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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蛮与早期楚文化

刘玉堂．尹弘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摘要]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

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

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

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

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

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

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

江汉土著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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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蛮又称荆蛮，为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

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可见熊绎受封立国之前，

楚蛮即已存在，而楚国之得名，也当凶楚蛮而来，何介钧说：“不是因为封了楚子，丹阳一带才被称之为

楚，而是因为丹阳一带世为楚蛮所居，所封子国凶袭该地民族(或地域)名称，取名为楚。”U112这是楚国与

楚蛮之间的凶果关系。可知熊绎以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又荆、楚古通用，传世文献中，则多荆蛮之称。

楚蛮与早期楚国有极密切的关系，二者几乎不可分，将楚蛮与楚国的关系清理f{{来，对于早期楚文化的

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一、楚蛮的源流

传说时代，南方地区的居民是苗蛮集团，又称三苗或有苗。三苗的年代，大致与古史传说中尧、舜、禹

的年代相当，尧的时代三苗已存在，则其上限或更早于唐尧。

三苗居地大体在长江中游地区，其具体范围，吴起说是“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

山在其北”(《战困策》卷22《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章J。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彭蠡、洞庭即今鄱阳湖和洞

庭湖，文山不知其所在，衡IlJ则有争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今湖南省南部的衡山，可能在江北，总的来说，三

苗的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两面和南面的界限，文献无征，东面的界限，今江西的大部分地区仍

当属于苗蛮，其北界较为明确，大约在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具体而言，东以大别山脉为界

邻于东夷集团，两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外方、伏牛山脉问，北邻于华夏集团|2}晒乱75-76。徐先生考定的这一

区域大体与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

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北方华夏集团与南方的i苗集团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尧曾与三

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则“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舜晚年时还曾亲驾“南征三苗”，结果

“道死苍梧”，到了禹时，战争更加激烈，最后禹利用三苗出现内乱、遭逢天灾之机大举进攻，取得决定性

胜利。禹与三苗的战争，《墨子》卷5《非攻下》有详细记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i

朝，龙生於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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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槛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苗，焉磨为山

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在禹的进攻下，“苗师大乱，后

乃遂几”，《说文》：“几，微也，殆也。”三苗从此衰微，不再见于文献。

i苗衰微之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呼消失不见，可知三苗作为一个族群已经瓦解，但三苗

的遗裔当仍在江汉地区生息繁衍。到了商代，他们发展成人数众多、有一定势力的集团，但这一集团在整

个商周时期，并没有象以前的i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居

民，文化上也较为落后。这些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在文献中称为荆蛮，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今本《竹书

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荆蛮已出现。

《越绝书·吴内传》则谓：“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

事，荆伯乃愧然日：‘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这两条文献虽然年代较晚，但至

少可以说明在后人的记忆中，荆蛮于夏商之际时已存在。

商代后期亦有荆蛮，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

《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口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

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殷武即殷王武丁，是商人赞颂武丁功绩的

诗篇，从《殷武》所载来看，荆蛮在商汤之时已臣服于商，此亦商初时已有荆蛮之证，但后来商朝失去了对

荆蛮的控制，至武丁时，遂出兵征伐荆蛮。这两条文献互证，可知商代后期时荆蛮已较为强大，居于南方、

占地广泛。

西汉贾捐之亦曾述及商周王朝与荆蛮的关系：“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

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汉书》卷64《贾捐之传》)贾捐之之言，亦反映出在中原文献的

视野中，荆蛮是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

荆蛮的地域，大抵为原i苗之居，出现年代则在三苗解体之后，后世荆、楚通用，因此荆蛮即楚蛮。对

楚蛮(荆蛮)的族源，学者有较一致的看法，均认为楚蛮为古i苗之后：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志》谓“所谓

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13】s；张正明著《楚史》同此说，亦谓楚蛮的主体应是传说时代

“三苗”的遗裔【4J显；伍新福认为商周时期的荆蛮是原三苗的后裔，“他们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的发展

后，势力又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着‘i苗’、‘有苗’，而以地

命名，称之为荆蛮。其实，他f『J就是i苗的后裔”15’；刘玉堂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

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6】。按学者认定楚蛮或荆蛮为古三苗之后，除了居地相同、时代相接

外，也因苗与蛮实为一义，苗、蛮二字属阴阳对转。徐旭生先生说：“这个集团，古人有时叫它作蛮，有时叫

它作苗，我们感觉不到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什么分别，所以就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121 65石宗仁则从民

族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证，Mao(或Mu)一髦一蛮一模一猫一苗均为同音异译，至今中部苗族犹以猫(Mao)

或模(Mu)即蛮为自称㈣，故荆蛮、三苗、苗族实为同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8】。可知楚蛮为古三苗

的遗裔，文献中又称为荆蛮或荆、蛮荆，三苗灭亡后在南方形成一个分布较广的民族，其族源属南方的苗

蛮集团，与华夏集团有别。但由于禹征三苗和商汤、武丁征荆，楚蛮与华夏集团当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

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

楚蛮(荆蛮)在周代亦屡见于文献。西周初年周封熊绎于楚蛮，周昭王曾大举南征荆蛮，《吕氏春秋·

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惆夷王时，熊渠统治下的楚国曾一度强大，称雄江汉，并封其三子为
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周厉王时，又有“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今本《竹书纪年》厉王十四年)。西周末

年，郑桓公与史伯议东迁，“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可知两周末年荆蛮分布于

成周以南。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此事又见于《诗经·小雅·采芑》：“蠢

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哗咩，咩咩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

征伐·狁，蛮荆来威。”至齐桓公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

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o所谓“楚成王初收荆蛮有

之”，当是指楚蛮主体被楚囝兼并，此后楚蛮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

①按今本《吕氏春秋》荆下无蛮字，此据《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正义》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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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成王之后，楚蛮余脉仍有活动。《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国率群蛮叛楚，庸国所率之群蛮，应为楚

蛮。群蛮又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楚大夫子谷之言：“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

随、唐，大启群蛮。”子谷所叙为楚武王时之事，则观丁父所启之“群蛮”，可能亦是楚蛮。文公十六年后文

献中再无群蛮活动之记载，应是楚国加强了对群蛮的统治，将楚蛮完全融合。

《左传》哀公四年又记有楚昭王灭蛮子国、俘蛮子赤之事，按蛮子国在汝水上游地区，具体地点在汝

水以南、今河南临汝至汝阳一带【9I 272，已脱出楚蛮的范嗣，但《春秋》哀公四年“晋人执蛮子赤归于楚”句下

杜预注：“赤本属楚，故言归。”故蛮子国虽位于汝水上游，但有可能原属楚蛮之一，后退至汝水上游独立

建国。蛮氏又见于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有“瞒氏”和“蛮氏”。“瞒氏”条：“《风俗通》云，荆蛮之后。本姓

蛮，音讹遂为‘瞒氏’。《左传》有司徒瞒成。”“蛮氏”条：“芈姓，荆之后，因氏焉。”可见蛮、瞒本同氏，后分为

两支，据《风俗通》，这两支蛮氏为楚蛮之后裔。当然，郑樵言蛮氏为芈姓有误，当因楚蛮尽入楚国，故后世

误以蛮氏为芈姓，或楚蛮之后冒楚之姓，这应当是楚国与楚蛮融合的后果之一。楚灭蛮子国后，楚境内再

无蛮族活动的记录，蛮子国成为楚蛮之绝响。

二、楚蛮的地域

(一)商代及周初楚蛮地域

商代楚蛮地域，据今本《竹书纪年》，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有洛为古族

名，《逸周书·史记解》：“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

无食，成汤伐之，有洛以亡。”张华《博物志》卷十亦谓：“昔有洛氏⋯⋯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氏以亡。”有

洛氏之族，当在洛水流域，《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讷，作《五子之歌》。”孑L传：“太康五弟与其母

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可知有洛当在洛水流域。而商师征有洛之后再征荆，则此荆必近

洛水，又荆蛮(楚蛮)为古三苗的后裔，则荆蛮之地，应在古三苗的分布范围之内，据徐旭生先生所考，苗

蛮集团的北界，在今河南西部南阳以北、熊耳、伏牛、外方诸11I脉间，正与洛水流域相邻。从自然地理来

看，熊耳、伏牛、外方山脉以北，为伊水、洛水流域，以南即丹淅水、唐白河流域，而丹淅水、唐白河流域正

好在苗蛮集团的分布区内。由此可见，商师所征之荆蛮，当在伏牛、熊耳、外方山脉以南，以今丹江库区为

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此处还可补充一条旁证，据行泉先生考证，内乡(按内乡在淅水以东不远处)附

近，有最古的荆山【lol猫。由此可知，今鄂豫陕地区，应为当时楚蛮(荆蛮)的分布地区之一。

又据《商颂·殷武》和今本《竹书纪年》，武丁曾伐荆楚，甲骨文中亦有武丁南征的记载：

乙末【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1，中比舆(举)，左比曾。

乙末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f曾】。十二月。

这两条甲骨文均属武丁时代，“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

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我、曾、举均为商代方国，据考证，曾在今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

的新野这一范闱内，举在汉东举水流域⋯l，我的地望不可考，当与曾、举相邻。“比”则有联合、配合之义112I，

这两条卜辞是说：商王武丁亲帅右、中、左i军，存我、举、曾i个方圉的配合下征伐荆楚。举、曾两国均在

汉东地区，则武丁所征之荆楚当去举、曾之地不远。武丁伐荆楚，或与商代楚蛮的兴起及盘龙城的废弃有

关。盘龙城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上下层之间，废弃于二罩岗上层二期晚段，则其始建年代相当于商王中丁

在位或稍早的公元前1450年左右，废弃于盘庚迁殷前的公元前1300年之前1131，盘龙城的性质，现一般

认为是商人在南方的军事据点。考《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

乱，于是诸侯莫朝。”“九世之乱”期间，商的势力处于退缩中，可能商朝在此期间失去对荆蛮的控制，而盘

龙城之废弃，或与此背景有关联。至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国力复振，极力对外反击，尤其是武丁在位期间，

大征四方，武丁征荆蛮一事或在此背景下发生。由此推测，汉东地区在商代亦应为楚蛮分布地区。

(二)周代的楚蛮地域

商周鼎革之后，人文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周人在立国初期，就开始经营南方，徐中舒先生

谓：“周人自大王居歧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114J黜《太保玉戈》记载周王令太保召公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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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土，沿汉水南下，召集江汉地区的诸侯朝见周王。郑玄《毛诗谱》亦谓：“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

汝旁之诸侯。”可见江汉地区在商末周初时就已成为周人的势力范闱。

《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辞晋之言，述及周初时的政治地理格局：“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

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詹桓伯所言周之南土，巴国于春秋时屡见于《左

传》，与楚国曾有密切的关系，童书业先生据《左传》考订其地望应在今陕西东南境、大巴山以北115】243一，

石泉先生结合文献及考古材料，考证先秦时巴国在今陕东南、汉水中上游的安康一带116J14近年来汉水中

游陕南城固一带出土较多商周时期巴式青铜器，可见商周时的巴国当在此地【17】l蚴。濮，是一个古老的部
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役，为“牧誓八国”之一，但濮并不是一个邦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故《牧誓》称

之为“濮人”，直到春秋时期，濮还处在各自“离居”的状态，因此又被称为“百濮”。濮之地望，孔传：“庸、濮

在江汉之南。”孔颖达《正义》亦引《左传》文公十八年伐楚之役论证之。石泉先生则认为，春秋时期的古麇

国、楚麇邑地在今随枣走廊两口外、今滚河人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西北岸地，与之相邻近的百濮，其地

当在今枣阳市境桐柏、大洪两山间的山区丘陵地带【J6】10一¨。段渝则据“百濮离居”认为百濮居地当不限于

一处，而是在西周时代的南土有广泛的分布，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和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及滚河下游一

带，均为西周时代百濮离居之地118I。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濮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19J31。虽然对濮的具体定

位还有一些困难，各家的说法不一，但西周春秋时的濮，大体当在今襄樊附近地区，就区域而言，可以认

为上述各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邓即今襄樊邓城遗址，楚在丹淅之会。可见鄂豫陕交界地区在西周初

年即已成为周朝的势力范围。周昭王南征以后，汉东地区又成为“汉阳诸姬”所在。

鄂豫陕交界地区和汉东地区，在商代均为楚蛮分布之地，商周之际当亦大抵如是。但由于周人对南

土的经营，这一切都发生+厂变化。周初时，首先是汉水以北成了周朝的南土，昭王南征以后，汉东地区也

成“汉阳诸姬”所在。于是商代及周初时的楚蛮居地，多为周人所占。但楚蛮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终西周一

世，楚蛮颇为活跃，可见楚蛮应是转移到周人势力所不及之地，开始了新的发展。

西，f吉{|晚期时楚蛮地域，可从熊渠的活动中约略窥知，《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

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

其长子康为勾宦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

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其征伐范罔及i子封地，皆为“江上楚蛮之地”，可见西周晚

期的楚蛮，地在“江汉间”，或“江上”之地。以上诸地点，庸国，见于《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注：“庸，今上

庸县，属楚之小国。”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

纣，庸蛮在焉。”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今湖北郧阳府竹山县，古庸国。”可见古庸国应在今湖北竹

山县。杨粤之地，唐代学者已不知其所在，只能笼统地说：“地名也。”现代学者试图加以解释，段渝从声音

相通出发，谓汉代以前，於、雩、于、越诸字本可互用，从於之字，多有阴郁、淤塞之意。释越为於中，地在今

内乡、邓县与襄樊之间【加J。顾铁符认为杨越与扬州有关12l J108,何浩《楚灭国研究》、张正明《楚文化史》、罗运

环《楚国八百年》、黄锡伞《楚地“句囊”、“越章”新探》等则认为杨粤即杨越，与杨水有关，乃杨水附近的越

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以前我们也曾认为，杨粤即杨越，但叶植指出，杨粤当是一个具体地名而非

地名兼族名，杨越作地名兼族名讲时，一般是指笼统区域概念兼笼统的族名概念，在此概念上，《史记》均

作杨越而不作杨粤，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江、汉、沮、漳之地并不是越文化的分布地区，春秋中晚期以

后尤其是楚灭越后，才有少量的越文化因素进入楚核心区。因此熊渠所伐之杨粤非是既作族名又作地名

的杨越，而只能是汉水中游的一个具体地名1221 399--40t。叶说有理有据，信而可从。因此熊渠所伐之杨粤，似

与杨越无关。

我们或可从熊渠征伐所及之地与熊渠三子的封地之间的关系来推定杨粤之地，从《楚世家》所叙来

看，熊渠所征之地与其i子的封地应有联系。熊渠中子红为鄂王，当即熊渠所征之鄂地。长子康为勾直王，

《集解》引张莹日：“今江陵也。”但未知何据，现代学者认为勾宣与庸国有关，赵逵夫就认为句宜之地当近

庸，非在江陵1231。黄锡全赞同赵逵夫的意见，肯定句直之地绝非在江陵，并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句

字无义，古地名冠以“句”字之例在古籍中常见，如句容、句注等，句直之“句”当同此例，直从旦声，《世本》

作袒，句宣、句袒当即离“庸”不远的“句溢”，直、袒、滏上古读音是很接近的，音近可以假借，故“句灌”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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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句直”、“句袒”，这是因音近而出现的不同写法，故“句官”即是离庸不远的“句滏”，“句滏”作地名可能

是取义迂曲的水堤边，具体地点在“庸”之东北，汉水南岸，东离丹水入汉处不远I矧。叶植也认为勾宜即《左

传》文公十一年“楚师次于勾滋”之“勾滏”，地在汉水中L游南岸，今丹江口市西北至郧县一带吲删。段渝

认为勾直即砸诞，今竹山一带，其地跨有今堵河中游两岸，正在熊渠所伐的庸地范闱内。另据《世本》，熊渠

长子康原作庸，康、庸形近，或许就是因为封于庸地之故。冈此句直即巫诞，熊渠伐庸后将其地封以长子

康、立其为王【181。以上赵、黄、叶、段诸说相距不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句宜不当为江陵，而是“句滏”，

尤其是诸家之说均以为勾直与庸国有关，地当在庸国境内，应是可取的。

由此看来，熊渠长子为勾宜王，当与熊渠所征伐之庸地有关，中子红为鄂王，当与鄂地有关，则熊渠

少子所封之越章王，应与熊渠所征之杨粤有关。越章之地，学者多以为即吴师人郢时所经过的豫章。豫章

所在，《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汉东江北地名。”孔颖达《正义》：“《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

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吴人伐楚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共军楚师于豫章。又

伯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油，而自豫章与楚师夹汉，此皆在江北淮南。盖后徙在江南之豫章。”’然这个江

北淮南之说亦未能实指，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试图划定其范围，谓江西之九江、饶州，江北之安庆府，

直到颖、毫、庐、寿、光、黄，“皆为楚之豫章地”。这样，自江南至淮北，皆属豫章，但从《左传》及《史记》有关

豫章的叙述来看，豫章当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至多是一个小区域，不可能是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地区。另一

说则定豫章在今安陆的章山，此说始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大清一统志》即采此说，今人何光岳则

认为：“故越章王的地望确定在安陆之章山、章水一带是无疑了。”㈣罗运环亦谓越章在今云梦一带的可

能性比较大㈣肼。石泉先生则通过对吴师人郢的行军路线及军事地理形势的考证与分析，认为吴师与楚

师夹汉之豫章，当在汉水中游附近，亦即《水经注》卷31《清水篇》所记清水下游(今白河)左(东)岸、近汉

水之豫章大陂一带¨0】19-t360。叶植则认为杨粤即踢穴，裼、埸、惕皆从易得声，上古音、形、义皆完全相同，为

同一字，偏旁系后加，粤(越)与穴上古亦存在通假关系，杨粤即麇子国之国都赐穴㈤柏-砌一，陨穴见于

《左传》文公十一年：“潘崇复伐麇，至于赐穴。”按麇子国为百濮首领，《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

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选，将伐楚。”麇国及踢穴地望，传统说法认为在今湖北郧县西，不确，据石泉先生

考订，麇国当在雍灌东北不远处，邻近吴楚之战的主战场柏举，地当在随枣走廊两口外，今滚河西人唐白

河后的唐白河下游东岸|1013I鼹．389。按杜预注《左传》时已不知麇国及隔穴地望，石泉先生所考订之麇国、锡

穴和越章(豫章)、百濮地望，与叶说主张杨粤即阳穴及《左传》所记麇率百濮叛楚正可互证，从地理体系

的角度来看，上述诸地点相互之间可紧密吻合。可见越章地望当依石说，在唐白河人汉处，麇国及其围都

踢穴、还有与麇关系密切的百濮，虽然可能有迁徙，但大体上应在这一地区。据考古调查，今襄阳县黄龙

镇高明村附近，有一西周时期的古城址，今名楚王城，年代为西周中晚期，此地位于唐白河入汉水处以东

不远，正在石泉先生考订的越章范围内，或即熊渠少子执疵所封之越章，附近地区应即熊渠所伐之杨粤。

鄂，是熊渠远征所达的最远点。鄂地自古即有东鄂和西鄂两说，东鄂在今鄂州，西鄂在今南阳北。熊

渠所伐之鄂，是东鄂还是西鄂，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从鄂的起源来看，两鄂起源甚早，商代时已有鄂侯，商

末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称三公，据徐少华考订，商代鄂国原在黄河以北的沁水流域，其地望大致不出今

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西周时迁至南阳盆地，鄂国进入南阳盆地的时间，上限在成王初年，不迟于两周

早中期的昭穆之际，鄂已立国于南阳盆地I引。而东鄂之名，最早见于屈原《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

兮”，王逸注：“鄂渚，地名。”渚为水中的小块陆地，洪兴祖补注：“鄂州，武昌县地是也。”可见东鄂之名出

现。有可能迟至战国晚期。张正明虽主东鄂说，但认为“东鄂和西鄂不是并世共存而是异时相承的”14I 45，

此言颇有见地，从目前材料来看，西周时期，只有西鄂而无东鄂。另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今鄂东南一带

的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迥异于以鬲、盂、豆、罐为主要特征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据分析，此类遗存可

能与杨越有关田】，可见西周时期，鄂东南一带应为越人所居，未见有与楚文化或早期楚文化相关的考古

学遗存，因此现在看来，我们认为熊渠足迹应未至鄂东南。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楚人才开始进入鄂东地

区。又鄂地见于《鄂君启节》，陈伟认为舟节铭文“自鄂市，逾由”一句中“由”即“育”，“油水”即“清水”，即

今天南阳盆地的白河，并进而论定《鄂君启节》中的“鄂”为南阳盆地的“西鄂”128I。综合以上分析，熊渠征

伐所及之鄂，应以西鄂的可能性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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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熊渠时代的“江汉间”或“江上楚蛮之地”，均在汉水中游一带。据石泉先生考证，江并非长

江的专称，先秦时期，汉水亦称江110I，因此“江上楚蛮之地”的江上，当指汉水。赵逵夫先生亦谓：“先秦时代

常常江汉连称，是古人亦以汉属南方。司马迁不知三王的封地究竟在何处．故以‘江上楚蛮之地’一语概言

之。他又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可见在司马迁的概念中，‘楚蛮之地’也包括汉水流域在内。”[231故西周

晚期时当有较多的楚蛮生活在汉水中游两岸，他们未受周朝的统治，而熊渠时的楚国亦当在此间。

三、楚蛮、楚国与早期楚文化

由以上梳理可知，楚蛮(或荆蛮)在商周时代与中原王朝交往较多，是中原政治与文化势力的边缘部

分，与中原王朝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对中原王朝表示臣服，受中原王朝统治，但叛服无常，又往

往成为中原王朝的征伐对象，属于中原王朝疆域中不太稳定的边缘区。在文化上受中原文化较大的影响。

虽然可能有自身的特色，但属于中原文化体系，是中原文化的边缘组成部分。由此似可推测，楚蛮当为南

方居民中与中原关系较为紧密、联系较多，在政治、文化E受中原影响较深的一部分，在地理上亦应较邻

近中原。楚国则始自熊绎，楚蛮与楚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其区别主要在于：

1．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

商代时，楚蛮已在南方有广泛的分布，商周时代楚蛮相当活跃，与中原王朝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一般

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冈叛服无常，又常遭中原王朝的攻击。而夏商鼎革之际，祝融八姓冈与商王朝的密切

关系，在商人伐夏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受到商人的重大打击，可能因此之故，芈姓一族在商代悄无声息，

居地不明，世系不清，未知身在何处，到商末才有鬻熊出现在历史上。可见商代之时，芈、楚二分，芈指季

连一族，楚指楚蛮，二者并无瓜葛。

2．楚蛮与楚国公族族源不同。

楚蛮的族源属南方苗蛮系统，为古i苗的后裔，而楚国公族的族源属中原华夏系统，是声名显赫的

祝融后裔。二者出现的时代也不同，楚蛮始见于夏商之际，楚公族为芈姓，始于季连，而季连的年代当在

夏代之前。

3．楚蛮与楚国大小不同。

初期的楚国很小，楚国初封时是“封以子男之田”，其封地大小，诸书皆言仅五十里，《史记》卷47《孑L

子世家》载楚令尹子西日：“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卷14《十二诸侯年表》则称：“齐、晋、秦、

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春秋早期，楚地尚“土不过同”(方百里为一同)。而楚蛮早在商

代时在南方就有广泛的分布，是南方土著居民中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的一支。

4．与周的关系不同。

楚是周朝的封围，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周昭王曾大举南征荆蛮。

但楚蛮与楚围又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密切到二者难以区分的程度。楚国初封时就是在

“楚蛮之地”，到西周晚期时，熊渠统治下的楚国“甚得江汉问民和”，其活动范围“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

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来看，此时楚人当已植根于江汉蛮夷之中，与楚蛮初步融为一体。

到春秋早期时，“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此后随着楚国的发展，楚蛮完全融人楚国，成为楚国

下层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而楚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被时人目为“天方授楚”，

当是楚国在长期经营的基础上将楚蛮、濮等江汉蛮族整合成为楚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楚同迅速摆脱

了部落国家的狭隘性质，成为具有地域性质的新型同家，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令周朝诸侯望而生畏。

由此看来，由于芈姓楚国长期与楚蛮共处，双方当在文化上较为接近。至迟两周晚期熊渠的时代，楚

国与楚蛮已初步融为一体，此时的楚国与楚蛮在文化I：可能已很难区分。楚同统治楚蛮，属于那种“从深

化人民出去，跑到浅化人民中间去作首领”12l 750由古今中外的例证来看，凡少数的“深化人民”统治多数

的“浅化人民”而建国者，虽然少数的“深化人民”在政治上起着主导作用，但在生活习俗上都不可避免地

要被多数的“浅化人民”所同化。芈姓部族虽然在商末周初时主动接受周文化，但其建国于楚蛮之地，不

可避免地要受楚蛮影响，西周晚期时义主动与楚蛮打成一片，则楚国在文化上当会受到楚蛮的影响。诚

如徐旭生先生所说：“祝融由于到苗蛮集团巾做首领，苗蛮自然受他的影响，而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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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也是一种不可免的情形。99【2l巧·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楚文化应是楚蛮及其它江

汉土著民族和包括楚国在内的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文化，楚蛮则可能是创造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族

群之一，而楚国则是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本文得到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科研课题“早期楚文化生成环境研究”

(合同编号NKl0)资助，特此说明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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