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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与重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地方性视角
———《黎平文书》首发式论坛专家演讲之二

＊

刘志伟
(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重建中国历史叙事，不能只靠传统文献，而需要从不同地方发生的历史过程中来解释

“中国”怎么样制造出来? 这个“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需要通过新的民

间的，接地气的材料，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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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陆续出版的几套大型清水江文书，

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引起了大家高度

的重视。非常欣喜地看到，十几年来，清水江文书

在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成绩显著，无论是民间

文献、地方档案，还是地方文书，与其他地方文书

出版情况相比，清水江文书的出版效率是最高的，

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学术研究，其规模也是最可观的。清水江的研究，

即以清水江文书作为基础开展的黔东南地区的历

史文化研究，在学术视野、问题意识、覆盖的学科

分布、引起多学科关注等方面，成绩也最为显著。
清水江文书从开始关注到现在有半个世纪，

但研究是最近十多年才真正开展的，而徽州文书

比较专门的研究已超过了半个世纪。就所涉及的

课题、所关注到的领域，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深

度，我认为清水江文书的研究都超过了徽州文书

的研究，特别是多学科研究方面，清水江文书研究

尤其引人注目。这种状况是特别引起我们学习兴

趣的原因。
中山大学最近这些年在学校图书馆组织下，

搜集了较大数量的徽州文书，就现在所知，目前是

徽州文书收藏最多的单位。据图书馆说，现存徽

州文书数量差不多占有一半。但现在还只是积极

地做“财产登记”，研究还没有开展。所以中山大

学下一步要考虑的，除了把文书整理进程推进快

一点，同时更重要的在出版、研究开展等方面都要

加快进度。在这一方面上，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

研究给我们做了非常好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地

方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学术发展里面是一

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
最令我们瞩目的是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多学科

的视野，不仅在历史学，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生
态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已经出来

了一批成果。对历史学者来说，清水江文书对不

同学科研究都具有启发。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

的发展，要面对怎样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念、拓展我

们的历史视野，需要从不同学科的研究中，观照历

史研究的新问题和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建立起新

的历史解释。一方面要从不同学科研究得到启

发，另一方面也要从这里出发去作历史思考。为

了能够从不同学科吸取更多的智慧，想趁此机会

对其他学科提一点期望。希望文书研究可以有更

明显的历史取向，能够在历史的解释、历史的视角

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就目前而言，我们拿到文

书，接触文书的文本，结合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可

以从很多领域、很多范畴、很多概念、很多课题把

问题提出来，但是作为历史学者，更关注的是，无

论哪个学科的研究，都有助于重建一种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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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提出新的历史解释，可以重新书写，重新理

解中国历史应该有推动作用，这个方面做好了，是

地方文献、民间文书的研究能够呈现出来的学术

价值所在。
比方说，以前理解中国历史，都有一个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观念，对很多民族的认识，一直以来都

会延续史书上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其实很多是

一些传说，或者一些神话。要认识中华民族大家

庭，过去大多是从有共同的祖先说起，即所谓的炎

黄子孙。最近几十年人们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

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这本来就只是一种建构，

是建立民族认同的一种传说、一种信念而已。用

这种说法来建构民族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

它变成一个历史，当然有很大问题。只认识到这

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更重要的是仍然要解释，

怎么有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

要解答这样的一个历史关注，就不能只靠传

统文献，必须落实在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过程

中，正如郑振满刚才说的“接地气”。我们需要实

实在在地从不同地方发生的历史过程中来解释

“中国”怎样制造出来? 这个“中国”是一个历史

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需要通过新的、民间

的、接地气的材料，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找

到答案。每个地方的人们用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各

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处理他们生活上的各种问

题，怎么样跟政府打交道，都是需要从实际生活中

形成的材料中去认识，甚至是通过一些符号性的

东西，去建立起文化认同，改变文化样貌和生活方

式等。这些都需要很多清水江文书这种资料的搜

集和研究。这些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和使用的材

料，可以完全提供解答过去的史学研究方法不能

够解决的问题的一种出路。这样就可以为理解作

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中国”，提供一种地方性的、自
下而上的一个视角。

基于这样的想法，清水江文书可以在很多方

面提供一些有帮助的事实。例如，最近经济史研

究出现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动向，这个新动向也

许不是来自于经济史，而是来自于经济学。中国

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到了最近这几年，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的这套逻辑，在中国

碰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经济学界，其

他学科都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如以张应强教授做

的木材市场研究来说，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

逻辑，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基于分工和交换，但是中

国市场的发展从很早就非常发达，这个市场的发

达，不是基于分工和交换的。基于分工和交换的

市场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私有化，面对私有

制这个概念，到了山林，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

况。明清时期山林产品的大规模市场流通，尤其

是长距离贸易的发展，不是古典经济学能够解释

的。在中国经济史上，食货这种传统呈现出来的

经济运作原理，尤其是长距离贸易的一套运作机

制需要从汉代以来的均输体系来理解。但是，清

水江木材贸易，其实不在这个体系里面，所以从食

货体系的运作也解释不了。因为食货体制下的长

距离贸易体系，真正的基础是“禁榷制度”。清水

江也可以看到与这个制度类似的一种影响，就是

“当江”的制度。但是总体来说，清水江木材贸易

跟传统的长距离贸易，例如以盐为最核心的商品

流通不太一样。所以，清水江文书在经济史上可

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解释。这个不完全是

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清代以后整个市

场变化产生出来的。讨论传统市场的发展，常常

是从商品经济发展，或者是一个全球化的国际贸

易的影响来看。但是清水江的市场发展演变有不

一样的脉络。因此很期待通过清水江文书的研

究，能够有一些新的议题发展出来，这是我想到的

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张新民教授提到的清

代三千里苗疆进入版图，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

常重要的问题。要面对的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国家

的形成，清朝是非常关键的，苗疆又是具有非常典

型意义的领域。我们一直主张从地方的历史去认

识国家历史，清水江流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刚才郑振满教授谈到了台湾的问题，台湾也是清

朝纳入版图的，现存也有很多文书。其实徽州文

书也是可以带出这个问题，因为徽州文书把宋到

明的过程多少呈现出来了，但是它的文书数量毕

竟还是少。其实，在徽州从宋代发生的事情，跟苗

疆清代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国家的历史架构下，从

历史地位的角度有可以相类比的地方。不同地方

不同时代的文书、是在不同的王朝制度下，经历不

同的历史阶段，这样一种比较使得我们可以把地

方类型也拉到一个历史过程的角度，重构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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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的过程来认识。如果我们再把别的地方，

如郑振满提到的福建，还有我研究的广东，还有西

南，云南、贵州、四川是三种不同的进入国家体系

的历史节奏，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背后那套制度性

的机制跟文化整合的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

比较的视野里面，来对刚才张新民教授提到的清

代苗疆进入版图这样的历史，作一种更加具有宏

观视野的考察，通过比较来建立起一种解释的话，

对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还有一个话题是刚才郑振满教授提到的文字

问题。我注意到刚刚摆在面前的《原生态民族文

化学刊》上面，凯里学院肖亚丽教授写的综述讲到

了语言 学 的 问 题。这 个 话 题 本 来 我 想 讲，刚 才

郑振满教授虽已提到，但我还是想再多讲一句。
我想到这个话题，是之前李斌给了我一些文书的

样本，让我初步了解到，除了刚才郑振满教授谈到

的之外，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问题，就

是原来非汉人地区、非汉语的地区是怎样变成一

个汉语的地区。我在广东做研究时多年来也一直

在想这个问题。广东跟这里一样，原来有本地的

土著语言。我想福建也一样，土著语言应该不是

汉语。但是，现在都把闽南话、莆田话、粤语都归

为汉语的一种方言。这背后隐藏的一些事实，对

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从语言和文字的变化去解

释中国历史。缺了什么呢? 从清水江文书看到，

刚才我看肖亚丽教授写的综述也提到，就是从地

名、从一些专门的计量词等去了解，广东话也是这

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因为真正了解民

间怎么用这些语言，尤其用汉字书写的时候，还要

探究这些语言怎么进入到汉字文献。这个从语言

演变、文字怎么样影响语言入手，考察语言文字演

变怎么样跟文化变迁结合起来，再放到本地怎么

整合到中国版图这样一个过程，都是清水江文书

可能能够提供的信息。很期待能够看到这方面的

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这些研

究能够作为一个未来深入展开的研究起点的话，

放在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视野，相信能够有更好的

成果可以期待。
( 本文由姜明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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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 cannot be explained only by the tradition-
al literature，bu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fferent places to explain how“China”is made． This
“China”is a historical process． To understand this process，we need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from the
dail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through new folk materials．
Key words: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historical narrative; local persp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