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族---种族，风俗和传统 
------刘慧茹 

一、苗族的起源与发展 

1.苗族发展简史 

    苗族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苗族

的先祖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商周时期，苗族先民便开始在长

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从事农业稻作。苗族在历史上多次迁徙，大约在公元 3 世纪，有

一部分当时称为“五溪蛮”的苗族先民沿乌江西上，进入今黔西北和川南，5 世纪时，有一

部分进入川东、鄂西，9 世纪有一部分迁入云南，16 世纪，有一部分南迁落户于海南岛，逐

渐形成了现在的分布局面。 

2.苗族人口及分布现状 

    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

南等七省区。此外，有一部分已移居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欧美诸国。苗族的这

种分布状况，是自古以来不断迁徙的结果。从苗族的分布情况看，其特点是大散居，小聚居。

从人数上看，聚居的人多，散居的人少。苗族绝大多数几种分布在中国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

带，属于山地民族。苗族人口居住的情况既零落又分散，大致有这样三个特点： 
    其一是有较大的聚居区，如黔东南自治州及其相连的广西融水、三江两自治县这一片苗

族自治区，人口达 200 万。又如以湘西的凤凰、吉首为中心同其相连的保靖、古丈、沪溪和

贵州的松桃这一片聚居区，人口达 100 万。 
    第二个特点是聚族而居。杂居区的苗族，多数是自立村寨，很少与其他民族和村共寨。

黔东南、湘西地区许多苗族村寨甚至是同姓、同“鼓社”（同宗）居住。 
    第三个特点是散居区的苗族多数都居住在半山腰和高坡上，形成立体分布。造成这种分

布状况的原因，一是受历代封建王朝和反动官僚地主的镇压，迫使苗族人民由坝区迁往高山

密林地区；二是由于苗族迁徙到当地的时间较晚，坝区已为当地土著居民或先迁来的苗族所

居，因而不得不在山区落户。 

二、苗族文化艺术 

1.语言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族人的语言统称为苗语。他们曾有自己的文字，但已经失传。现

时在中国的苗族采用的文字是中国语言单位在1956年10月为中国的三大苗语方言发明的拼



音文字，采用了 26 个基本的拉丁字母作为声母、韵母及声调的标示。各地的苗语有不同的

复杂程度，但简单来说，受汉文化影响愈大的地区，其语言的简化程度及汉字词使用的程度

也愈高。苗语分湘西（东部）、黔东（中部）和川黔滇（西部）三大方言。当中以川黔滇方

言 为复杂，根据 Ethnologue 的纪录，可以分成 19 种不同的方言。苗语的三个分支其实与

另外两个瑶语的分支被归入苗语支内，而苗语支与瑶语支合共组成苗瑶语族。 
 

2.歌舞 

    苗族是个喜爱歌舞的民族，音乐舞蹈和苗戏等具有悠久历史。苗族民歌根据其内容可分

为游方歌(情歌)、酒歌、苦歌、反歌、丧歌、劳动歌、时政歌、儿歌、谜语歌等几类，曲调

各不相同。苗族“飞歌”享有盛名，现已作舞台演唱或谱曲演奏。飞歌是流行于黔东南的一

种特别的民歌演唱形式，一般在山上放声歌唱，其曲调高亢，豪迈奔放，余音震山梁，非常

有特点，其内容有情歌、时政歌等，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器乐分打击乐和管弦

乐两类，以木鼓、皮鼓、铜鼓和芦笙 为驰名；此外还有芒筒、飘琴、口弦琴、木叶和各种

箫笛。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猴儿鼓舞等，以芦笙舞 为普遍，技巧很高，深受国内外赞

赏。 

3.文学 

    苗族的民间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苗族古歌古词是

苗族神话和口碑历史的主要载体，亦称苗族史诗。它主要包括开天辟地、铸日造月、射日射

月、人类起源、洪水滔天、兄妹结婚、战争迁徙等篇章。流传于黔东南的“苗族古歌”长达

8000 行。湘西的《鸺巴鸺玛》长达 5000 行。这些苗族古歌古词有曲调、可呤唱，有的地方

只兴呤诵了。它们一般由巫师或理老或专门的歌师在节日、婚丧嫁娶、祭祀活动及其他聚会

场合诵唱。也有一些地方苗族神话是以散体文学的形式传承的，其所述内容与古歌大体相同。

西部苗族中还流传着《蚩尤神话》。苗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叙事诗。如黔东南的《仰阿莎》、

《贞芙秀尤》、《张秀眉之歌》、《哈迈》等。这些叙事诗也同时以散体文学形式流传，其性质

有传说和民间故事两类。 

4.服饰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 。

较有代表性的传统“盛装”，仅插在发髻上的头饰就有几十种。苗族妇女上身一般穿窄袖、

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衣裙或长可抵足，飘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动人。便

装时则多在头上包头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长裤，镶绣花边，系一幅 绣花围腰，再加少

许精致银饰衬托。苗族男子的装束比较简单，上装多为对襟短衣或右衽长衫，肩披织有几何

图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苗家姑娘的裙子叫百褶裙，但实际上一条

裙子上的褶有 500 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这些裙子从纺织布到漂染缝

制，一直到 后绘图绣花，都是姑娘们自己独立完成，再加上亲手刺绣的花腰带，花胸兜，

真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5.手工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绚丽多彩。苗族的蜡染

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解放后已发展到能染彩色图案，并向国外出口。苗族的传统银饰多种

多样，包括手钏、项圈、头饰、胸饰、银衣等，花纹雕凿精工，也享有盛名。其中的大方漆

器始于明朝洪武年间，为中国五大名漆器之一，清初大方有漆城之称，如今故宫博物院中贵

州皮胎漆葫芦，就是明代大方漆器贡品。1947 年大方漆器获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银质奖章”，

为“贵州三宝”之一。   

三、苗族民间习俗 

1.传统节日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节日较多，除传统年节、祭祀节日外，

还有专门与吃有关的节日。如：吃鸭节、吃新节、杀鱼节、采茶节等。过节除备酒肉外，还

要必备节令食品。 
    苗年，这是苗族民间 隆重的节日。苗年一般先在正月第一个卯日，历时三、五天或十

五天。年前，各家各户都要备丰盛的年食，除杀猪、宰羊（牛）外，还要备足糯米酒。年饭

丰盛，讲究“七色皆备”、“五味俱全”，并用 好的糯米打“年粑”，互相宴请馈赠。“祭鼓

节”苗族民间 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

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视先人。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进

感情，家庭和睦。另外还有龙船节（这是苗族的一种水面划船比赛的传统节日）、四月八节

（该节是由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发展而来的）、吃新节（苗族较为普遍的农事性传统节日）等

等其他传统节日。 

2.婚姻习俗 

    苗族男女谈恋爱，男女双方可以正大光明地去“游方”，苗族的婚姻比较自由，青年男

女在婚前都享有充分的社交自由，父母一般不干涉。每逢节庆、赶场的日子，他们便利用聚

会的时机对唱情歌、谈情说爱、互诉衷情。这种婚前恋爱的方式称为“游方”。 
    苗族婚姻的缔结过程非常复杂，许多苗族地区，婚姻一般要经过这几个程序：(1)提亲。

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准备结为百年之好后，男方大多要回家告诉父母。若父母同意，就要

请媒约到女方家提亲。（2）订亲。提亲过后，如果双方父母同意，要订亲。（3)接亲。订亲

后，男方便组织起接亲队伍前往女家迎亲。（4）回门。结婚当日不同房，只是夫妻二人结合

的象征。举行婚礼后，新娘即返回娘家居住，在居留娘家期间，只有逢年过节或农忙时，经

夫家召唤，新娘才到夫家小住几天。通常要到怀孕临产，才不得再居留娘家，而必须到夫家

居住。 
    苗族姑娘出嫁风俗 为独特，出嫁前一个月就要“哭嫁”，唱“哭嫁”歌，一直到出嫁，

内容多为对家乡父母、亲朋好友的眷恋及对嫁到夫家后生活的担心，形式多为母女之间，也

有姐妹之间、好友之间的对唱。 



3.丧葬习俗 

    苗族丧葬形式，有岩洞葬、土葬、火葬、树葬等。岩洞葬，即人死入棺后，把灵柩停放

在天然的岩洞中。岩洞常常是一个家族、氏族的公共葬地，这种葬法主要流行于黔南州和平

坝、紫云、望谟等县的部分苗族中。土葬，有木棺和石棺，葬式有顺葬和横葬两种，横葬是

一种极古老的葬俗，死者头东脚西。火葬主要是对夭折、产死、凶死、溺水死等非正常死亡

者进行火化安葬，非正常死亡的人一般不能进入家族墓地。现在苗族丧葬普遍进行土葬，各

地丧葬总的过程大体相似，要经过送终、沐尸、整容、停尸、入殓、悼念、开孝、开路、砍

牛、打老牛、出殡、安葬、复山等过程，但到具体过程也还有一些差别。 

四、苗族民间信仰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

鬼神、盛行巫术。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 

1.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苗族先民 初的宗教形式之一。在原始社会中，先民们把直接关系到自己生

存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进行神化，是这种宗教形式产生的主要原因。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

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

崇拜物有巨石、岩洞、大树、山林等。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

性。 

2.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形成和产生的一种宗教形式。其特点是，认为氏族与某一种动植物

或自然现象有着特殊的关系，甚至认为自己的氏族部落起源于这些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因而

把它视为氏族部落的亲属和保护神而加以崇拜。苗族先民也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开始苗族先

民也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开始苗族先民把图腾视为自己的祖先，认为群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

衍而来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苗族先民认为人与动植物有很大的差别，不再认为图腾能生人，

不再相信群体源于图腾，但图腾观念在苗族先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此基层上产生了保护

神的观念，基于苗族支系繁多，分布广泛的因素，苗族崇拜的图腾也不限一种，主要有神犬、

枫木、蝴蝶、鸟、水牛、龙、兔、鱼、石头等图腾崇拜对象。 

3.鬼魂崇拜 

    鬼魂崇拜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进一步发展。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苗族先

民只是和理解能力十分有限，认为人死只是躯体发生了变化，灵魂并未消失，这灵魂变成鬼

魂仍然与部落维持着一定的关系。因为活人的所作所为，都要考虑到冥冥之中有着鬼魂的存

在，并由此而产生出一系列鬼魂崇拜的仪式。苗族群众对鬼神的敬奉十分虔诚，除了节日等



时间外，遇到患病或者其它灾害，人们都要供祭。 

4.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在原始氏族制度发展到父权制阶段的产物。鬼神崇拜同已形成的血统因

缘观念联系起来以后，就发展成为祖先崇拜。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位置。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相信充满智慧的强有力的祖先

灵魂，可以庇佑本氏族全体成员。因此，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

奉祖先。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 

5.巫蛊信仰 

    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

蛊术等。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崇拜和巫术

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

讲述本宗支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熟悉各种神话传说、古歌古词

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

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此外，巫师还掌握一定的医术，懂得一些草药，

在为人驱鬼的同时，辅以科学的医药手段。 

五、苗族民间社会组织 

1.鼓社 

    苗族鼓社是由共同源于一个男性祖先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是一个兼有祭祀、亲属、

政治、经济与教育职能的氏族外婚制团体。鼓社作为苗族特有的组织制度，是苗族 原始的

氏族制度，也是早期苗族社会 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它是苗族人民同宗的血缘团体，为实

现宗教、政治和其他目的而“立鼓为长官”的氏族集合体，是苗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

联盟及民族形成的组织形式。一个鼓社往往由同宗的一个或几个自然村寨组成，小的百余户，

大的几百户乃至上千户。一个鼓社立一个鼓祭祀祖先。它是由若干个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家

族组成的、居住在一个大寨或周边村寨的地缘组织形式。 

2.议榔 

    议榔是不同宗的家庭组织成的地域性村寨组织，即农村公社组织。这是由鼓社组织发展

演变过来的。鼓社只有宗族内起作用，议榔则突破了血缘关系，完全以村寨和地域为基础。

一个议榔实质上就是一个农村公社，究其实质，又是苗族社会中一种议定公约的制度，也是

地区性的政治经济联盟。 
        议榔的 高权力机关是议榔大会，由榔头主持，每户一人参加。其任务主要讨论议

榔内共同有关的大事，制定榔规榔约，选举各种执事首领。这种会议，有一年举行一次，也



有二三年举行一次的，还有十三年举行一次。每个议榔之间互不统属，没有超出议榔之上的

高层政治组织。只是在某种紧急需要时，才有临时的联合，共推“大榔头”“大款首”，统一

行动。议榔头人都是根据议榔规约来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的。 

3.寨老 

    在苗族地区，通常将村寨中熟悉古规古理、办事公道而被苗族群众拥护的自然领袖称之

为“寨老”。寨内的一切事务由寨老主持。在苗族传统社会，寨老极受尊敬。寨老是苗族古

规古理的基层执行者，其不是自封自霸，一般是自然形成，不经选举产生，也不世袭。也不

以财产的多寡为条件，不以权势为后盾。寨老没有任何报酬，其履行职责完全是公益性质的。

苗族的寨老制在历史上对苗族形成井然有序的自治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

很多苗族的退休干部都称为了当地村寨的寨老。而许多村规民约也是由在寨老制基础上组成

的“老人协会”会议制定的。 

六、东南亚的苗族 

1.跨界种群及成因 

    今天的苗族是一个跨国分布的民族群体，除了中国以外，在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地区也

有许多苗族。从境外东南亚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苗族主要分布于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和

泰国等国家，缅甸也有一小部分，主要分布在掸邦。大量研究表明，今天分布在东南亚中南

半岛各国的苗族都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从中国迁去的。 
    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苗族就不断地向东南亚迁徙。迁入越南的特点是大规模的，而迁

入老挝的特点是少规模、渐进的。从苗族几次大规模的迁入越南的历史和进程可以看出，这

种大规模的迁徙与战争和中国境内的政治压迫或政策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从17到19世纪，

清朝爆发了“雍乾”、“乾嘉”、“咸同”3 次大规模起义，这些起义的失败导致了苗族大量地

向东南亚迁徙。这与苗族向越南的 3 次大规模的迁徙是相对应的。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后，

苗族向东南亚的迁徙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 
    政治上的压迫和战争是苗族大规模往外迁徙的主要原因，但是苗族除了大规模地向东南

亚迁徙外，还有不断零星地迁徙。也就是说，苗族除了被动地、大规模地向东南亚迁徙外，

还有主动地、小规模地渐渐地向东南亚迁徙的情况。因为长期居住寨中国和东南亚边界地区

的苗族，没有国家的观念，为了寻找可以更好的可供 耕火种的森林和土地，他们慢慢地迁

出了中国，迁入东南亚。他们迁徙的动机是获取更好的土地。苗族需要不断寻找可供耕种的

土地的原因与他们传统的 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在苗族历史上，他们长期从事

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寻找自然条件较好的土地。而东南亚处于

亚热带，有较好的自然条件，植被和森林覆盖率较好，适合从事 耕火种的生产，这对于苗

族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更好的可以耕种的土地以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慢慢

地迁出了国门，迁入了东南半岛的国家。 
    政治和经济原因是苗族向东南亚迁徙的重要原因，但是苗族向东南亚的迁徙还有其他方

面的原因，如鸦片的贸易、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疾病的流行，人口的增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等也是苗族向东南亚迁徙的重要原因。 



2.越南的苗族 

    越南的苗族是由中国的贵州、四川、广西、云南等省迁入的。苗族迁入越南的时间比迁

入老挝、泰国和缅甸是时间要早。苗族迁入越南人数较多，且规模大的迁徙有 3 次：第一次

是在清代顺治年间，即 17 世纪中叶；第二次是在清代的“乾嘉”年间，即 18 世纪中、后期；

第三次是在中国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历史时期里。这一时期有万人以上的苗族，从中国的贵州、

四川、广西、云南等广大地区，多批次、长时间地迁入越南北部广大地区，这也是历史上苗

族 大的一次向东南亚地区的迁徙。苗族向越南的迁徙与流动，除了上述大规模的迁徙外，

还有零星的迁徙，这种迁徙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为止。 

3.老挝的苗族 

    苗族在老挝根据其自称而被称为“赫蒙族”。苗族 早迁入老挝的时间大约是 19 世纪。

老挝的苗族有一般是从越南迁入的，另一半则是有中国迁入的。居住在老挝桑怒、川圹两省

的苗族，大部分是由越南相邻的地区迁入；居住在丰沙里、沙耶五里、会晒、朗勃、拉邦等

地的苗族，大部分是由中国的贵州、四川、云南迁入。 
    中国苗族迁往老挝，与迁入越南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迁入老挝的苗族是多批次的，而

不是相对集约的；是零星不断的，而不是大规模队伍型；是单路线的，而不是全方位的；是

先在云南的文山、西双版纳居住若干年甚至上百年以后，再从那些地方迁入老挝的北部山区。 
    苗族迁入老挝后，在 19 世纪初期曾和居住在老挝北部的卡族人发生了搏斗，战胜了卡

族人。由于不能忍受法国人的苛捐杂税，老挝苗族于 1896 年在川圹省发动了苗民起义。1918
年到 1922 年期间在越南和老挝的边界发动了被发过殖民者所称的“疯人战争”，这次起义的

影响很大，波及到了老挝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这次起义以后，老挝政府允许苗族在一定

范围内自治。到 1945 年时，有 17 位苗族人出任川圹县的区长。 

4.泰国的苗族 

    苗族迁入泰国的时间较晚，知道 19 世纪中后期才迁入泰国。泰国的苗族主要是由老挝

迁入的，他们在老挝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于 19 时机的中、后期才陆续、渐次迁徙

到泰国北部的山地。其次则是在 19 世纪中叶由中国迁入越南的苗族。他们是先在越南居住

了数十年后才西迁搬入老挝居住的，然后也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由老挝西迁进入泰国北部

山区。再其次，又有少数苗族人民，于 19 世纪的中、后期，由云南流徙缅甸掸邦的东芝地

区居住后，再自那里向东迁徙，进入泰国的西北山区。其中，还有少部分缅甸苗族，原居会

晒地区，以后则沿泰老边界南迁，渐次迁入泰国的中部。 

5.缅甸的苗族 

    苗族迁入缅甸的时间也较晚，大约在 19 世纪末。17 世纪中叶，也就是在明末清初时，

入关后的清军与明朝末年的军队 后决战于云南。在这种新旧两种政权更替的背景下，社会

发生了大的动荡，这就导致了云南的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在 19 世纪末的“咸同”年间，

又发生了石柳邓等领导的大起义，受到了清朝政府的镇压，这导致了贵州、云南一带的苗族



人们除了向越南、老挝迁徙外，也有一部分向西迁入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