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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端倪探析

高 焕
(黄山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俚”是秦汉时期未融合于汉族的百越后裔一支，也是汉化较迟的一支。古高凉地是俚人的聚居

区，僻居山地，造成了其封闭性和落后性。汉人的不断迁入，古高凉地区开始出现汉俚杂居局面。行政建制的

建立及不断变更反映了对古高凉地的统治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由于汉族移民的迁入及中央政权统治的

不断强化．古高凉地区俚汉民族融合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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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是东汉至宋时期对岭南地区百越后裔一

支的称呼。“俚”的全部分布地域包括广东大部、桂

东、桂南及越南北部。俚人后来西迁到达云南，向南

渡海进人海南岛。逐渐演化为壮人和黎人，俚人之

称在宋代消失。

一、俚的出现

关于“俚”人的出现，不得不提及秦汉时期越汉

之间的民族融合。

秦始皇为平岭南。“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

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

禄无以转饷”，[13这些军士除战死外，全部留戌岭南。

统一岭南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

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遗

戍”；[：w“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

地”；【2W“秦民见行⋯⋯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入其

后，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

者，后入闻，取其左”。[3]捌秦始皇后来又应带兵官

赵佗之请。将15000名“无夫家”之女子徙至岭南，

“以为士卒衣补”。[4]g／3汉武帝平南越后，效仿秦始

皇。“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5]1155新莽时期，也曾

下令将各式罪人“投四裔”．[6]¨阱其中发配岭南的恐

怕也不在少数。

从这些谪戌、徙民的身份来看，绝大多数都是

劳动者。因此或者身怀先进技术，或者具有不同程

度的文化素养，所以秦以后的汉越杂处，为越汉民

族间的自然同化创造条件。再加上朝廷所委派的官

吏，注意发展生产，教民耕稼，导民以礼，化民以乐，

故自秦以后。越汉融合揭开新的一页。

汉初，岭南为赵佗所建南越国统治，这是越汉

融合的重要时期。赵佗政权为维护统治，一方面大

力推广中原汉族的先进技术，引进金、铁、田器、马、

牛、羊：[713a．5-同时又大力推广汉文化。《南粤从录》引

《粤纪》云：“广东之文始尉佗”，从南越国时期的墓

葬中出土有“文帝行玺”、“泰子”、“赵昧”、“帝印”、

“左夫人印”、“右夫人玺”等19枚印章，可作为实

例。更重要的是，南越国还用汉字发布命令，“下令

国中日”。[8阳可见汉字的使用已较广泛。另一方面

赵佗推行“和辑百越”的政策，大量任用百越人为

官。提倡和鼓励越汉联姻，赵氏王族和南越国相吕

嘉(越人)建立家族婚姻，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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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

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s]647赵佗亦

尊重甚至仿效越人风俗，自称“蛮夷大长”，[s酗甚至

“弃冠带”而用越服，《史记·陆贾列传》云“尉佗椎结

箕倨见陆生”。赵氏王室既遵从越俗，亦劝导改变其

陋俗。如越俗“好相攻击”，赵佗劝而导之。汉高祖评

论赵佗的统治时说：“甚有文理。中县入以故不耗

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9m三国吴薛

综评价赵佗时说：“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

官之南是也”．[5】l髓其功不可没。南越国时期越汉之

间出现和睦、团结的局面，这对于发展经济、提高文

化和促进越汉融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考古资料表

明。这一时期的墓葬虽然还保留一些战国遗风和秦

文物，但与岭北汉墓渐趋一致，Do]反映了越人迅速

融合于汉族的事实。

秦汉时期的越汉融合。在广东主要发生在珠江

三角洲以及西江流域一些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但

仍有相当一部分越人因与汉族接触不多，受汉族文

化影响较少，仍然较多保持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保留原来的语言和习俗，这些入史籍不再称之

为越，而称之为“俚”，或“俚僚”、“夷僚”并称，有时

统称为“蛮夷”，分布几遍全省。由此可见，“俚”与百

越有直接的关系。是秦汉时期未融合于汉族的百越

后裔一支，也是汉化较迟的一支。故史书有载，“南

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日蜒、日傻、日俚、日僚，⋯⋯，

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11瑚1

二、俚称解析与俚人居住环境特点

史籍关于俚人活动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东汉

初年。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日：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

属，封为归汉里君”。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南

蛮西南夷传》中提到“蛮俚”一词时说：“里。蛮之别

号，今呼为俚入”。建武，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建武十

二年为公元36年。但若论最早称“俚”之册籍者。为

三国吴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其载日：“广州南有

‘贼’日俚”。

史学界多数人认为“俚”的名称源于俚人的居

住地——山岭。这种看法是有案可稽的。《宋会要辑

稿》载：“俗呼山岭为黎，居其间者号为黎人。”《太平

寰宇记》载：“俗呼山岭日黎，人居其间，号日生黎。”

“黎”字与“俚”字读音相近，有历史关系。《广东通

志》云：“俚，蛮之别落，后汉谓之俚入，俗呼山岭为

黎，而俚居其间，于是讹俚为‘黎’。”顾炎武引《南裔

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俗呼俚为黎”。

既然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可

见，“里”是“俚”的早期形式。另据覃晓船考证，“里”

是壮语li3的音译符号，[12140并且认为既然“里”是壮

语li3的音译字。其晚期形式“俚”也必然是壮语li3

的标音符号。It2]40从语源角度及文献记载来看，“俚”

称源于俚入的居住地——山岭的说法应该是比较

可靠的。

从壮语li，的词义看．很能体现出俚人的居住特

点。li3意为“石山溪谷或山沟”。水是人类生存繁衍

心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古人在寻找栖息地时必然选

择有水的地方．形成傍水而居的格局．这已经成为

史学界的共识。俚人也不例外，他们所居住的环境

均为有溪谷的山岭。

关于俚人的居住环境特点．史料记载也有所反

映。三国时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说：“广州南有贼日

俚，⋯⋯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

用王，自古及今，弥历年纪。”《南齐书·广州郡上》

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

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隋书·地

理下》载：“其俚人⋯⋯巢居崖处，尽力农事”0《隋

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日蜒、日

傻、日俚、日僚⋯⋯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吉先所

谓百越是也”。一言以蔽之，俚人的居住地主要为山

岭地带。

上一小节提到。除“俚”称之外。尚有“俚僚”、

“夷僚”“蛮夷”之称，“蛮夷”可解，是一统称，指俚

人。而“俚僚”、“夷僚”并称，这又是怎麽回事呢?有

必要解释一下。

僚(音老)，“僚”之名的分布十分广泛，几乎遍

及整个南方。在史籍记载中，三国时西南地区出现

了“僚”。《博物志·异俗》篇云：“荆州及西南界至蜀，

诸山民日僚子”。据覃晓船的考证，僚人的名称“僚”

所负载的意义为大，它音意自壮侗语中的la：u4(大)

⋯⋯“僚”之名形成后，便随僚人族群的分化和迁徙

而四处流行，以至最终成了南方许多僚属民族的通

称(或泛称)。如“夷僚”、“俚僚”、“乌武僚”、“山僚”、

“生僚”、“熟僚”、“南平僚”、“葛僚”、“垌僚”等名，称

谓繁多，不胜枚举，显示了僚之广大。[12阳据覃晓船

的论述，僚人有专称与泛称之别，史学界多数也持

此观点，兹不多论，仅以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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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为例，他指出：“凡史籍之止言僚或夷僚联文而

属于梁益地域者，盖僚之专名初义，伯起书(即魏收

《魏书》)之所谓僚当即指此。凡属广越诸州范围有

所谓僚或以夷僚、俚僚等联缀为词者当即伯起书之

俚也。”[13】

三、古高凉俚汉杂居局面的形成

(一)古高凉为俚人的聚居中心

古高凉俚人首见于活动者，是在东汉末年建安

中。当时交趾女子征侧姐妹起义，“九真、日南、合浦

蛮里皆应之”。[]41822据《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汉代

合浦治所在今合浦县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广东新

兴、开平西南、广西容县、横县以南地区，也就是今

桂南、桂西和广东西南部．日南、九真大抵相当今越

南中北部和北部。今粤西化州、吴川、高州、电白、阳

春、阳江、恩平等县及茂名市一带汉时系高凉县地。

属合浦郡。

三国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俚“在广州之

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

千里”。[15】上述五郡分别治今广西的梧州市、贵县、

合浦县、横县、和广东的恩平县。广州，吴永安七年

(公元264年)分交外I置，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大部分

地区和桂东及东南。三国时高凉郡辖地包括安宁

(今阳江地)、思平(今恩平地)、高凉三县。

从两史料记载来看．古高凉地从东汉时就有俚

人活动的记载，不仅如此，古高凉地区一直是俚人

的聚居中心之一，到南朝时，俚人的势力进一步发

展，俚人首领冼夫人娘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

洞。部落十余万家”，[M】l啪究其原因，与古高凉地区

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上文已述，俚人是择山岭而

居的，古高凉地区水的走向是向南流，人南海，四周

有大山包围，既不便于与西江交通，反而易成孤立

形势。如西有云开大山与广西南流、北流河，南通合

浦．北通广信、梧州的交通大道相隔，东北云雾大山

与罗定南江水系盆地分开，因此只沿海岸得以沟

通．这样虽处在汉人入侵的要道包围之下却容易形

成封闭的土邦。这种地形和环境容易造成封闭性和

落后性，致使古高凉俚人到晋代仍处于比较落后的

状态，足可见古高凉俚人是僻居山区后进者的一

支。

(二)汉族移民的迁入

汉族何时迁入古高凉呢?早期入粤汉人主要定

居在珠江三角洲、东江、北江和桂江沿岸的河谷平

原和连接中原的交通线上．西部还是土著的聚居

地。[17m据《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末南海尉任嚣分析

形势时所言：“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

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外I之主，可以立国”，[8M也

可得到佐证，秦汉时期古高凉并未有汉人大规模入

内。而汉武帝平南越设置高凉县，以后随着郡县的

增加，与封建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南来到古高凉

的汉人才不断增多。汉人较多进入这一地区应是魏

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南方相对安

定，中原难民纷纷南徙，涌入岭南，流落各地。进入

古高凉地的汉人应以流民为主。流民，即难民。“百

姓乃从海道入广州”，“逃逸渐多”。【18】删

由于俚人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从历史上说，

俚汉有主客之分，因此，俚汉关系中，俚人居于主导

地位，而汉族则处于受支配地位，在整个社会中，俚

人的意愿或者代表俚人利益的“俚帅”的意愿在某

种程度上会起决定性作用。但俚汉杂居局面的形

成，汉人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必然对古高凉俚

人逐渐产生影响，为俚汉民族融合局面的形成奠定

基础。

四、古高凉行政建制沿革

本小节拟从统治者对古高凉地区统治的介入

这一角度进一步分析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端倪的

形成，分析的出发点就是古高凉行政建制的沿革。

迄今对古高凉行政建制沿革并无列表。故首先对古

高凉行政建制沿革进行列表分析。以取得一目了然

之功效，另外从该表也能进一步反映古高凉行政建

制沿革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古

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端倪的形成，故在列表之后对古

高凉行政建制沿革的一些特点进行了概括分析。

表1古高凉州郡县的沿革(西汉一唐)①

地区年代 属州 扁郡(县)郡【县)治址 所辖古今市县

西汉 高凉县≈警含镰茹：冕盍：羹。“
川等地

。三国广州高凉郡思平思猕苎耋黄精宁
妻喉’”“高兴郡广化县海安输雾盖鬈k西
主 安宁、思平、高凉、产化、地 簧彳、愚干、两球、，化、

东晋 广州 高凉郡 安宁县 莫阳(今阳春)、石门、长
度

黧广州高椰思平县致萎炙盏嚣
!：： 一～ 查兰f壁三墨至垒堕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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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广州
宋康郡 广化县釜肇：乒螽篆詈；裂∑

蕾

海昌郡 主訾甚
高凉郡 高凉

高阳春
宋康郡 广化县

永宁郡

电白郡

高州 (粱置)

(粱置) 杜陵郡

南朝
(粱置)

(陈) 齐安郡

连江郡

古 (梁置)

妻 海昌郡凉 冲日’P

地
南巴郡

(粱王)

石龙郡

罗州
高兴郡

高凉郡(大

靖高州暑主氛囊
郡)

潘州

春州

辩州

唐
高州

恩州

勤州

宁化、威宁、永建、招怀、

兴定．4县在今信宜、化
州等地

高凉、务德

阳春、甘泉(陈设二县)

广化、单城、逐度、海邻、

化隆、开宁、石门、威草、
绥定、奥定

电白县 电白

杜陵县 杜陵县(今阳江地)

齐安县 齐安县

连江县 梁封县(令电白地)

海昌县海昌、宁气妻建、化召、
南八县 南巴(令茂名)

石龙县 石龙县

宋和、宁单、高兴、威成、

夫罗、南安、归安、陈莲、

高城、新建

高凉、连江、电白、杜原、
高凉 海安、阳春、石龙、昊川

(睛置)、茂名(隋置)

茂名 茂名、潘水、南巴

阳春、罗水(均在今阳春
县地1

石龙 石龙、陵罗

电白 电白、良德、保宁

恩平、杜陵、阳江

富肆貅、钼雀1在今化州
注：空白处无内容。

结合列表及史实对行政建制沿革的简单分析。

1．古高凉地区进入行政管辖

吉高凉地区进入行政管辖。有史可稽是从汉高

凉县设置开始的。此后，古高凉地区州郡县的设置，

历代不断，由于行政管辖的介入，客观上给古高凉

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文化以及先进的

生产技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当地

的民族融合，但同时也会给俚人先民套上封建统治

的枷锁。造成俚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

2．古高凉地的行政建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沿革

的过程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高凉

县，今辖境表内已列出。东汉沿其制，前后历时330

年，高凉县不变。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00年)分高

凉县为安宁、西平、广化等数县。魏黄初元年又分高

凉县置高凉、高兴两郡，高兴郡辖地，在今阳江西部

地区。晋承吴制，后把高兴郡并入高凉郡。因郡县范

围过大。不能达到对俚人的有效控制。为了加强统

治，宋、齐、梁三代，在高凉郡境内，先后分置了一批

郡县，特点是郡县小而多，并时常改变。高州政区，

梁大同中(公元527至529年)置，统高凉、宋康等

郡(见表)，梁代的地方政区设置，与前代不同，特点

是把带有监察性质的州级行政区置于郡之上．形成

州、郡、县三级。陈沿梁制。高州政区不变。罗州政

区，梁大同中升罗州县置，与高州政区平行，是梁在

漠、鉴两江流域设置的第二大行政区。陈因梁制。隋

初，并省郡县，废郡留州，实行州管县。地方政区实

行州、县两级。大业初，改高帅I为高凉郡，以郡管县，

郡县两级政区直至隋亡不变。唐代又改郡为州。

3．羁縻方式的命名

魏黄初元年。吴分高凉县置高凉郡。高凉郡仅

是高凉县的一小部分，但吴国的有效统治权力和地

方却稍有扩大。这时，除在原高凉县治置高凉县(今

阳江北)外，还增加了安宁县(今阳江西30里)，原

高凉县其他地区，应还是俚人首领的势力范围。过

了18年，由于高凉县巩固了，才在郡的东北、北、西

北原高凉古县的地区置高兴郡．领广化、海安、西平

等县。从安宁、广化、海安、西平等县的名称可以看

出是一种羁縻方式的命名，或许与当地俚人的顺化

有关。晋时，高兴郡并入高凉郡。刘宋时，高凉郡领

7县，化平没有了，而增加平定、西巩、禽乡等县，宋

元嘉九年，在高凉郡的西南(今阳江县境的西南)置

宋康郡，可见其用怀柔政策取得安乐的愿望，宋康

郡领9县，除原高兴郡治及因地命名的单城、石门、

海邻等县外，其余如化隆、开宁、绥定、威覃、逐度等

县，其名称标示着这些县是用威力或怀柔手段从酋

帅手中取来的。及梁出兵“征俚洞而置高外I”于高凉

郡，战事一直延至大同元年(535年)，高州才正式建

制，同时增置杜陵(阳江西部)、阳春、连江、电白等

郡，可是许多郡的权力仍很薄弱，变动频繁，以适应

朝廷权力薄弱而地方民族复杂和好攻略的情况。南

朝时期以羁縻方式命名的郡县很多，这些郡县，原

是俚人首领，洞主名义上归顺朝廷，领兵将军“承

制”呈报中央，中央颁给郡守，县令诰赦，其实户口

不多，可见朝廷用怀柔政策，将酋帅所统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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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郡县。

五、结语

综上所述，“俚”是秦汉时期未融合于汉族的百

越后裔一支，也是汉化较迟的一支。究其原因，与俚

人的居住环境不无关系。由于俚人僻居山地，造成

了其封闭性和落后性。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古高

凉地区也开始出现汉俚杂居局面．文明程度低的民

族被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所涵化作为一条“铁律”也

必将在吉高凉俚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但由于古高

凉地区俚人的人多势众，俚人的意愿会在某种程度

上起到决定作用，这是古高凉地区俚汉民族关系上

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中国南方的民族行政管理制

度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政权征服

到哪里，汉族就扩张到哪里，中央政权就把郡县统

治的触角伸到哪里。”[19】删古高凉郡县的设置，说
明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已经抵达这里．郡县的不断变

更反映了对古高凉地的统治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

程，因为古高凉地是俚人的聚居区。所以在郡县实

施的同时又伴随着羁縻政策的施行．从深层次的文

化角度来讲，汉俚之间的文化涵化的过程从古高凉

郡县制与羁縻制实施过程中的相互依靠、互为补充

体现了出来。由于汉族移民的迁入及中央政权统治

的不断强化，古高凉地区必然会跟上历史前进的脚

步，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初露端倪。

注释：

(D本表参考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编：<中

The Evid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i
Gao

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

月版：潘理性、曹洪斌、余永哲编著：<广东政区演变)，广东

省地图出版社，1991年11月第l版；陈祖辉：《高凉史略》，

<茂名文史》第3辑(1984年12月)，茂名市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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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n Nationalities in Ancient Gaoliang
Hu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Academic Journal，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Li Nationality(俚)iS a branch of the Baiyue nationality which had not integrated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in the period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ahhough it was to be assimilated by Han

culture in the later period．，11le Li nationality lived together in Gaoliang in the ancient times．a remote and

lonely mountainous area．Due to the remoteness of the area。the nationality remained permanently isolated

from both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remained far more underdeveloped．Upon entering Gaoliang

during the ancient times successively．the Han nationality began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 Li nationality．’rhis

phase resulted in ancient Gaoliang political units becoming more effective as more advanced systems of

administration were set up and developed here．，11le evidence highligh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i and Han

nationalities in ancient Gaoliang area can be viewed鹊an introduction of a powerful central government

via Han culture migration．

Key words：the Li nationality；Ancient Gaoliang；migration of the Han nationality；adminis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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