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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

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说起

■ 马 戎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浙江大学社会学系（Ma Rong，Department of Scociology，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Peking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Soci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内容提要］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触及一个重要

议题，即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是“造民族”还是“造国民”。其所涉1929年黎光明“造国

民”与1933年芮逸夫等人“造民族”活动的历史，值得再作深入探讨。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运用西方民族

学知识在中国边疆地区识别不同群体的“造民族”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但“民族”意识被催生后所带来的离

心力无法忽视；在各族民众中构建国家认同，“造国民”是一条艰辛、漫长、曲折，却仍然必行的道路。

［关键词］民国时期 民族 国民 民族识别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被迫纳入欧洲主导

的国际社会，并作为一个弱国处于国际体系的边

缘地位。强国可以塑造国际事态和外部环境，而

弱国只能被国际事态所塑造并被动地适应外部

环境。”（王立新，2019：2）在与列强对峙的过程

中，延续几千年“中华天朝”传统的“大清”被迫转

型，成为与周边诸国并列且备受欺凌的“清国”，

被外力强行“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孙隆

基，2004：21）。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文化精英

最为关切的，就是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

军事侵略和外交胁迫，如何能够把清朝管辖地域

和属民保留下来，避免同胞们成为亡国奴。“英国

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

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

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

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

解体的过程。”（马克思，1961［1853］：111-112）此

时中国人所感到的威胁，不仅是“亡国”，而且是

“亡天下”。“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无疑是“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发现地广人稀、管辖

松散的边远属地极易被列强军队强占割让。在

丧失大片领土后，为了防范局势恶化和国家解

体，清廷不得不进行治理体制大调整，把“多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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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治理模式和各族聚居地域“多元化行政体

制”（王柯，2001）逐步向全国统一的省、府、县体

制转化，加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直接行政管

辖。具体举措如东北地区开禁建省，川、桂、云、

贵等地区加快“改土归流”，藏区和外蒙古推行

“新政”，内蒙古实行“放垦”和“移民实边”，新疆

加强兵屯并建省，以此应对列强的边境蚕食和割

占领土的紧迫威胁。这些改制措施背后的潜意

识，即是希望参照欧洲国家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模式，把大清朝逐步改造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

民同质的民族国家。而当时实行君主制的沙皇

俄国、普鲁士德国、日本等欧亚强国，则是清朝统

治集团效仿的榜样。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出来

的地理知识、政治理论、社会模式、教育制度和学

术知识体系的新概念也借助洋枪洋炮和火车轮

船的声势，经由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探险

家和各类学者等传入中国。晚清及民国各界精

英人士及全国城乡居民，经由不同渠道开始接触

到一个个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概念体系，并以此为

基础来重新解读与认识国人必须面对的这个由

林则徐、魏源分别在《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中介

绍的宏大世界，理解和引导这个在外部势力逼迫

下处于急剧变革中的国家。王明珂先生在《西北

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发表的《民族与国民在边

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

讨》①，虽然谈及的似乎是学术界一件无足轻重的

陈年往事，在具体事例讨论中向读者揭示的却是

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

一、黎光明与傅斯年

在民国人物当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两

个人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黎光明绝对不是什么名人。他 1901年出生

于一个回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28
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

“史语所”），次年前往四川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

进行田野调查。他与同伴王元辉在此基础上完成

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直至75年后才由王

明珂从史语所档案中“发掘”出来并得以出版（黎

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在王建

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仅简略记述了这次田

野调查。②该书附录三“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

学家学术简历”未列入黎光明，附录四“中国民族

学大事记”（1895—1949年）在1928年只有简短一

句话：“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黎光

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王建民，1997：422-
423）此次调查结束后，黎光明便不再从事学术活

动。“他自川边返回南京后便离开历史语言研究

所，转任于四川之军政与教育界，如此种种皆证明

其在民族考察、研究方面的成绩未能让他立足于

主流学术界。”（王明珂，2019：84）1946年他出任

靖化县县长，同年在与当地帮会冲突中身亡。无

论从学科史还是民国政治史的角度来看，黎光明

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无名之辈”。

傅斯年则是民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传奇人

物。他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

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

位状元，……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岳

南，2008：8）。他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
转北京大学本科，1918年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

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1919年五

四运动期间担任游行总指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

领袖之一。1921年入伦敦大学心理学专业，1923
年转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回国在中

山大学任教，1928年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筹建

史语所并任所长。1929年，傅斯年得到中央研究

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从收藏家手中购得明清内

阁档案 6万公斤，避免了这批珍贵史料落入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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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之手，此事令史语所“声威大振，其担负的历

史研究与中华文明探索的前驱性使命和辉煌成

果，令学界同人为之艳羡”（岳南，2008：121）。

1934—1937年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土大量文物，

举世震惊。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出任国民参

政会参政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

胜利后，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由于他奋力抨

击，迫使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先后于

1938年和1947年辞职，从而名声大噪。1948年他

当选中华民国政府立法委员与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 1月他随史语所迁至台北，兼任台湾大学

校长。在1950年逝世前，傅斯年在学界和政界一

直是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傅斯年和黎光明两人在 20世纪 20年代后期

曾有一段短暂交集。当时傅斯年是史语所所长，

黎光明是该所聘任的助理研究员。他们的交往主

要围绕黎光明1929年的川西调查。这一年，傅斯

年忙于内阁档案收购之事，对黎光明的川西考察

关注有限。详细记述傅斯年一生学术活动和个人

生活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完全没有提及该年

黎光明的川西考察。可见，在民国学术史研究者

眼里，黎光明是个可以全然忽略的小人物，他的川

西考察也无足轻重。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小人

物，成为了王明珂这篇文章的主角。那么，引起

王明珂重视黎光明川西考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通过对黎光明川西考查工作不同评价的讨

论，王明珂在这篇文章中向读者展示了那个时代

的青年人（1929年黎光明 28岁，傅斯年 33岁）在

追求自身政治理想和学术探索方面的基本取向

与具体实践，并通过对二人思想与实践差异的分

析，引导读者去反思那个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

中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议题：面对民国时期严峻

的国际环境，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究竟是面对世

界努力“造国民”，还是在中国境内“造民族”？黎

光明恰恰就是 20世纪 30年代在川西基层社会

“造国民”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

与接受西方学术知识体系

（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面临两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重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

序，使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体系中脱胎出来，转

型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际秩序”的新型民族国

家（nation state）。这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生死存

亡和切身利益。面对列强的渗透割占，“深受国

族主义感染的中国知识分子”（王明珂，2019：84）
全力捍卫大清、中华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都是用来定义一个在外

交、贸易中与他国平等交往政治实体的现代西方

概念），同时努力整合国内民众的政治-文化认

同，使全体国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

防止外部势力对境内各群体的挑拨分化，维护国

家统一。面临列强提出的领土要求，中国学者应

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相关领土归属的证据，抵制外

国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觊觎。

第二个任务是以“先进的”欧美知识体系和

概念话语作为理想模型和表达载体，重建中国的

文化与知识体系，使之成为构建中国政治秩序、

社会伦理、文教组织、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

能够与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的全新的知识话语体

系。在反侵略战争和对外交涉中，中国精英们深

感中华传统文化不足以救国，出访欧美各国后又

惊叹于列强科技与工业文明之发达，认为唯有从

传统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脱胎出来，全盘接受欧美

国家的人文、社科、理工、医学、农学、生物、地理

等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接受现代学校模式的教

育制度和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再

造”，中国才可避免亡国之祸。“1895年以后的三

十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经历了西方法国大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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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百年的巨变，几乎所有外来观念都被纳入中

国近代传统的结构，成为中国普遍接受和改造过

的现代思想。”（金观涛、刘青峰，2009：240）
这个新建的知识体系从基本概念、结构框架

到具体内容、观念术语，尽管借鉴了日文译法，但

是整体上仍是师从欧美国家。以人文、社会科学

而言，这个知识体系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语言

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专

业。由于时局紧迫，在学科划分、基本概念、理论

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们

崇尚的是“拿来主义”：建立“洋学堂”，参照“洋制

度”，请来“洋教习”，学习“洋课本”，照虎画猫。

首先是洋人在其开办的各类学校系统讲授这套

知识，随后留洋归国的年轻留学生，由于会读“洋

文”并习得这套知识，20多岁就被各新设大学高

薪聘为教授③，成为传播这套新知识体系的主要

推手。自 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废除汉

字”的提议一度十分流行，有人甚至说出“线装书

扔茅厕”这样极端的话（钱穆，1994：912）。“全盘

西化”这四个字正是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和教育

界的生动写照。

（二）西方学术体系与知识在中国的引进与

应用

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系统引入中国

的，是一整套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

方知识体系。新式学校即是传播和教授这一套

知识体系的组织载体。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列

强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调查时运用的一套“民族

学／人类学”知识体系。西方的“文明人”在调查

亚非拉地区“野蛮人”时，多少借助“进化论”把人

类进化历程划分为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多个阶段，

因此就像西方学者创建动物学和植物学体系那

样，在体质特征、语言文字、亲属制度、社会组织、

文化习俗等领域依次对各地土著人群展开田野

调查，相关的研究记录叫做“ethnography”（现译为

“民族志”）。史禄国教授给费孝通安排的人类学

课程，就依照时序分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

人类学等几个阶段（张冠生，2000：77）。西方学

者的“经典民族志”，其结构大致是这样一个套

路。那些在西方大学里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知

识的中国学者们，很自然地把这套知识看作先

进、科学、最优并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术体系，

努力将之应用于中国，希望这套知识体系能够帮

助国人理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历史与

现状。

1926年从英国、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之所

以在中央研究院组建史语所，就是期望把西方民

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一套知识拿来，通过中国

各地的田野调查，把中国素材纳入这套知识体系

并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使“中国案例”得以加

入世界知识体系和学术系统，从而让史语所成为

“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

所”（罗家伦语）。朱家骅认为，史语所的学术导

向在创始人傅斯年领导下，“处处显示了域外学

术（特别是德国学术）的影响，历史语言‘同列合

称’，这是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

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朱家骅，1951：1）。“傅

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普

遍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强化，它不仅强调了史学研

究的客观性、实证性的（自然）科学方法，而且张

扬了史学的非国别性和西方东方学（汉学）的学

术正统性。现代历史学研究只有在世界的视野

里才能找到其自身的新的起点和立足点。”（欧阳

哲生，2005：127）以西方学术成果作为创建中国

学术体系的典范和评价标准，这在当时的中国学

术界几乎无人置疑。

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盘接受西方学术体系和

教育制度的同时，中国留洋精英容易忽视的一

点，就是西方知识体系里有关“nation”（民族）和

“state”（国家）等核心观念，与中国几千年文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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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天下”理念和以“华夷之辨”为内涵的群

体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基督教伦理基础上构建

的西方社会和传统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

想体系和政治秩序。因此，当中国学者使用西方

知识体系来理解并重新梳理中国社会，力图把中

国社会纳入“世界性”知识图谱时，就必须把发源

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

似乎具有普世性意义的重要概念如“nation”、
“language”（语言）、“religion”（宗教）、“kinship”（亲

属制度）以及“slavery society”（奴隶社会）、“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empire”（帝国）等译为汉文，

并在中国社会里确定相对应的具体范畴及实

体。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学者用相同的概念和

逻辑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使中国学者的研究成

果被接纳为世界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西

方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个具有完全不同

传统的政治秩序、思想知识体系之间究竟应当如

何进行概念对接、术语互译与逻辑沟通，这个世

纪难题一直延续至今。

（三）西方“民族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在以各学科系统地组合起来的西方知识体

系中，有一门学科叫“ethnology”（通常译为“民族

学”）或“anthropology”（人类学）。④梁启超在1902
年的《史学之界说》一文中，曾开列出与历史学相

关的多个学科：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

言语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

平准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

学（文学）、天文学、物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理

学等（梁启超，1989［1902］：10-11）。可见在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学术体系已有较全

面的了解。这套知识体系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

青年精英热切学习用以置换中国传统知识体系，

从而得以励精图治和救亡图存的新法宝。

在民国初年，吴文藻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族

学和社会学处于一种全盘洋化的状态；中国的民

族学和社会学最初是外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

证也多用外国的材料，然后由中国人用外国文字

讲述，并且多数是讲外国的材料；民族学和社会

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然是变相的舶来品”

（王建民，1997：128）。吴文藻在 1932年提出“文

化人类学必须以代表原始人类的现代未开化民

族的生活状况为范围”，并进一步明确主张：研究

汉族的属于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

（王建民，1997：134）。这就把中国各少数族群命

名为“少数民族”，并把他们视为“民族学”的当然

研究对象。

西方“ethnology”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亚非拉社

会中具有不同族源、语言、社会组织、婚姻形式和

生活习俗的各群体。在西方研究文献中，许多群

体称谓（如“tribe”“clan”“horde”被译为“部落”“氏

族”“族类”）被广泛使用，“nation”（通常译为“民

族”）在近代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史中是一个核心

概念。当国内边疆地区各少数群体被称作“少数

民族”并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后，

通过田野调查并从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入手

“重新认识”尚不为中原精英所熟悉的边疆地区

各类居民，具体识别并确认（identify）这些“少数

民族”，便成为习得西方民族学知识的海归学者

的一项学术使命，也成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主

要研究工作之一。

关于西方民族学学科名称的西文原文与汉文

翻译，蔡元培1926年提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

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

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
phie，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

于比较的，西文作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Verglei⁃
chende Volkerkunde。也就是说，通常有民族志、

民族学，按德语语法，前者可以被称为记录的民族

学，后者是比较的民族学。”（转引自王建民，1997：
102-103）国内现在把“ethnology”译为“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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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ethnography”译成“民族志”，很可能就源自蔡

元培的这段论述。“ethnic group”“ethnicity”分别被

译为“族群”“族群性”⑤，正如“nation”被译为“民

族”，“nationality”被译为“民族属性／国籍”⑥。

“ethnology”的词根是“ethno”，所以“ethnology”更
确切的译法应是“族群学”，“ethnography”更确切

的译法应是“族群志”。西方“ethnologists”和“an⁃
thropologists”在世界各地开展的田野调查，实际

上是对当地“ethnic groups”的调查，译成中文是

“族群调查”。因此，参照西方“ethnology”这一套

知识体系、基本概念和调查方法（ethnography），在

土著群体中开展的研究工作应当是“族群识别”

（recognition of ethnic groups）而不是“民族识别”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s）。即使是当年的西方人

类学者，也没有把“ethnography”看作识别当地

“nation（nationality）”的研究工作。

“族群识别”，即对于地方性群体的族源、语

言、社会组织、亲属制度、文化传统的调查研究，

有助于学者更加深入和系统地了解各国内部的

族群现象与文化多样性，在各族的比较研究中认

识“自身”与各类“他者”，在族际交往的历史与现

实过程中认识和理解群体文化特征的此消彼长

和分化融汇，是具有重要价值且不可替代的学术

工作。但是，如果中国学者把“ethnography”称作

“民族学”，把调查的国内地方性群体视为待识别

的“民族”，就把“ethnic group”和“nation”这两类在

社会结构中处在不同层面的群体的政治性质完

全混淆了，不仅会给学术界乃至社会公众对本国

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解造成极大障碍，也会在中国

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给全体

国民的政治整合造成极大障碍。

三、“国族”“国民”与“民族”

（一）“国族”与“国民”

“nation”在中国通常被译为“民族”或“国族”，

这是伴随工业文明首先出现于西欧的一种全新

的政治实体形式。在欧洲，“‘国家’、‘民族’（na⁃
tion）及‘语言’等词汇的现代意义，要到1884年后

才告出现。……在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义跟

所谓族群单位（the ethnic unit）几乎是重合的，不

过之后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及独立

主权的涵义’”（霍布斯鲍姆，2000：17，20-21）⑦。

在西欧各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依次产生以“民族”

为单元的主权国家，“一族一国”成为民族主义运

动的理想目标。“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

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凯杜里，

2002：52）⑧“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

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盖尔

纳，2002：1）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洲人在其殖民地成立

的新国家没有沿用西欧“原发型”以现代公民权

为基础的“公民模式的民族国家”，也不把殖民地

各土著群体和新移民群体视为“民族”（nation）。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法律上所宣称的平等和其

他权利只属于个人，属于个体的美国人，而不属

于各个民族。民族居住的地理分布是诱发民族

问题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地缘因素。从美国宪法

和一般性的地方政策，都反对将民族聚落模式地

域化，以及任何试图以民族单元为基础建立政治

实体的努力”（彭池，2015：117）。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当欧美政治话语被引入

中国这个传统多族群“天朝大国”，“nation”被译

为“民族”后，“民族”一词应当被用来称呼中国的

哪些群体，应当被应用在哪个社会组织层面，这

在现实中出现了问题。西方人有意或无意地把

中国境内具有不同族源、语言及文化的蒙古人、

汉人、满人、藏人等群体称作“nation”（民族）。在

这方面，日本最为积极。最典型的是1896年甲午

战争期间日军登陆威海后张贴的中文告示《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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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把“满清”称作“塞外蛮族”，

把汉人称作“贵国民族”，与“日本民族”并列，煽

动汉人反满并以汉人聚居十八行省建立“中华国

家”。⑩这篇文告是用“民族”概念分化瓦解中国

的典型话语文本。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

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

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

一。”（孙中山，2011［1912］：2）他在随后修订的

《三民主义》中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

族主义。”（孙中山，2000［1924］：2）西方话语体

系的“nation”在汉文中最确切的译法，应是包括全

体中国国民的“国族”，而“nationalism”的确切译

法，应当是“国族主义”。

（二）“国族”与“国民”概念的引入与传播

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许多国人

已经意识到原有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不可维持，

但是对于这个未来的“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建构，

人们意见并不统一。受到日本鼓励和资助，部分

汉人精英一度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汉人

聚居“十八行省建中华”的狭隘汉民族主义建国

纲领。而长期保有特殊语言文化传统与行政体

制的蒙古部落、藏人和新疆穆斯林群体，则有部分

精英在外国政治势力鼓励和资助下提出“民族独

立”政治诉求，如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

丹巴在沙皇鼓动下的“独立”运动，十三世达赖宣

布西藏“独立”，新疆出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新生的中华民国面

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引导国内各族精英把清朝管

辖下的各地区视为统一的“中国领土”，把清朝统

辖下的各族民众转化为“中国国民”，并在这样一

个地域和人口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华国

族”（a Chinese nation），把“大清臣民”的认同意识

转化为“中华民国国民”，否则“国将不国”，各帝

国主义势力瓜分中国的企图就有可能得逞。

由于清廷迟至 1905年才“废科举，兴新学”，

能够进入现代学校的国人极少。辛亥革命后，东

部和沿海城市出现对外“开放”的新潮流，新创报

刊开始向民众介绍各类新名词和新组织。但是，

少数族群聚居的西部偏远地区由于与内地人员

交流很少，既无现代广播报刊也没有新式学校和

教师，加之语言隔阂和交通传播工具简陋匮乏，

各边疆地区基层社会精英与民众对于国内外政

治态势所知甚少。当时对中国政治形势有较清

醒认识并有“国族”“国民”概念的，只有东部及沿

海城镇的精英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正如王明

珂所言：“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确在以民主政治

启迪民智上有很大的贡献。然而，深受其思想、

言论及行动影响的社群，主要仍为居于中国政治

空间核心及社会上层之主流知识分子。”（王明

珂，2019：80）。
（三）“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内部的传播

在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社会，由西方引入的

“民族”一词在具体应用时出现于多个层面。在

最高层面，“民族”与国族的含义相通，例如，孙中

山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又如，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这里的“民族”实质上即是国族。在第二个

层面，“民族”可指向中国境内几大主要群体，如

“五族共和”中的汉满蒙回藏也被称作“民族”。

随着民族学知识的系统引入，在第三个层面即边

疆地区一些人口较少但具有独特语言、习俗的群

体，如苗、瑶等也开始被称作“民族”。中国民族

学家在民国时期最为关注的调查对象，即是当时

学术界对之了解甚少，人口规模不大，散居在西

南各地区居于第三层面的“少数民族”群体。这

个层面的群体被广泛地称为“民族”并被社会普

遍接受，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功不可没”。

由于在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之间、在繁华城

镇与偏远乡村之间存在巨大时空隔膜，“当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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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族主义感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急切期

望能认识国族国家边缘之地与人，另一方面他们

也为国族边缘之人对国族国家的无知感到十分

惊讶。此种‘惊讶’，仍因‘国民’概念所蕴含的国

民‘同质性’，与他们所见之‘异质性’现实（边疆

国民对国事之无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王明

珂，2019：84）。那时，许多偏远地区的居民只会

讲本族语言和方言，不通晓汉语汉字，大多数人

不知道此时中华民国总统是谁，不知道国家的首

都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中原地

区的学者们也不清楚这些群体之间在体质、语

言、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哪些差别，以

及这些群体究竟应该被归类为哪个“民族”。

王明珂指出：“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居于社会

底层及中国边疆的民众，在民国建立后的30年或

更长的时间里，他们仍在学习、摸索与认识‘民

族’及‘国民’等概念，也在学习及接受自身成为

‘中华民族’或某‘少数民族’成员以及中国‘国

民’的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年从事边疆

民族考察的学者们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他

们的学术专业被认为具有认识及分辨‘民族’的

能力；事实上，此时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也便是

厘清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以及划分各

‘民族’间的边界。”（王明珂，2019：80）在民国时

期，一批又一批民族学者、人类学者、语言学者来

到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他们所从事的主要工

作，就是采用西方民族学知识对当地人群进行学

术意义上的“民族识别”，同时把这套概念及相关

知识传授给当地精英与民众。而由国家行政机

构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展带有政治意涵的“民族

识别”工作，则是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

四、民国时期的“造民族”与“造国民”

（一）在一个传统“多元一体格局”社会体系

中“造民族”

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一文，回溯了中国历史演变进程，把中

国群体结构特征归纳为“多元一体格局”，“一体”

层面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层面是56个具

有不同族源和文化特征的“民族”（费孝通，

1989）。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到1949年
后确认的56个“民族”，民国时期在中国社会同时

存在“造国民”和“造民族”这两个层面群体认同

意识的创建与演进过程。

兴起于西欧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政治特征

是：一是拥有清晰、稳定并获得其他国家承认的

领土边界；二是在所辖领土内拥有绝对主权（行

政管理、司法、税收等方面完全独立）；三是全体

国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即公

民权；四是国民拥护共和体制并有爱国情怀。传

统中国则被称为“文明体国家”，其政治特征是：

一是管辖地域根据各时期国力强弱呈动态的收

缩-拓展态势；二是辖地内各群体存在族源、语

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多元化

现象；三是采用多元化政治认同和权威体系，表

现为多层级的等级性-区域性行政管辖制度（“因

俗而治”）。具有这些特征的传统中国如果向现

代“民族国家”转型，就必须对境内各区域的行政

体制和属民的政治认同进行全新的整合，首先是

治权的一致化和同质化，同时必须对全体属民的

政治观念与文化认同意识进行“重新塑造”，把接

受和拥护这个具有现代形式的新型国家视为国

民的核心认同对象，这即是“造国民”。在这一过

程中，最大的危险即是因原有“多元一体”体系破

裂，导致具有不同族源、语言、文化特征的地方性

群体在外来“民族”意识的引导下发展出各自的

“民族主义”运动，从而滑向分裂为多个“民族国

家”的方向。

在《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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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这篇文章中，王明珂

讨论的就是辛亥革命后民国社会面对的核心议

题：政府与社会精英的优先任务应该是“造国民”

还是“造民族”？“造国民”即是把清朝治理下的传

统“臣民”改造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国民’与

‘国族同胞’都指具有‘同质性’的众人。此同质

性的基础，是国民对于国族国家的共同普遍知

识，包括国家疆域（地理）、域内之人的特质（民族

文化）及其来源（历史），以及更重要的国家现况

（政治社会）等等的知识。这些都是国民教育的

基本内容。”（王明珂，2019：83）而“造民族”则是

参照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把民国管辖下

的各类群体构建成为一个多元民族谱系，根据族

际差异构建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群体。中国学

术界的“造民族”活动就是“经由学术调查、研究，

一个个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特色、历史源流被确

认，透过政治实践，各边疆人群被分类而成为国

族中的少数民族”（王明珂，2019：94）。
（二）民国时期我国民族学者的“造民族”考

察活动

民国时期我国民族学者的“造民族”考察活

动，是西方学科体系与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国后，

中国学者开展的一个半自发、半具组织性的系统

工程。这一时期，以海归学者为首的民族学家急

于把这套外来知识运用于中国社会。“20世纪上

半叶，‘国民’与‘民族’概念传播于中国，也随着

民族考察者的脚步进入边疆；在此造‘国民’与建

构‘民族’同时进行。”（王明珂，2019：93）“当时学

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

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

‘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

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

史过程。”（王明珂，2004：14-15）中国国土辽阔，

许多偏远地区是西方和日本学者考察足迹尚未

抵达的。因此，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应该抓紧时

机，加快开展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田野考察

活动，努力以最新调查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

席之地。傅斯年组织的史语所边疆考察工作，不

过是当时学术界众多努力之一。

除了重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外，傅斯年特

别关注与“民族”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研究。他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说：“中国

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

之尚难得，我们却生看他毁坏忘失。我们着实不

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他在《所务记载》中写

道：“若果印度支那语系的一行学问也被欧洲人

占了先去，乃真是中国人的绝大耻辱啊！”（傅斯

年，1928：1）他为此十分关心在西南地区开展的

语言学调查，将其视为界定中国境内“民族”群体

的重要标志。

在民国时期，有许多掌握现代民族学知识甚

至留学背景的青年学者先后来到西南边疆地区

进行考察，他们的学术任务就是在当地“造民

族”。《中国民族学史》介绍了民国时期民族学者

在西部地区开展的主要调查活动：1928年杨成志

在川滇交界处的调查，“在鲜有汉人活动的彝族

聚居区调查两月余。以后用数月时间分别学习

彝族语言和苗族语言”（王建民，1997：116）；1928
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颜复礼、商承祖在

广西对瑶族语言、族源、分布等的调查（王建民，

1997：117）；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等的湘西苗、

瑶调查；1934年凌纯声、陶云逵、勇士衡等人的云

南调查，庄学本的康区调查，李佛一的西双版纳

调查；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徐益棠的广西瑶族

调查，方国瑜的滇西调查；1936年胡鉴民的川西

羌族调查；1936—1937年杨成志等参与的广东瑶

族调查和海南黎族、苗族调查等（王建民，1997：
181-183）。抗日战争期间的调查有：梁钊韬的粤

北瑶民调查（梁钊韬，1994：1-14）；陶云逵的滇西

独龙江调查（陶云逵，2012），以及马长寿、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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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柯象峰、徐益棠、李安宅、冯汉骥、任乃强、林

耀华、吴泽霖、江应樑、郭莲峰、方壮猷、梁瓯第等

先后在西部各地开展的田野调查（王建民，1997：
229-238）。这些学者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自

己的“民族学知识”应用于考察当地人群，努力了

解与“识别”不同的“民族”。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民族学家努力了解当地

人群的语言、文化、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而当地

精英与普通民众也从这些民族学家那里得知“外

部世界”的消息，听到许多他们从不知晓的新概

念、新知识。“不仅是在演讲中，在他们与当地知

识分子的社交言谈中，‘民族’也经常是重要主题

……此显示民族学者及其田野考察工作，在近代

中国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过程中的微妙角

色与功能……民族学内涵的‘民族’概念与其内

涵定义，导引学者们探寻、研究相关人群之语言、

文化而让他们得以认识与识别一个个的‘民

族’。”（王明珂，2019：88）例如，“芮逸夫先生川南

叙永考察之行的目的在于以人类学田野材料（主

要为语言及婚丧礼俗材料）来证明苗族的存在，

以此应和语言学家所建立的‘苗语’‘苗傜语’等

语言人群范畴”（王明珂，2019：92）。
当然，这些民族学家并不认为这些“造民族”

的学术工作与“造国民”相抵触，甚至认为这些

“民族识别”工作可以“为其根据语系分类所建立

之中华国族架构作一点脚注”（王明珂，2019：
92）。如江应樑1937年提出，“对中国领土中全部

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瞭认识，方能

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与说复兴中华民族之

道”（江应樑，1992：1）。当时，“中华民族”与“中

华国族”并用，蒙古、满、藏等群体已被人们习惯

地称作“民族”，这些学者把“民族”概念应用到西

南各地有文化特征的群体时，未必有清楚的政治

考量并预见到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五、傅斯年对黎光明川西

考察成果的期待与失望

（一）傅斯年对黎光明川西考察成果的期待

与失望

傅斯年作为一位受到“西学”系统训练的新

式学者，对于“什么是学术”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

标准，这就是西方的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这一

套知识体系，包括基本概念、研究专题、素材形式

和叙事逻辑框架。傅斯年曾说：“对于语言学，绝

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语言学，而是从调查方言、

调查语音学着手……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

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丁志，2010：17）他在

给黎光明的信中专门提到，希望黎光明“学习一

种夷语，记其文法上之大略”（黎光明、王元辉

［著］，王明珂［编校］，2004：184）。他所期待于黎

光明1929年川西考察的成果，就是应用这套西方

学术概念和分类方法来搜集边疆地区各类基层

社区与当地人群的“民族学”素材，对人群进行归

类冠名，发现当地有哪些“民族”以及各自有哪些

文化与社会特征。

但是，当黎光明和他的同伴王元辉来到川西

后，他们深切感受到“当时中国国民普遍对于边

疆地理及当地‘国族’同胞的无知。此种对于国

族国家边疆之认知焦虑”自然反映在他们身上（王

明珂，2019：83）。甚至可以说，黎光明和王元辉

1929年的川西之行，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焦虑

中进行的。他们在川西各地开展的基层探访活动

中，“显示他们传播国族新知的强烈企图：期望此

行能以自身作为知识、讯息传播的桥梁，将国人

一向陌生的边疆情况介绍到国族核心人群中，并

将国族核心的情况讯息（特别是科学、进步、革

命）带给国族边缘之人”（王明珂，2019：82）。
由于黎光明在田野考察中展示出的个人兴

趣并不在于开展“民族识别”，因此在傅斯年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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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函交流中，傅斯年认定黎光明的调查彻底失

败。由于黎光明不仅未能从学术视角在语言、习

俗等方面“辨别”当地的各种族类，反而表示所见

居民与汉人“没有多大差别”，同时在实地调查中

把精力集中于给当地民众宣讲中华民国“各种国

情”，“侈谈政治大事”，这引起傅斯年的强烈不

满。在黎光明田野考察期间，傅斯年在给他的信

函中曾指责说“盖兄之未预备充分”，在进入田野

前“未有足够的民族学专业知识”（王明珂，2019：
85）。傅斯年在信中一再告诫他，“应尽舍其政治

的兴味。……少发生政治的兴味。……少群居

侈谈政治大事”（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

校］，2004：183-184），试图引导黎光明和王元辉

二人回归“学术正轨”。

由此可见，傅斯年组织的1929年川西考察可

以说是“所托非人”。第一，黎光明、王元辉没有

真正掌握这套西方知识与话语；第二，两人没有

真正理解傅斯年期待于他们的调查目的。这与

他们此前的个人经历有关。尽管黎光明曾考入

东南大学史学系，王元辉曾就读北洋大学，但他

们“都是心怀革命之志的青年。……两人都参加

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学潮，而同样因此被大学开

除”（王明珂，2019：81）。被学校开除后，黎光明

进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王元辉进入黄埔

军校，二人仍是热心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

在校期间黎光明对西方学术知识关注有限，并不

符合傅斯年研究计划的人选条件，但是由于20世
纪20年代国内文科大学毕业生很少，傅斯年的选

择范围十分有限。

（二）黎光明川西调查过程中的“造国民”

黎光明之所以在田野考察中把兴趣转向传

播有关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的基本知识，而不是

开展民族学调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他在交谈中发现当地民众甚至土司、僧侣、基层

官员都极度缺乏有关这个国家的基础政治知识，

他认为这完全不可接受，这一局面亟需改变。第

二个原因，是他并没有发现当地民众与汉人有重

要的差异，也没有认识到需要通过语言学、民族

学知识在当地居民中区分不同的“民族”。正是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他的川西考察背离了傅斯

年为他设定的“学术轨道”。

首先，黎光明在村寨调查中发现当地精英及

村民完全不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他们甚

至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也不知道首都在哪里。一

位大寨土官十分怀念清朝皇帝，说：“大清皇帝出

来不出来还不晓得的呵！……大清皇帝真好，他

每年要给我二十四两饷银；三年去朝贡一次，他

还赏我们很多的东西。民国不给我们的饷，我们

也不去朝贡了。”（黎光明、王元辉，2004：97）有一

位喇嘛虽然知道孙中山和蒋介石，但只知道北京

不知道南京，甚至询问“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

底谁个的本事大？”（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

［编校］，2004：106）当他们和一位喇嘛交谈时，

“他用西番话问我们，‘宣统皇上这一会还好吗？’

他从不知道有大总统袁世凯，当然更不知道有主

席蒋介石。同他谈到南京时，他问：‘那是洋人地

方不是？’”（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

2004：120）
受到国际政治态势和列强割地赔款的刺激，

许多中国精英认为既然中国传统群体概念和“天

下”秩序已经完全不堪应用，便希望借用西方列

强在界定本国政治秩序和处理国际关系时使用

的“国家”观念来重塑“中国”。西方的现代“主

权”“领土”“（民族）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及其

意涵，便成为中国人需要了解并在本土应用的新

知识。没有一个“造国民”的过程，也就无法塑造

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指出：“只有

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

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民主

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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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

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

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

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

新型的集体认同。”（哈贝马斯，2002：76）这里所

说的“民族”（nation），实际上指的是“国族”，由超

越了传统认同（家庭、村落、族群和王朝）的公民

即现代国民所构成，也即是安东尼·史密斯所说

的“公民的民族模式”（Smith，1991）。
虽然黎光明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但是“国

族”认同显然高于这一群体传统，从他的调查笔

记来看，在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川西地区，似乎

回民的饮食禁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困扰，在他

留存的笔记中既没有涉及自己的回回身份，更不

曾讨论过“回族”议题。

其次，黎光明、王元辉二人并未发现当地群

体中有显著的“民族”差异。

在那时代的典范民族知识中，一民族是有其

特定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的群体，民族学、人类

学（含体质学）、语言学便是找寻、判别这些民族

文化客观特征的学问。然而在黎光明和王元辉

的报告中，他们常表示无法分辨羌民、土民与西

番的习俗差异，以及羌民、土民与汉人的习俗差

别。如他们描述一羌民的婚礼，称：“今天的婚

礼，几乎全和汉人的一样，新郎也簪花挂红，新妇

也顶盖顶，也有赞礼的，也要拜客。”他们描述一

土民的住家门前的装设，称：“这家人的门前也有

‘泰山石敢当’，门额上也悬有一个珠砂判。”在体

质特征上，他们称：“西番假如改着汉装，其容貌

没有几许显著的点子与汉人不同。”（王明珂，

2019：84-85）
在他们眼里，当地“博猡子的容貌，也和汉人

的差不了几多，不过眼眶比较黑一点”（黎光明、

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53）。
关于汶川瓦寺土司下辖的“土民”（今日之羌

族），“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和纯粹住汉人的地方相

毗连，所以，大半数的土民此刻都几乎完全汉化

了。几十年前，他们就有了汉姓。……有少数的

土民已经认识汉字”（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

［编校］，2004：157）。在二人的调查笔记中，也曾

提到“和坪虽然是四十几家的一个寨子，但是有两

种民族。有一半是索习之土舍的百姓——土民。

另一半是羌民。羌民不是索家（土司）的百姓，只

是索家的‘佃客’（即佃户），耕地纳租而已”（黎光

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70）。虽然

这里提到“两种民族”，但是二人没有依据民族学

的学科知识展开任何进一步的讨论，而是在对这

两个群体的观察中寻找与当地汉人的共同之

处。“他们（指羌民）的汉化程度比土民的还要进

步一些，从容貌上全看不出他们和汉人两样，他

们也是久有了汉人式的姓名。……羌民和土民

也有很多互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风俗习惯是羌

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谁同化于谁。就衣、食、住

三方面的大体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黎光

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73-174）
“在‘民族’概念下，透过历史、语言、民族等

多学科之研究，最终是要证实一民族的客观存

在，并以语言、文化等客观特征来划分各民族间

的界线。但如前所言，黎、王所见不仅‘羌民’、

‘土民’生活习俗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与汉人在生

活习俗上也十分相似。”（王明珂，2019：85）曾被

他们二人称为“两种民族”但感到并无多少差别

的“土民”和“羌民”，今天都已被归类于羌族。

黎光明和王元辉进入川西地区基层社区后，

看不出居民中的“民族”差异，却对当地居民严重

缺失现代的“（民族）国家”观这一现象十分焦虑，

因而在与当地官员、僧侣和民众的交谈中转而积

极普及“国民知识”，极力宣传“中华民国”政治建

构和现代“国民”身份及其含义。王明珂将黎光明

的这些活动生动地称之为“造国民”行动，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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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显然不在傅斯年预期的学术研究计划之中。

傅斯年将“造国民”视为份外的“政治活动”，而

“造民族”则是份内的“学术活动”。黎光明、王元

辉并没有按照傅斯年的预期在川西边疆基层社区

考察中努力把当地不同“民族”的语言特征、文化

传统特色归纳出来，没有完成在各色人群当中“造

民族”的任务，因此黎光明川西“政治宣讲之行”的

记录日志，即他与同伴王元辉在田野访谈基础上

完成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自然被傅斯年

视为“非学术活动记录”，不仅此后数十年得不到

出版机会，而且黎光明返回后很快就离开中央研

究院史语所，回归到他所热爱的政治活动中。

六、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

西南地区的民族学考察

（一）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西南考察中的

“造民族”

通过对芮逸夫等人在川南苗乡调查的介绍，

王明珂文章的第二部分生动地为读者勾画出内

地学者在边疆田野调查中如何把西方民族学知

识（语言、血缘、体质、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的差

异）作为“民族识别”重要维度，并把人们原有的、

比较漠视的群体差异提升到“民族差异”的高

度。读者不难发现，学者们在关注“异”时忽略了

“同”，并且忽视了当地社会“我族（群）”“他族

（群）”的传统划分标准、族群结构和族属的非政

治属性。

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人类学者凌纯

声、芮逸夫等至湘西考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

望厘清中国民族中在“汉、满、蒙、回、藏”五族之

外，是否南方还有“苗”及其他民族。他们深入一

些汉化程度较低的村落，以找寻本地的非汉文化

因素（王明珂，2014：28）。

芮逸夫在这约半年的调查采访中，在乡间勤

于学习及记录苗语，采访及观察苗民婚丧礼仪，

记录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与老习俗。（王明珂，

2019：87）

不仅是在演讲中，在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

社交言谈中，“民族”也经常是重要主题……此显

示民族学者及其田野考察工作，在近代中国边疆

人群之“少数民族化”过程中的微妙角色与功能

——不仅民族学内蕴的“民族”概念与其内涵定

义，导引学者们探索、研究相关人群之语言、文化

而让他们得以认识与识别一个个的“民族”……

（王明珂，2019：88）

这些调查者在田野考察中向当地民众“普

及”西方民族学知识时，客观上在当地精英中

“造”出了新的“民族”意识和新的族群边界。王

明珂称之为“造民族”。例如通过羌族的建构，

“民族史与民族学知识，造成民族识别、分类下的

‘羌族’此一社会现实；有关羌族之历史与文化常

识，影响汉、羌、藏、彝各民族间的互动，并产生各

种的社会文化表征”（王明珂，2004：21）。而这一

“民族分类”在学理上符合西方民族学的学术标

准与知识体系，完全能够与西方学术界对话，这

大概也正是史语所创建的研究宗旨。

（二）民族学家不仅“造民族”，也在培养“民

族领袖”

这些民族学家与当地精英和普通民众有大

量交谈，这必然是一个信息互通、知识共享、观念

彼此影响的文化交流。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

要现象，就是这些深受西方民族学知识影响的学

者们，在热心追求“知识应用”并创建“中国民族

学”学科的过程中，客观上却在基层社会传播“民

族学”知识，并在他们足迹所到之处推动“造民

族”。“在边疆田野考察中经由与本地人的紧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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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互动，民族学者们也对本地人群，特别是其知

识分子，介绍、传播及强化民族、少数民族、中华

民族等概念，并与他们在本‘典范的历史与民族

文化知识’上彼此沟通、相互影响。当然，此对于

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造成多大的影响，是因

人、因情况而异的。”（王明珂，2019：88）
首先，他们在考察报告和田野笔记中对各

“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进行归纳；其次，他们

努力区分不同的“民族”的人口边界与聚居地域；

第三，他们在随同和协助他们调查的当地助手当

中传播这些民族学知识，从而启发这些土著精英

（如石启贵）的自我“民族”意识，在“识别”过程中

也在“培养”“民族”代表人物。这些人随后成为

新生民族的“民族领袖”。王明珂指出：“在与边

疆本土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民族考察者本身成为

民族知识的传播者；被考察的本土知识分子，在

习得民族知识后则成为本‘民族’之建构者。”（王

明珂，2019：80）
王明珂提及石启贵（1896—1959 年）的个

案。凌纯声、芮逸夫1933年调查湘西时，“作为他

们助手的本土知识分子石启贵，因受两位先生之

启发，投身于本民族文化之调查、保存与传扬。

后来他多次上书国民政府各党政机构，附以其考

察成果之专著（《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来

证明本地‘土著民族’为一有特定文化的民族，呼

吁国民大会中应有南方‘土著民族’代表的席

位。1947年，他终于成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之

土著民族湖南代表”（王明珂，2019：88）。“石启贵

之一生事业的转折，便是很好的例子。他于大学

毕业后，变卖家产购织袜机、纺纱机、照相机及新

品种水稻种子等返乡，投身于教育及农业改革等

多项新事业，组织‘乾城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

会’。然而在 1933年协助凌、芮从事苗族文化考

察后，他将大部分心力放在苗族文化、语言资料

的搜集上，后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之‘土著民

族’代表——此为湘西‘土著民族’得到国家认可

的表征。”（王明珂，2019：89）从凌纯声、芮逸夫

那里获得的“民族学”知识，无疑是催生石启贵

“民族意识”的主要媒介。

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精英感到社会整体进

步要比构建自身“民族”更为重要，如王明珂文章

中提到另一位曾为芮逸夫调查助手的古元生。

芮逸夫1943年返回史语所驻地李庄后，古元生受

邀来到李庄，他“原来想趁此机会读书、学习，以

从事民族研究，但后来仍决定返乡投入共产党之

革命活动。古元生放弃民族研究而选择另一条

道路，也是一种追求‘进步’的努力”（王明珂，

2019：89）。换言之，也有一些少数族群精英认

为，“包括全体国民的国家”的进步比自身所属的

“民族”被政府识别并获得承认更为重要。

与民族学者接触和合作的地方精英此后走

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是很奇特的合作、互

惠。一般而言，这些力图以教育文化与经济实业

来让本民族‘进步’的地方知识分子，对于苗乡

‘旧习俗’是不感兴趣的，甚至认为它们是应被革

除的对象。……受民族主义熏染的苗疆知识分

子也因此可略分为两类：一类以实业、教育来促

成本地社会之‘进步’，一类通过考察及宣扬本民

族固有文化来促成民族‘团结’，以及证明及宣称

本民族的存在。”（王明珂，2019：89）中国西南地

区的“造民族”活动，可以被视为由外来民族学家

与吸收了民族学知识的本地精英的合作所共同

推动的。

七、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与

中国社会现实运动的距离

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动荡与社会革命中，中国

学者（或者更广义角度的读书人）扮演了什么样

的角色呢？当时中国社会面临两大基本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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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议题是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

整，将一个传统的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

家，把清朝臣民转变为现代“国民”。在这一动荡

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精英，除了在抗日战争

期间曾出现极少数汉奸分子外，许多人是爱国并

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其中部分青年“投笔从

戎”，依据各自政见分别投身黄埔军校和延安的

抗日军政大学。这部分青年学生实际上直接投

入“国家再造”和“造国民”运动，在政治舞台和社

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议题是以“先进的”欧美知识体系和

概念话语作为理想模型和表达载体，重建中国的

文化与知识体系。中国学者特别是留洋归国人

员积极参与新式学校和研究院的创建，仿造西方

模式建立中国的学科体系和学术队伍。这些“象

牙塔”中的学术活动与中国几亿底层民众的生活

命运、与多种政治势力之间开展的“几种命运的

决战”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民国时期，中国在抵

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面临推翻“三座大

山”的深刻的社会革命。但是，大学校园和研究

院里学者的学术活动和个人生活相对远离社会

革命运动和普通民众的命运。钱锺书的小说《围

城》可以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日常

生活的写照。

（一）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者与中国社会革

命的距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民族学、社会学

界多数学者对学术研究是否可应用于中国社会

改造并无共识，一些人甚至对此比较淡漠。各高

校的社会学系、民族学系在课堂上都将重点放在

介绍西方学科理论、方法和经典案例上，多数研

究工作是努力模仿西方学界的传统论题进行理

论分析，读者不多，社会影响很小。“抗日战争爆

发后，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中国边疆危机。加强

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研究，已成为救亡抗日

的需要。加上当时东部沿海各省相继沦陷，高等

院校大规模向西部和边疆地区转移，边政学一时

兴起，使得民族学社会学家们也随之将研究的重

点转向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至当时有人

说，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是研究异域的‘蛮族学’，

在中国则是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学问。……此

后，中国的民族学更多地卷入了边疆和少数民族

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这种偏重从此形成了传

统，这个传统在中国民族学界沿袭下来并一直保

持至今。”（杨圣敏，2018：13）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地区，国民

政府和像黎光明这样的热血青年在努力造“国

民”。“芮逸夫在川南叙永苗人乡民家中所见的

《国民政治读本》，可以说，也是当时国民政府‘造

国民’工程的一种工具与表征。”（王明珂，2019：
94）但是学者“造民族”的学术工作也在同步进

行。“芮逸夫及同时代之民族学者所从事的边疆

调查研究，以及改正传统上汉人对异族有污蔑意

味之族称，其主要意义便在于此：造民族。”（王明

珂，2019：93-94）“在另一方面，黎光明、王元辉之

田野考察报告中流露的却是他们对于边疆民众

缺乏‘国民’知识及素养深怀忧虑，感觉边民作为

‘国民’有些资格不够（如王元辉之语）。随着此

种对边疆‘国民’无知于国家、民族之事的忧虑而

生的期许及呼吁便是以教育（边民教育）来改造

边民，也就是‘造国民’。”（王明珂，2019：94）
（二）民国时代终结时一些中国学者如何评

价自己的研究

清朝晚期即有不少学者关注和学习西方知

识体系和学术体系。民国建立后，陆续有许多青

年留学海外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进入国

际著名学府，师从国际学术大师，许多人回国后

在大学、研究所和政府部门就职，享受高薪及其

他优厚待遇。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各学科领域

对中国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带来了颠覆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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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剧烈动荡。辛亥革命后

紧随着北伐战争、外蒙古和西藏“独立”风潮、各

省军阀混战、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围剿”红

军、伪满洲国成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蒙古自

治、汪伪政府成立、伊宁事变、日本投降、外蒙古正

式独立、国共内战。这些事件或者关系到国家统

一和领土完整，或者关系亿万国民的生命和政治

经济生活。可是，自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除了极

个别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投身政治运动外，那

些留学海外，出身于名师名校，拥有教授头衔，弟

子成群的顶尖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师，对中国社会

的巨大变革可曾做出过任何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行动？

国共内战形势明朗后，许多著名学者如梅贻

琦、胡适、傅斯年、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前往台

湾，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如陈达、吴泽霖、费孝通、林

耀华等选择留在大陆。这些留在大陆的著名学者

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活动的？1949年 6月 10
日在燕京大学举办了当时北平十一位著名民族

学家、社会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纪要》指

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一受反动政权的压迫，二

受社会学者本身训练阶级出身的影响，社会学者

不敢反抗旧统治者，以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

社会。研究结果既不为劳动大众服务，亦未为统

治者所重视，虽有求‘客观’之名，但尽‘逃避现实’

或‘直接间接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之实。以至数

十年来社会学未能担当发挥其应有之职能，对于

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杨圣敏，2018：
10）。

民国时期中国精英面临两大任务：一个是通

过社会运动（必要时发动社会革命和武装斗争）

把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为一个独立

和拥有主权的现代国家，另一个是吸收西方工业

文明和知识体系来重建中国文化与知识体系。

这两大任务彼此交织，缺一不可。以民族学这个

学科来说，第一个急迫的任务是国家建构与“造

国民”，唯有全体中国人建立起对这个国家的政

治与文化认同，国家才能保持统一和发展。中国

是个有几千年统一历史并发展出独特社会秩序、

群体认同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是非

无神论的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

文明等有一神教传统的文明存在本质的不同（马

戎，2018）。文明之间需要相互学习，在理工科等

专业技术方面，中国需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自然

科学和工程技术。而在医学方面，西医和中医各

成系统，我们不能以西方的“科学性”来简单地否

定中医药。在西方基督教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西

方人文学科（如民族学）和社会科学（如社会学、

政治学）的概念与知识体系，如果简单地照搬到

中国来，就很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民国时期的

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留学归国的学者，尽管有一

腔爱国热情，但是痴迷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科学

性”（与自身在国外学习经历有关）而在民族学考

察中推动“造民族”，同时完全“不接地气”，置身

于全国性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之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要继续关注西方学

术界发展动态，及时了解其新概念和新理论，没

有人否定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这些视为

“具有普世的科学性”而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社

会。林耀华等老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在 1949
年对自身学术工作所做的评价，今天仍然应当作

为我们的警钟。

八、结语

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体系无疑需要

充分借鉴其他文明的知识传统，充分吸收人类社

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精神财富与智慧，与来自不同

文明体系（欧美、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的学

者进行对话。但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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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天下观）、社会秩序（权力结构与合法性

来源）、群体认同要素（以伦理文化为分界）、历史

演变（包括“蛮夷入主”形式的朝代更替）的基本

理念毕竟是与其他文明全然不同的体系，因此中

国学者在拓展视野的同时必须扎根本土，努力走

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一套概

念术语和话语体系搬到中国来。

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非常关注人类文明在

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文化多样性。西方学者

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调查中写下大量精彩的“eth⁃
nography”（族群志），生动而详尽地记录与描述了

各地土著族群的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是

人类了解与“识别”各地“ethnic groups”“tribes”
（族群、部落等）的重要学术探讨。民国时期在中

国边疆地区开展这项工作，对于中外学术界了解

中国各族群也是十分必要的学术研究。但是不

幸的是，由于基本观念（如“nation”）的错译与误

导，这项工作被实践为“造民族”活动，并为民国

时期的民族学者在 1949年后十分自然地转向斯

大林式的“造民族”工程奠定了基础。这恐怕是

傅斯年等人在创办史语所并大力推动民族学调

查时所始料未及的。

20世纪 50年代，“造民族”成为政府主导的

“社会工程”，出现了“顶层设计”，1953年普查时

自报的 400多个“民族”必须大幅缩减到几十个

（黄光学［主编］、施联珠［副主编］，1995：148），中

国境内可以被“识别”为“民族”的群体总数被设

定了上限，此时开展民族调查的学者不得不服从

政府制定的整体框架。《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列

举大量案例，介绍在实地调查中记述的许多自认

为是独立“民族”且具有语言与文化独特性的群

体最终是如何被政府在这些学者的协助下归类

进某些人口较多“民族”中的（黄光学［主编］、施

联珠［副主编］，1995：174-323）。
毫无疑问，这种“民族归并”带来的后果之

一，就是在政府推动的“民族文化发展建设”后续

工作中，各地自然形成的群体文化多样性必然会

以“民族”为单元进行再整合，从而导致以政府官

员和学者归纳出来的各“民族”具代表性的语言

和文化形式对本族全体成员进行“文化再造”。

王明珂对川西各族“戴头帕”习俗演变的描述，即

呈现了这一文化整合在现实社会中复杂多向的

生动演变过程，其结果是削弱乃至消灭了传统上

各地区和各群体存在的文化多样性。这样的文

化演变进程很可能是那些欣赏群体文化多样性，

但是积极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民族学家未曾

想到的。不可否认，随着交通通信设施的普及与

改善，随着跨地域迁移与就业规模的扩大，群体

的文化多样性必然在全球化大潮中逐渐弱化，各

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大趋势。与“民

族识别”相联系的各“民族”“文化特征”在固化后

会出现怎样的历史走向，政府的“民族文化政策”

将如何加以引导，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在告别帝制后的民国初年，推动“造国民”是

关系到国家如何重构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参照西

方民族学知识开展的“造民族”工作以及后续的

“民族识别”工作，客观上并不利于中华国族的构

建。这便是王明珂这篇文章的主题。在傅斯年

批评黎光明“造国民”活动的90年后，王明珂的这

篇文章再次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同时出现的

“造国民”和“造民族”两个社会运动的政治与社

会文化含义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联想到进

入 21世纪后中国民族关系出现的严峻态势与港

台地区出现的认同危机，对于这一学术反思的重

要意义，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

回顾傅斯年与黎光明的思路差异，我们也不

得不介绍一下黎光明后续的社会与政治活动。

他在 1946年就任靖化县县长，“建立及巩固国民

政府对川康边区的掌控，……直接面对的敌人，

则是其势力在此盘根错节的袍哥烟匪头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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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光明就任靖化县长两个多月后，他设宴刺杀

本地袍哥头领杜铁樵，自己也在袍哥党徒的报复

性攻击中遇害身亡。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开始，

黎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国民革命’”（王明珂，

2019：85-86）。在这些行动中，黎光明肯定十分

清醒地预计到自己的命运，他的一生也算是“求

仁得仁”。

王明珂指出：

成为“民族”并非近代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

建构下边疆之人的唯一选择，也并非最好的选

择。在 20世纪上半叶，“国民”（citizen）与“民族”

概念同时进入中国，也随着边疆地理与民族考察

而进入中国边疆——造“国民”与建构“民族”同

时进行。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

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

“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并以

国家之民族政策来弥补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

济弱势地位。然而在“民族”群体认同中，及以

“民族”为单位争取群体在国家内的地位与利益

之情况下，常让个人失去其作为“国民”之反思性

与行动力；在民族文化与民族宗教之大纛下，更

常让民族内的性别、阶级、世代、圣俗间之剥削与

不平等被遮掩。看来，近代中国之民族国家建构

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王明

珂，2014：30）

当年中国政学界精英们共同走的是一条便

捷的道路，也就是造“民族”，以此构建多元一体

之中国。而造“国民”的工作，……无疑这是一条

艰辛、漫长、曲折却仍必行的道路。（王明珂，

2019：94）

近些年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命

题被提上日程，彰显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加快推

进“造国民”工作的时代紧迫性。进入21世纪后，

在中华大地上“造国民”的“政治任务”仍未完成，

以至于在今天，这仍然是中国学者不得不面对和

反思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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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ed on formulating idealized and ideologically-minded narratives，but on establishing modeled inferences to

understand empirically delimited facts. Its purpose is to unravel the mechanisms behind empirical facts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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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ng Ming-ke’s essay，“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s/Citizens in the Border Areas，”touches on an im-

portant issue，that is，what was more pressing to the Chinese schola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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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ities”，in which Western ethnological knowledge is employed to identif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 border areas，is easier work，but the centrifugal force brought about by the“nationality/ethnic”consciousness

thus aroused cannot be ignored. To build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ethnic groups，“making nationals/c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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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s”is an arduous，prolonged and tortuous road，but a road that must be taken nonetheless.

Keyw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national/citizens，nationalities，nationality/ethnic identification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Building of A Multi-ethnic State（1947-1965） 111

Chang An

Abstract：In the grounding process of the autonomous system of the ethnic regions，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and the training of ethnic cadres as required by socialism，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

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has been successfully facilitated. Political measures of social-

ist nature，such as turn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to the masters of the state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have shaped their heartfelt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prerequisites for national equality provided by soci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 modes of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ir related routes of practice have brought about great unity amo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On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unified socialist system，people’s republic，and the

party’s leadership，the autonomy of the ethnic regions has succeeded in uniti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into one organic nation called the“Chinese people.”This uniting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by communication，identification，unity，and solidarity. The success of the autonomy of the ethnic regions in

building a united multi-ethnic state，an enterprise inaugura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lies precisely

in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our country，i.e.，socialism.

Keywords：united multi-ethnic state，state building，socialism，autonomy of the ethnic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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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the“Fengqiao Experience”so Successful for So Long？ 134

Bu Qingping

Abstract：Governing through setting up models has been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ing the“Fengqiao experience”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ep logic of its devel-

opment over the past 50 years，with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experience endowment，and government ope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Fengqiao experience”is not only an in-

teractive outcome of top-dow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bottom-up local government practice，but also the re-

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perience endowment relying on the masses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addition，the mechanism of intermediate bridge provides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revival and renovation of experience. The“Fengqiao experience”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lass struggle to the experience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t has also realized the succes-

sive development from social security experience and stability maintenance experience to social governance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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