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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历史文献征集工作的探索 

——以《温州通史》暑期信息收集工作为例 

谢智勇 

Report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ion of Wenzhou 
                     Xie Zhiyong 

【摘 要】在温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具有专业素养的高校历史系师生和本地 

志愿者在温州市图书馆的组织下，相互配合，使得 2012 年《温州通史》民间历 

史文献征集工作收获丰富。以此次活动为例，谈谈此次温州民间历史文献征集工 
作的背景、开展情况、成效与价值以及图书馆在征集活动中的角色。 

【关键词】民间历史文献 温州通史图书馆 

【Abstract】Under the supports of The Wenzhou government, the teachers & students 
from the ENU, FDU and SZU, work together with local volunteers acquired a great 
success in the work named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ion of 2012, "The Wenzhou 
General History”project which organized by the Wenzhou Library. In this example, 
we would like to discuss about the working backgrounds, the progr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value as well as the role of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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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温州通史》自 2010 年立项以来，是温州市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是促进温州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保障。而且，它是温州有史以来第一部 

官修通史，上迄史前下至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 6000 年。根据主编吴松弟教授 

的设想，全书将分总论卷、东瓯国卷、汉唐卷、宋元卷、明卷、清卷、民国卷等 

7 卷约 300 万字，同时还将编写族群史、民俗史、盐业经济史、建筑史、方言史、 

曲艺史等 30 个专题史。作为反映温州地域特色的一部史书，《温州通史》的编写 

并不能依照传统通史的编撰方式，纯粹只是依靠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 

的文献资料来编写上层社会的历史或者说是精英的历史，而应该突破传统的桎 

梏，深入社会底层，充分挖掘民间地方资料，以向下的眼光关注底层社会的历史， 

关注温州先民的生活状态，从而突出温州特色，揭示温州地区独立起源、自身发 

展的文化特色。为配合《温州通史》的顺利开展，温州相关部门都予以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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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文化局吴东局长认为，《温州通史》编纂工程自 2010 年立项以来，鉴于温州 

考古资料少，史料遗存佚失多、历史基础研究工作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要做好编 

纂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其中一个难度即资料收集、线索提供等。这需要广泛发 

动全社会力量，人人为通史献计献策，做出贡献，全面保证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 

温州市人民政府 2011 年 7 月特意发文，嘱各有关单位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全局 

的角度，积极配合通史编纂工作人员做好资料查阅、影印、拍照等工作。要充分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储存资料，推进通史编纂工作的数字化建设。 为 

此， 2012 年暑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温州地区范围内的民间历史文献采集工作。于 

此次征集工作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系统挖掘、搜集藏于民间的温州历史文献资料，保存珍贵历史资料，使 

之得以传之后世。 

（2）为撰写一部温州人民自己的历史——《温州通史》提供文献支持，了解 

温州民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眼光向下的视角关注民众的过去。 

（3）为学界提供温州特有的文献资料与观察视角，有助于学界进一步开展经 

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人类文化学、微观史学等方面的研究。 

2．开展情况 

2.1 活动的启动 

本次暑期文献信息采集工作于 2012 年 6 月 23 日在温州市图书馆正式启动， 

主编吴松弟教授和其他卷集作者亲自带领来自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等多个高校的硕、博研究生，以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分赴永 

嘉、乐清、洞头、文成、瑞安、平阳、苍南、泰顺等县（市）的乡村进行实地考 

察，收集大量的民间文献。收集的文献包括：族谱、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金 

石碑铭、唱本剧本、日用杂书、日记、书信、诉讼文书、善本、药本、路程书等。 

2.2 文献搜集方式与流程 

本次温州民间文献采集与整理工作以田野调查方式为主，多渠道的搜集民间 

文献。2012 年 6 月，温州市图书馆和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为此次活 

动特意制作《<民间历史文献>田野规程与工作手册》，分四部分构成。总论部分， 



简明扼要介绍民间历史文献的学术价值以及收集整理的三个流程即文献搜集— 

目录整理—数字化。第二部分，前期准备。在收集民间历史文献之前，做好工具 

如相机、录音笔、卷尺等准备；尤其要做好前期对该田野点的历史背景资料的准 

备，需要到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地名办公室、文史委、文物保护部门、文化 

管理部门、宗教局、档案馆等机构查找相关资料；通过政府部门召集老人协会、 

家族耆老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等座谈会，了解田野点所存民间历史文献状况，记 

录各种可能提供文献的人员信息。第三部分：收集文献。分族谱、契约文书、宗 

教科仪书、金石碑铭等主要文献。基本上按照情况调查、收集程序、实物记录步 

骤进行。第四部分：目录整理。需要有针对性地按照村落建立文献系统，建立分 

类体系，确立编目原则。 这部分主要是在温州市图书馆完成。 

口述历史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硕博生在李世众老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专门 

制作了《口述历史工作手册》（试用），希望通过口述史料的采集，补充对近现代 

温州地区历史的知识，尤其是加强对本区域市场体系、行政体系和信仰体系的了 

解。问题围绕民间信仰、宗族和村落、统治体系变化与反应、交换与交往、内外 

事件与重大记忆等。访谈对象的选择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访谈内容的可信性。因 

此，先选择当地记忆力好、曾经从事文化工作的老人，保管族谱的老人，本地文 

史工作者等五、六人作为对象，分组进行访谈。一般而言，访谈的内容主要涉及 

移民迁入、宗族繁衍变迁、先祖谋生方式、族谱编修情况、当地风俗习惯等方面。 

如果可能，请访谈者带我们去祠堂、寺庙、碑刻、水利设施等遗迹所在地进行实 

地考察。 

通过文献搜集与访谈，我们基本上能对当地的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与 

地方志、官方文书等文字资料进行核对，便能有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3．成效及价值 

本次暑期温州民间文献采集工作自 6 月 28 日开始，8 月 31 日结束。通过这 

段时期的考察，共搜集族谱 1679 部、契约文书 536 页、宗教科仪书 220 册，唱 

本一册（手抄本），圣旨两道（一幅成化年间残卷，现藏于乐清市大台门村；一 

幅照片，原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碑刻等实物资料若干，收获颇丰。在众多的 



民间文献中，族谱是最常见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文字资料，它记载了一个家族的迁 

移成长、发展繁衍，甚至衰落的历史演变路径。通过对族谱的阅读和研究，我们 

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当地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下面以族谱为 

例，简要分析此次考察的成果。 

温州各地修谱之风颇盛，各姓氏都多次编纂族谱。目前，我们已发现和收集 

了 1679 多种。这些族谱，蕴藏着大量的有关社会、民俗、民族、风俗、经济， 

政治，地理以及华侨等各类资料，它对今天的历史学研究能起到“补史之阙，参 

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 

3. 1 地区分布 

经过依照行政区域的的划分，在本次暑期考察共收集到族谱 1679 种中，属 

于乐清籍族谱 390 种，瑞安籍族谱 423 种，永嘉籍族谱 215 种，平阳籍族谱 219 

种，苍南籍族谱 134 种，泰顺籍族谱 47 种，文成籍族谱 17 种，洞头籍族谱 23 

种，龙湾籍族谱 111 种，瓯海籍族谱 100。沿海的乐清、瑞安、平阳、苍南等地 

的族谱占绝对多数，泰顺、文成等山区县区则由于地域、交通等问题的限制，采 

集到的族谱相对较少。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家谱的数量如此 

之多是令人欣喜的，也是令人惊讶的。这足以说明温州民间家谱数量之多是毋庸 

置疑的。同时也提醒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与浙北杭嘉湖平原和浙中金衢盆地 

族谱大量散落在外，藏于公家不同，温州地区的谱牒资料大部分藏于民间。这就 

要求我们充分深入民间调研，才能获取大量的谱牒资料。 

3. 2 修纂的年代 

在本次考察活动中，未发现元代及其以前的族谱资料。在收集的族谱中，编 

撰时间最早的家谱是修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瑞安薛里的薛氏宗谱，可惜宗族或许是 

鉴于保存的考虑，未能拍摄到原始的手写本，只收集到复印本。在这本族谱中， 

大部分的笔墨在于世系的记录。它从薛氏宗谱第五世徵卿公及其弟到他们的子孙 

第二十四世孙继志、继善等人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包括他们的姓名字号、出生年 

月、娶妻生子以及主要事迹和功名。世系时间截止到嘉靖年间，说明此谱所述的 

万历年代是可信的。 



清代修纂的族谱有 113 种（见附表），其中最早的是苍南县金乡镇纺下村陈 

氏宗族于康熙辛丑年纂修的《陈氏宗谱》。乾隆年间修纂的族谱有两种：一是泰 

顺县雅阳镇塔头底村季氏宗族于乾隆五十九年修的《季氏家谱》，一是乐清市蒲 

岐镇娄岙村乾隆壬午年所修的《陈氏宗谱》。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陈氏宗谱》，此 

谱为手抄本，保存状况基本完整，部分页脚有虫啮现象，但基本不影响整体阅读。 

封面为牛皮纸，正文为宣纸，前有谱序两篇，谱序一署名为十三世孙开芳、十四 

世孙秀龙于乾隆壬午年。谱序二题名为《续修家谱续》，署名为末孙秀龙书。乾 

隆以后的族谱修纂的年代则主要集中在道光至光绪年间。民国修葺的族谱有 301 

种（见附表），主要集中在平阳、瑞安、乐清、苍南、永嘉等地。 

共和国建立之后，温州地区的族谱修纂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据统计，共和国时期 

修葺的族谱有 1202 部。即使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全国大规模打击宗族、 

摧毁族谱的风潮之下，温州家族修谱的情况也是十分普遍的。可见，解放后，温 

州人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力量依然十分强大。 

2012 年 6 月底至 8 月底暑期征集的温州地区宗谱的年代统计 

年代 

地区 

乐清 

瑞安 

永嘉 

平阳 

苍南 

泰顺 

文成 

龙湾 

瓯海 

洞头 

1（万历） 

31 

23 

5 

23 

13 

8 

1 

8 

1 

106 

68 

20 

38 

23 

6 

9 

17 

13 

1 

明代 清代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 

国 

251 

319 

173 

156 

97 

33 

7 

83 

61 

22 

3 

25 

2 

13 

17 

2 

1 

年代不明 

宗谱：1679 部；契约文书：536 页；宗教科仪书：221 册。 



3.3 族谱的价值 

3.3.1 补史之阙。族谱记载着一宗一族繁衍发展过程的历史，具有连续性与原始 

性的特点，它收录了很多其它文献所没有的材料，特别是那些为正史方志所不收 

的第一手资料，这就补充了其它文献之不足，使族谱具有它独特的资料价值与功 

用。 

3.3.2 参史之误。史志书中的某些资料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人们的知识水平和 

认识水平有限，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资料就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谬误。因此，必须 

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鉴别、校勘。族谱作为直接资料，可作为考证资料的重要参 

照，能起到“参史之误”的作用。 

3.3.3 详史之略。《温州通史》的编修所需要的资料内容当然是非常广泛的。但是， 

有些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的材料，文献只作了概述性的记载，或者只提供了观点性 

的资料，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资料，族谱资料在某些方面恰恰补充了此种不足，从 

我们已收集到的族谱看，它所记载均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世系，源流、诰敕、 

字派、家训，族规、宗规、荣典，仕宦、选举、教育、征役、传记、墓志铭、碑 

记、祠堂记、祭文、寿文、遗嘱、对联、题词，等等。其翔实具体的程度，均为 

其它文献所不及。族谱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为 

我们了解一代社会风貌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3.3.4 续史之无。族谱中记载着宗族里代代相传的人物，有些人物的事迹或许没 

有重要到记录到地方史志书里，但是对一个基层的组织单位如村、镇历史具有重 

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在史志书里籍籍无名的人物，或许推动了该地方的繁荣 

与发展。《温州通史》的编纂，需要把一个地方的脉络梳理出来，离不开族谱中 

对这些人物的研究。 

4．启示 

由于温州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素养，民间历史文献大多散落在社会底 

层，具有数量极多、类型多样、分布零散等特点，这为搜集与保存带来了极大困 

难。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历史文献并未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文献的 

保护与传承遇到了重大冲击，比如重要历史文献遭腐蚀、虫蛀、水渍而带来的残 



缺、模糊，大大降低了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由于不能带来直观的经济效益，众 

多民间文献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中几经波折，面临消亡的厄运。这些现实状况不 

禁让人感慨：这些经历数次政治运动而幸存至今的历史文献未来茫茫、生死未卜！ 

短短两个月征集来的民间历史文献虽然硕果累累，但是与数量众多的散落民间的 

历史文献相比，作为文献征集的职能机构之一，图书馆必须加快民间历史文献的 

征集。 

在《温州通史》编纂的大背景下和对民间历史文献重要史料价值的认识下， 

温州市图书馆已于 2012 年 1 月在温州瓯海区召开温州市地方文献工作会议暨民 

间文献征集项目启动仪式。征集的工作团队由温州本地图书馆人员和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等高校师生组成。征集采取实地考察、访谈、拍摄等方式，在 13 天内 

即拍摄家谱百余种 604 册，碑刻 53 通，契约 360 余张，科仪文书 352 份， 

以及大量村级档案、老照片、访谈音像资料等。收获非常丰富。这次暑期的征集 

活动，无论从采访者、采访对象、采集乡镇点、采集到的文献都有了更大的提升。 

图书馆本来的功能是作为征集的主体去征集文献。但是温州市图书馆在这次暑期 

的征集民间历史文献的活动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织者。他招募了一批志愿者， 

根据提交的温州各县（市）区具有典型性的乡镇，联络乡镇相关部门，在采访者 

的食宿、交通等方面做好安排。在一个采集点到另一个采集点之间做好衔接工作。 

同时在图书馆安排工作场所给部分志愿者做好后期编目工作。这给我们的民间历 

史文献的征集带来了很多启发。 

4.1 政府的支持。《温州通史》资料采集由于温州市政府的支持，在温州地区的采 

集工作得到了基层的支持，进行较为顺利。在采集民间历史文献时，基本模式是 

由镇政府相关部门召集老人协会、家族耆老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等座谈会。后者 

是十分乐意参与的。由于民间历史文献分布零散，加之语言不通导致交流存在障 

碍，为此，我们与当地文史工作者合作，借助他们的向导与翻译，才得以顺利开 

展工作。通史编纂时期，是一个征集的黄金时期。需要好好把握。同时在普通民 

众中加大宣传，鼓励他们将文献原件或复制件主动送到图书馆保存或者允许图书 

馆复制。 



4.2 高校历史专业师生的参与。采集民间历史文献（包括口述历史）是当今历史 

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需要经过一番专业训练。为此温州市图书馆、厦门大 

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近代温州地域社会研究群特意制作简明 

的指导手册，极大地便利了志愿者和历史系学生的采集工作。尤其是作口述历史 

的时候，两三人一组，博士带队，硕士带本科、高年级带低年级的组合，让这项 

工作达到了搜集的目的，也锻炼了新人的能力。高校历史专业师生的参与为采集 

提供了专业支持。今后希望征集一批能从事民间历史采集及口述历史的专业者。 

也可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进行专门培养。加大与高校的联系。推荐有兴趣、有基 

础的人员去高校参加采集的理论和实践的培训。 

4.3 志愿者队伍的建立。本次工作温州市图书馆招募了一批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同学作为志愿者，共 70 位。他们在这两个月里主要是拍摄、后期目录的编制， 

同时在信息搜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志愿者大多数为温州（地区）人，能 

与当地老人进行方言交流，便利了来自上海高校的研究生、本科生对当地老者的 

采访，起了中间翻译的作用。通过这次活动，也能培养温州青年爱家、爱乡的情 

怀。 他们的工作看似单调平凡，却大大加快了采集工作进展。必须认识到图书 

馆自身没有那么多人力去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采集。所以要加快志愿者队伍建 

设。可以面向温州高校招募一批愿意从事此项工作的学生。并建议学校将之纳入 

青年志愿者的系列活动中。 

4.4 普通大众爱家、爱乡的情怀。当地老人协会、家族耆老对采访者的到来是十 

分热情的，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乡镇政府对采访者已经经过事先的介绍。更重要 

是出于爱家、爱乡的情怀。他们对自己家族、村镇的历史津津乐道，忽然有种小 

地方也能受人重视的自豪感。 

4.5 与各县（市）区图书馆、文化馆等合作，及时数字化，建立温州民间历史文 

献数据库，实现社会共享。并把以民间历史文献为文献基础的研究成果建立数据 

库，供普通大众浏览、研读，让普通大众知道与自己家族、乡镇相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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