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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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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两个曾孙女破例入谱

家谱与正史、
地方志一起被称为我国史学的三大
支柱，
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湖南家谱在全国家谱宝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
效统计数量之多，仅次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
这是湖湘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期我们将和您一
起翻开这本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大书。
（整理/张渊）
▲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

两宋时期湖南流行修家谱
湖南古为蛮、越之地，至春秋战国
时代，
才渐次进入楚秦版图，
经济、
文化
有了一定发展，但与中原地区比较，仍
然很落后，因此家谱的出现也比较晚。
据了解，
湖南最早的家谱出现在官修谱
牒的黄金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
即晋代
常德的《廖氏家谱》。两宋以降，
自北宋
大儒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南宋
理学家朱熹、张栻布道岳麓之后，湖湘

学派逐渐形成。私修家谱是以宋明理
学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因此，在两宋
时期，湖南家谱纂修是很兴旺的。不
过，
据长期研究湖南家谱的邹华享先生
介绍，
“由于年代久远，
至今还没有发现
一种宋元时期纂修的实物谱牒。现在
的湖南家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编纂
于清道光以后，
这与湖南的人文社会环
境相吻合的。
”

湖南最早的外乡人叫王鹏
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寻霖 湖南的外乡人。
介绍，
目前全国有 3000 多个姓，
湖南使
寻霖说：
“湖南的家谱又多又好，
这
用的有 2000 多个。省图书馆收藏了 与湘军有着密切关系。”大部分湖南家
300 个姓氏的家谱，共计 3000 套。这 谱的内容非常完备，只要看序，就能一
些家谱都保存完整，除“陈、李、张、黄、 目了然。这是因为清末大量湘军携带
刘”等常见姓氏外，还有“义、寻、邬、侴 钱财退伍回乡，积极投入建祠堂、修家
（音浩）”
等比较生僻的姓氏。其中馆内 谱等家族事业。同时，近代以来，湖湘
现存家谱最多的姓氏为刘姓，
共有家谱 人才辈出。家谱，本着扬善隐恶之原
150 多套，
而沅江王氏家谱记载的迁湘 则，常常对本族名人极尽渲染。诸如：
始祖王鹏，
在东汉年间来湖南武陵郡做 曾国藩（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
）、
谭嗣同
都尉，
这是所有家谱中记载的最早入住 （
《谭氏谱》
）、
黄兴（
《经铿黄氏家谱》
）等。

迁湘始祖都是当官的
而在现存湖南家谱中，经过分析
统计，显示有 60%以上的家谱都称始
迁祖是在宋元明之际从江西而来。元
末明初的连年战祸，原有居民大量散
亡，使湖南大部分田地被迫荒废。随
后，苏、浙、皖、闽等省，特别是江西人
大批涌进湖南，
“ 从征”、
“ 屯垦”、
“宦
游”
和从事商贸活动。清代以后，
湖南
人口逐渐饱和，外省移民日渐停止。

现在，
湖南人一讲江西人，
多称江西老
表，这是湖南人对江西人的一种“昵
称”
“
。虽然家谱记载了家族历史，
但肯
定不能全信，”寻霖介绍，在馆藏家谱
记载中，
迁湘始祖全部都是官员，
没有
平头百姓。比如，
湖南 150 个刘姓中，
迁湘始祖都为官员，如果再上溯，
“刘
邦就是大家共同的祖先”
。即便如此，
寻霖称家谱的历史意义还是很大。

湖南女子民国开始入谱
在家谱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是，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
谱。一般都是以男性为叙述主体，在
丈夫名下附属妻子，
曰
“配某氏”
，
谱中
对妇女的权利和义务也都有明确规
定。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中
记载：
“闺门之内，风俗攸始，须别内
外远嫌疑。权柄必归丈夫，勿使干预
外事。”但民国以后的有些湖南家谱，
开始把女子放在和男子同等的地位。
如《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说明“女子

不字且经亲友公认为承嗣权者得照男
丁例提行”，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
曾宝菡都“提行”入谱，且曾宝荪还是
监纂。这样情况的家谱在湖南乃至全
国都是很罕见的。
邹华享先生介绍，
“虽然家谱现今
丧失了其实用价值，但其中的‘家训’
等内容，
如孝父母、
睦近邻、
戒奢侈、
禁
赌博、忌荒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传
承。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
基础才会根深叶茂”
。

“我的家谱故事”
征集活动
“参天之木，
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
”
家谱，
就是记录家族发展轨迹的一
种特殊文献载体。而从编纂家谱到不断修订家谱的过程中，
往往有着很多不为人知
的家族故事或者体现时代变迁的独特印记。上期开始，
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我的
家谱故事”
活动，
只要您家族中的家谱背后蕴藏着动人故事（故事发生时间限定在
1949年以前），
都可以给我们来电、
投稿。来稿截止日期为5月22号，
热切期待您的参
与。投稿邮箱：
1176988204@qq.com，
联系方式：
15874225706

高氧种植牙，口腔种植新突破
缺牙、活动牙可申请免费、特惠种植牙，咨询电话：0731-83052666

目前，长沙老年人人口数量接近 130 万，其中近八成有着牙齿缺失、佩戴活动牙不适等口腔问题，牙齿缺失已成为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后的第四大危害中老年人身体的健康
杀手。 近日，长沙好大夫口腔医疗集团(中国区域)入驻星城，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8020”口腔计划，长沙好大夫口腔联合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全球一流种植体公司发起“星城口福
大行动”公益补助活动，缺牙、活动牙市民可拨打 0731-83052666 电话咨询，申请免费、特惠种植牙，预约“美国口腔种植牙博士团”为您亲诊！
牙齿健全者短。其实，这不难理
势，挽救和弥补牙齿缺失和活动假牙带来
血球杀菌及抑菌功能，可预防及降低伤口
的危害和缺陷，重建咀嚼功能，间接地减
解：缺牙，导致食物咬不动嚼不
感染机会，促进牙槽骨与种植体结合，缩
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实现健康长寿。”
烂，营养摄入不足，肠胃不好，长
短整个种植周期，大大提升种植成功率。
此以往，体质变差，影响健康和寿
高尖！
“高氧”种植牙
喜讯！星城口福行动
命，长沙好大夫口腔专家提醒：牙
口腔种植新突破
申请特惠种植牙
齿缺失要及早修复。
传统种植牙的年龄被限定在 75 岁左
以“口腔健康为全身健康之本”为口
福利！种植牙
右，因为高龄缺牙市民愈合能力差，种植
号，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1 年正式提出了
健康长寿的秘诀
风险相对过高，长沙好大夫口腔引进的美 “8020 计划”，该计划的愿景是：80 岁的老
式“高氧”植牙技术攻克传统种植牙局限， 人至少拥有 20 颗牙能够正常咀嚼、保证生
据世界牙科联盟（FDI）数据
为长沙高龄缺牙老人带来新的希望。
显示，全球超过 90 岁高龄的人群
理需要的功能牙，以维持最基本的口腔功
“高氧”因为强大的促进组织愈合与
中，有 80%以上的人使用种植牙
能状态。如今，世界发达国家卫生部门，
再生能力，治疗通常应用在脑中风、脑外
系统，俨然安全种植牙，成为了健
已纷纷响应世卫组织“8020”计划。为此，
伤患者、烧烫伤等方面。
“ 高氧”种植牙在
长沙好大夫口腔联合美国密苏里州立大
康长寿的秘诀，因此，种植牙也被
震惊！牙齿缺失
欧美、台湾等地已广泛推广，在内地还属
学、全球一流种植体公司发起“星城口福
称为“长寿牙”。据好大夫口腔特聘种植
首发。传统的植牙手术，不但疼痛感较
吞噬健康和寿命
大行动”公益补助活动，并由美国密苏里
专家——美国贝勒医学院牙科博士帕诺
高，术后还得忍受一段时间的红肿与疼
州立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全球四大种植体
斯 Panagiotis 教授介绍：
“ 口腔种植技术是
牙齿缺失是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又一
痛，
对于伤口愈合较慢者，
还有可能会造
公司提供种植体援助，希望通过该行动帮
杀手，美国口腔健康一权威研究机构对一
缺牙修复最先进的方式，正成为广大牙缺
助长沙中老年人解决缺牙困扰，乐享幸福
成感染导致种植失败，而“高氧”植牙技术
家拥有5000人左右的大型集团员工进行跟
失患者的新选择。种植牙它具有坚固牢
晚年。
可提高组织氧分，加速伤口愈合，提升白
靠、不伤邻牙、舒适美观、微创无痛等优
踪调查 10 年之久，
结果，
缺牙者平均寿命比

【口腔医讯】●第一批
“免费、
特惠种植牙”
病例火热报名中●
“星城口福大行动”第一批病例火热报名中，通过报名甄选免费、特惠种牙，首批“免费、特惠种植牙”患者
名单将于 5 月下旬公布，有缺牙、活动牙市民可抓紧报名。
活动细则：
（名额有限，名满即止）
所有报名“星城口福大行动”活动者，均享受种植牙五项全免活动：1、免挂号费；2、免口腔诊疗费；3、免全景
拍片费；4、免口腔 CT 费；5、免种植方案设计费。
a、免费种牙：
（指定奥齿泰种植体，自选材料需补差价）
1）95 岁以上（身体条件允许者）享受免费种牙（美国 ADA“疑难案例征集”
）
2）80 岁以上社会突出贡献者享受免费种牙（需提交申请资料：如五一奖章获得者、见义勇为称号获得者、
军功章获得者、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全国赛事获奖者、书画家等）
b、特惠种牙：
（不限植体）
1）90 岁以上（身体条件允许者）种牙享种植体 50%公益补助；
2）76 岁—89 岁全口无牙、半口无牙患者（
“即速得”高氧植牙）享种植体 40%公益补助；
3）50 岁—75 岁全口、半口无牙患者（
“即速得”高氧植牙）享种植体 30%公益补助；
4）50-89 岁单颗牙、间断性多颗牙缺失患者种牙享种植体 20%公益补助。
5）50 岁以下患者种牙享种植体 20%公益补助。

报名热线：0731-83052666 (24小时)
院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潮宗御苑裙楼 4 楼。
路线：乘坐 11、123、222、368、406、707、804、908 路到潮宗街站，或
地铁一号线培元桥站（2 号出口）下车，从 B 栋 2 号入口上 4 楼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