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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

簡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歐對比，深刻地呈現出中國在人
類文明史上長期維持着大一統體制的獨特性。這難道不是中國歷史
的一個核心問題嗎？我陡然間心潮澎湃，浮想聯翩。浮想的內容而
今已渺不可尋，但那一片刻的少年激情，使我多年後「合理化」地
回眸往昔之時，會把這次偶然的閱讀視為自己學術人生的一個起
點。不過，彼時的我對此毫無意識。瞬間的興奮消退之後，這個問
我青年時代讀過的書，大多已渺如雲煙。1996 年夏天的一次閱
讀，卻穿過二十多年的時光，宛若眼前。那時我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

題也迅速隱去。我對未來很懵懂，記者、公務員，是我隱隱約約的
職業理想。

大三，嶺南六月酷暑，無所事事，我借了一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個多月後，與黃國信老師一場隨意的談話，不經意間改變了我

史》，躺在宿舍隨便翻翻以消遣夏日。驀地，兩段文字映入眼簾，銳

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頭並付諸實施。何其有幸，我成了黃

利地刺激着我半睡半醒的神經：

啟臣、劉志偉、陳春聲三位老師的學生。入師門後，我很快發現，那
個年少時曾撥動我心弦的問題，竟然是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的主要關

歐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來，一般地說不會多於中

切之一。

國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國更多的民族也是問題。在人數和多民

五年的讀研生活恍如昨日。在陳春聲、劉志偉兩位老師的指導

族方面，歐洲人和中國人很可以相比，同樣是人數眾多，民族

下，我 2002 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六年後該論文在生活．讀書．

複雜。可是在他們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歐洲和南北美洲生活

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該書討論的是中國傳統大一統結構的性質，問題

的約 10 億歐洲人分成約 50 個獨立的主權國，而 10 億多的中

很宏大，但不是從抽象的思想中尋求答案，而是在具體的區域社會史

國人只生活在一個國家中。人們一旦看到 1 和 50 的差別，就

脈絡中探尋可能性與現實性，論證思路如下：

1

不能忽視。

這裏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權，同時還分佈着眾多無君長統屬的人群。

族 — 國家等字眼當用於中國時，只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要了解

宋代，這裏也並非只有一個大理國與中央王朝對峙，僅在四川南部、

中國，不能僅僅靠移植西方的名詞。它是一個不同的生命。它

雲南東北部、貴州西部與中部，就有「婁素」（20 世紀 50 年代識別

的政治只能從其內部進行演變性的了解。1

1

西南地區有着深厚的「國家」傳統，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已發現

以上對事實的簡單陳述間接地表明，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民

為「彝族」）建立的十來個地方性政權（彝文文獻稱其為「勾」，漢

［美］J. R. 麥克法夸爾、［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革命的
中國的興起（1949-1965 年）》，謝亮生、楊品泉、黃沫等譯，14~15 頁，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1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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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為「君長國」），我將此概括為「多『國』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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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
「版圖」
：與賦役密切相關的人口與土地的集合體

是為我整個研究的起點與前提。 由此提煉出一個問題：中央王朝的典
1

章制度與意識形態，如何在一個具有自己的政權、文字、禮儀以及政

我抓住的最關鍵概念是「版圖」。依據《中國歷史地圖集》，我

治法律傳統的非漢族社會中推行與表達？換言之，這類社會如何進入

國的西南疆域，自漢代就已大致奠定，但依古人的敍述，情況卻有所

中國大一統秩序？

不同。例如，明萬曆年間四川播州改土歸流之後，官員們稱播州進入

從上述問題出發，我選擇位於貴州西北部地區的水西、烏撒兩

了「版圖」，名其曰「新疆」，即新的疆土。60 多年後，吳三桂平定

個勾政權為研究對象，考察它們從宋至清被逐漸整合進王朝國家的過

了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官員們又云，水西是國家的「新疆」，有詩曰：

程，並揭示其中所蘊含的理論意義。我的一個觀念是，理解中國歷史

「濟火（水西土司的先祖）無遺族，山川隸版圖。」又過了 60 多年，

的概念與範疇要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與話語中去探尋，以期貼近

雍正皇帝在滇東北、黔東南用兵之後，官員們再彈老調，稱這些地方

歷史當事人的心態與觀念；同時又要具備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中的

成為國家的「新疆」，而 60 多年前平定的水西以及更久之前平定的

相關理論對話的可能性，以免陷於自說自話、故步自封的境地。因

播州，則屬於國家的「舊疆」。這類論調不獨西南為然，例如，康熙

此之故，該書極其重視彝、漢史料中那些精練而富有內涵的詞彙和

年間收復台灣後，也說台灣是「新疆」。

「族類」
「異域」
「新疆」
「舊疆」
「羈
短語，諸如漢文文獻中的「版圖」

是古人錯了，還是今天的歷史地圖錯了？其實都沒有錯，因為

縻」，以及彝文文獻中的「彝威」「彝榮」，等等。經由對它們的深

古、今語境中的「疆」與「版圖」，含義迥然不同。今人依民族國家

入詮釋，我對南方非漢人群如何被整合進入大一統秩序有了一些粗

的觀念，以國際法為依據，將國界線以經緯度精確描述並劃定，線

淺認識。

內，就是國家的「版圖」和「疆」，這純粹是一個土地的概念，與人
無關。每平方千米聚集上萬人的特大城市，同高原、沙漠的無人區一
樣，都是國家神聖版圖的一部分，國家的主權沒有任何差別地投射在
這些地方。
中國古代的「版圖」，則主要是一個賦役概念。稅收是國家的本
質，依其情形，中國古人的視野中有三類地區：其一，所有人戶在制

1

讀者可能會問：為何以宋代為起點？之前的漢、唐難道沒意義嗎？我的回答是，從
區域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就目前的資料而言，我無法建立起宋代貴州西北部地區的

度上均要向王朝繳賦應役，是為「編戶齊民」之地；其二，只有一個

非漢人群與之前歷史的延續性。例如，貴州西北部地區被劃定為彝族的群體，我不

人或一些代表向王朝繳賦應役，是為羈縻區域，如大部分土司地區；

但可以知道他們在民國、清、明、元的對應人群，而且可以通過豐富的文獻，確鑿

其三，所有人都不被要求向王朝繳賦應役，是為王朝的「異域」。在

地揭示其社會演變情形，甚至將其與宋代的羅殿國聯繫起來。但再往上追溯，我就
只看到一些族稱以及蛛絲馬跡般的記載，很難確知人群的對應關係，更無法知道其

古人的觀念中，第一類地區就是國家的「版圖」。因為人是賦役的主

社會組織的情況及演變。

體乃至客體，所以中國古代的版圖，就要集土地、人戶於一體。正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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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所云：「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

烏撒與水西兩大君長國的興亡史，展現出「異域」→「羈縻」→

有地。」簡言之，某個地區的土地、戶口登記於官府的冊籍，這個地

「新疆」→「舊疆」的完整過程。西南許多地區的歷史都與此相似，

方就成為國家的版圖，而登記當然就意味着賦役。

如烏蒙、芒部、東川等君長國。當然，一些有相似歷程的區域在文獻
上並未直接使用「新疆」「版圖」一類詞語來描述，歷史也不一定按
線性序列發展，中央王朝在許多邊遠地區的秩序建構可能會略去其中

二、從「異域」到「舊疆」

的一些環節 ，並且古代官員士大夫們使用這些詞語時具有一定的隨意
1

性。但無論如何，從歷史文獻中發掘出來的這些詞語，提供了一個理
「版圖」在許多情況下已被用來界定王朝的「疆」。
至遲在明代，

解傳統中國大一統秩序如何在南方擴展的有用模型。

當上述第二、第三類地區進入「版圖」，變成第一類地區時，常常被
稱為「新疆」，並且一般不再被視為「化外」— 儘管「化外」一詞
的使用存在着隨意性。 隨着「夷」、漢族類的交往與互動、對正統儒

三、
「內部邊疆」的消解

1

2

家意識形態認同的深化，「新疆」的人群在禮俗、文化上被認為呈現
出「與民人無異」的趨勢，而他們自己亦不斷通過各種策略，建構更

這一模型，揭示出觀察中央王朝開拓西南的新視角。元朝滅了大

加符合王朝正統的身份與認同，「新疆」由此逐漸被視為「舊疆」。要

理國後，原擬將西南族類盡收「版圖」，眼看抵抗甚烈，又改而承諾，

「新疆」的關鍵在於「版圖」，而「舊疆」則進一步強調禮俗。未
言之，

那些君長、酋長們只要投誠歸附，即可「官不失職，民不失業」，由

入「版圖」之地可分為「異域」與「羈縻」兩類。前者指中央王朝連名

此建立起了土司制度，改「異域」而為「羈縻」。明興，對待各土司

義上的統治都不能維持，自然也沒有人繳賦應役之地；後者意味着當地

「踵元故事」，繼續維持羈縻秩序。深入的區域史研究揭示，元代以及

首領向王朝表示效忠，並受制於貢賦制度，但地方原有的制度與習慣在

明初，王朝在西南非漢族類地區能實際控制的，也就是能讓當地百姓

很大程度上得以維持，而且當地人群也大都不是王朝的編戶齊民。
1
1

例如，對台灣、今貴州東南部等許多地區的經營就未經歷過「羈縻」階段。黔東南

「化內」「化外」等詞語在使用過程中往往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現出種種不

是清前期著名的「新疆」，統一台灣之初，台灣也曾被視為「新疆」。當然，進入「版

確定性，同樣一個地區，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時被標榜為「與中州等」的化內之

圖」成為「新疆」並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成了王朝的編戶齊民，即便在王朝統治的中
心區域，也有不少人游離於國家的戶籍之外。

地，在強調其風俗粗陋、難於治理時則被貼上「蠻夷」
「化外」等標籤，有些明朝稱
為化內的地方，清朝則認為明時尚屬化外。通常而言，建立了流官政府並能將當地

2

這一部分內容，在我的書中已有充分體現，但我並未明確提出「內部邊疆」與「內

百姓籍為編戶的地區，朝廷往往不再以「化外」視之，但也有些新納入王朝版圖之

部邊疆的消解」。2013 年 9 月 6-7 日在海口市召開的「南海發展與合作論壇」上，

地，如清代湖南的鳳凰、乾州、永綏，出於在法治方面還援用當地的「苗例」等原

我做了《中國古代的陸疆與海疆開拓》的報告，正式提出這一說法，2014 年 5 月

因，所以在一些場景中仍然被視為「化外」。參見《湖南省例成案．名例》卷一《化

17-18 日在遵義召開的「播州土司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我受邀做大會主題

外人有犯》，嘉慶十八年湖南按察司刻本。

演講，我的演講題目就是《「內部邊疆」的消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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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軍
繳賦應役的，主要是交通線和城市。明朝人萬士和描述烏撒一帶：

呈現出內部競爭的狀態。當與中央王朝發生接觸之後，某些團體或其

屯之外盡夷方，夷婦同爭鼠馬場。」黔撫郭子章亦稱：「貴州一線路

領袖人物可能會因應新的政治情勢，積極引導王朝的力量介入本部落

外即苗穴矣。」

或政權的事務。在此過程中，他們和中央王朝各自或多或少地滿足了

因此，當時王朝在西南非漢區域的「版圖」，是一些線，一些帶，

自己的所需，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產生。以水西勾政權

加上一些零星的點。這樣，歷史地圖集上的南方邊界，我們或可稱之

為例，這是具備較強凝聚力的強大政治實體，但內部有四十八支，勾

為「外部邊疆線」，它大致勾勒出了王朝設官 ( 包括土官 ) 統治的範

政權的君長在其中輪流產生。這造成了一個複雜的現象：一方面，勾

圍。在其內部，依中國古代的疆域觀念，還有不少人群游離於王朝

政權的強大與統一制約了王朝的擴張，另一方面，為了本支乃至本家

「版圖」之外，形成了許多「內部邊疆」。從「異域」到「舊疆」的歷

庭獨攬君長之職，明正統年間，安隴富通過為朝廷東征西伐換取支

史，就是內部邊疆逐漸消解的過程。與此相應，王朝的「版圖」不斷

持，於是由他們一家世襲君長的嫡長子繼承制得以確立，這一制度不

擴大，從線擴展為面而且面的範圍日益拓展，到了清代中期，西南地

但符合明王朝的觀念，而且有助於明朝加強對土司地區的控制。第

區尚未進入王朝「版圖」的，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點了。

二，有的擴張中，王朝並沒有明顯地介入，形成一種「（王朝）未出
「舊疆」等已納入王朝「版
場的擴張」，這種擴張通常發生在「新疆」
圖」的區域。例如，李文良的研究揭示，台灣岸裏社熟番於康熙年間

四、非漢族類的主體性

響應政府的墾荒政策，取得了在大甲溪南墾地的權利，但在 18 世紀
末，因為部落內部的權力鬥爭以及外部漢人的農墾壓力，各關係人通

依古人的描述，「內部邊疆」的消解過程，意味着王朝制度與意

過各種辦法，競相把地權來源追溯到帝制時代最能象徵合法、正統權

識形態的大獲全勝。這一視角，與今日學界內外所熟知的「民族融合」

力來源的皇帝身上，使得一個邊遠的地區，成為符合帝國象徵與規範

等概念遙相呼應。這類論調無疑是建立在大量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的，

的地域。在這樣一種「未出場的擴張」中，王朝所獲得的，主要不是

並且也與我們通常的觀察有着較高的符合度。不過，西南非漢族類只

新的土地或更多的編戶，也不是能夠更有效地控馭周邊族類的制度，

是被動的接受者嗎？他們的主體性何在？我為此不惜花費大量筆墨，

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對自己的權威、象徵的認同。

除了通過豐富的彝族文獻考察彝族人（婁素）自己的歷史認知與表達

關於「新秩序中的舊傳統」，我指出，土司制度乃至改土歸流

外，還用「內部競爭引導王朝擴張」「新秩序中的舊傳統」「族群認同

等任何舉措，都不能立即創造出新秩序 — 儘管表面看起來似乎如

與政治認同的統一與分歧」三個概念，來揭示「異域」社會自身傳統

此，從「異域」到「舊疆」的演變，是兩種不同制度與傳統間互動與

的延續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

妥協的結果。例如，由於水西、烏撒在實行土司制度之前，已經存在

關於「內部競爭引導王朝擴張」，我指出了兩種情況。第一， 一

着一套以則溪制度為中心的、有着深遠歷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權力

個看似統一的周邊族類的部落或政權中，往往充斥着各種利益團體，

架構，所以，直至清代末年乃至民國時期，中央在當地的統治，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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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到內容上都帶有明顯的「地方性」色彩。元明土司制度規範的主要

面繼續將其歸因於本族的美好根源，一面又與王朝扯上關係 — 這

是土官與王朝的關係，勾政權制約了王朝的擴張，使得王朝很難在勾

是一種充滿矛盾的認同。清康熙年間改土歸流之後，對族源的那種強

政權的領地內賜封小土司，也無法編定里甲。清初勾政權瓦解後所建

大而牢固的記憶仍然不易消亡，並且原勾政權中的土目與布摩仍然存

立的流官制與里甲制，也是在改造彝族原有的則溪制度的基礎上建立

在，大量的彝書也還繼續在民間使用與流佈，所以黔西北的上層分子

起來的，並非一個全新的創造。此外，雖然清王朝在該地域實施了改

乃至許多普通彝人並不輕易轉向漢人的身份認同，甚至他們在取得功

土歸流，但原來勾政權中的土目仍然長期存在，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民

名後也是如此。例如，普坑底的黃氏是當地的望族，清中期後出了不

國時期。

少讀書人，但他們仍把佔有普坑底的合法性歸於水西君長的賞賜，並

關於「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統一與分歧」，我指出，在廣闊的
西南地區，非漢族類對王朝國家的認同呈現出兩種情形。一種是連帶

且毫不掩飾自己的非漢身份，稱「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於夷冊
書籍」，可見彝書在維持婁素族類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

着將自身的族類身份也改變了，出現了許多少數民族認同漢人身份的
例子，甚至許多土司也聲稱自己源出漢人。此即「族群認同與政治認
同的統一」。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土司、土目

五、大一統體制的彈性

中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甚至在改土歸流之後，我也尚未發現有彝族土
目自認為是漢人的例子。認同王朝國家並不意味着認同漢人身份，我

傳統中國的大一統體制能夠不斷擴展並長期延續的關鍵之一，在

稱之為「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分歧」，並從政權與文字傳統來予以

於它的靈活性。統治者們並不是把一套既定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一成不

解釋。水西與烏撒至遲在宋代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組織，並且擁

變地推廣到西南地區，異域、羈縻、新疆、舊疆的差別體現出了彈性

有自己的文字。關於本族的來源以及統治本地的合法性 — 這一切

與務實性。即便進入了王朝「版圖」之內，傳統大一統結構依然能夠

當然都與漢人無關，早就書寫在用本族文字所創作的家譜、歷史書籍

根據形勢為地方預留一定的表達自我的空間。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

以及宗教文書中。文獻與口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一旦形成就具有相

義」的靈活性反而有利於王朝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推行與滲透，促進了

當的穩定性，而且這些文獻的內容經常要由勾政權中的布摩、慕史在

新秩序的穩定以及地方對王朝的認同。

不同的場合宣講、傳授。這樣就使族人對本族的來源以及統治此地的

在敍事上，我抓住制度、開發、認同三個關鍵詞展開。有人可能

合法性形成了牢固的記憶，並且這種記憶受到固定化了的文獻的規

認為我的關注點在地方社會，但在我們看來，不管史學研究如何「城

範。元、明王朝的勢力介入西南地區，水西與烏撒建立了土司制度，

頭變幻大王旗」，制度（既包括王朝的制度，也包括地方自身的制度）

但勾政權制約了王朝的擴張，王朝的勢力難以深入，不管是土司還是

始終是中國歷史研究的根基之一，根基不厚而跟隨所謂學術前沿亦步

普通彝人都珍惜自己的高貴身份，絕不可能聲稱自己源出漢人。變化

亦趨，無異於水上青萍，雖時髦而不免流於浮華。制度必須置於人的

僅僅出現在關於君長國統治合法性的認知方面，勾政權的上層分子一

行動中來理解才有意義，雖然不能線性地認為制度決定着開發與文化

12

身份、國家與記憶：西南經驗

13

從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

《李仕安文集》
（上、下冊）、
《曲木藏堯文集》。雖然還存在種
三冊）、

認同，但它是我整個分析的切入點。

1

以上思考，算是對那個少年時撥動我心弦的問題的一個回答。

種不足，但我們自信已經為學界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2002 年我博士畢業，四年後我的書稿大致修訂完成，距離 1996 年那

在全國各大公藏機構翻閱民國時期浩如煙海的報刊檔案，蒐集彝

個炎熱的夏天，正好十年。答案還很不成熟，但十年的青春歲月就在

族精英們的論著的過程，恰如行走在山蔭道上，美景應接不暇。我逐

尋求解答的過程中如水而逝。

漸意識到，儘管在綿延兩千多年的正史書寫系統中，西南地區的人群

博士畢業後，我開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經歷過一段迷惘時期。

作為非漢族類一直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進入民國後，在漢族、滿

2005 年的某一天，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張兆和教授來中山大學

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他們卻陷入既非漢

開會，建議我同他一起去申請香港研究資助局的項目，以便蒐集、整

人也非少數民族的尷尬，也因此享受不到一些應有的權利。這深深刺

理、研究民國時期西南少數民族精英用漢文書寫的文獻，考察他們如

痛着當時西南非漢人群的精英們，他們持續不斷地通過著述、演講、

何想像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國族認同等問題。我與張教授的分工是，

請願、結社等方式，提醒中央政府和主流社會正視他們作為一個「民

他負責苗族，我負責彝族。聽完張教授的談話，我陡然間靈光一現：

族」的存在。當然，他們的聲音在近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潮中

我過去研究的是中國王朝國家的性質，但晚清以降，中國已逐漸演變

只是涓涓細流，時過境遷之後，更是逐漸消散殆盡。現在研究中國近

為一個民族國家。在這個宏偉的變遷過程中，西南的那些非漢人群如

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學者們，主要聚焦於中國內地的變遷與漢族精英分

何因應？他們自己的傳統，會在其間發揮什麼作用？這可是我過去研

子，他們眼角的餘光可能會掃過蒙古族、回族等「大族」，但有多少

究的自然延伸啊。這一發現令我興奮莫名！

人去真正關注西南邊陲那些被掩蓋了的聲音呢？張兆和教授是較早對

我愉快地接受了張教授的邀請。2006 年 9 月，我們的研究計劃

此展開探索的學者，他以民國時期苗族知識分子的自我身份表達為

以 “Writing Indigenism: Non-Han Intellectuals’ Chinese Writings on Miao-

話題，自 1999 年起就陸續發表相關論著，直接啟發了本書的研究。

Yi Identities and Frontier Politic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2006 年，李列從本位的視角，討論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彝族學者對本

Period” 為題，獲得了香港研究資助局的立項資助。四年後，當我們

族的研究，並將這些研究與建構自身民族認同、追求政治權利結合起

結題時，張教授已經蒐集、整理了梁聚五、石啟貴、楊漢先等湘黔苗

來，與我的思考有相似之處。 不過，大量民國時期彝族學者的論著與

（上、下冊），發表了一系
族精英的大量論著，出版了《梁聚五文集》

相關檔案並未被利用。更重要的是，彝族學者的那些建構與表達，與

1

2

列研究論文，而我則主要蒐集、整理出《嶺光電文集》（上、中、下
1

《嶺光電文集》由我與嶺先生之子爾布什哈共同整理，2010 年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
研究中心出版。
《李仕安文集》
《曲木藏堯文集》則因經費所限沒有同時推出。

1

張兆和、李廷貴主編：《梁聚五文集 — 民族．民主．政論》（上、下冊），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0。

2

參見李列：《民族想像與學術選擇 — 彝族研究現代學術的建立》，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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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西南地區歷史的關聯性，也基本被李著忽略了。2008 年，在拙

彝族是「局外觀察者指定或構建出的一個範疇」，直到改革開放以後，

著《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

一種新的彝族意識才出現並發展起來。

郝瑞的研究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 20 世紀 60 年代

認同》的結尾，我明確說明了自己接下來的研究問題，以及貫通所謂
古代、近代來加以解決的思路：

1

以來有關人群共同體研究的潮流。然而，當我帶着這種主位立場，參
照郝瑞的族群概念與標準，試圖去接受其結論時，卻產生了更大的困

清末民初以降，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傳播、西方傳教士的

惑。我發現，雖然「彝族」的族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定的，但

活動、政府的基層政權建設等等，導致了革命性的新變局，在

自宋代以迄民國，在今天被界定為彝族的這個人群範圍中，上層分子

新的政治、文化環境中，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怎樣想像與建構

一直在建構一個橫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大範圍的人群共同體，今天

自己的族類身份以及更高層次的國族或中華民族？相對於學界

的民族識別只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延續，並且深受過去那段歷史的影

研究較多的漢人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民族國家表述與實踐，這類

響。這些想法，我以《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 — 兼與郝

想像與建構可能會呈現出哪些特色？這些問題關係着對傳統中

瑞教授對話》為題，於 2007 年發表在《民族研究》 上，它們會有機

國如何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理解與認識，筆者希望能夠在

地融入這本小書中，獲得更堅實的基礎與更豐富的意義。

2

2010 年，《嶺光電文集》在香港出版，我寫了《「夷族」意識、

今後的研究中予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近代的想像與建構
不會是一個全新的創造，只有聯繫「異域」進入王朝「版圖」

「夷務」實踐與彝族文化 — 寫在〈嶺光電文集〉出版之際》一文，

的歷史，在「彝威」「漢威」「洋威」交織的過程才能得到妥帖

權充該書導論。在文中，我揭示了嶺光電等西南非漢族群的精英分

的理解。

子，從何種途徑，憑藉何種資源來想像與表達他們的族類身份及其與
整個國家的關聯。此文與上述《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 —

事實上，彝族精英們的那些論著，文字通暢，文意淺近，把握起

兼與郝瑞教授對話》一起，為我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簡明的回答。思路

來似乎不難。但要深究為何如此表達，卻殊非易事，必須在更久遠

已經很清晰，框架也已完成，我以為再花兩三年，就可以完成一部

的歷史中尋求答案，而這正好是我過去那本書的內容。這真是一種
幸運！
把過去的研究貫通到近代之後，我對當代的彝族認同問題也產生

1

認同」「諾蘇、彝族與中國及國外更廣闊的天地」，見［美］斯蒂文．郝瑞：《田野

了一點表達的慾望。彝族人口近 900 萬，分佈在川、滇、黔、桂等省

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 — 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鐵西

區。在以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看來，
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叫「彝族」的共同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
一些存在複雜差別且缺乏內部認同感的人群劃為了「彝族」。因此，

參見［美］斯蒂文．郝瑞：「彝族史學史檢討」「從族群到民族？ — 中國彝族的

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2

溫春來：《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 — 兼與郝瑞教授對話》，載《民族研
究》，2007（5）。有必要指出的是，後來郝瑞對自己那個過於武斷的結論有所反
思，但他完全沒有聯繫民國及其之前的歷史來進行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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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三十萬字的書稿。但我顯然低估了自己的懶散以及各種事務的煩瑣

「婁素」等所指人群有重合但不等同，而且與「彝族」所涵蓋的人群同

性，從 2005 年提出問題開始，又一個十年過去了，我在許多場合做

樣存在差異。為了避免混亂，使論述更富學理，本書遵從如下原則：

過相關學術報告，但除發表過兩篇論文之外，沒有就此撰寫出任何學

第一，史料中的「夷」，仍從其舊，不擅改為「彝」，但絕不認同其

術論著。我在北京、南京、成都、西昌、雅安、廣州、台北以及網絡

中所含有的貶義；第二，當用自己的語言敍述時，本書或為夷加上引

上所蒐集到的大量文獻與口碑資料，以我目前的狀態，如要認真解

號，或徑改為「彝」。讀者須注意的是，凡敍述民族識別之前的歷史，

讀，尚需數年工夫，現在就成書付梓，自然事出有因。

本書中「彝」所涵蓋人群的範圍，與「夷」等同，不能簡單對等於今

首先，這套「歷史人類學小叢書」的宗旨深深打動了我，並讓我
找到了一個為自己的慵懶與粗疏辯護的藉口。篇幅的限制，使我必須
專注於問題的分析、思路的闡述以及歷史過程的勾勒，而不必拘泥於
細節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其次，我打算涉及的許多具體內容，一些學者已先我寫出論著。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趙崢的博士論文 ，該文在史料上較前人有了極大
1

拓展，細緻梳理了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四川軍閥複雜博弈的背景下，
彝人精英為爭取成為一個「民族」所做的的抉擇與行動。這使得我沒
必要再去致力於一些史實與過程的研究，而可以圍繞我的問題來展開
討論。
進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做一個簡單說明。按照當代的民族分類，
本書的主人公們，主要屬於彝族。但彝族內部支系繁多，自稱各異，
計有「諾蘇」「婁素」等數十種，民族識別之前，在漢語語境中，他
「夷族」。不過，
「夷族」與「諾蘇」
們則常常自稱或被他稱為「夷人」

1

趙崢：《邊地攘奪與「少數民族」的政治建構：以民國時期西康寧屬彝族問題為
中心》，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除趙崢的研究外，關注民國時期西南
「夷族」爭取政治承認的論著還有伊利貴的《民國時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認訴
求 — 以高玉柱的事跡為主線》（博士學位論文，中央民族大學，2011）、婁貴品
的《1936~1937 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請願活動及其意義》［載《西南邊疆民族
研究》，2011（2）］等。

天的彝族。
下面，就讓我們進入民國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