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怒族的重要文献

怒族没有文字。新中国成立前，尚未产生本民族的专家学者。由于大山
与大江阻隔，涉足怒族地区的内地专家学者也寥若晨星；清代前的古代典籍
中记述怒族的文字更是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祖
国内地的诸多研究机构派出大批专家学者深入怒族地区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
研究，当地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加入到怒族研究的行列中。研究范围包括
怒族的源流、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人口分布、语言文字、社会组织、政治
组织、经济形态、宗教信仰、婚姻家庭、文化教育、道德风习等。研究范围
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就怒族研究问题，有的专家还发表了 《怒族
研究史略》 ① 的著述，对怒族研究的历史作了综述。

第一节
《蛮书》

怒族源流、史志概况类

唐代樊绰著。怒族先民生活之地——
—
“怒江”一词最早见于此

书，即“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学界认为，“怒江”因怒族 （怒
人） 在此居住而得名。这说明早在唐代前怒族先民就已迁徙到此地。
《元史》

志第十三·地理四中称怒族先民为“庐鹿蛮”部 （当时被称为

“庐鹿蛮”部的还有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云南昭通一带的彝族），主要分布在
今澜沧江两岸的兰坪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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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祥： 《怒族研究史略》，载 《怒江州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怒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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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夷传》
中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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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钱古训、李思聪著，这是直接使用“怒人”这一称呼的

最早文献 。
①

《征集菖蒲桶沿边志》

菖蒲桶 （今贡山县） 行政公署按民国年间云南省

族

政府统一要求而纂修的手稿本，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志书。此书资料全面系统，

全

对研究贡山各民族人文地理、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

《知子罗属地志说明书》

莫舆衡等辑印，为民国 9 年 （1920 年） 抄本，

全书 6500 字。知子罗为怒江州原碧江县所在地。该书分述了全境略图、名
义、沿革、位置、疆界、面积、地质、地势、山脉、河湖泉、气候、物产、
人口、产业、政治、古迹、地方志等。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知子罗地区怒族情
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兰坪县治绘图地志说明书》

赵耀基等辑，为民国 10 年 （1921 年） 钤

印抄本。书中对怒族先民的概况做了记述。
《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

该书由保维德纂修，为民国 20 年 （1931 年）

钤印钞本，4.2 万字。较为全面地记载了今福贡县境内傈僳、怒族地区社会、
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福贡怒族以及怒江州历史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贡山风土人情》

陈应昌著，作于 1934 年。该书由地势、气候、大事

记等 23 个部分构成，概要地对贡山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作了记述。对研究贡
山阿怒人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开发怒江边陲之设想》

杨庆国著，作于民国 30 年 （1941 年）。作者

于民国 27 年 （1938 年） 到怒江公干，对怒江的历史、现状特别是国际环境
中的怒江了解较深，怀着忧国忧民的情丝撰献此文。文章根据怒江的实际及
英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事实以及一些国土将落入英人魔掌的残酷现实，
提出 了很多有见 地 的 建 议 ， 对 于 研 究 民 国 元 年 （1912 年） 至 民 国 30 年
（1941 年） 的怒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编写组编，云南人民出版

社 1977 年版。该书认为，怒族是居住于云南境内的最早的居民之一。
《怒族》 刘达成著，载 《思想战线》 1980 年第 2 期。该文认为，怒江地
区的怒族可能有两个来源：第一，居住在福贡、贡山两县，自称“阿怒”和
① 《怒族简史》 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怒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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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的怒族是最早的土著居民。第二，居住在碧江县自称“怒苏”的怒
族，从“怒苏”这个族称来看，与今日大小凉山的彝族“诺苏”的意义相同。
元代称建昌 （今西昌）、乌蒙 （今昭通一带） 的彝族均为“卢鹿蛮”，而元代
文献中同样称居住在兰坪、澜沧江沿岸的怒苏人为“卢鹿蛮”。居住在碧江地
区的许多怒族老人都说他们数十代前居住在丽江、剑川一带，后来逐渐移到
兰坪一带的澜沧江两岸，最后才进入怒江。
《云南省碧江县地名志》

碧江县人民政府编，1985 年 9 月内部刊行。

该地名志设前言、碧江县概况、行政区划、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
物、自然地理实体和附录。共收录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400 条。
《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

王叔武著，载 《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

出版社 1987 年版。该文认为，怒族来源于云南古代三大族群之一的氐羌族
群，怒族先民是居住于昆明的乌蛮分支中的路蛮。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地名志》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编，1988 年 8 月内部刊行。该书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地图、前言、贡
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概况、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
自然地理实体、附录。共收录地名 934 条。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编，1990 年 1 月内部刊行。该志设有前言、凡例、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地图、兰坪概况、彩插、行政区划和自然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人工
建筑、自然实体。共收录地名 1408 条。
《怒江边的怒子》

严一德著，载 《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出

版社 1991 年版。该文认为，怒族是居住在怒江边的土著民族。除此之外，尤
中的 《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王文光的 《中国古代的民
族识别》（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龚佩华的 《浅谈族称》（载于 《民族学
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2 年版） 等著述，对怒族的源流问题都阐发了诸
多精辟的见解。
《怒族》

段伶著，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民族知识丛书》 之一。该

书设有：神奇的地方、烟海寻踪、奇特的氏族标志、他们究竟说多少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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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联亲”、别具一格的耕作技术、从“牛”说起，精美的工艺、漫话衣食

怒

住行、婚恋趣闻、葬俗概览、看不见的世界、男猎手顶礼膜拜女猎神、古色

族

古香的摹拟舞蹈、富于想象的口头文学、小城春秋等 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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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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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怒江州州志编

纂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 《云南省地方志丛书》 之一。志
书上限自中华民国设治始，下限至 1990 年，全面而准确地记载了怒江州各

族

族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礼仪习俗、文

全

化教育、宗教信仰，如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怒江地区的民族工作，

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方针和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客观地记述了 40
多年怒江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程。志书并设专章较全面地记述了怒
江州境内怒族的源流、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文化
宗教等。
《碧江县志》

云南省怒江州傈僳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云南

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志书上限自 1912 年设治始，下限至 1986 年 12 月 25
日撤销碧江县建制。该志书记述了怒族源流、迁徙、丧葬服饰、饮食、居住、
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为了解、研究今福贡县怒族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教育志》

陶天麟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 《云南省地方志丛书》 之一。该书从大事记、概述、幼儿教育、初等
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育管理、教师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经
费、勤工俭学等 13 个方面介绍了 1910 年以来贡山县的教育情况，其中包括
了怒族教育的情况。
《云南省福贡县地名志》

福贡县人民政府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版。该书设前言、福贡县行政区划表、福贡县概况、行政区划及居民点、企
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及附录。该书较详细地记载了本县所
辖地域内地名的来源含义及其演变过程。共收录地名 1217 条。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情知识 ３００ 题》

李绍恩主编，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该书以问答的形式完整、系统地介绍了怒江州的州情，具有活泼、明
快、易记的特点，是一部较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怒族文化史》

陶天麟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 《云南少数民

族文化丛书》 之一。该书是一部史论结合的怒族文化专著，共分 10 章 30 节
59 个子目，囊括历史源流、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各种经济类型的发展与演
变、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知识技能与文化传承、科
学技术与传统体育、文物古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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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贡县志》

云南省福贡县地方志办公室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版。志书上限起于中华民国元年 （1912 年），下限至 1986 年。书中专设怒族
一章，记述了福贡境内怒族的源流、族称、人口分布、婚丧、语言文字，为
了解怒族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怒族教育史》

陶天麟著，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全书分概况、

怒族的原始教育、怒族学校教育的产生 （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教育及怒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教育等几个部分。该书对有史可考的 1000 多
年的怒族教育史进行了全面的记述，在原始教育及学校教育研究方面取得
了突破。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云

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该书在 《人口》 一章中，记述了维西怒族是在清雍
正八年 （1730 年），今贡山、福贡境内的怒族派代表到康普向女土千总禾娘
上贡黄腊、麻布、山驴皮等物，要求接纳为民，经层层向上禀报，清廷允准，
决定在怒江上游地区实行羁縻之制，将 111 个村寨划属维西土司弁目统管，
此后，怒族人口逐渐入县境，与傈僳族掺杂而居的经过。
《新编怒江风物志》

赵伯乐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全书设

怒江概览、风景名胜、边陲重镇、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节庆、风
味特产、奇花异木、珍禽异兽、交通与旅游服务等篇章，图文并茂、翔实地
介绍了怒江州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风物特产。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志》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

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 《云南省地方志丛书》 之一。该志书专设
一章介绍了兰坪县境内怒族的族源、社会形态、婚姻、丧葬、生活习俗、宗
教信仰方面的情况，并以图片的形式介绍了怒族“祭山神”“阿楼西杯”、织
麻、婚俗“跳菜舞”等风土人情。
《
“三江并流”区的怒族人家》

李月英著，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该书

较完整地记述了贡山怒族的族源与迁徙、历代行政隶属、居住生态、生活方
式、住屋形态、服饰、饮食、交通运载方式、各种宗教传统节日活动等内容，

中

为了解和研究贡山县怒族支系阿怒的读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国

《怒江印象》

高舜礼著，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 年版。该书是一部以怒

江峡谷的游览观光为主，兼及民俗风情、逸闻传说、社会文化、风土掌故、

怒
族

历史地理等为一体的旅游、民俗、文化、休闲类读物。书中有多处有关怒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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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彩描述，值得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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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研究》

云南民族学会怒族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创刊于 2005 年 12

月，为内部年刊。该刊物开辟了文献档案、学会工作动态、学术交流 （论

族

坛）、社会调研、民风民俗等栏目，是交流、展示怒族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和

全

平台。

书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之一。该志书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贡山 100 多年来兴衰起落的历程和不断发展的轨迹，重点记述了
贡山县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成绩和经验。该志书专设一章，记述了
贡山境内怒族的源流、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文化、
宗教方方面面的情况。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民族

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之一。全书分上下两册，
260 余万字，上限起于发端，下限至 2000 年 12 月末。该志书实事求是地记
述了怒江州的历史与现状，忠实地记录了怒江州各族人民世代奋斗、兴衰荣
辱的斗争史、革命史和发展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志中怒族
一章共分七节介绍了怒江州境内怒族的源流分布、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生
活方式、婚姻家庭、礼仪习俗、节庆等，为了解和研究怒族的读者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 编纂委员会

编，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全书共设 11 章，详细记载了截至 2005 年，
文物战线的广大职工在怒江州先后发现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的
130 多处文物遗迹。包括古遗选址、墓葬、古建筑、古渡口、古桥、关隘、
古道、岩画碑刻、摩崖题刻等，并附有若干图片资料。为外界了解怒江、认
识怒江、研究怒江州境内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
贵资料。
《怒族》

怒江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 《怒

江州民族文史资料丛书》 之一。该书分有怒族概况、怒族研究史略、本族学
人论术篇、当家做主谱新篇、跨世纪发展篇、民族团结篇等 6 个板块，共收
录了 12 篇论文和 30 篇回忆文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怒族人口、语言文字、
民族族源、迁徙、社会宗教、文化、科技、历史事件及民族关系、民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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