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的社会学重构
——读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李鲁岳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内陆边疆的重要著作。重要，首先在于本书经受住了时间的筛选。
本书成书于上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不断再版，1988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附加前言
后又行再版。对国内学界来说，本书新译本的出版以及国内学者随后发表的大量相关评论，
这些说明国内学界开始重估本书的学术价值。甚至可以推断本书还会继续影响国内边疆问题
的研究。也正因此，张承志将本书赞誉为“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①
其次，学术上的。国内的边疆问题研究更多的侧重于讨论历代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的
策略以及实践，缺少对于边疆社会结构或形态的关注。②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一书可能会弥补国内边疆问题研究的这块短板。如同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文从“边疆”出发重构美国史的研究一样，拉铁摩尔将他的研究限定在中国的内陆边疆或
者长城边疆，即“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割中国与印度的高
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
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③作者的目的在于揭开这层面纱，考察中国社会以及边疆社会中
究竟什么特征是主要的？什么特征是次要的？以及近代新的力量因素，尤其是 20 世纪西方
文明进入中国传统文明后，哪些特征被摧毁？那些特征依然存在，并且这些依然存在的东西
又必然经受住什么样的改革或修正？等等一系列问题。
（页 11）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意味着
不能将中国作为一个均质的整体，甚至边疆社会也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因此，本书中作者着
力考察的是：长城内外不同社会类型的早期社会形态以及历史过程是什么样子；自然地理环
境对于它们在起源和发展上产生的影响如何；中原社会与边疆各部及整个边疆在历史中相互
作用的方式。正如本文标题所揭示的，作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上的重构。

一
长城构成了拉铁摩尔对于中国历史上内陆边疆的研究的出发点。今天对于长城的理解
更多强调长城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将长城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或者文化想象。但是，
如果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长城更是我国自然地理区划中的一条重要界限。我国北部的河
北、内蒙古、山西、陕西一带沿长城一线实际上与年 400 毫米左右等降雨线相一致。由此，
长城一线承载了许多自然要素的差异：在气候上南侧属于暖温带，北侧属于中温带；南侧属
于半干旱地区，而北侧属于干旱地区；在植被上南侧属于森林草原，而北侧则是干草原和荒
漠草原、荒漠；在土壤上是黄土分布的北界，它的北面广泛分布着荒漠类土壤；在水文上，
除了局部地段外，长城一线基本上还是内陆湖泊和外流湖泊的分界线；地貌上界限以北为风
蚀为主，而界限以南则以水蚀为主等等。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城内外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生活在不同“水土”之上的人
们必须因地制宜的组织各自的生产生活。例如，以长城为界，界限以南两年三熟，冬小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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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过冬；界限以北多数地方的一月平均气温在-0.8°C 左右，年绝对足气温多年平均值
低于零下 21°C，即便可以农耕，也不能满足冬小麦安全越冬的要求，因此，一般只能一年
一熟，种植春小麦、糜子、谷子等作物。①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上的差异根本上决定了长城以
南以农耕为主，而长城以北牧业生产更占优势。不仅如此，长城一线甚至还代表着种族、语
言、宗教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等差别。但在拉铁摩尔眼中，这些差别都是群体生活方式对于个
体影响的产物。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其种族、语言、宗教、政治及其他的
区别也就越明显。（页 17）
因此，拉铁摩尔从群体生产方式入手，拉铁摩尔构建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两种典型社
会模型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长城自然就成为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界线。
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典型的农耕社会发端于长城以南的黄土地带，大致位于黄河流域
的中部。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这一地区土壤与气候特征特别适合农业生产。例如，深厚的
黄土层没有石头，可以用最为原始的工具进行耕作。黄土的大量孔隙既能够迅速吸收地表多
余水分，也便于将水分从地下吸收到表土来供养植物的根。土壤的垂直节理可以允许在黄土
崖边建造冬暖夏凉的窑洞。地势优越的窑洞还有利于抵御敌人，躲避匪盗。尽管黄土地区的
雨量变动大，但黄土疏松的土质便于修建小型的灌溉设施来应付旱季的缺水。对于农耕社会
来说，如果不能控制水，不能摆脱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补助生活的状况，也不能养活更多的人
口。
（页 23）小型的水利设施仅仅依靠个人或者家庭便能得以完成，而大型的水利灌溉设施
就必须依靠大型共同体来完成。大型水利灌溉社会的修建能够灌溉更多的土地，养活更多的
农业人口，但修建这样的工程就必须协调更多的共同体，调度更多的劳动力，运输和储备更
多的物资。因此，灌溉制农业不仅导致人口和财富集中，同时也不断改良社会组织形式，将
小型共同体联合成大型共同体，最终形成大一统格局。
相对中国内地的农业社会来说，典型的游牧社会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游牧
社会是流动的。游牧经济建立在人对于牲畜的管理上。人必须随着动物一起移动，逐水草而
居，必须依赖马、牛、骆驼的综合运输功能，依赖作为基本财富标准的羊群。草原游牧社会
中，移动的必要性是草原生存的法则，也进一步产生了草原部落社会的准则。自由移动的要
求给予了主管分配牧场、制定移动线路的部落首长更大的权力。它造成部落战争，也造成各
方面的移动需求得到协调的和平时期。
农耕与游牧的二元框架并不仅仅局限在讨论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典型区域。它将中国
内陆边疆的其他区域纳入到这一分析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东北（满洲）②、新疆以及西
藏在社会生态学上兼具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属于一种过渡型社会。这些社会，相较
典型的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来说，是过渡性、处于次要地位的社会。这些社会产生的原因部
分因为农耕与游牧相互影响的结果，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些社会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农耕
和游牧各自都有发展的限度，在收益递减原则的支配下，农耕与游牧得以相互共存而不是一
方吞并另一方。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东北地区，从自然地理环境上看，至少包括三个部分：
即南部辽河下游的耕地、西部的草原以及东部和北部的森林。农耕与游牧在这里相互渗透，
因而每一区域的边缘特征都并不明显。
（页 69）这种相互渗透现象并不仅仅影响汉族和边疆
社会，森林居民与草原居民之间不但分别与汉族相互影响，他们之间也相互渗透。例如，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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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认为，中国的历史文献没有完整讨论过整个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也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时期的
名称。
“满洲”是外来名称，它产生于 19 世纪后半叶，若干国家在政治上企图侵略中国，首次将东北地区作
为一个完整区域而冠以满洲的名称。所谓的满洲国更是一个政治虚构，它强迫东北人民承认其被征服的地
位。参见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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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族的贵族拥有蒙古血统，其人民为通古斯满族，其文化为边疆汉族文化，有城池也有发达
的农田，但也从事畜牧狩猎活动。（页 80）新疆以及西藏也能看到这种混合特征。

二
尽管长城自修建之初一直被作为重要的边境军事设施，其目的在于保持中原王朝与蛮夷
之邦之间明确的界限，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在拉铁摩尔眼中，长城并不是一条
绝对边界。如果将历代长城的线路进行叠加，就会清晰的发现作为边界的长城实际上是不断
变化的。地图上绝对清晰的边界线在历史脉络中演变成为一个宽狭不一的过渡地带。这一边
缘地带也就是拉铁摩尔所说是长城边疆。
长城边疆是拉铁摩尔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概念。长城边疆不只是东北、蒙古、新疆
以及西藏这些风格迥异的自然地理区域的统称，而且代表着农耕与游牧相互渗透，甚至此消
彼长的过度地带。长城边疆的出现，在拉铁摩尔看来，原因主要在于草原的游牧社会以及中
国内地的农耕社会由于自身特殊的模式，都不可能在在亚洲内陆上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界限。
甚至，两种社会本身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吸纳或者永远控制对方。于是，在游牧与农耕两种
典型社会秩序的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的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扩展成为一个接触与
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度地带。（页 329）
例如，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来说，土地不仅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财富
积累形式。甚至，迫于生计的需要，人们在耕作过程中必须通过施肥或者休耕等方式来保持
土壤肥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投入无疑都化作为沉淀成本，并且这些成本并不能一
次性转化成为收益。因此，
“安土重迁”在农耕社会中具有重要价值。相反，
“背井离乡”多
是由于某一农耕社区无法满足人们生活基本需求而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对于土地的依赖，
造就了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但也使农耕社会丧失了移动性。而游牧社会中牲畜则
是财富积累的主要手段。因此，移动性是游牧社会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它不仅表现为整个人
口以及财产的移动性，这使得游牧社会能够躲避从农耕社会侵入草原的远征；也表现为游牧
骑兵的机动性，它使游牧社会有能力袭击农耕社会。但是，游牧生活不能完全自给自足，这
意味着游牧社会更倾向通过贸易或者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取草原无法提供的生活必须品。一旦
游牧民族侵入到农耕社会中，尽管获得了农耕社会的财富，但代价是丧失了它的移动性。因
为，游牧社会的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必须依靠官僚阶级进行征收赋税和施政。结果是他们
逐渐脱离游牧社会的生活方式，转而投入农业社会的怀抱。最终被叛乱或新的游牧民族的入
侵而取代。相反，农耕文明也不可能深入到游牧社会中。长城以北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了农
耕社会向北拓殖的可能性。越向北发展，农耕社会就必须从精耕转向粗耕，甚至转化成一定
程度上依靠牲畜的混合农业，最终采取游牧成产方式。
因此，在游牧与农耕的拉锯战中，长城边疆上的过渡社会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长城边
疆在自然地理环境上的过渡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过渡社会既有草原部落趋向农耕社会的
趋势，也有汉族边民趋向草原社会的趋势。原因在于，过渡地区的居民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
下，往往会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以及草原的畜牧技术。但采取这种混合生产方式时，必
须对典型的农耕与游牧进行一定的修改，使得“农耕不太精深，不要太中国式”、
“游牧不要
太粗放、不要太移动”。
（页 309）不仅如此，拉铁摩尔认为，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
过渡社会居民可以在中国内地和草原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
活秩序的独立民族。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不够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内地农
耕社会和草原社会秩序已经高度发达，夹在中间的过渡社会难以发展出一个成熟的混合文化。

并且，过渡社会中居民的利益所在也是长期的徘徊在草原与中国内地之间。
过渡社会的“墙头草”特征也使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期望将其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
在游牧社会眼中，过渡社会实际上是一把打开农耕社会大门的钥匙。过渡社会不仅能够获得
游牧社会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如铁器、粮食，同时能够供给占领农耕社会的兵员以及统治农
耕社会所需的官僚。甚至，一旦北方游牧民族成功入侵中原农耕社会，作为入侵游牧民族的
后卫，过渡社会的居民还抵御着来自更北方的敌对部落的攻击。过渡社会构成了游牧民族南
侵的“贮存地”，因而，也成为游牧民族侵入农耕社会的始发线。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过渡社会的意义就更为重要。游牧社会的移动性使得中原王朝在抵
御游牧社会攻击时往往处于下风。过渡社会自然成为抵御游牧社会入侵的一道天然屏障。在
和平时期，农耕社会也会利用自身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优势来影响过渡社会，确保过渡
社会能够面向自己背向敌人。甚至，农耕文明在其强大时往往借助过渡社会来控制草原游牧
民族。因此，在拉铁摩尔眼中，这些过渡社会构成了一个内边疆，与之相对应的是外边疆，
即中国内地农耕文明难以辐射或者影响有限的部分。内边疆之于外边疆，如同内蒙古之于外
蒙古，甘肃宁夏的次绿洲地带（回边）之于新疆的沙漠绿洲。即使西藏高原受制于自然地理
环境限制，山岭替代了长城，但甘肃、青海以及四川的藏区与西藏高原之间区别仍然体现着
内外边疆之别。
因此，在拉铁摩尔的概念库中游牧民族南侵的“贮存地”与农耕民族眼中的“内边疆”
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征服和扩张都只是一种想象。（页 323）当农耕民族控制了
过渡社会时，得到的非汉族人口却对边疆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的问题也没有
解决，草原上的最典型的游牧民族却被驱赶到游牧生活的典型地带，压缩成为较小却更有力
量的核心团体，占据着更容易抗拒农耕势力的土地。游牧民族在过于深入农耕社会或绿洲社
会时，游牧社会开始非游牧化，于是发生相似的问题。因此，在拉铁摩尔看来，两千多年来，
长城边疆的历史可以用两个相互差异又相互影响的循环来说明：草原部落的分裂与统一的循
环和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页 328）

三
在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国外研究者往往会构建出一个由满洲、蒙古、新疆、西藏构成
的所谓的“外中国”，以及与此遥相呼应的“内中国”。在汪晖教授看来，这是一种西方殖民
主义东方学的知识传统：设定一个“外中国”与一个“内中国”的概念范畴，将中国内陆边
疆以及民族关系的历史解释为两者之间的互相博弈的历史过程，甚至认为这种互动构成了中
国历史的原动力。①。拉铁摩尔的研究即使不是这一范式的开创者，也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典
范。这也是本书招致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批评者看来，游牧与农耕的二元预设，容易让
人看到两种社会的对立与冲突，而忽略了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内外中国之分，更
容易勾连起边疆少数民族已经沉睡的历史想象，不利于今天边疆少数民族的和谐共处。②
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从本书来看，这种批评却难以成立。尽管拉铁摩尔的概念库
中，“中国”、“农业居民”在概念上不断交叉使用，主要泛指长城内外从事定居农业生产的
民族，不只是汉族。他的“游牧民族”、
“草原民族”在概念上意思基本相同，主要指中国北
汪晖：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
《区域·亚洲研究论丛: 跨体系社会》 ( 第一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5 页。
②
杨洪远：
《从欧文·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解读中国边疆研究的另一个视角》，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
①

方历史上出现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以及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但是这种划分的基础不
是建立在如文化、语言以及宗教等民族特征上，而是建立在生产方式上。各种民族的特征尽
管伪装成天然的，但实际上却是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产物。例如，一个在蒙古沙漠中骑骆驼
的游牧人的体态、他的语言、他信仰的宗教，都是由于他是一个牧人而不是长江流域水田中
耕作的农夫所决定的。（页 17）
因此，并不存在着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民族，民族及其相应特征是受到具体环境的产物。
从这一点出发，拉铁摩尔提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起源的一种假说，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格局。在拉铁摩尔看来，基于灌溉制的精耕农业的发展早就了典型的汉族。黄土地带雨量
变动较大，这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原始经济不能仅仅依靠耕种，还必须有狩猎、捕鱼、采集等
方式作为补充。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小型灌溉设施的修建成为可能。在那些适于灌
溉的地区，灌溉水利设施能够抵御旱情，增加粮食产量，不仅带来人口与财富的集中，而且
也推动这些地区的生产范式从原始的混合型生产方式转变为灌溉制的精耕农业。人口增长带
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要开垦更多的土地，修建更多的沟渠等灌溉设施。不仅如此，灌溉设施的
修建必须将分散的人口集中在一起，整合成一个利益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从整体上看，无论
是社会财富、人口规模、生产技术以及社会整合程度上，采用灌溉制的精耕农业的共同体发
展程度要高于其他混合型经济为主的共同体。
当灌溉型的共同体中人口增长超过该地区可以养活人口数量的最大值时，剩余人口就必
须向外拓殖，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最终形成新的农耕社会。新的农耕社区首先向那些
“靠天吃饭”的非灌溉区扩张，由此出现新共同体与本地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新的灌溉型农
业共同体在生存竞争中更占有优势，最终的结果往往导致旧式的混合型共同体的解体。其中
一些混合型经济社区的居民可能会融入到以灌溉为主的拓殖社区中，或者放弃原来的生产方
式采用灌溉技术并建立类似的农耕社区，而那些拒绝这种生产方式的居民则选择退出这些区
域，深入到那些还没有收到灌溉农业压迫，并且可以支撑旧的以粗耕加采集或者狩猎的混合
经济的地区。灌溉型农耕社会的扩张最初在黄土地带，随后转移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北平
原，然后一路南下到达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最终形成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的传统农耕社
会。而那些未接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共同体则不断退向不适合农耕的地方，这些“前汉族”逐
渐变成了“非汉族”，最终成为了环绕汉族传统农耕文明四周的“蛮夷”
，即北狄、南蛮、东
夷、西戎。
拉铁摩尔的这一假说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传统上的华夷之辨。华夷之分不只
是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反映着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别。费孝通先生
晚年最重要的文章《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该文中，费孝通先
生认为，“历史上，秦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时期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期占三分之一，
但是从民族这方面说，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国家分裂时期也总是民
族间进行杂居、混合和融化的时期，不断给汉族以新的血液而壮大起来。如果要寻找一个汉
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
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的主动融入汉族之中。重复提一下，
现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是汉人不习惯的高原和看不上眼的草原、山沟和干旱地
区，以及一时达不到的遥远地方，也就是‘以农为本‘的汉族不能发挥他们优势的地区。这
些地区只要汉族停留在农业时代对他们是不发生吸引力的。”①因此，今天看来，历史上所
讨论的以夏变夷，依靠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怀柔、文化上的吸引，更重要的在于将边疆民族吸

①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4 期。

纳到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中。

四
换个角度来看，拉铁摩尔构建的草原与游牧的历史循环理论实际上也反映了自然经济
条件下社会整合的最大限度。中国历史上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其说是相
互妥协，不如说是农耕与游牧无力征服对方、吸纳对方的结果。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历史
循环在 19 世纪中叶起逐渐萎缩。终止和改变这一历史循环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在拉
铁摩尔看来，工业化是唯一能够整合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桥梁。（页 351）
从历史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来自海洋，是西方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的工业力量，它最开始影响东南沿海，紧接着沿长江逆流而上深入到中国内地；一个
来自大陆，是亚洲大陆两端的沙俄帝国主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化势力，从亚洲腹地侵
入中国的边疆地区。相对于来自海洋的威胁，拉铁摩尔更看重的是帝国主义工业文明通过铁
路对中国边疆社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和渗透。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内
地的农耕文明来说，草原游牧社会以及介于游牧和农耕之间过渡型社会的内部联系更为松散，
更难于抵抗西方工业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相对于游弋的炮舰、货轮，扎根在陆地上的铁轨
能够持续不断的将帝国主义的工业势力以及附着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输送到中国内陆
边疆社会。对于边疆社会来说，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干涉，更是直接或间接的政治上
的干涉。
显然，拉铁摩尔已经看出铁路在边疆稳定中的重要性。这种看法与长期在中国新疆探险
的斯文·赫定的观点基本一致。1933 年，在一次宴会上，斯文·赫定向当时的外交部次长
刘崇杰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时局的忧虑。当时外蒙古已经宣布独立，英国始终觊觎西藏，满洲
（东三省）、热河为日本侵占，内蒙古也成为日本势在必得的地区，而新疆也处于特殊的危
机中，国民政府也面临着失去这一巨大疆域的危险。他提出国民政府应当优先考虑新疆问题
以稳住雪崩一样的边疆局面，具体措施是，首先修筑和维护好连接内地与新疆的公路干线，
①
进一步铺设贯通亚洲腹地的铁路，将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 随后，斯文·赫
定接受当时南京中央政府铁道部委托，前往内蒙、新疆勘测、考察修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铁
路大动脉的可能性。他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1927-1935》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次勘测。但
随后的历史发展使斯文·赫定这次铁路线路勘察仅仅留在了纸上。
不仅如此，拉铁摩尔还清醒的看到，工业化尽管是整合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唯一途径，但
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历史地理差异，工业化以及其他因素无法平均分配，这些因素导致面
对工业化入侵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社会做出的变革以及变革的程度不一定相同。（页
353）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即“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②
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无疑是对这一变革的最好诠释。正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西方帝
国主义工业力量能够迅速占据沿海地区，但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却难以迅速侵占中国内陆腹
地，这使中国免于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并且有时间有能力重新武装自己将帝国主义
赶出中国。但是，一旦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从革命转向建设，这种地区之间工业化程度的
发展差异或者不平衡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因此，毛泽东主席才会在《论十大关系》一
③
文中专门讨论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

①
②
③

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1927-1935》，徐十周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页 8。
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页 171。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页 269、276.

来看，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工业化一方面终结了游牧草原、长城边疆、农耕区域的历史
地理关系，但它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地理循环：即东部发达地区与中部、西部落后地区。
与以往不同，新的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历史地理的划分实际上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参考系的，
例如，作为西部地区的兰州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它实际上处于中国东西跨度的中间位置。
从这里我们更容易清楚的看出铁路对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具有的宪制意义。铁路建设
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它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铁路的铺设，
将那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与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联系起来，防止
不同地区工业化程度差异过大而导致国家可能走向分裂。因此，我们也才能理解新中国成立
以后，中央政府稍有财力，甚至财力欠缺需要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铁路路网建设都是摆在
首要地位的原因。例如，建国初期，原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接管了原有的
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在修复战争破坏的既有铁路的同时，国家还修建的新的铁路线路。这些
线路可以划分为三类：为了开发西南、西北地区修建了成渝、宝成、黔桂、川黔、昆贵、成
昆、湘黔、湘渝、阳安、天兰、兰新、包兰、兰青、青藏（西格段）及南疆等铁路；为了增
强中部以及东部地区的运输能力而修建了京原、京通、通让、京承、太焦、焦柳、汉丹、皖
赣等铁路线路；为连接沿海港口而修建的黎湛、篮烟、鹰厦、外福、萧穿（杭甬）等铁路；
为通往邻国修建的来宾至友谊关、集宁至二连等铁路。同时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上修建
①
铁路桥梁，连接各条干线，从而基本上形成了全国铁路网的骨架。 铁路路网建设的目的在
于打破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的隔绝，
“天堑变通途”
。铺设在大地上的铁轨如同一条条钢
铁“纽带”，将北方的草原与南方的稻田，将东部的大海与西部的沙漠紧紧捆在一起，实现
“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②的宪法承诺。今天，通过构建全国统一
市场来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将东中西部地区重新整合，这已经是全社会的普遍共
识，但统一市场得以形成实际上建立在实实在在的铁轨之上。试想，如果缺少了这一基本前
提，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设想难道不像搭建一座纸牌屋吗？！

五
以上的评论基本上说的都是好话，但是拉铁摩尔对于中国内地以及边疆社会特征的概
括并不是没有瑕疵，尽管有点矫情。例如，拉铁摩尔对于中国内地的农耕社会的分析仅仅强
调了灌溉型农业、人口集中、财富集中、缺乏移动性、因治水需要不断进行社会整合等特征。
如果横向对比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于乡土社会基本特征的概括，尽管他强调了灌
溉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影响，但是整体上说拉铁摩尔的概括有点浮光掠影。更重要的是，拉
铁摩尔显然忽略了，相对于游牧社会，农耕社会的内部联系松散这一重要特征。农耕社会更
像是“一袋子马铃薯”，从外表看是一整体，但内部却是松散的各自为政的小型共同体。
“山
高皇帝远”就成了农耕社会的真实写照。因此，游牧社会尽管人口远远少于农耕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落后于农耕社会，但是游牧社会不仅有能力侵入农耕社会，甚至能够建立自己的
中原王朝。并不是因为野蛮更能够战胜文明，而是因为农耕社会内部松散无力抵抗而导致的。
即使拉铁摩尔着力较多的游牧社会，他也仅仅分析了游牧社会的移动性特点，而没有分析游
牧社会的组织结构。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弥
补了拉铁摩尔对游牧社会组织结构研究的不足。
但是这些瑕疵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甚至这些瑕疵的存在更能引发我们对于书本背后
的那个真实的边疆的思考和想象。注重社会生产方式、注重社会组织结构，拉铁摩尔从社会
①
②

春晓：
《新中国铁路网发展与变迁》，载中国档案报，2010 年 9 月 27 日，第 003 版。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学的角度对边疆问题的重构，对于今天边疆问题研究难道不更具有借鉴意义吗？！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