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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 , 为了给新创办的书刊开一个专栏，主编突发奇想 , 让我

跟广州的一位历史学家做个对谈。我和他并非同一个专业，虽然是

喜欢聊天的朋友，但是一向只是东拉西扯喝茶吃饭而已，还从来没

有坐在一起认真地为了对谈而说过话。

于是，这个意想不到之举引出些有趣的话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对谈的时候 , 这位历史学家这样对我发问：“你说，中国在哪儿？”

这位朋友与海外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常年对华南

地区传统乡村社会进行研究。他们的成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

也往往被称为“地域研究”。确实，华南地区乡村社会形态的独特性

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沿革脉络，是很难在其他地区得到复制的。大概

是这个原因，他们被归类为“地域研究”，甚至他身边有的学生也如

此自称。似乎这让他无法释怀，他总是说：我们没有做地域研究呀！

我没有在知识上进行过考证，只是凭着感觉判断，地域研究作

为一种研究分野，恐怕是进口的。沿用至今，就像所有进口的概念

一样，它也必定衍生出各种含义，未必忠实于原有的意思，但是，

我总觉得，在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上，来自西方的学者们在使用这

个概念的时候，不免把它与“普遍性原理”做一个区分，似乎地域

研究就是给普遍性原理提供材料的局部经验。

时至今日，来自西方的知识霸权已经不那么灵验了，欧美也不

在生活中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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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若干地域而已。这样的感觉虽然还没有成为常识，但是至少在

知识帝国的金字塔里，坚不可摧的序列开始悄然出现裂缝。西方发

达国家的某些知识分子为了表示自己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警惕，也

开始给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冠以“地域”之名。

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我在这些年里积累起来却从未试图求证

的感觉而已，那位朋友抵触的，未必是我所感受的这种潜在的背景。

他对于“地域”的感觉方式，似乎与他感觉中国的方式有关。

华南地区是孕育了中国近代的摇篮。且不说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这些影响了历史走向的巨人，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缔造了近

代产业的，也主要是广东的实业家。不仅如此，华南地区还是中国

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连接外部的节点。它催生了向外扩展的华侨网络，

引进了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当年乾隆为彰显自己的战功而在法国

铸造的大量铜版画，也是通过广东这一口岸海运抵达的。至于广东

特有的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外销画”，更是体现了中国晚清以

来民间的“世界文化”形态……当然，它也承受了沉重的灾难。为

中国近代史染上阴暗色彩的鸦片，多是在印度栽培并用船只运到这

里的，而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林则徐销烟，是近代广东一笔沉重的

历史刻痕。广东这个中国近代的重要门户，演出了一幕幕或精彩或

浓烈的历史长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远离内

地的广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没有来自朝廷的任何支持，

只能依靠当地的民众力量与英法军队抗衡。这种种历史的记忆，为

华南地区积淀了浓重的文化内涵。

在广东人称之为“小蛮腰”的广州电视塔附近，邻接着今日被

旅游化了的珠江。友人在珠江边一幢高层建筑的窗前对我辨析着当

年的经纬阡陌。他说，在今天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当年穿插着一

条条水路。那是世界各地的商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的水道。十八世

纪中叶开始，来自欧洲的商船以黄埔为停泊地，他们运来的货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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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由当地�民用小艇转运到广州。当时，小船可以沿着大小河

汊顺利地进入广州城，宛如今日的威尼斯。于是，我起兴想要请他

导引我去参观一下黄埔村，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黄埔村与黄埔

军校一水之隔，都位于广州城的东南部。黄埔村直接面向大海，至

今还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港口面貌。当年，来自印度、西欧、北美

的商人，都经由这里进入广州进行各种贸易活动。 广州向世界输送

茶叶、丝绸、瓷器，也从世界输入各种物品以及文化要素。进入今

天的黄埔村，还可以看到不少华南乡土建筑镶嵌着宛如西洋教堂样

式的彩色玻璃 , 据说当地百姓并不认为这是舶来品 , 他们认为那是自

己的东西 ；十九世纪的外销画，也是广东地域特有的美术体裁 ：它

采用了西方油画的技巧，以西洋的视线来描绘当时广东的民间生活。

当然，这些外销画名副其实，全部都是用来“外销”的。外销画中

反复描绘的一个对象，是黄埔村港口的风景。这是一幅已经消失的

景象 ：在临海一带，装饰着万国旗，停泊在公海上的外国商船与其

遥遥相对，而来自那些商船的小艇则进入港口，上岸贸易。这就是

当年的“国际社会”吧。

从当年的港口进入，村里的风景为之一变。现在这个村子里虽

然还有居民，不过整体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观光化的村落。村

里的老建筑大多保留了原来的面貌，并且进行小心的修缮 ；保留得

最完善的，是几个大宗族的院落。在村头几棵古树之下，老婆婆们

正悠然地摆开小小的地摊，排开蔬菜水果，小心地分成一份一份售

卖 ；而几位老汉则在石桌旁谈兴正浓，面前把玩着一杯清茶。置身

这个安静悠闲的地方，我恍惚地回到了昔日生活的空间。

支撑着当年黄埔村的，是村里最发达的四大宗族。由这四个宗

族里，走出了近代中国制造业、商业的重要人物，也走出了外交、

军事的精英。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经济史家，也出自这个村

落。他们当年活跃的舞台，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国内，还延伸到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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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很多地方。这个中国南部边陲的小小村落，何以竟然有如此浓

厚的累积，可以在近代中国史上爆发这样的能量？秘密究竟在哪里？

友人一边引我在村里漫步，一边淡然地说道：现在，“一带一路”

成为国家倡议，大家都热衷于谈论“海上丝绸之路”，不过，在黄

埔村可以感受到的，不是一条海上之路，而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的复

杂海上之网。黄埔村、广州、广东地域、东南亚、西亚、非洲、欧

洲……这个网络联系起了广阔的世界，它构成世界的一部分。黄埔

村，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点。而且，就算当年这里曾经是唯一的

官方贸易港口，也无碍中国东部沿海各个省份的民间海洋贸易。我

听着朋友的讲述，不由得记起曾经听滨下武志先生讲过的故事 ：从

前东南沿海一带的走私贸易者，曾经借助琉球特有的法律来维持生

计；当时的琉球法律规定，发现有外来者，一律派出船只遣送回大陆，

这些商贩就偷偷把货物运进琉球，然后假装偷渡者故意被官府发现，

于是就可以免费回家啦。

是啊，民的世界，永远充满着生活的智慧，“国家”在生民那里，

也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功能罢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所谓

国家，只有通过这种伸缩自由的网络才能获得意义。黄埔村的人们

自然拥有了融合着世界各种要素的视野，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却从

未失掉过文化认同。

在黄埔村里，散布着宗族特有的“祠堂”。这是同族人共同祭祖

的场所，也是族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族内事物的场所。村内四大宗

族，都各自拥有不止一个祠堂，例如，据说胡氏家族曾经在村里建

造了七个祠堂。虽然现在仅存两个祠堂，但是已经足以传达当年的

气派。这两个祠堂的建筑风格，排水系统的设计，雕刻在各处的精

美装饰，还有正门之前竖立着的旗杆底座（据说这是专门用来在族内子

弟科举考试高中之后升旗报喜的），在在都讲述着宗族重视风水的姿态和

致力于子孙繁衍的志向。



46

在参观梁氏祠堂的时候，听到讲解员说，为了符合风水的要求

选择吉日，这座祠堂竟然耗费了六十年时间才得以建成。祠堂的建

设是为了祈祷子孙繁盛、族内人才辈出，如此大事，自然不得有丝

毫怠慢，吉日良辰动工，哪怕等上多少年，都是必需的。祠堂仅仅

是可视的院落，那随着历史的沿革被逐渐淡忘的如烟往事，却在这

院落不可视的空间里飘动着，讲述着昔日的寒窗苦读与族内的互助。

传统时代结束了，辛亥革命过去了，战争时代终结了，而这个极富

传奇色彩的村落在每个时代里都诞生了与时代相呼应的优秀人才。

胡氏、梁氏、冯氏、罗氏，黄埔村这四大氏族无论经历了何种

历史变故，都在持续向中国与世界输送着优秀的人才。在二十世纪

初期，远在北平兴起的五四运动，把打倒当时还支持着宗族的儒教

传统作为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而在这南国的边境，宗族的力量却

在培育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支撑者与推动者。

在今日的黄埔村，宗族的脉动已经基本上幻化为历史记忆，村

落也已经观光化了。而村子里的青壮年们多半都出去打工，只有休

假的时候才会回来探亲。守卫着村子记忆的，只是在古树下摆摊卖

菜的老婆婆与在祠堂里泡茶下棋的老汉们。不过，一旦到了旧历年

和其他传统节日，如同华南地区其他村落一样，黄埔村也用盛大的

传统仪式吸引着游子回家。

我的那位友人，似乎就是从这个村子受到了极大启发，为了探

求“中国”的存在方式，累积着华南地区田野调查的经验。华南地

区的民众与东南亚的华侨，一边把自己编织进跨海的网络，一边传

承着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他们是天下之民，同时也才能称得上是

中国人 : 这个“中国人”并非意味着国籍，而是意味着作为生活人

（日常生活中的人，亦即人伦物理中的人生状态）的生活方式—以宗族为

基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机制、连接着人际关系的礼仪与道义、感知

世界的价值判断，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所谓“认同”的内涵。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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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传统时代的王朝更迭，随着从传统的王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演进，

所谓“认同”的具体内容在不断地变化；然而，依然有些不变的要素，

透过这些变动一脉相承—这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

从北京感知这个黄埔村，它是个遥远的地方。说起来，广东对

于北方人而言，也不是个可以轻易融入的社会。尽管人口的高度流

动使得广东容纳了天南地北的人们，尽管这些年大众文化“普及”

了香港电视剧里的广式普通话，变动着的广东仍然是广东。广东人

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有我们难以读懂的相应文字，更重要的是，开

放的广东仍然有自己的文化。

“文化”这词儿，这些年越说越空，只要是难以具体言说和归类

的，都可以含糊地说是“文化”，不过在黄埔村里，它可是实实在在

的。它是宗族祠堂前为了表彰族内中举子弟而竖起的旗杆，是旧历

新年盛大的庆祝仪式，是房屋飞檐特有的样式，是祠堂里悬挂的各

式牌匾，是村里长者们结结实实的记忆，是村里年轻人并不自知的

传承……

改朝换代沧桑正道，黄埔村总是黄埔村，哪怕它的命运起起落落；

革命起伏时代变迁，黄埔村还是黄埔村，哪怕它也一起现代化。对

我而言，这变动着又以变动的方式持续着的，就是“中国”。

跟友人对谈后又过了几年，我首次访问了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

我接触到当地华人的各种组织，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了华人的社群组

织机制及其功能。在远离政治权力中枢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里，我

更为直接地感知到了“中国”的体温。

马来西亚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建立

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华人社群虽然并不能主导国家政治，

却是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个多民族的

国家里，华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样，

在这里寻找华人的踪迹，总不免要去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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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的唐人街，或许比中国大陆的乡村社会更直观地保存了

传统中国的基本功能，也更直观地传递了中国民众相互扶助的“天

下”观念，让人浮想联翩。这个规模巨大的空间里，有一个宗族祠

堂兼关帝庙的建筑，香火缭绕，很是繁盛 ；它保佑着一众华人在广

大的街区里经营起各种商铺，并组织起联营的机制。信步走进一条

街，恍惚间觉得置身广东的某一个菜市场 ；从各种食材到家常小吃，

华人在这里可以品味到浓浓的乡情。

离开吉隆坡唐人街，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华人社

群办事机构。从联结各个华人团体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到研究

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具体问题的华社研究中心，再到纪念华文教育

先行者林连玉的专题纪念馆，我惊奇地发现，它们全部由华人捐资

筹建，由志愿者们维护运营。在华社研究中心，我们参观了规模不

大却处处用心的图书馆，里面精心收藏着新马华人的著述，还有由

华人收藏家珍藏的书籍杂志构成的个人文库。我在这些地方探访讨

教，心里阵阵感动。华人的历史，不仅仅流动在唐人街，更积淀于

华人捐资筹建起来的这些文化空间里，在这一个个并不宽敞的地方，

我感动于海外华人对于保留历史的那份责任，那份热情。

在林连玉纪念馆里，我接触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奋斗史。

直到二十一世纪为止，马来西亚的公立学校都对华人子弟实行严格

的入学限制。由于硬性规定了种族之间的百分比，只有很有限的一

部分华人学生可以入读国家的公立学校并且获得高中文凭，而只有

获得了公立学校的高中毕业文凭，才有资格报考马来西亚的大学，

于是这个规定把很多华人子弟从小就关在了国家教育体制的大门之

外 ：不仅进入马来西亚的大学成了问题，就连进入大学之前的初等

教育也由于百分比的限制而无法惠及全体华人子弟。这迫使华人不

得不以民办的方式集资建立独立学校。我在吉隆坡下榻的酒店，就

毗邻一所叫作“尊孔”的民办独立中学。不过比这个更严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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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校的语言教育曾经一度被硬性规定要使用英语或马来语，这

意味着华人子弟将会丧失母语能力。

林连玉先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挑起了大任。早在马来西亚独

立之前，作为教育家的林连玉就致力于华文教育的合法化，无论是

独立前还是独立后，这都是他为之奋斗的最主要目标，经过巨大的

付出，华语教育和独立学校，终于赢得了这种合法性。

或许对于国内的我们而言，这种对母语的坚持容易被理解为对

“中国”的认同，或者是与马来西亚社会的距离感 ；其实情况恰恰是

相反的。无论是林连玉，还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对坚持母语教

育的他们而言，最迫切需要建立的国家认同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

马来西亚。如何成为马来西亚人，如何当好马来西亚公民，这才是

当地华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思想课题。林连玉或许表达了很多马来

西亚华裔的心声 ：“我们华人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是以尽义务效忠

诚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

尽义务效忠诚，无疑是中国固有道德的现代表述 ；而传承母语

文化，正是为了使这些传统的道德成为维系华人社会的伦理纽带，

并在这一基础上转化出现代马来西亚国民的政治责任感。林连玉在

他一生的奋斗里，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传承母语文化与建立马来西亚

认同的良性关联，作为海外华人，他以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华

人心目中“天下”与“国家”的真实关系 ：当民的世界包容了天理

自然状态时，民与“国家”才能建立最和谐的相互关系。

“中国在哪儿？”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中国，并不仅仅是以国界

为边界并享有现代国家主权的政治体，它更是生活人的“活法”，是

顾炎武当年所说的“天下”。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是实体性的，走出

这个实体性中国，我们会与另外一种非实体的然而却拥有体温的“中

国”相遇，它并不妨碍海外华人认同其他的实体性国家，然而那个

有温度的“中国”却仍然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在归国的飞机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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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思考一个并不简单的历史逻辑 ：黄埔村与吉隆坡，分属于两个

不同的国家，而生活人的世界，却打造着同一个流动着的网络。这

个网络没有中心，没有边界，它可以凝缩于一个村庄，也可以等同

于整个世界。只有置身于这个网络之中，我们才能准确地体味—

中国在哪里。

陈文惠乎？陈文忠乎？

胡 鹏

读书短札

近阅《文正王公遗事》，其“公

之壻韩公，例当远”条记载王旦（本

书作者王素之父）女婿苏耆应举事，

云 ：“公之壻苏耆，应进士举，唱第

之日，格在诸科。故枢相陈文惠尧

叟奏上，曰 ：‘苏耆是故苏易简男，

王某女壻。’上顾公曰：‘卿女壻也？’

公不对，乃敛身少却，愿且修学。

及出，陈公语公曰：‘相公何不一言，

则耆及第矣。’公笑曰 ：‘上亲临轩

试天下士，至公也。某为冢宰，自

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

不失体？’陈公愧谢之。”

文惠为陈尧佐谥号，其兄陈尧

叟谥文忠。查此书现存最早之《左

氏百川学海》影刻宋咸淳本第十八

叶，文字全同，知非整理者误植。

此事中之陈公当是尧叟，理由如下 ：

其一，从历官上看。据《续资

治通鉴长编》，王旦景德三年（一

○○六）二月戊戌拜工部尚书、平章

事，是为“冢宰”。第二天，陈尧叟

任兵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即“枢相”。

陈尧佐天圣七年（一○二九）二月才

任枢密副使，习称“枢副”，时王旦

已去世十三年 ；八月，尧佐改参知

政事，是为“副相”；景�四年（一

○三七）四月为平章事，方为宰相。

其二，从时间上看。苏耆“举

进士，时试条至严，两中优等，廷

校不得在高第，诎所素志，辞焉。

后一年，以文奏御，诏试玉堂，赐

及第”（《苏舜钦集》）。这“后一年”

乃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甲子（一○一

○），则格在诸科为大中祥符二年六

月庚戌梁固榜。另，陈氏兄弟之父陈

省华景德三年五月丙午卒，戊午，尧

叟起复故官，表请终丧，不允 ；尧佐

则持服家居。据欧阳修《太子太师致

仕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铭并

序》“丁秦公忧，服除，判三司都勾院、

两浙转运使”之语，知尧佐大中祥符

二年时为两浙转运使，无由与王旦共

预殿试 ；尧叟却一直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