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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全国慕容族谱编纂会议”在朝阳市举行，来自国内
十余省市的60多名慕容家族代表参会，他们就家族中的历史问题
进行讨论，重点问题是慕容姓氏的三个起源，哪个更可靠？慕容后
人现居何处？慕容氏改姓为“慕”“容”“穆”等，有史料印证吗？朝阳

慕容村与慕容氏有何关联？

核心
提示

孙国平介绍说，近年来国内有
两个村改名为慕容村，一个是山西
省长子县石哲乡墓穴村，该村是西
燕皇帝慕容永陵墓所在地，村名由
此而来，但村民们近些年认为村名
不好听，遂改名慕容村；再就是朝阳
市双塔区木匠营子村，今年 8 月正
式改名为慕容村。

“木匠营子村是清朝乾隆年间
一批山东人迁来所建，因木匠最先
到达村里而得村名，村民中并无慕
容后人，但考古发现，该村与后燕的
历史有很深的联系，改名慕容村有
充分依据。”孙国平说。

1971 年，木匠营子村村民在打
井时，挖出一些陶器和金器。当时
是朝阳县文化馆考古员的孙国平赶
赴现场，发现出土文物与慕容氏关
系甚大。

随即，村内的一座古时大型土
台引起关注，被怀疑为一处陵墓。
1976年，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探到
12米深才见到原生土，土台均为夯
土构成。1978年，时任朝阳地区博
物馆副研究员的朱子方在深入考证
后刊发《龙腾苑遗址》一文，提出木
匠营子村内有后燕皇帝慕容熙(385
年—407年)所建的龙腾苑遗址。“此
观点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多年考察论
证，被认为是可信的。此外，通过查
找文献可知，龙腾苑还是我国北方
最早的皇家花园。”孙国平说。

《晋书》记载，慕容熙大筑龙腾
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龙
腾苑分为东苑和西苑。东苑以“连
房数百、观阁相交”的建筑物为主，
也有一处小型人工湖“清凉池”。西
苑是占地约50亩的大型人工湖“曲
光海”，挖人工湖取出的土则堆成了
东苑的景云山，景云山“基广百步，
高十七丈”。据孙国平介绍，景云山
即是 1976 年辽博考古队探测的土
台，东晋时的 17 丈，大致相当于现

在的50多米，现在的景云山遗址仅
有四五米高了。

据史书记载，龙腾苑内的逍遥
宫、甘露殿，慕容熙的两个妃子苻娀
娥、苻训英各居其一。对于苻娀娥、
苻训英的容貌，史称“并美而艳”，对
其性情的描述则是“好微行游宴”，
即喜欢微服出行，游乐宴饮。由于
慕容熙对这两个妃子的极度宠爱，
闹出了一系列的荒唐事。

为讨两个妃子欢心，慕容熙挥
金如土，掏空国库，诛杀了扶持其登
上帝位的丁皇后。苻娀娥患病致
死，慕容熙将治病的医生残忍肢解，
立苻训英为皇后。

苻训英口味极刁，竟然“季夏思
冻鱼脍”，即三伏天要吃鱼冻，在当
年没有制冷设备的情况下，自然无
法实现，厨师为此丢了命。404 年
11月，慕容熙满足苻训英的愿望带
其出游，“士卒为豺狼所害及冻死者
五千余人矣”。405 年 1 月，慕容熙
又携苻训英出征高句丽，待攻城打
开缺口、后燕士兵准备一拥而上时，
慕容熙却下令“朕当与后乘辇而
入”，结果高句丽援兵赶至，后燕军
队攻城不下损兵折将。

407年，苻训英病死，因出殡的
灵车过于高大，出不了城，慕容熙命
人拆除北门。慕容熙出城送葬之
时，后燕大将慕容云、冯跋等痛感慕
容熙暴虐，发动政变。慕容熙闻讯
征讨，战败后逃入龙腾苑，隐于林
中，被慕容云手下抓获杀掉，慕容熙

“及其诸子同殡城北”。慕容熙死
后，龙腾苑废弃。

孙国平说，慕容熙的葬身之地
大致在今慕容村周围，其昏聩误国
的表现则有不少后世君王引以为
戒。唐太宗即以十六字来评价慕容
熙：“熙极骄淫，人怀忿惋。孽恰身
咎，灾无以逭（huàn：逃避）。”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张松摄

朝阳慕容村曾是后燕国的“龙腾苑”

全国慕容家族代表齐聚朝阳修族谱
“慕”“容”“穆”“豆”“卢”多为慕容氏后裔

本报记者 傅淞巍

“历史上，鲜卑慕容氏曾创建前
燕、后燕、西燕、南燕、吐谷浑五个王
国，由于朝阳是燕国国都，此次族谱编
纂会议也就选在朝阳进行，会议将编
撰出慕容氏总谱，深入挖掘慕容氏在
各省各地的历史文化。”鲜卑慕容历史
文化研究会会长慕晓亮对记者说。

修谱先正源，关于慕容这一姓氏
的起源，《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曾有
记载。一种说法是，鲜卑首领莫护跋
(237 年-？)喜爱戴名为“步摇”的头
饰，其他部族的人就称莫护跋为步摇，

“其后音讹”，步摇读成了慕容，再后
来，慕容就成了这支鲜卑部族的姓氏。

另一种说法是，莫护跋之孙慕容涉
归“慕二仪（指天地）之德，继三光（指
日、月、星辰）之容，遂以慕容为姓”。

上述两种起源说成为主流。不
过，朝阳市博物馆研究员、朝阳市三燕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周亚利表示，这两
种说法可信度都不高，实际上，唐高宗
第六子李贤在为《后汉书》做注时，就
在注释中表示了怀疑。李贤直言不讳
地表示：“余谓步摇之说诞。”

“的确，用步摇来代替一个部族首
领的名字，有戏说的成分，若这支鲜卑
部族当了真，为此改了姓氏，那就太不
严肃。何况莫护跋的后人慕容皝等浸
润汉文化很深，不会任由这种玩笑开
下去的。”周亚利说。

对于“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
的说法，李贤在注释中说：“慕容氏既
得中国，其臣子从而为之辞。”说的是
当时慕容氏已经称雄，臣子遂以溢美
之词来美化慕容这个姓氏。

比较而言，周亚利认为，《资治通
鉴》卷八十一《晋纪三》中的记载更值
得采信：“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分其
地为中、东、西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
阙居、慕容等，为大帅，是则慕容部之

始也。”
周亚利介绍，汉桓帝在位期间是

公元 147 年到 167 年，正值东汉中期，
距今1800多年。按史料记载，慕容部
在鲜卑三大部中的中部，地域范围在

从右北平郡以西至上谷郡以东，即今
河北省东北部及辽宁西部，朝阳的凌
源、建平、喀左一带属于右北平郡。到
了公元 238 年，莫护跋亦率部跟随司
马懿征讨在辽东自立为王的公孙渊，

获胜后莫护跋被封为率义王，定居今
朝阳北票一带。“实际上这支部族早在
汉桓帝时期就成为慕容部了，莫护跋
的全名应该叫慕容莫护跋。”周亚利
说。

慕容姓氏在东汉时期就存在

慕晓亮告诉记者，据初步调查统
计，慕容后人目前在全国都有分布，为
15万人左右，其中80%的人有家谱、族
谱。

朝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主任、
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国平
说，除了慕容氏的吐谷浑部于西晋末
迁至青海外，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
的都城曾从龙城（今朝阳）迁至蓟城

（今北京西南）、邺城（今河北临漳），后
燕曾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西燕曾
定都长安（今西安）、长子（今山西长子
县），南燕定都广固城（今山东益都），
慕容族人则随着政权的更迭向中原地
区扩散。

不过，如今慕容后人大多姓“慕”
“容”“穆”“豆”“卢”。鲜卑慕容历史文
化研究会理事慕明玺告诉记者，改姓
是为避祸。东晋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间
的征伐十分残酷，像淝水之战后，前秦
苻坚曾对长安城中的4万余户前燕慕
容贵族“无少长、男女，皆杀之”；北魏
拓跋珪攻克后燕都城中山后，“慕容氏
在魏者百余家，谋逃去，魏主珪尽杀
之”；东晋将领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
城后，“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
万余”“在王国被灭后，慕容家族的危
险处境可见一斑，改姓、隐姓埋名是必
要的逃生手段。”慕明玺说。

在慕容后人提供的族谱中，屡有

为避祸而改姓的记录。比如，元代刑
部尚书慕完的族谱介绍，慕完是南北
朝时名将慕容三藏之后，先祖为避乱，
去“容”字，改复姓“慕容”为“慕”。清
初进士慕天颜的族谱表明，在明末清
初的战乱中，甘肃静宁的一支慕容氏，
由姓“慕容”改姓“慕”。

据目前调查，仅有湖南浏阳市和
广东高要市各有一支慕容后人未改
姓，仍姓“慕容”。广东高要这支族人
住在该市的白土镇幕村，据该村的《慕
容氏大宗族谱》记载，这支族人的始祖
是慕容器，南宋理宗在位期间（1225
年—1234 年），因避“胡妃之乱”南
迁。曾任幕村党支部书记的慕容瑞湖
告诉记者：“当初村名用幕不用慕，是
因处境不安全，出于保护族人的考虑，
幕在广东话里读mò，与慕并不同音，
这也是我们先祖的智慧所在吧。”

1998 年从陕西迁居沈阳的慕晓
亮对记者说，陕西的慕容后人往上追
溯，老家大多是陕西吴堡县的慕家塬
村，慕容氏的一支在明朝洪武年间从
河南滑县经山西大槐树迁入，听前人
口传，朱元璋打下天下后追杀功臣，这
支慕容族人被迫迁居于此。慕晓亮表
示，慕家塬村不在八百里秦川上，而是
在交通极为不便、远离水源、不适合农
耕甚至不适合居住的山上，在此定居，
确有逃避祸患的可能。

族谱中屡有为避乱而改姓记录

慕晓亮坦承，隋唐时期的慕容氏
族谱缺失，给当前编纂族谱工作带来
不小的难度。那么，各地自宋元明清
起始的慕容族谱，可信度如何？

辽宁省考古学家冯永谦表示，
可信度应该没有问题，古代修族谱
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家族里有读
书人，且有心致力于此，而中国人讲
究慎终追远，对家族的来源、姓氏问
题极为看重，即便是口口相传也不
易出错。

慕明玺说，鲜卑慕容历史文化
研究会也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其
中，慕姓的出现，是在慕容姓之后，
目前慕容氏的后人多姓慕；史料表
明，北魏夺取了慕容氏曾统辖的领
土后，投降北魏的慕容族人改姓豆
卢氏，鲜卑语中“归顺”一词的音译
即为豆卢，今天北方姓卢、姓豆人
士，祖上或与慕容氏有关。安徽涡
阳县高公镇的一张慕氏家谱，从明
代记起，老大老二姓慕，老三老四则
姓穆。慕明玺说，从中可以看出穆
姓与慕容姓的渊源。

此外，鲜卑慕容历史文化研究
会多次赴慕容后人居住地考察。慕
明玺说，全国有据可查的各类“慕容
村”多达百余个。

慕晓亮、慕明玺等考察吐谷浑
的旧地得知，当年的王族姓慕容，到
唐朝后改姓为慕，与当今甘肃的慕
氏有亲缘关系；而吐谷浑部族的其
他成员，后来已与周边其他民族融
合成当地的土族，主要居住在今青
海民和、大通两县。

除了演变成土族的那支外，目

前已查找到的慕容后人已与汉族融
合，在习性上与汉族无异，填表时

“民族”一栏填写的是“汉族”。唯有
广东白土镇幕村的一些慕容后人，
身材高大，高鼻深目，被人称作“保
留了鲜卑人特征”。

那么，在当年慕容氏的兴盛之
地朝阳，在辽宁，还有慕容氏的原住
民吗？孙国平表示，当年的慕容氏
或逃亡，或改姓，已找不到原住民，
如今辽宁境内的慕容后人大多是清
代闯关东移民过来的，且分布零散，
较集中的聚居地在庄河、瓦房店，有
大约 2000 人，在朝阳县二十家子
镇、南双庙乡大致有500人，他们都
姓慕，来自山东。

朝阳已无慕容氏原住民

广东高要市白土镇幕村的慕容氏祖祠。

慕容后人查看慕容族谱。

慕容后人保存的南迁史料。

广东肇庆白土镇大旗村珍藏的慕容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