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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道婆与上海乃至中国的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她的贡献, 在于提高了上海地

区纺织技术水平,并对从海南带来黎族的技术进行了创新,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上海的社会、经济、人文

环境等因素,这说明元代的上海的农村虽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中,但它依然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另外,

黄道婆对社会和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不仅是传授、发展了棉花纺织技术, 而且大大提高了上海地区妇女的经济

地位,促进汉族与黎族之间的交流, 这才是研究黄道婆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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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道婆是怎样的人?

古人记载中还是有的。历史记载的黄道婆,

又称黄婆, 生于南宋末年淳 年间(约公元 1245

年) , 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闵行区华泾乡)人。元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卷二四记载: 国初时,有一

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 乃教以做造捍、弹、纺、

织之具。 人既受教, 竞相作为, 转货他郡, 家

计就殷。未几, 妪卒, 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 又

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

熏立。祠复毁, 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

无闻矣。 王逢 梧溪集 黄道婆词诗序 云: 黄道

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 1295-

1297年) , 始遇海舶以归。

在这两则记载文字里,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

几点:一、黄道婆是元代人。二、她曾经到现在的

海南,在那里向黎族人学习纺织技术。三、回到松

江以后,改造传统的纺织工具和工艺,使得上海的

纺纱织布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出现新的产品

乌泥泾被 。

但是在民间传说里, 黄道婆的身世就增加了

许多传奇色彩。说她出身贫苦,为生活所逼, 十二

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 她白天下地干活,晚

上纺纱织布到深夜, 担负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受公

婆、丈夫的非人虐待。她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

一天半夜, 在房顶上掏了个洞,逃了出来, 躲进一

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 后来随船到了海南

岛南端的崖州(今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崖

县)。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上海的 黄道

婆的故事 中得到证实。在这一传说里,在介绍黄

道婆身世的中间加入她与道教的非同寻常关系,

这就把 黄道婆 姓名的来历说清楚了。黄道婆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 在这个民间故事里作了交

代,因为她是个道姑, 因此有 黄道婆 的名字, 是

理所应当的。大家都知道,普通人家的女子在古

代是没有正式名字的。所谓 道婆 , 就在客观上

增添黄道婆与道教之间的联想。而民间传说就抓

住了这样一种合理的情节,进行推理,就非常自然

地演绎了这段故事情节。另外, 在这个传说中最

有鲜明色彩的,是黄道婆与棉花纺织的关系,而在

这一层关系里,黄道婆如何发展棉花纺织技术,是

这类故事的中心环节,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

这样的情节内容,也就没有黄道婆的传说。

应该说,黄道婆留给后人的资料实在太少,即

使是民间传说,也是那么的稀少,就更不用说远离

现在的历史资料了, 虽然我们多方寻找,也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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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更多的资料出现, 因此上述这些内容就显得

格外的珍贵。

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很真实地

描述了黄道婆最根本的人文背景和基本特征, 所

不同的是, 历史记载更凝练,更集中, 更靠近当时

的历史现实,因此也就更显得真实、可靠。而民间

传说对黄道婆的叙述,比较亲切、娓娓道来又不失

神奇色彩,也就增加故事的流传性,变成口耳相传

的经典民间传说作品。两者可以互为补充,相得

益彰,也就更能够增加黄道婆人物的立体感、鲜活

感,而不至于只是空洞地将她仅仅作为一个历史

人物, 这就是将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综合在一起

进行论述的价值之所在。

二、黄道婆所处的经济状况和政治背景

黄道婆在纺织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离不开当

时当地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因素, 因此我们

必须要知道,元代上海的农村是什么样子,那时候

的社会发展处于怎样的阶段。如果能够清楚地知

道那一时期的历史, 就可以弄清楚黄道婆对社会

和历史所做出的贡献。

现在所说的栽培棉均属锦葵科棉属植物, 俗

称棉花,是一种重要经济作物,一般为一年生亚灌

木,喜欢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直到今天我们

还可以看到那里还有原始类型的多年生灌木或小

乔木。棉花起源于近赤道的热带干旱地区,经长

期自然驯化和人工选择而成近代栽培棉。据说,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 5800年已懂得利

用并栽培棉花。

在宋元之际, 中国引进棉花种植。按照学术

界的通常说法, 棉花是通过南北两路传入中国的:

一条路径是南方, 从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的

海南岛、两广地区,经缅甸传入我国的云南地区;

另外一条路径是北方, 经中亚传入我国的新疆地

区,再到河西走廊。棉花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进

入新疆高昌进行种植, 高昌即吐鲁番。在吐鲁番

盆地, 当地人就称其为白叠。这些在 旧唐书 及

南史 中的 高昌传 都有明确的记载。唐贞观十

三年( 639)平高昌, 置西州都督府, 属河西道。故

唐六典 记载说 西州出白毡 。白毡即白叠, 棉

布也。[ 1]

唐五代时, 内地应该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

是稀有珍贵之物。而棉花种植论者, 常常所引用

的唐朝诗文中的棉布似乎更多地是指 种流行的

新奇之物,而不是指古代所熟悉的东西。比如说,

中唐时, 贾昌在长安,行都市间, 见有卖白衫白

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 法用帛布一匹, 持重

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由此可见 白 布

在当时非常珍贵, 持重价不克致 。由于棉布稀

有,在人世间很少得到, 故在梦幻中出现, 又如李

重在大中五年罢职后, 一夕病中不起, 即令扃键

其门 忽闻庭中 然有声, 重视之, 见一人衣

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 衣白 衣, 在

其后。蔡行己及穿白 衣之人还与李重一起饮

酒、算卜、诊病。当李重从梦幻中醒来时, 至庭

中,乃无所见。视其门外,扃键如旧 。不论贾昌,

还是李重,他们所见到的白 布和白 衣,应该是

当时十分少见的棉花织成的布, 否则就不会感到

那么稀奇。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 棉布是非

常罕见的东西, 为什么罕见? 是因为中原地区尚

无大面积地种植棉花。南方棉花生产与北方棉花

生产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新疆是中国植棉最早

的地区。在东汉墓中出土的蜡质棉花, 证明 1700

多年前中国就已利用棉花了。棉花从印度传入新

疆后,并没有再向内地进行发展,因此找不到宋代

以前在河西及西北地区种植棉花的记载。

江南之所以要引进棉花的种植,主要有这样

的原因: 一是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穿着发生变化,

传统的麻、丝等衣料已经难以满足,因此人们迫切

需要有新的东西来替代原来的衣料。而麻被棉取

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二是人口的增

加,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 l亿大关, 而进入了

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

由于人口的增加,吃饭是个大问题,因此人均

耕地拥有量不能减少。农民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

粮食需求,大量的好农田被用来种植水稻等物,而

不可能用来种麻,因此,用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开始

衰落。

棉花的种植恰恰不需要成熟良田, 因此,从麻

向棉的过渡就成为一种必然。棉花种在当时荒芜

的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既不与原来的水稻田争

夺土地资源,又有了自己可以生存的空间,正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 上海地区的棉花种植就很自然地

被引进,成为上海重要的经济植物。 辍耕录 载:

松江府东面的乌泥泾, 土田硗瘠, 民食不给 。当

时的乌泥泾土壤贫瘠,地质松散,完全不适宜种植

水稻,但是却是棉花生长的好地方。

因此,对于上海这样一个人口集密地方来说,

棉花的种植相当于有了 个新的发展机遇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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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种植不与农田争夺土地, 也不需要麻种植

所需要的那些生态条件, 能在贫瘠的地方种植,同

时上海也有棉花生长所需要的阳光和日照,因此

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收益。在同样的土地面积

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

提供的纤维量。正是这样的条件下, 南方的棉花

生产进行不断发展之后,上海地区就成为这样一

个棉花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

在鸦片战争前,据查 松江府续志 对嘉庆十

五年( 1810)的记载,在正常情况下, 按松江府地区

的棉田面积与亩产量估计,皮棉年产量可有六十

万担。松江地区棉手纺织业很发达, 土布远销全

国,素有 衣被天下 之称,而棉产除本地区纺织等

各项需用外尚有剩余, 输往外地的商品棉年可有

二十五万担。[ 2]

另外一个政治背景就是民族之间的交流较之

过去大大加强了。

大家知道, 宋元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随着宋

辽金元民族交往和民族战争的交错进行,民族贸

易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中茶马互市成为各政权之间民族来往不可或缺

的内容,这样便带动了茶叶加工业和畜牧加工业

技术的改进。

元立国后, 由于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积极鼓

励农桑,大力提倡种棉等一系列重农政策,使元代

的种棉与棉纺业获得了迅速的勃兴。松江府的群

众为了发展经济,遂从闽广引种了棉花。但在初

期,棉纺织技术十分低下。黄道婆回到故乡乌泥

泾,带来了先进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和织布方法,并

把先进技术传授给当地群众, 促使松江、上海一带

的棉织业很快发展起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自宋元开始,江南地区开始

植棉,同时兴起了棉纺织手工业,这一切都为黄道

婆对棉纺织技术的改良和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基础和经济条件。黄道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前

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或者说没有当时上海地区

发达的棉花种植业, 就没有黄道婆技术特长的发

挥;没有当时棉纺织手工业的存在,也就没有黄道

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三、黄道婆的创造及其贡献

关于黄道婆的创造:

(一) 创造了新的去籽工艺

上海地区的棉花就是海南岛的木棉 只是其

外形有不一样的地方,海南的木棉高大,而上海地

区的棉花植株较矮, 但是它们都属于锦葵科棉属

植物。

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文版)第 4卷介绍棉花

时说:棉花, 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籽纤维,原产于

大多数热带国家。植株灌木状, 在热带地区栽培

者可长达 6米高, 一般为 1~ 2米。花朵乳白色,

开花后不久转成深红色然后凋谢, 留下绿色小型

的蒴果,称为棉铃。棉铃内有棉籽,棉籽上的茸毛

从棉籽表皮长出,塞满棉铃内部。棉铃成熟时裂

开,露出柔软的纤维。纤维白色至白色带黄,长约

2~ 4厘米, 含纤维素约 87% ~ 90%, 水 5%~ 8%,

其他物质 4%~ 6%。
[ 3] ( P516)

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卷二四: 闽、广多种

木棉, 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

许,曰乌泥泾, 其地田硗瘠, 民食不给,因谋树艺,

以资生业, 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 率

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

艰。黄道婆自崖州来, 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

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

织成被、褥、带、蜕, 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

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 家计

就殷。

从这些资料里, 我们可以看出海南、闽广等地

所产的木棉,就是现在所说的棉花。只不过,地区

的不同,称呼有所不同而已。

既然是棉花, 要纺织的话就要去除其中的棉

籽,而在黄道婆之前,脱棉籽是棉纺织进程中的一

道难关。根据近年在新疆古墓中出土的棉籽,当

时所种之棉种是所谓的旧大陆非洲棉, 即后来中

国所谓的草棉。此棉种耐干旱, 适于中国西北边

疆的气候, 它的生长期短, 只要一百三十天就可。

所以种植棉花不难。但是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

着坚固, 脱子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 去籽是一

道很费时的工序。此棉种纤维过短, 纺起纱来也

很费力。[ 4]

黄道婆推广了轧棉的搅车之后,工效大为提

高。这种轧棉方法和技术要比外国先进好几百

年。根据记载,这种清除棉花中的棉籽的机器,叫

轧花机, 是美国人 E 惠特尼于 1793 年发明的。

英国纺织业的机械化, 促使美国棉花业市场迅速

扩展, 而工人缓慢的从原棉纤维中清除棉籽却阻

碍了生产, 马萨诸塞州的惠特尼拜访了南方的同

行,弄清问题所在,他就用一道安装在旋转圆筒上

的钢齿轮 使棉纤维通过铸铁分离室上的窄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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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棉籽。由于惠特尼的这项发明, 极其简单, 能够

用人力、畜力或者水力, 都可以办到, 因此被广泛

仿制而被失去专利。[ 3] ( P516~ 517)因此, 可以看到黄

道婆的清除棉籽的工艺在 13世纪已经诞生, 要比

美国人的创造早 4个世纪, 这不能不说是黄道婆

的功绩。

(二) 传授纺织技术

在上海,传统的纺织技术早就被使用,比如纺

轮,是早期人类所使用的纺线工具,至今在国内外

落后地区仍在使用, 直到 20世纪 60年代, 这种纺

轮仍可见到,用它捻纺一些零星的棉、毛絮线。考

古发现上海早在距今六千年时就已掌握了这种工

具,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时期均有出土,同样说

明上海先民原始时期早就纺纱织布穿着衣衫了,

只是衣着的形式无法认知。青浦福泉山良渚大墓

中出土我国第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玉制带钩。说明

氏族贵族的衣着已趋复杂化了。[ 5]

元宋时期, 这种传统的棉花纺织技术依然没

有很大的发展, 而黄道婆的重返故乡,带来新的更

先进的纺织技术, 也给毫无生气的上海棉纺织业

带来全新的面貌。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卷二

四:黄道婆自崖州来, 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

具。至于错纱配色, 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

成被、褥、带、 ,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

然若写。人既受教, 竞相作为,转货他郡, 家计就

殷。黄道婆返回故乡的时候, 虽然上海植棉业和

纺织业已经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为

此她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身边

的人。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

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 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具做

了大量改革, 创造了一整套的 擀、弹、纺、织 工

具,而且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较先进的 错纱

配色、综线挈花 等织造技术。黄道婆去世后,松

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 历几百年之久

而不衰。明正德年间(十六世纪初) , 当地农民织

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 19世纪,

松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这是广大

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也有着黄道婆对

上海棉纺织业的开创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

就棉纺织的各种工具而论, 最值得注意的还

是纺车的改进。棉纺车来源于麻纺车, 而麻纺车

是由纺丝的纺车演变而成的。元仁宗皇庆二年

( 1313年) 我国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他所著的

农书 中介绍了这种纺车, 并且附有绘图说明:

木棉纺车,其制比苎麻纺车颇小。夫轮动弦抟,

莩 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绩于莩

,牵引渐长, 右手均 , 俱成紧缕,就绕 上。这

说明木棉纺车是由苎麻纺车改制而成, 其构造有

纺轮、车架、踏轴三部分, 车之顶端置有 莩,轮上

绕有车弦与莩 相联。操作时手足并用, 两足踏

动踏轴带动纺轮,则轮动旋抟, 莩 随之 。两手

可握棉筒二、三个, 即同时可纺出二、三根纱。这

种三 纺车的利用, 使纺纱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据说这种纺车,就是黄道婆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

反复试验而创造出来的,这样使得用于纺麻的脚

踏纺车变成三锭棉纺车, 使效率大为提高,达两三

倍之多,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新式纺车很快

在松江一带得到推广。

四、黄道婆的贡献

(一) 促进汉族与黎族之间的交流

早在 11世纪, 海南岛的黎族为满足人们日用

之需,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植棉。赵汝适 诸蕃志

说黎族 妇人不事蚕桑, 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

幕 。方勺 泊宅编 记载: 闽广一带纺绩 摘

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 令纷起,然

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

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

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

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

为 贡品 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

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二十余种。棉布比之丝织

物有着许多长处,王祯 农书 说它 无采养之劳,

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

而布,不茧而絮。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

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 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

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黎族民间故事 黄道婆在崖州 : 黄道婆原名

黄小姑。她是七百多年前松江乌泾村人,从小死

去爹娘, 无依无靠.她八岁当了童养媳, 受尽虐待

和折磨, 后来她漂洋过海, 来到海南崖州, 落户在

黎寨内草村。过了几天, 州官果然来了命令:不准

黄道婆在内草村安家落户。她只好到保定村居

住。黄道婆到了保定村,经常在一块琢磨纺纱织

布工艺,并且织出了一幅颜色鲜艳崖州被。第二

天,头人来取崖州被,准备起程上京献贡品。他大

吃了一惊 美丽的崖州被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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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黑粗布。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 命令差人马上

把黄道婆抓来处死。但当差人来到保定村时,黄

道婆早已出逃了。[ 6] ( P214~ 216)

根据这篇故事的后记记载, 在黎族地区流传

的有关黄道婆的民间故事非常多, 但是要整理成

为完整的有情节的耐人读阅的民间故事,已经很

困难了。因此故事整理者在 附记 里说: 关于黄

道婆的传说,在海南岛崖城一带, 流传甚广,近年

来我们曾多次赴崖县调查,想搜集内容比较丰富

完整的作品,可惜未能做到;但零碎的材料还是搜

集到不少, 只不过难以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毕竟黄道婆是数百年以前的人, 如果不是黄道婆

具有非常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也就不可能有这

样的故事流传。因此可以理解, 黄道婆在崖州

是根据早期搜集的作品, 再加上新搜集的材料,综

合加工而成。

对于民间故事来说, 这样的加工难免会被认

为有不科学之嫌,但是在这篇故事里,基本保留了

黄道婆传说故事的真实,反映了黄道婆最根本的

事迹特征,也就是说故事在展现人物方面,辅助了

其他人物的映衬, 特别是与反面角色的冲突和较

量,从而更加显示了黄道婆高超的纺织技术。

(二) 促进了松江的发展

上海在宋代还是一个小镇, 但是到了元至元

二十七年( 1290年) ,松江府成为著名的产布区和

产棉区。大量的从事棉花种植和纺织的人,集聚

在松江,形成繁荣的商业集镇。正由于 以户口繁

多 , 元代开始设立 上海县 ( 元史 卷二六 地理

志 ) ,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到元末,上海不仅是

一个粗具规模的贸易海港,也是华亭、嘉定等地棉

布的集散地。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黄

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来的先进棉纺织生产工

具和工艺,推动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元

朝末年,仅松江一地从事棉纺织业的就有一千多

家。所制棉布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也很高。

布, 松江者佳 ( 嘉禾志 卷六) ,于是松江城的人

口迅速增加,很快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

(三) 改变人们穿着的习惯

到元代,江南地区有了产量丰富的棉花和棉

布,特别是黄道婆的纺织技术的革命,使得棉布成

为生活中的必需品, 也就是说棉布制作的衣服等,

不再是贵族王孙的专用品,普通老百姓也能穿上

棉布制成的衣服, 这不能不说是棉花种植普及以

及纺织工艺提高以后的一大进步。

由于布匹成为人们衣着的原料,因此棉布也

就成为很重要的交易商品。棉花各地都有买卖:

江南花囊头大,而花更多。太仓上海高者六两多

衣。 襄花去江阴常郡嘉兴。北花去路上海松江

各镇。 黄花 所去者娄塘、硖石、江西一

带。对于棉布而言, 更是很重要的交易货物: 至

于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 东重尤墩大布,

常熟稀松,小贩刮装之用。江阴厚实,当大一

例通行。周庄蒋桥连华市名曰道地。 大小尤墩

身分紧而匹实, 刘家庄紧实,新村松隐略胜烧

香山身材,三林塘身分阔,长胜似南祥(翔)珠泾差

池不多。乌泥泾比江阴而较软,章练塘次之,常熟

而多浆,嘉兴各行细者不及松江。 常州各行,

阔者莫如溧水厚实, 小者硬似,无锡各行, 江阴锁

巷阔而匹实, 次则蒋家桥长泾周庄则在其次。常

熟夏布虽出于太仓, 晒白莫过于扬郡,扬州晒白硬

而略缁。 无锡麻布, 乃草不堪各处真麻。

诸暨湖州又加细白, 书坊小号漆器之材。。[ 7]

流传在上海一带的儿歌: 黄婆婆, 黄婆婆,教

我纱,教我布, 二只筒子两匹布。它集中地反映了

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做出的巨大贡献, 人们颂扬

她,怀念她, 修建 先棉祠 来纪念她, 所有这一切

都表达了对这位纺织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人们

歌颂她,是表达对黄道婆的敬重,传播她对棉纺织

技术的追求和执着, 和为上海棉纺织事业奋斗所

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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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and Reality of Huang Daopo

XU Hua long

(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Huang Daopo is always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 of Shanghai,

and even the whole China. Her contribution lies in her improvement of the textile technology of Shanghai region,

and her reform of the textile technology brought from Lizu People of Hainan Island. All these were contributed to the

elements of Shanghai s society, economy, and humane environment , which showed that Shanghai in the Yuan Dy

nasty still had strong features of toleration and opening in spite of agricultural state. In addit ion,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Huang Daopo to society and history did not only lied in her tea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tton textile tech

nology, but also greatly increasing women s economic statue in Shanghai region, and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zu People and Han People.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points in the research of Huang Daopo.

Key Words: Huang Daopo; Cotton Textile; Shanghai;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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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udding Patriarch System of the Oroqen People

LIU Wen ju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Guangxi,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Period, the inner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Oreqen People,

which was still in the period of primit ive society, generated patriarch system in its budding state, including inherited

system, marriage treaty, religious faith, funeral and memorial ceremony, clan pedigree, custom law and so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ystem has its particularity, which is worth researching on its generat ing peri

od, existing situation and the remaining problems on the curr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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