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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如何保持健康 、防止疾病 ,当地人民又是如何

利用传统医疗机制来应对这类问题 ? 因此 ,传统

文化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国家政权的兴起与疾病

医疗机制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

第二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里值

得关注的是 ,藏彝走廊中地区性的少数民族如何

被吸收并整合到国家体制之下的 ?国家政权的进

入无疑会给本区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个人以为可

从如下四个角度来看这种影响:(1)可从少数民族

本身观点来看 ,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 ,如土司

或上层僧侣如何看待国家主权的冲击;(2)他们如

何使用社会标志来保护自我传承 ,文化表征在哪

些方面使用? 少数民族的认同 、文化 、语言 、历史

等 ,哪些在使用 ,哪些又不在使用 ,为什么? (3)改

革开放以来 ,对于传统的习俗 、宗教等方面已经有

越来越少的干预 ,如允许少数民族恢复他们的宗

教 、风俗习惯 ,那么文化的复古对现代社会是否有

帮助呢 ?会不会对全球化有一种相反的效果 ,强

调自我是否会内化 ,这样是否会导致自身在全球

化中不可竞争呢? 如何正确使用一些社会标签 ,

如亲族 、家支 、宗教 、服饰等来保存既有的传统呢?

(4)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保存到

底有什么样的冲击? 从正面来看 ,的确具有对民

族文化起到保护的积极意义 ,但从反面看 ,把文化

当作商品是否也有利有弊? 这里涉及到了文化商

品化的价值判断 。

第三 ,发展的文化问题 。发展是各方面的 ,各

民族各地区对于发展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标准 。

近年来 ,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 ,但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 ? 怒江建水坝 ,对国

家 、地方各级政府 、投资者以及当地民众各方所产

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他们对此所表示的态度也各

有不同。那么 ,谁是主要的推动者? 物质上的改

善就是发展的标志吗? 我们更要关心本地的百姓

是如何反应的 , 他们的主张和要求是什么 ?我个

人主张应当提倡 “发展的文化 ”,把发展的文化当

作一个主体来研究。

对于今后藏彝走廊地区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

开展 ,我认为应当在会议交流上找出问题作为今

后研究的对象 ,明确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

么? 如何从解决并回答这些问题的角度来推动研

究工作? 我们应当要走出学科之外 ,通过交流来

将这些研究问题更具体化 。同时 ,我们要通过交

流来达到建立研究团队的出现 ,并达到一定程度

的分工 ,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如何能做到相互配合

与支援。不仅要有自己的研究人员 ,而且还要有

多层次 、不同年龄组合的团队才会对我们未来的

研究发展有益。对我个人来讲 ,发展全面的 、系统

的 、以区域为主的研究团队和将来对研究生及相

关研究人员的培养 ,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在藏彝走

廊地区开展研究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作者简介:黄树民 , 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

藏彝走廊———多学科区域研究
王铭铭

　　我们都知道 , “藏彝走廊 ”这一概念是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 ,但考察费老提出

这一概念的时间 ,是在他 1978年刚刚恢复身份 、

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之时 ,而且当时在他背后还

有相当一群学者支持 ,可见这与他当时对 20世纪

50年代的民族调查研究的反思以及如何进行中国

民族学未来的学科建设分不开 。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目前国内已积累

了相当丰富的文献 、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 ,

那么如何能够在当代人类学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和

交往的平台呢? 我在自己的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

中发现 ,藏彝走廊地区是一块独具价值的历史民

族区域 ,它非常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联合起来开

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在这块区域里 , 可以从

“居”与 “流 ”之间的互动来看历史发展和演变的

轨迹 ,其关系也可从这一区域物质文化历史的研

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如唐宋到明清时期 “茶 ”与

“马”的关系 ,帝国体制与民族国家下各族群之间

的流动关系等。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地区存在着

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 ,土司既是中

央王朝在地方施政的代言人 ,又是独占一方的小

王 ,这一制度对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和少数民族

地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 ,

在藏彝走廊地区开展研究 ,对于研究如何处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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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来讲 ,会有很多素材和经验

提供给我们借鉴。总体看来 ,对藏彝走廊这一特

殊地区开展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地区性 ,这是

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而不是一个个单一民

族居住区域的复合或叠加。因此 ,对藏彝走廊的

研究 ,显然不是由一个简单的民族学调查就能完

成的 ,应该综合人文学科及自然学科的多学科人

才共同工作 ,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

我个人以为 ,今后对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可

从四个大的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制图 ,即制作纵

向的生态分布图和平面的交通图 ,在图上标出藏

彝走廊中的民族分布和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 ,以

反映历史时期各民族的迁徙流动 ,同时也要厘清

走廊内外的各纵横交通通道 ,以进行既有图像又

有文字的藏彝走廊整体形象研究 ,这有利于我们

从宏观上进行把握 ,否则在研究中很容易会迷失

方向。其次 ,是要重点关注走廊内外各种政治力

量关系与历史上的族群互动对走廊发展演变的影

响 ,至于这一点 ,可以将历史学 、民族志与口述史

有机结合起来 ,关心国家与地区 、族群与地方的互

动 ,尤其要关注藏、彝 、羌三大民族对区域内一些

较小族群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

在一些关键的区域要采取定点调查的方法 。再次

是物质文化研究 ,主要是历史的物质文化研究。

在藏彝走廊地区 ,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封

闭性造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单元 ,外界对走廊

的影响较小 ,有利于物质文化的保存 ,许多被民族

学家 、人类学家称为 “活化石”。因此 ,通过对走廊

物质文化的发掘研究 ,可以发现历史的演变进程 ,

从而丰富我们对这一地区时空关系的认识 。在藏

彝走廊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一定要对这一区

域进行定点调查 ,同时注重对档案 、碑文 、家谱等

研究资料的搜集。第四 ,开展现代性发展与当地

的反应研究 ,简略而言 ,就是地方性的行政建设如

何影响到纷繁复杂的民族地区 ,再如教育 、公共卫

生 、媒体的发展以及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 ,等等。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 ,必须要考虑到发展这一概念

的本身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 , “中国特色的

发展 ”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国家政策 ,而不是一种西

方独立自由式的发展 。

我初步考虑了一下 ,今后藏彝走廊研究首先

要确定课题 ,注意已经开展了哪些项目 ,还可以根

据资源 、科研人员和学科优势新立一些项目 ,然后

要制定一个详细的研究计划 ,项目结题后最终以

成果形式公布出来 ,对促进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很有帮助 ,同时也有利于下一步研究的进行和指

导。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可以进一步达到整合研

究队伍和研究资源的目的 ,从而进行系统的研究

规划 ,如开展 “现状与发展 ”、“历史与宗教 ”、“考

古与艺术 ”、“南亚与中国藏区平台 ”等专题研究的

建设计划 。藏彝走廊研究是一项综合研究 ,在纵

向科研体制结构上 ,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

究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中央机构 ,也有各地方

高校 、科研机构 ,涉及四川 、云南 、西藏及甘青等区

域 ,涵盖民族学与人类学 、考古学 、语言学 、生态

学 、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我们可以先以四川的几

家学术机构为中心开展研究 ,如四川省民族研究

所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

研究院等机构有关藏彝走廊地区研究的藏书非常

丰富 ,我们可以先建立开展研究的资料库 ,着手整

理相关文献 ,形成一个资料索引 ,这样就方便了相

关领域人员的研究 。同时 ,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

藏彝走廊文化展示中心 ,然后通过踏实的调查研

究把藏彝走廊地区变成一个很有基础的 、跨学科

的研究基地。

总之 ,我认为 ,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是一种综

合性研究 ,未来藏彝走廊研究的一个重点是 ,如何

更好地将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结合起

来 ,并以此为基础和交流平台 ,加强与国外相关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同时培养一大批高级科研

人才。为及时传递信息 ,交流最新研究成果 ,建议

不定期发行 “藏彝走廊研究通讯 ”,也好让更多的

人了解我们的研究并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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