雍乾改土归流时期所产生的本土文化精英分子;陈心传虽身出寒门, 却因

命运使然,自幼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深受西方 博爱 、平等 ,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但他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本土。不同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和方法存在差异, 对事物的认知也

有分别。这就给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多维视角审视下的研究思维范式。

又如,从李涌到陈心传,都大量收录了五溪地区本土知识精英所撰著的有关反映苗族历史文化

的诗文、词赋,传、辨、记, 来作为撰编的增补, 这些有别于地方官府受命于天子朝廷而编纂的文

献,颇有历史人类学上的参考价值。

2.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还补充了古代文献中对苗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漏记或模糊之

处。如有关元朝统治者在五溪地区设 事蛮夷宣抚司 的重要历史事件,在 元史 等文献中,未

见有明确记载。而在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第四章 五溪兵事 中则有重要补充: 至元三十一

年,于会溪设 事蛮夷宣抚司 。同时,还记述了当局 禁约省民峒蛮,止于会溪交易 的史

实。证明了元朝统治者曾对五溪地区实施过经贸封锁政策。又如对发生在清乾隆五十二年的

五溪 勾补惨案 ,缘起 客民 于苗区贩牛,途经凤凰厅勾补寨牛被盗走事件。清驻军把总刘成

玉领军捕贼,借此向勾补寨民勒索敲诈。永靖兵备道员王家宾带兵镇压, 勾补苗民蒙冤而反,

百余苗民惨遭烧死(今该地仍名叫 烧人冲 )。此惨案,后成了著名的 乾嘉苗民起义 导火线。

对于这一重大事件, 有关清史的文献中,仅见于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俞金鳌之 办理勾补

寨苗区一案奏 ,且只记苗民头人石满宜、石老黑、龙老九、龙官音等 滋事 、中伤朝廷 , 而于

事之原委则避不记。而在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中,则有对整个事件的翔实记述。

(作者胡彬彬,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地址:长沙市, 邮编

410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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