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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易俗河米市為清代末年至民國初年湖南全省

最重要的米穀集散地，其米穀輸出量為全省之首

位，到了二、三十年代才衰落。易俗河米市位於

湖南湘潭舊縣城所在的湘江上游約8公里湘江與涓

水交界的掛嘴洲，由於涓水又稱為「易俗河」，

故稱為「易俗河米市」。筆者曾到過易俗河米市

四次，第一次是在2002年8月，第二次是在同年的

11月，兩次皆是獨自前往，第三次是在2004年5

月，由當地縣政府的幾位人員及一位當地米商後

人陪同。這三次考察皆十分粗疏，或者，根本談

不上考察。第四次考察是在2010年6月，這次考察

的詳情，陳瑤在其〈城市、市鎮、鄉村   　湘潭

考察記〉1  一文中已有詳細而精彩的說明，不再覆

述。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談談筆者前三次「考察」

所得的一些資料和記錄，並且根據這些資料比對

文獻，試圖解答易俗河米市是在何時興起。這個

問題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探討近代湖南米穀貿易

的歷史，以及國家干預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本

文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部份，第一部分是詳細介紹

筆者當日「考察」的見聞，第二部份則比對文獻

來探討易俗河米市的興起時間，以及湖南最大的

米穀集散地為何是在易俗河，而不在其下游不遠

的湘潭縣城等問題。

2. 「發現」易俗河米市

　　筆者第一次到易俗河米市是在2002年8月。筆

者先在湘江南岸湘潭縣政府新辦公樓所在的公車

站下車，再轉乘當地的三輪摩托車。由於普通話

不靈光，又沒有地圖，自己又不知道確切位置，

這位三輪摩托車車伕邊走邊問路，才到達「目的

地」。日後根據地圖追查，車伕大約是從前進北

路轉往湘江沿岸的沿江路向西走，大約在縣造紙

廠附近放下筆者（地點1），車資共12元。事後才

知道，從易俗河米市回到公車站的車資一般是三

元。也許要多謝這位車夫，正因如此，筆者當日

從上午10時許至下午3時許，走遍易俗河米市所

在的整片地區（參閱圖一）。由於這次考察是最

「深入」的，下文將以這次考察為核心而輔之以

其餘兩次考察的見聞。

　　下車後，筆者一直沿著湘江岸邊濶約2至3公

尺的泥路往西走，這條道路高於河面約3至5公

尺，可以行車，從東向西展延。在路的北岸，即

靠近湘江的路旁，沿路都沒有任何建築物，只泊

有一、兩艘鐵殼運沙船，而路的南邊則有疏疏落

落的建築物，大部份是磚建築物，從外表看來並

不是民國或民國以前的建築物。走到盡頭是湘潭

縣造船廠（地點2）。這裏是易俗河米市所在的掛

嘴洲的西部盡頭，然後沿路折返（地點3），抄

小路往南探索，首先找到蕭家湖和靈官廟（地點

4）。

　　根據第二次考察之時訪問的何老先生（不刊

出其名字）解釋，蕭家湖面積約有萬畝，當地的

農田皆在此湖取水灌溉（見附錄一）。據筆者所

見，此湖的水源主要是雨水（圖二）。靈官廟位

於蕭家湖與湘潭縣造船廠之間的田地的中間，其

四周皆為農田。靈官廟為一所小廟，單進水泥和

磚構建築物，濶約2至3公尺，長約4至5公尺。建

於一平台上，面向涓水，其門額有「靈官廟」三

字（圖三）。祭壇中央是兩俱面具，兩旁才是

神像（圖四）。右面的牆壁有兩塊石碑，是民國

十七年的倡修碑，明顯早已受到人為的破壞，其

表面被砸破，呈現很多裂紋，並被塗上黑色的墨

水或油污（圖五）。第一塊石碑刻有「民國十七

年冬月立」，另一塊面積較小的則沒有刻上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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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錄二及附錄三）。兩塊石塊的捐款者有部

份名字相同，計有「文東山、曾裕和、楊萬興、

黃大裕、馬吉慎、陳蓮生」。比較這兩塊石碑的

名字與民國初年刊刻的《支那省別全誌》，發覺

「黃大裕」與《支那省別全誌》記載的易俗河其

中一所牙行的名字相同。2 此外，第一塊石碑中

「蕭合興」也與《支那省別全誌》中所記載的易

俗河其中一所猪行的名字相同。3 至於同碑中「吉

太祥」則與《支那省別全誌》所載的湘潭其中一

所煤炭行的名字相同。4  

　　這些資料顯示該廟建於1928年，而有些捐款

的商號或人物在該地活動了十多二十年。不單只

是米穀貿易的商人或商號，其他商人也參與了該

廟的建造工作。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該廟所在

的地基是由蕭四邑公所捐獻的，雖然筆者並沒有

蕭四邑公的生平資料，但是該廟旁邊為蕭家湖，

證明蕭家在當地擁有大量的田產。

　　之後在湘江沿岸的泥路往返數次，最後通過

一條石板砌成的南北向的小徑（地點5）找到了涓

水沿岸的易俗河老街。這條小徑濶約1.5公尺至2

公尺，南北貫通湘江沿岸的道路和涓水沿岸的道

路，接近湘江沿岸道路的一段為泥路，其餘的路

段皆鋪上濶約1公尺石板的道路。根據第三次考察

時陪同的縣政府人員所言，從涓水旁邊的過山碼

頭起卸的米穀，就是經由這小徑運往筆者所走過

的泥路旁邊再載運上船。

　　這小徑與易俗河老街交界之處為一所就筆者

在當地所見、頗具規模的建築物（地點6）。第二

次考察時，筆者曾跑進屋內訪問了居住在內的何

先生(不刊出其名字），他指此建築物名為「蕭家

祠堂」（圖六），約於一百年前由蕭家四兄弟所

合建的。最初是用作為糧倉，解放後改作小學。

何先生在2001年以數萬元買下此建築物，曾修建

了部份，但有部份已經倒塌了（參閱附錄四）。

　　蕭家祠堂前臨涓水，高於水面約4至6公尺，

往下走為過山碼頭。蕭家祠堂地基圍牆面向通往

碼頭石階處（即向東）有一塊石碑，高約1.5公

尺，寬約0.5公尺。而地基圍牆面向過山碼頭處

（即向南）有兩塊石碑，兩塊石碑皆高約1公尺，

寬約0.8公尺（圖七及圖八）。從三塊石碑的碑腳

殘跡來推斷，原本應是插在泥土上，後來才被放

在上址。水退時，可以看到過山碼頭是一個約為2

公尺見方的石構平台（圖九）。

　　蕭家祠堂把易俗河老街分成兩段。易俗河老

街高於河面4至6公尺，沿涓水東西走向。在第一

次考察時，一位老村民向我表示這地就是易俗河

老街，而路中一塊石板也被刻上「易俗河老街」

五字。易俗河老街是一條濶約1.5至2公尺的直道，

鋪有長寬約1公尺的石板。這些石板表面皆十分光

滑，石板的中部皆呈現輕微的下陷，顯示曾長時

期使用。沿著此街距涓水較遠的一側，整齊排列

了一列房屋。這些房屋大部份是兩層高的，以木

材作為主要的架構，當中興建牆壁，下層牆壁以

磚建造，上層牆壁則以竹片塗以泥土來建造。至

於街道臨近涓水的那一側，間中有一、兩所建築

物。現時這些建築物，大部份已作為民居，其原

來的用途已無法考證。筆者相信這些建築物應為

民初時期的建築。

　　由蕭家祠堂往東走的一段易俗河老街應是

《支那省別全誌》所稱的下街。該書指此段街道

主要是以貿易糧食為主，也是當時人口最多的地

方。此段易俗河老街的東部與另一條南北走向街

道連接，這街道南北貫通了易俗河老街和湘江沿

岸的道路，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記載的市街

（地點7）。這街道濶約1.5至2公尺，除了接近湘

江沿岸道路一段是泥路外，其餘的部份皆鋪上與

易俗河老街相同的石板，兩旁排列了與上街那些

兩層高的房子相類似的建築物（圖十）。

　　在這街道與易俗河老街交界處往前走約5至6

公尺的河邊，為另一所碼頭，碼頭的石牆上有一

塊長約1.5公尺，高約0.8公尺的石碑，其上刻有

「正泰碼頭」四字。據第三次考察和書籍記載，

此碼頭是由郭家所擁有，郭家是民國初年在易俗

河米市實力最雄厚的商人。

　　再往東走，沿路房屋的結構和建造材料皆與

易俗河老街的其他房屋十分相類似。其中一所兩

層高建築物的上層外牆上，仍保留了「酒醬園」

三字，說明這建築物曾是一所商品店。到了路的

盡頭，有一規模宏大的兩層高建築物，看似是倉

庫，現在已改作為民居（地點8及圖十一）。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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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考察和書籍的記載，此為民國初年當地最

大的米穀倉庫。其不遠處有一所磚構建築物，其

牆腳的石塊刻有「王德泰」三字，說明最早的屋

主應為王德泰。

　　再往外走，是一條沿著涓水的大堤，堤上的

泥路為易俗河米市與外地連接的主要通道。據第

三次考察所知，此大堤是在60年代才修建的。此

大堤的地勢是高於掛嘴洲的地勢的。其後筆者前

往易俗河米市皆取道此泥路。

　　在第一次考察當中，忽下大雨。避雨期間，

在市街北段接近石板路末段，在街旁的一所建築

物門前的空地上發現三塊石碑，被當作石塊鋪在

路面。其中一塊刻有「郭楓□」三字，另一塊則

刻有「誤買盜木，罰碑示儆，癸酉憑圍立」。第

三塊刻有「公議禁止欄□，搭台演唱影□」（圖

十二、十三及十四）。清末及民國年間的癸酉年

是1873年和1933年，但筆者認為「演唱影□」應

是指近代的影畫戲或戲劇，所以筆者認為最有可

能的年份是1933年。

　　繞過蕭家祠堂的圍牆前的小路，走上易俗河

老街的西段，不遠處是一座紅色的建築物，其規

模稍大於靈官廟，其門額是「南嶽聖帝神壇」

（地點9及圖十五）。祭壇上有兩塊關於捐助修建

該廟木牌，有部份的捐助者是記載捐工多少個，

推論是以工作代捐款。及至第三次考察時，該建

築物已改名為「南嶽神壇」，但內部的陳設並沒

有多大改變。在第四次考察，我們訪問了該廟的

廟祝，有關的紀錄請參閱陳瑤的考察報告。

　　再往西走是一所三層高的混凝土建築物，正

門面向涓水，這是一所觀音寺，門額上刻有「慈

航閣寺」四字（地點10，圖十六）。寺內的人對

於筆者的到訪十分緊張，不願多談。根據橫樑上

的文字，該寺建於1852年，重建於1999年（圖

十七）。根據此寺的重修碑記（見附錄五）及靈

官廟內所受到的破壞，可以想像易俗河米市在60

年代的境況。

　　筆者再往西走，沿路的景觀大致與易俗河老

街的其他景觀相同，這裏應是《支那省別全誌》

所指的上街，再沒有甚麼發現，折返原路，經大

堤上的泥路離開。

3. 易俗河米市的興起

　　到過易俗河米市的皆會慨嘆，一個曾經每年

輸出米穀數百萬石的米市為何會如此衰落，也會

不期而問當日興盛之時會是何等模樣。從上述四

次的「考察」所見，易俗河米市的重心在於涓水

沿岸的易俗河老街一帶是無容置疑的。考證資

料，乾隆《湘潭縣志》有記載云：「易俗河市在

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口

內，凡衡山後紅笋、稻米皆聚於此。」5 清楚指出

米市是在涓水岸邊。在第四次「考察」當地時，

主要想探討的問題，是甚麼因素使到易俗河米市

發展成為全省最大的米市？為甚麼涓水的米穀不

直接運往下游不遠處的湘潭縣城？再者，當易俗

河米市成為全省最大的米市，卻為何位於涓水的

旁邊而不是在位於湘江之濱？如果基於地理、水

文和交通工具等因素使到涓水的米穀不能直接運

往湘潭縣城，那麼此地理應存在甚久，但我們卻

為甚麼並沒有找到半點清中葉以前的歷史遺跡。

現時找到的最早的歷史資料是慈航閣寺建於1852

年，即咸豐二年。光緒《湘潭縣志》曾言：「易

俗市，唐嘗建縣。五代時為榷場。」6 但是，並沒

有說明此地在五代之後的發展。很難想像此地的

地理環境自五代至今皆「一成不變」。而且，如

果當地早在咸豐之前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米穀集

散地，為甚麼並沒有遺留半點歷史痕跡？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易俗河米市在乾隆年間

已經存在。乾隆《湘潭縣志》記載云：「易俗河

市在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

口內，凡衡山後紅笋、稻米皆聚於此。」7 這段

資料說明了兩項事情，第一是易俗河米市在涓河

口內，證明易俗河米市自乾隆至民國初年皆沒有

重大的轉移，第二是衡山後的米穀皆匯聚於此。

筆者現今已經無法考證「衡山後」所指的確切地

區。但從其戶數已可以看到在乾隆年間易俗河米

市的規模並不大。同書也記載：「三門市在縣南

一百八十里，人烟四百餘戶，沿江各市貿易惟此

最盛。」8 三門位於易俗河市湘江上游約100華里，

所謂「沿江各市貿易惟此最盛」，可以理解其貿

易額在易俗河米市之上。同書也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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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米穀自衡州而下，多聚賣於湘潭，

大約視湖北江南之時價為低昂，焂增焂

減，初無定局，其擔夫負販謂之路擔，

則市人之取給為多。9  

另一段記載云：

城總市鋪相連幾二十里，其最稠者則在

十總以上，十九總以下，凡糧食、綢

緞、布匹、棉花、魚鹽、藥材、紙張、

京廣貨物、竹木牌筏皆集於此，為湖南

一大馬頭。10  

　　根據上述各項資料，可以推論雖然易俗河米

市已經存在，但是其規模不大，其商業地位在三

門市和湘潭縣城之下，而米穀貿易仍集中在湘潭

縣城。

　　易俗河米市之所以位於涓水河口可以滙聚涓

水流域的米穀。涓水發源於湖南省雙峰縣昌山，

流經衡山縣新橋、白果，湘潭縣花石、射埠、吟

江、古塘橋和雙板橋等地。這些涓水流域的米穀

皆以易俗河市為集散地。曾超曾言：

易俗河屬湘潭縣重鎮，地處湘水之曲，

有涓、漣水在近匯合，不僅舟楫方便，

而且地居南北交通要道，陸運暢通，

鄰近碧泉和十萬壠一帶所產谷米更具特

色，色香、味香、油潤，人稱十萬壠的

大米為油米，故此米市便在易俗河鎮興

起，並成為湖南的谷米巨市。11  

　　十萬壠位於湘潭縣城以西，為當地最著名的

稻米產區。12雖然乾隆《湘潭縣志》有「凡衡山後

紅笋、稻米皆聚於此。」記載，但是筆者懷疑這

只是指涓水所流經的衡山地區的米穀。即使退一

步來說，衡山地區的米穀有經湘江運往易俗河米

市，但根據各項記載，其數量不會高於運往湘潭

縣城的數量。

　　到了道光至同治年間，易俗河米市的規模逐

漸發展起來。光緒《湘潭縣志》記載：「雙板橋

路，田鋪店至易俗市凡十餘里，楊雲亭、方作

舟、楊翼垣等倡修。」13 筆者無法在光緒《湘潭

縣志》找到楊雲亭、方作舟和楊翼垣等人物的生

平，無法考證他們是那一時代的人物。光緒《湘

潭縣志》另一段則記載：「易俗市後沿河一帶道

光年眾修，咸豐年重修。」14 而另一段記載也言：

「易俗街口黃泥塘，計四百五十丈，同治年王洽

庵、劉紫臣等糾修。」15 根據這些資料，在道光至

同治年間（1821-1874）易俗河米市受到注意，人

們開始修築連接當地的道路，換言之，人們覺得

有須要開僻連接此地的道路，方便往來。據此，

筆者推斷易俗河米市的規模有所發展。

　　究竟易俗河米市何時取代了湘潭縣城的米市

地位？近人有持易俗河米市是在19世紀從湘潭米

市轉移過來的意見。《湘潭經濟史略》認為早在

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湘潭縣城小東門外

沙灣一帶已成為湖南米穀的集散地。到了康乾盛

世，由於穀米業的用地需要，沙灣米市逐漸向易

俗河米市轉移。到了19世紀中葉，易俗河米市正

式取代了沙灣。16 此著作最大的問題是並沒有列

舉資料的來源，讀者無從考究其可信性，而且，

當中關於沙灣米市的位置，與別的著作有很大的

出入。17 近人曾超曾也認為湖南米市是在19世紀中

葉轉移到易俗河鎮，他在其著作中言：「湘潭谷

米市場形成於清初，以後便由城區逐步轉移到易

俗河。」18 近人曾紹參的一篇著作更進一步言：

「十九世紀中葉，湘潭的穀米市場，便轉移到了

易俗河。」19 根據各種資料，筆者推論曾超曾其

實就是曾紹參，20  所以這篇著作可以視為同一資

料。遺憾的是這兩篇著作皆沒有提出任何的實質

證據，其可信性存在商榷的地方。總之，從當地

人的追憶，易俗河米市是在19世紀中葉左右取代了

湘潭縣城米市的地位。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可以肯定易俗河米市在

光緒初年已成為了湘潭縣內規模最大的米市。光

緒《湘潭縣志》言：

易俗市，唐嘗建縣。五代時為榷場……

湘南穀豆咸萃於此，乃至下游舟載逆輓

而來臻。富人建倉，輒儲萬石，寄屯之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一期　 2010.10.15第26頁

息，歲至萬金，縣境最大市也。21  

　　光緒《湘潭縣志》刊刻於光緒十四年，所

以，可以推斷易俗河米市是在同治至光緒初年迅

速發展起來並超越了湘潭縣城的米市地位。

　　筆者認為是釐金制度使到易俗河發展成為湖

南的最大米市。咸豐五年（1855），為了募得對

抗太平軍的軍費，湖南官府推行釐金制度。簡單

來說，釐金是向貨物徵收過境的稅項。根據羅玉

東的研究，湖南省釐金除了門市釐有一部份由商

號承總彙繳外，一概由官方設局卡徵收。局卡徵

收稅項，多在貨物起落之處，如土產之貨在起運

之局納釐者，再經他處，亦不重抽，直至出口之

釐卡，才繳納出口稅。22 而《湖南全省財政說明

書》云：「（湘潭局）坐落縣城外四里許，咸豐

初年設立，專收起坡落地厘金及出山茶厘。」23 

湘潭縣城為湖南全省最大的商業中心，在此設釐

金局征收落地及起坡釐金是十分合理的。所謂落

地釐金是指貨物運進湘潭縣城的稅項，而起坡釐

金則是指貨物起運的稅項。換言之，如果米穀要

運往湘潭縣城後再轉運往別的地方貿易則須繳納

兩次釐金稅項。光緒《湘潭縣志》記載：「易俗

河、三門、櫧洲、朱亭皆設卡局。」24 櫧洲即現今

的株洲。株洲、三門和朱亭分別依次位於易俗河

米市上游的湘江沿岸，水路距離易俗河米市分別

為50、110和185華里。25 分卡的功能是在貨物所經

的地點設立檢查關卡，查驗貨物是否已經繳納所

規定的釐金稅項，防止商人繞道逃避繳稅。在易

俗河、三門、櫧洲、朱亭皆設卡局顯示當時設置

釐金關卡之時，人們覺得這些地方的商業地位和

功能大致相同。

　　在設立釐金制度後，人們馬上明白如果把米

穀先運往易俗河米市暫時儲藏，待交易完成後，

商人再到易俗河提取米穀下運，只須繳付過境釐

金，而不須要繳付落地及起坡釐金，可以省卻一

次的釐金費用，也可以省卻一次受到釐卡人員查

驗滋擾的機會。於是，易俗河米市的規模迅速發

展。

　　筆者有不少的旁證來支持這種推論。光緒

二十八年（1902），湘潭船行公所與來自益陽和

漢口的米船發生抽收佣金的糾紛。湘潭船行公所

表示，根據過往慣例，各大小船隻在湘潭領裝貨

物，須先在湘潭船行公所掛號，估貨議價和書契

納佣。但益陽和漢口等船隻經過當地前往易俗河

市購買米穀時，往往不肯投行納佣，損害了湘潭

船行公所利益。而益陽和漢口的米船則申辯是自

行向易俗河市買賣米穀，無須湘潭船行公所作中

介，故不肯納佣金。及後兩方把此事交由湘潭各

主要商幫共同調解，及後更多次向湘潭縣府提出

訴訟。26 此次糾紛無論誰勝誰負對於本文的論述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證明湘潭縣城的商人視易

俗河市的米穀交易為湘潭商業的一部份，他們視

易俗河市只是儲藏米穀及讓米船取貨的地方。益

陽和漢口的米船當然辯稱他們是直接與易俗河米

市貿易，無論他們的說法是否真確，這次訴訟說

明易俗河市其實只是寄存米穀的地方，商人購米

後便直接下運往漢口等地，這可以減輕部份釐金

的負擔。

　　其次，根據《支那省別全誌》的記載，在

易 俗 河 米 市 的 釐 金 關 卡 位 於 米 市 的 下 游 （ 圖

十八）。當地人有一個諺語，就是「易俗河米

穀，到岸就起」。當地人皆指出，從涓水運到易

俗河米市的米穀，皆從過山碼頭起卸，然後挑運

往湘江江邊，再下船外運。過山碼頭位於關卡之

上游，所以，這種搬運的方法可以不用經過關

卡。甚至可以把涓水運來的米穀夾雜在從湘江上

游下運的米穀之中，逃避釐金稅項。

　　靈官廟的捐款碑證明當地到了1928年經濟仍

然良好，仍然有餘力修建廟宇。根據訪問所得，

易俗河米市是在1930年代才衰落的。而湖南到了

1931年才取消釐金制度。兩者在時間上的吻合，

增強了筆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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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何老先生訪問稿

日期：2002年11月17日

時間：下午3:30

地點：湘潭易俗河鎮掛咀洲何老先生家

　　何老先生現年78歲。70年前由河對岸遷到此處。蕭氏宗祠是由蕭家四兄弟合建的。蕭氏宗祠是用作糧

倉。蕭家在易俗河老街並沒有店舖。蕭家在易俗河也並沒有田產，何伯的屋後有一所面積約有萬畝的大

湖，名為「蕭家湖」，當地的田皆向蕭家湖取水灌溉。易俗河老街是米穀市場，很興盛，有很多人。約在

1930年代衰敗的。何老先生的孫子言，蕭氏宗祠前的碼頭的小路，曾建有欄杆，近年才倒塌的。

附錄二

靈官廟捐碑27 

周楊氏洋　拾元　楚定連拾元　郭喬生洋伍元正

無名氏洋四元　周心達洋四元　楊壬秋洋三元正

蕭四邑公三元基地一所　上志堂捐光洋三元正

劉宇恂　廖先務　唐東亮　同昇莊

廖炳元　唐漢章　楊□山　文福德

周葵生　劉怡昌　□生利　萬藻山

劉云發　陶振亞　楊□莊　楊裕湘

尹克明　曹復盛　何衡如　周振華

陳相文　文東山　胡炳章　椿柏公

馬俊臣　馬清和　蔣柏華　宋漢章

各捐光洋弍元整

□吉祥　劉有光　劉三盛　曾裕和　源順□

曾萬和　楊振興　楊萬興　劉東海　劉玉□

□少卿　鄧積慶　劉□秋　周祥生　何憶順

□有餘　陳乾泰　劉□益　楊敦厚　劉義發

□生利　李漢生　□□□　朱□□　□□□

黃大裕　夏雲□　□□□　□□□　□□□

□有貴　裕順行　□□□　劉遠□　劉□□

□立生　彭天祿　□□□　藍炳祿　程錦□

□泰福　曾廣禎　彭炳□　楚富文　陳金□

□□太　譚合春　胡德盛　楚恂美　曾正發

□三太　李長生　劉德華　譚萬利　陳新□

□春□　□騰芳　□□生　鄧光前　張萬□

□立祥　何□□　□□盛　李正興　張洪發

□祥益　李霞□　彭□盛　潭澤林　楊劉氏

□輔庭　曾天□　顏全美　□□□　湯立□

□□觀　郭敬□　郭福壽　廖名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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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無名氏　豐太恒　劉尚吉　□□□

□□生　廖珍吾　郭劉氏　蔣加才　劉三□

□丁科　唐成基　陳全盛　祥合記　楊柳□

□宋珊　張禹丞　劉鑌湘　馬吉慎　唐□□

□順桃　祥豐坊　唐雲路　蕭合興　張□□

□太□　□□□　姜福興　劉碧潭　榮金□

□□□　□□□　洪元棧　李洪興　郭□□

□□元　□□□　□林氏　羅集祜　郭□□

□□元　□□裕　□□興　蕭大興　劉□□

□□氏　周□興　□□□　顏瑞庭　天順□

□□□　何立達　□□□　□□□　蔡傳□

陳蓮生　唐上元　汪□林　李□□　□□□

□□福　歐陽□　王文彬　李瑞□　□□□

□□秀　羅春□　□柏雲　添興合　□□□

□□棠　吉太祥　何家俊　何萬發　李□□

□□所各善主□捐光洋壹元整

黃和盛　萬裕□□洋弍伯陸□伍元整

朱修太　丁友□□洋弍伯陸□伍□肆角整

昌修　周葵生　馬鏡清　廖紫彬　劉三盛

勸修員　劉宇恂　郭有餘　黃榮珊　廖子□

民國十七年冬月立

附錄三

重修靈官廟各香主捐資起造各□□□

存款數目均刊於後永垂久遠

劉萬式捐錢壹拾串文正

馬吉慎　周鴻盛　周福太　萬和成　周椿柏公　□公一祠

各捐銀　元

□□盛　□□德堂　□□□　曾裕和　□□□　□□□ 

周永□　□□□ 

各捐錢　□

□□□　何□順　楚同盛　黃大裕　楊湘□　楊萬興　楊協太

楊崇花　□祥盛　□長生　□洪盛　□敦德堂

□上各捐□銀壹元正

張正和　劉新和　周漢初　陳蓮生　周方行　齊□□　李□□

唐有才　劉三太　□德盛　譚立生　林西河堂　周□□堂

周洪發　文□裕　易云□　董竹□　董□□　周□廷　譚天元□

譚天元利　劉玉廷　楚合盛　劉鑒廷　祥茂隆　洪興福

各捐錢壹串正

周慶祥　唐廣發　周心遂　譚子云　□□□　周長松　方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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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裕卿　胡玉貞　□□□　□□□　郭成漢　□□□

□□□□

文東山　劉三太

周漢初　周漢山

周明正　馬□□

□捐資花邊共錢壹□□

另�□□

□石工砌工石灰零用□□□

□□□□□□

　　按︰第一塊石碑可以肯定是刻於1928年，第二塊石碑則不能找出其刻字年份。兩塊石塊的捐款者中有

小部份名字相同，計有「文東山、曾裕和、楊萬興、黃大裕、馬吉慎、陳蓮生」。現今資料顯示，「黃大

裕」與《支那省別全誌》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牙行的名字相同。28 此外，第一塊石碑中「蕭合興」也與

《支那省別全誌》中所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豬行的名字相同。29 至於同碑中「吉太祥」則與同書所載的湘

潭其中一所煤炭行的名字相同。30 在此，本文作一個大膽的假設，上述靈官廟應與易俗河的商人有密切的關

係，固然這有待日後進一步調查來驗證。

附錄四

何先生訪問稿

日期：2002年11月17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湘潭易俗河鎮老街蕭氏宗祠

　　何先生年約四十多歲，自言是在去年以數萬元買下了易俗河鎮老街的大宅。曾修建了部份。有部份已

經倒塌了，例如正廳曾有一八仙藻井。但從今天所見，大宅仍然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巨宅。面積約有3、4千

呎，高約30呎。正廳分為三間。據何先生言，此宅是由蕭家四兄弟所合建的，約建於一百年前。最初是為

作糧倉，解放後改作小學。現今宅內仍可看見很多歌頌毛澤東的口號。

　　蕭氏宗祠前的小街名「石街」，即「易俗河老街」，此地由於是涓水和湘水的交界，在解放前是糧食

貿易的大市場，蕭氏宗祠前的碼頭名為「過山碼頭」，涓水運來的米穀皆在這碼頭起運往湘江。老街的中

部稱為「鎮泰坪」。蕭家的後人曾於兩年前回來看看大宅，現時他們主要居住在長沙、湘潭和香港。

附錄五

重修慈航閣碑序

古閣慈航者，本系【係】空門浄地，曆【歷】史悠久，境雅環幽，前臨涓水，波浪滔滔，後伴湘江，

恰似玉帶，查尋資料，始建清朝，晨鍾暮鼓，响徹雲霄，青磬紅魚，韻雅悠長，禪門大德，法幢高揚，苦

奈因緣，興敗無常，十年文革，慘絕遭殁，堂堂梵剎，無處查訪，幸喜今朝，春風始復，黨政英明，蓮城

善士，李氏淑輝，真乃賢良，不辭勞苦，廣積錢粮，曆時三載，方得輝煌，擇於吉日，托與來無，領眾脩

熏，為銘功德，謹立碑坊，奈因禿筆，難述詞章，祈望識者，切勿筆揚。

阿彌陀佛

佛曆二五四五年歲次辛巳未月吉日霞山釋子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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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易俗河米市考察地圖（筆者手繪）

圖二、蕭家湖

易俗河老街

北

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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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靈官廟

圖四、靈官廟神壇（注意中央的兩具面具）

圖五、靈官廟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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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蕭家祠堂

圖七、過山碼頭前石碑 圖八、過山碼頭前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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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過山碼頭

圖十、市街

圖十一、民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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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放在地上的石碑

圖十三、放在地上的石碑

圖十四、放在地上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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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南嶽聖帝神壇

圖十六、慈航閣寺

圖十七、慈航閣寺橫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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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支那省別全誌》所載易俗河米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