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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自古就是以“一点四方”为基础和机理的政治地理学建制ꎮ 这在我国的第一部地理著述

«禹贡»中就已确定ꎮ “贡”就是从四面八方向“中邦”(中国)提供贡品服务的“五服”ꎮ 在西方ꎬ“条条大路通罗

马”大致描绘了同一个景象:道路—道理ꎻ中心—边缘ꎮ 古代文明都有中心说ꎬ这也成了人们认知和表述时的话

语主控叙事ꎮ 边缘—边地虽与中心同构ꎬ但作为从属者ꎬ其历史文化遗产大多被忽略、忘却ꎮ 事实上ꎬ边缘—边

地对于中华民族在文化遗产的创造、传承和保护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ꎬ比如陶瓷、丝绸、茶叶等都历史性

地形成了“前一带一路”的形态和形制ꎻ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形态、有些类型甚至比“中心”更有优势、更具

特色ꎮ 因此ꎬ从边缘—边地反观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反思价值ꎬ而且意义重大ꎮ
〔关键词〕边缘—边地ꎻ道路—道理ꎻ线路遗产ꎻ“前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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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　 引

“边缘—边地”指那些所谓“中心”以外的边

缘地区与地带ꎮ 人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ꎬ即在认

知上“以我为中心”向外推展ꎬ类似于费孝通先

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ꎬ像石

子一般投入水中ꎬ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

系ꎮ” 〔１〕人类的认知皆复如此ꎬ看看世界各国的地

图ꎬ自己的国家大多在“世界的中心”ꎮ
“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是同一个道理ꎬ即

以中心为轴心ꎬ通过“线”把“点”与“面”串在一

起ꎬ其实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网络”ꎮ 所以ꎬ在人

类古代文明中有许多所谓的“中心”ꎮ 中国自古

以来就讲中心ꎬ«禹贡»中的“中邦” (中国)正是

同理演绎ꎮ 所谓“中国”其实就是“天下中心”ꎮ
具体地说就是“一点四方” (即东西南北中“五
方”)ꎮ “一点”———中心、中邦、中国、中原、中
央ꎬ皆为“中心”之衍义ꎮ 世界上的“大历史”ꎬ基
本上是讲“中心史”ꎮ 中国也一样ꎬ讲帝国史、帝
王史ꎬ是为“正统”ꎬ边缘大多被忽略ꎮ 这属于

“正统荒谬”:从地理上说ꎬ地球是圆的ꎬ哪儿有

中心? 从认知上说ꎬ没有边缘ꎬ哪里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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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ꎬ“边缘反思”成了人类学、历史人

类学的重要视角ꎮ “边缘与超越” 成为重要话

题ꎮ〔２〕众所周知ꎬ导致边缘弱势的强权话语正是

历史所造成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 “霸权政

治”ꎮ〔３〕所以ꎬ当我们从边缘—边地的角度对国家

和世界进行“重新定位” (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时ꎬ可以建

立新的社会“边界关系的桥梁”ꎻ〔４〕 “边缘—边

地”也就不再是既往的“中心属地”ꎬ而有了一种全

新的价值ꎮ 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也正是这一

历史背景下的产物ꎬ“对民族的研究也由核心内涵

转移到边缘由识别、描述‘他们是谁’转移为

诠释、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宣称自己是谁’”ꎮ〔５〕

如果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

体ꎬ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ꎬ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

过程所形成的”ꎬ〔６〕那么ꎬ这里就出现了两个“中
心—边缘”关系:一是“中国之天下中心”ꎬ另一

个是“中国”成了“西方中心的边缘(远东)”ꎮ 这

种“多元一体格局”隐含着“中心—边缘一体格

局”ꎮ 在这一特殊的结构形制中ꎬ边缘—边地一

直处于“历史失语”状态ꎮ
所以ꎬ当我们今天重新评估边缘—边地“围

绕中心”所形成的历史关系形态学时ꎬ骤然感悟

那是一份极其难得的文化遗产:道路中的道理ꎮ
这些道理一直存在ꎬ只是以往被忽略了ꎮ 值得特

别强调的是ꎬ我国有许多在政治地理学上属于

“边疆”“边陲” “边缘”的“边地”区域和地缘性

遗产ꎬ奇迹般地遗留和保留下了大量非常有特色

的文化“财产”ꎮ 特别是那些连接中心—边缘的

“道理”———文化线路遗产ꎬ值得大书特书ꎮ

二、文化线路有助于建构遗产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开宗明义ꎬ指出了

自然史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
政治的多变性使得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

多样ꎻ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断裂ꎬ每
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ꎻ人们越

是接近最深的层次ꎬ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ꎬ

差异也越来越大ꎬ人们在历史中建立什

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 应在多长的时间范围

内确定事件的各自不同的发展? 这些都是重

要的问题ꎮ〔７〕

任何一个国家政治ꎬ都建立在 “中心—边

地”的认知架构之上ꎬ没有例外ꎮ 从工具形态看ꎬ
涉及到中心与边缘联通的“道路”关系ꎬ“条条大

路通罗马”即是注疏ꎮ “道路学” ( ｏｄｏｌｏｇｙ)源于

希腊语“ ｈｏｄｏｓ”ꎬ意指道路、旅途、山岳ꎮ “道路

学”也因此成为关于道路( ｒｏａｄ)的学问或研究ꎻ
而“道”(ａ ｗａｙ)则是通过特定方式达到某种目标

的途径ꎮ 这一公认的用法可以解释相关的历史、
宗教、文化等方面的 “道”的意义ꎮ〔８〕这与我国传

统“道”的意义相似ꎬ———既是道路ꎬ又有道理ꎮ
作为一种政治体系ꎬ需要在政治中心与边缘之间

建立和建构一种秩序ꎮ 无怪乎在古希腊诸神系

统中就有一个道路之神叫赫尔墨斯(Ｈｅｒｍｅｓ)ꎮ
在现实中ꎬ“秩序”是由道路的“网络化”串联起

来ꎮ 也就是说ꎬ没有道路不成道理ꎬ类似于“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ꎮ
美国学者杰克逊认为ꎬ若要推测政治景观中

道路的本质须区分两种道路系统ꎬ即“向心—离

心”:一种是尺度较小的、孤立的向心道路系统ꎬ
它不断变化ꎬ在地图上很少标示ꎻ另一种则是广

泛延伸的、长久不变的离心道路系统ꎬ如联系古

罗马及其他帝国的交通干道网ꎮ 两种系统都服

务于相同的目的:强化和维系社会秩序ꎬ联系社

会区域或国土的组成空间ꎬ使其紧密环绕在一处

中央地带周围ꎮ 但两者之间又存在明显差异ꎬ不
仅表现在尺度上ꎬ还表现在方向和意图上ꎮ 它暗

示了几乎随处可见的两种并列的道路系统:一种

是当地的、向心的ꎻ另一种是跨区域或国家的、离
心的ꎮ〔９〕其实ꎬ若将杰克逊的“向心—离心”置于

国家政治的层面ꎬ即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上ꎬ
则都是“向心”的ꎮ

虽然道路作为政治事务在所有国家都表现

出相当高的一致性ꎬ但在形制上中西方却呈现出

巨大的历史差异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ꎬ立即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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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庞大帝国边地做了两件事:“北阻南疏”ꎮ
具体地说ꎬ在帝国边疆进行了两个大工程———在

北方修筑长城ꎬ阻隔游牧民族南下的道路ꎻ在南

方修建灵渠贯通湘江与漓江ꎬ以及修筑岭南古

道ꎬ在水路和陆路打通中原与边疆的通道ꎮ 这中

华第一帝国历史上的“阻”与“疏”ꎬ都在交通道

路上做文章ꎮ 有意思的是ꎬ这“堵路”与“通道”
的两个古代遗址皆在“边地”ꎬ也都成了中华民

族重要的文化遗产ꎮ
修筑长城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

迹”ꎬ世人皆知ꎮ 而开通南岭通道ꎬ对于帝国扩展

与定位的作用同样重要ꎬ人们却所知甚少ꎮ 在此

我们侧重“南疏”ꎮ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
后ꎬ为了在岭南地区完成他帝国统一的边疆管

制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通“负山险阻”的

道路ꎮ 这一地带的山脉虽不及蜀道ꎬ却也地广人

稀ꎬ道路不畅ꎬ又远离帝国政治中心ꎬ造成了地理

上的割据状态ꎮ 秦汉之际赵佗就在此建立南越

国ꎬ延续百余年之久ꎮ〔１０〕 所以ꎬ要在边疆进行有

效的统治ꎬ道路交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首要问

题ꎮ 秦汉两代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对岭南边疆

实行统治ꎬ除了在水陆方面建立通道外ꎬ利用地

理方面的特点进行行政区划和管理ꎬ逐渐形成了

借自然“犬牙相入”形态作为管理的原则ꎬ即利

用地理上的特点进行相互交错的行政区划ꎮ〔１１〕

这一点在汉代初始时就得到明确地贯彻ꎮ
显然ꎬ秦始皇通过战争统一中原后ꎬ作为一

个完整的帝国“版图”ꎬ才真正开启了岭南走廊ꎮ
秦始皇派兵进入岭南ꎬ在那里驻军ꎬ设置帝国的

管理机构ꎮ 又由于百越之地的犀角、象齿、翡翠、
珠玑ꎬ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ꎬ一军

塞镡城之岭ꎬ一军守九嶷之塞ꎬ一军处番禺之都ꎬ
一军守南野之界ꎬ一军结馀干之水ꎮ 意此为五岭

之戍ꎮ 考镡城在武陵ꎬ西南接郁林ꎻ九嶷在零陵ꎻ
番禺在南海ꎻ南野、馀干在豫章”ꎮ〔１２〕 秦始皇为了

向南进发ꎬ需要进行“疏通”道路的工作(包括水

路和陆路)ꎮ 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开凿灵渠ꎬ以及

连接潇水和富江(今贺州富川县ꎬ属于西江水

系)“新道”ꎮ〔１３〕由此形成了我国重要的“中心—
边地”的历史文化遗产ꎮ 笔者有幸获得一个相关

的国家课题ꎬ〔１４〕对岭南古道进行过专门的调研ꎬ
并与中原秦兵马俑中的车辙进行比对ꎬ有许多有

意思的发现ꎮ〔１５〕 原来“理”在“道”中ꎬ“道”的本

义就是道路ꎮ 由“道”而“导” (導)ꎬ方可及至四

方ꎬ通达天下ꎮ
置于遗产范畴ꎬ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都具有

“线性” 特点ꎬ 可归入 “ 线路遗产 ”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ｏｕｔｅ)的类型ꎮ 所谓“线路遗产”ꎬ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文化遗产分类中的一个种类ꎮ 中国是世

界上线路遗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ꎬ然而ꎬ
迟至 ２０１４ 年ꎬ我国的“丝绸之路”才被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ꎮ〔１６〕 我国成为拥有现存世界最长

遗产线路的国家ꎬ可谓实至名归ꎮ “丝绸之路”
起始于中国ꎬ是一条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

代商贸线路ꎬ分为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ꎬ是东方与西方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

要通道ꎮ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早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就

将这条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ꎮ 当今ꎬ“一带一

路”已然成为国家建设的有机部分ꎬ构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１７〕 是将

历史遗产资源配合当代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而

提出的重大倡议ꎬ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ꎮ 而事

实上ꎬ我国“前一带一路”线路遗产非常多ꎬ尤其

在四方边地ꎮ
概而言之ꎬ当我们重新解读“边地”时ꎬ仿佛

蓦然悟到了一种“道理”ꎬ即“中国”系由“道路”
贯通起来的一张政治地图ꎮ 而“边地—边疆—边

陲—边缘”的道路交通是成就“统一 /一统”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根据ꎮ

三、文化圈区有助于留驻遗产

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是 “地方性产物”ꎬ没有例外ꎮ 所以 “地

理—地缘”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ꎮ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理特征ꎬ会留下不同的自然遗产ꎻ在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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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历史记录和记忆ꎬ会留下不

同的文化遗产ꎮ 基于此ꎬ联合国在 １９７２ 年签署

的第一个遗产公约就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ꎮ 人类学

的两大“板块”正是“自然—文化”ꎮ 从文化遗产

的生成、传承的角度看ꎬ文化遗产与地理区域性

的“文化圈”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文化区域” (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关系密切ꎮ 这两个概念都属于文化人

类学的范畴ꎬ指由特定的文化特质构成一个复合

性的文化单位ꎬ〔１８〕 以及所形成的独特的地理区

域中的文化现象ꎮ 也就是说ꎬ文化遗产首先是属

于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群ꎬ具有独特的文化个性ꎮ
在我国ꎬ人群与地缘的结合既反映出“一点

四方”的方位律制ꎬ也成为区分“我群 /他群”的

一道历史边界ꎮ 它不仅被视为一个单位的表述ꎬ
而且为族群提供了一个更有实感的依据ꎮ 这一

切的根本性归属无不附丽于“一个地方上的人

群”ꎬ以及所形成的 “ 地方性力量”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ꎮ 因此ꎬ在如何确认地方遗产方面出现了

两个认知点:首先ꎬ以“地方性”来确认其生成之

“所在”ꎻ其次ꎬ在今天的“地球村”时代ꎬ遗产变

化与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必然会改变ꎬ产生所谓遗

产的“再地方化”( ｒ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一方面ꎬ遗产

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其内

容和形态会发生相应的改变ꎻ另一方面ꎬ遗产的

地方性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需要重新进行解释

和认识ꎮ 重要的是ꎬ“地方”不是孤立的ꎬ而是作

为一个新的“遗产定位”ꎬ联通地方—全球线性

遗产ꎮ
我们以福建泉州为例加以说明ꎮ 泉州是中

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ꎬ有大量的文化遗产的遗

址、遗存和遗迹ꎬ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

口城市ꎮ 至今ꎬ泉州还保存着大量与“海上丝绸

之路”相关的珍贵史迹ꎮ 这些历经各个时代(尤
其是 １０ 世纪—１４ 世纪)留存下来的丰富而独特

的实物ꎬ不仅在建筑、艺术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成

就ꎬ更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全盛

时期人类文明交流的轨迹与成果ꎬ具有很高的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ꎮ
泉州文化遗产的多元特质从下面的遗迹列

表(见表 １)就可见一斑ꎮ

表 １　 泉州代表性多元地方—线性遗产列表

遗迹名 所属遗产类型 简　 介

老君岩造像 宗教(道教)遗产

中国现存最高大的道教鼻祖太上老君的古代石刻造像ꎬ雕刻于 １０ 世纪(北宋)ꎮ
１０ 世纪中国道教石雕艺术的代表作ꎬ也是泉州道教文化兴盛的历史见证ꎮ 随着

“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ꎬ中国道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开元寺 宗教(佛教)遗产
中国重点佛教寺院ꎬ始建于 ６８６ 年(唐垂拱二年)ꎬ历代屡有修建ꎬ占地面积近 ８ 万

平方米ꎮ 整座开元寺堪称中外佛教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交流的大观园ꎮ

伊斯兰教三

贤四贤墓

宗教(伊斯兰教)
遗产

７ 世纪从阿拉伯来到泉州的两位传教士的坟墓ꎮ 除了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城

里的穆罕默德圣墓以及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城的阿里圣墓之外ꎬ其是伊斯兰世界中

历史最悠久、具有最高价值的古迹ꎮ

清净寺
宗教(伊斯兰教)
遗产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伊斯兰教寺ꎬ始建于 １００９ 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ꎬ回历 ４００
年)ꎮ 现存主体建筑有门楼、奉天坛等ꎬ基本保持了 １１ 世纪至 １４ 世纪的建筑风格ꎮ

草庵摩尼光

佛造像

宗教(摩尼教)遗

产
世界仅存的摩尼教教主摩尼的石刻造像ꎬ始建于 １１３１—１１６２ 年(南宋绍兴年间)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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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名 所属遗产类型 简　 介

真武庙 宗教(民间)遗产
始建于 １１ 世纪ꎬ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ꎮ １０ 世纪—１３ 世纪ꎬ泉州郡守每年在此

举行祭海仪式ꎮ

天后宫 宗教(民间)遗产

是现存年代最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祭祀著名海神天后的宫庙ꎮ １１９６ 年(南
宋庆元二年)由僧人觉全与里人徐世昌倡建ꎮ １４０７ 年(明永乐五年)ꎬ出使西洋的

三宝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修ꎮ １６８０ 年(清康熙十九年)ꎬ郡人施琅率兵统

一台湾前抵宫祈祷ꎬ后凯旋ꎬ奏请封妈祖为“天后”ꎬ改宫名“天后宫”ꎮ

九日山祈风

石刻
宗教(民间)遗产

１２ 世纪—１３ 世纪泉州地方政府主持航海祈风祭祀活动的石刻文字记录ꎬ也是现

存唯一的古代中国政府有关航海事宜举行国家祭典的真实记录ꎮ

德济门遗址 城市建筑遗产

古代舶来货和外销产品皆通过此门出入泉州城ꎬ是泉州城南的重要交通要道ꎮ 较

完整地保存了 １１ 世纪以来泉州古城拓建、重修的历史遗迹ꎬ印证了泉州城区随着

航海与通商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不断拓建的历史ꎮ

洛阳桥 建筑遗产
中国第一座跨海湾平梁式大石桥ꎮ １１ 世纪创建的洛阳桥以其独特的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在中国桥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万寿塔 海洋文化遗产
建于 １１３１—１１６２ 年ꎬ为泉州湾古航标ꎬ又名关锁塔、姑嫂塔ꎮ 长期以来ꎬ航海经商

者把该塔视为故乡的象征ꎬ是当地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见证ꎮ

六胜塔 海洋文化遗产 始建于 １１１１ 年(北宋政和元年)ꎬ为泉州湾主航道的古航标ꎮ

石湖码头 海洋文化遗产
７１３—７４１ 年(唐开元年间)航海家林銮为便于与东南亚诸国通航贸易而建ꎬ是泉

州古代商贸的重要码头和海防重地ꎮ

美山码头和

文兴码头
海洋文化遗产

地处泉州市丰泽区东海镇宝觉山下ꎬ扼晋江出海口关要ꎬ是后渚港通往市区的必

由之路ꎬ自古为海防重地、贸易港口ꎮ

磁灶窑系金

交椅山窑址
手工艺遗址

始建于 １０ 世纪(五代)ꎬ鼎盛于 １０ 世纪—１４ 世纪(宋元时期)ꎬ衰废于 １４ 世纪(明
初)ꎮ 为磁灶窑系重要的外销瓷生产窑场ꎬ有多条窑炉ꎬ窑炉生产期间屡经修造ꎮ
是古代生产外销瓷的重要窑址ꎮ １０ 世纪—１４ 世纪(宋元时期)泉州窑址遍布域

内ꎬ现已发现外销瓷窑址 １５０ 多处ꎬ其密度居全国前列ꎮ 尤其是磁灶窑系的产品

在日本、菲律宾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多有出土ꎬ也频频发现于西沙群岛和南海的沉

船中ꎬ印证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陶瓷之路”ꎮ

南音 无形文化遗产

南音被称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ꎮ 演奏方式承袭汉代相和歌的乐制ꎬ跟唐代宴乐场

面十分相似ꎬ这些上古音乐元素随中原汉人多次南迁进入泉州ꎬ并与当地民间音

乐融合ꎬ形成了南音ꎮ 随闽人流传海内外闽南文化圈长达千年ꎬ至今不衰ꎮ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得泉州成为历史

上吸纳海外文化和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

门户和集散地ꎮ 泉州汇聚大量的人流、物流以及

与之相随的各种文化ꎮ 在宗教方面ꎬ中国固有的

道教ꎬ“中国化”的佛教ꎬ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景
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其他世界性的宗教长期共

存ꎬ形成了东西方文明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相和

相安的奇观ꎮ 因此ꎬ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

馆”“神学文化的宝库”ꎮ 泉州也是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大户”ꎮ ２００９ 年ꎬ南音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ꎮ
概而言之ꎬ地方性力量是造就文化遗产的原

—２９—

　 ２０２２. ８学术前沿



动力ꎮ 同时ꎬ形成独特的文化圈ꎬ仿佛地方方言ꎮ
其丰富而多元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独特的地

缘说明ꎬ也具有特殊的传播和辐射作用ꎮ 形成特

殊的地缘性“文化圈区”关系ꎬ并通过各种“道
路”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ꎮ 而每一个地方也

都可能成为一个“中心”ꎮ 泉州就是一个例证ꎮ

四、边缘阻隔有助于激活遗产

当我们思考相关问题时ꎬ我们面临着一些学

理上、概念上的混乱需要进行清理ꎮ 首先ꎬ若就

纯粹的自然地理而言ꎬ地球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球

体ꎬ无所谓边缘—边地ꎮ 西方虽有自然地理学ꎬ
却无一例外地成了政治“中心话语”建构的工

具ꎮ 而我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政治地理”的概

念ꎬ所以ꎬ中国传统图书的四部分类中地理类列

入史部ꎮ 真正作为独立的学科ꎬ地理学是在近代

由西方传入ꎮ〔１９〕钱穆在他的«古史地理论丛»一
书的开章篇“周初地理考”中的第一句话就是:
“周人起于晋ꎬ而旧误以为在秦ꎬ故言周初地理者

纷岐无定说ꎮ” 〔２０〕 中国古代地理之误有三:一是

来自于对地理客观上的无知ꎻ二是对于“华夏中

心”和“大一统”的坚持与固守ꎻ三是过分相信史

籍的记录ꎬ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ꎮ 难怪梁漱

溟先生公然称“司马迁«史记»多不可信ꎬ” 〔２１〕 主

要也是针对“历史地理”而言的ꎮ
我国传统的所谓“天下体系”是以“中国”为

中心建构起来的帝国政治地理形制ꎬ中国也自然

而然地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地方主义”ꎬ只
是缺乏划一不二的“他者” (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ꎮ〔２２〕 这也

使得“多元一体通达”(中式)与“中心边缘对峙”
(西方)形成了“中心—边缘”在认知上的重大差

异ꎮ 在这样的形制中ꎬ我国的“边缘地区” (四
方—地方)除了在政治上呈现相对于“中邦”(中
国—中心)的“通一”ꎬ———通过特殊的“交通”而
融通化一ꎻ又由于边缘、边陲的相对性ꎬ在一些文

化遗产的创造和遗存上ꎬ因为“天高皇帝远”ꎬ因为

远离战争ꎬ因为远离中原—中心ꎬ反而衬托出多

元、多样ꎮ 这种“多元”成了“一体”的必备条件ꎮ

更有意思的是ꎬ这种边远和封闭的地缘性在

特定的历史语境中ꎬ使“通达”恰恰成为激活文

化遗产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历史原因ꎮ 这也构成

我国历史上独特的“线路遗产”ꎮ 比如历史上的

丝绸之路、陶瓷路线以及茶叶万里行ꎮ 而这三样

也都成了“中国”的标志和表述ꎬ“茶”也在其列ꎮ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里ꎬ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来

自西方对陶瓷(Ｃｈｉｎａ)的别称、指代和转义ꎬ理由

是陶瓷为中国的“原乡”———发明最早且最有代

表性ꎬ但其实“茶”也是一说ꎮ 英国学者莫克塞

姆的«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中就有这样的

记录:
在 １６ 世纪的后几十年中ꎬ其他几次对茶

叶的简要提及出自从东方回来的欧洲人ꎬ其

中多数是在东方从事贸易和传教的葡萄牙

人ꎮ 一位名叫扬胡伊根范林斯索顿( Ｊａｎ
Ｈｕｙｇｅｎ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的荷兰人最早激发了

人们将茶叶运输到欧洲的想法ꎮ 他在 １５９５
年出版了«旅行杂谈»(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Ｖｏｙａｇｅｓ)
一书ꎬ并在三年后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ꎮ 在

书中他描述了位于东方的一个辽阔的葡萄牙

殖民地帝国ꎬ提供了详细的地图ꎬ并介绍了那

里的各种使人惊叹的东西ꎮ 荷兰人和其他国

家的人也跟着葡萄牙人来到了东方ꎮ 在范林

斯索顿提到的物品中ꎬ有一种在中国和日本

称为“朝那” ( ｃｈａｏｎａ)的东西:“他们饮用一

种放在壶中用热水冲泡的饮料ꎬ不管在冬天

还是夏天ꎬ他们都喝这种滚烫的饮料ꎮ” 〔２３〕

这显然又是诸多“中国—茶叶”版本中的一

版ꎻ所述 ＣＨＩＮＡ、“朝那”(ｃｈａｏｎａ)成了茶叶线路

遗产的一家之说ꎮ 原因是:“茶叶最先是由中国

输出到世界各地的ꎬ所以ꎬ时至今日ꎬ各国对茶的

称谓ꎬ大多是由中国人ꎬ特别是由中国茶叶输出

地区人民对茶的称谓直译过去的ꎮ” 〔２４〕 英文的

“ｔｅａ”、德文的“ ｔｅｅ”、拉丁文的“ ｔｈｅａ”ꎬ都是根据

我国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方言转译的ꎮ 而

“茶”也成了历史上重要的“外交媒介”ꎬ特别是

在近代导致了相关历史性事件的发生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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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曾与英国“过从甚密”的茶叶大多来自

福建ꎮ 从 １７ 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由

厦门收购的武夷茶取代绿茶成为欧洲饮茶的主

要茶类ꎮ 在英国ꎬ早期是以“ｃｈａ”来称呼茶ꎬ但自

从厦门出口茶叶后ꎬ即依厦门语音称茶为“Ｔｅａ”ꎬ
又因为武夷茶(属乌龙茶)汤色黑浓ꎬ所以称为

“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ꎬ也就是今天英国人离不开的红茶ꎮ
此后英国人关于茶的名词不少是以厦门土话发

音ꎬ如早期将最好的红茶称为“Ｂｏｈｅａ Ｔｅａ”(武夷

茶ꎬ产自武夷山区的星村镇的正山小种红茶)ꎬ以
及后来的功夫红茶称为“Ｃｏｎｇｏｕ Ｔｅａ”ꎮ〔２５〕 １８ 世

纪中期以后ꎬ英国的茶叶需求剧增ꎬ而中国在通

商上又有种种的限制ꎬ因此英国另辟蹊径ꎬ致力

在殖民地印度试种中国茶树ꎬ但 １９ 世纪中叶以

前ꎬ中国是红茶的唯一供应地ꎮ〔２６〕

边地“闽越”在地理上远离中心ꎬ却并不妨

碍“闽茶”成为重要的交通“媒介”ꎮ 及至明朝ꎬ
“闽茶”占全国贡茶的一半以上ꎬ其中又以北苑、
武夷茶为主ꎮ 此间茶业在闽地普及ꎮ 但是明初

的茶禁ꎬ限制了福建茶叶生产的发展ꎮ 至万历三

十五年(１６０７)始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

和岑南收购武夷茶ꎬ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ꎮ 万历

三十八年(１６１０)ꎬ荷兰商人在万丹首次购到由厦

门商人运去的茶叶ꎮ 海外茶叶贸易的兴起推动

福建茶业的极大发展ꎬ福建省茶叶出口最早以松

萝茶为主ꎬ后来武夷茶出口渐增ꎬ武夷茶成为中

国茶叶在欧洲的代称ꎮ 在红茶成为福建输出欧

洲的主要产品的同时ꎬ明末清初乌龙茶在武夷山

出现了ꎬ而后逐渐向南推移ꎬ一直传播到闽南和

广东、台湾ꎬ并外销至东北亚ꎮ 到了清代ꎬ福建省

茶叶全面发展ꎬ八闽各府均产茶ꎬ茶类品种齐全ꎬ
有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四大类ꎬ还有再加工

的花茶、砖茶ꎮ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ꎮ

正是这一个边远、偏僻的山村ꎬ却成了“茶叶万里

行”的起始之地ꎮ 下梅村曾经是武夷山重要的茶

叶集散地ꎮ 中央的人工运河———当溪ꎬ有 ８ 个码

头装卸繁忙ꎮ 当溪的水面宽不过 ８ 米ꎬ长 １０００

余米ꎬ自公元 １６８０ 年开通后就被当作一条水运

通道ꎬ四方商贾通过这条水运通道在下梅进行商

贸活动ꎮ 据«崇安县志»载ꎬ康熙十九年间ꎬ“其
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ꎬ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ꎬ
转运不绝”ꎮ 由此可见ꎬ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

的经贸活动在下梅村十分活跃ꎮ〔２７〕

乾隆年间ꎬ下梅遂形成崇安最大的茶市ꎮ 满

载茶叶的船只从这里出发ꎬ一路北上ꎬ由水路进

鄱阳湖至湖口ꎬ再溯长江西至汉口ꎬ在汉口经鉴

定分装ꎬ溯汉水至襄樊ꎬ再溯唐河至河南的赊店ꎬ
由此改为陆路北上至山西祁县ꎮ 在祁县ꎬ茶叶按

商号分配ꎬ其中花茶大部分在华北销售ꎮ 而那些

砖茶和红茶改运到张家口ꎬ在那里改为驼队运

输ꎬ经过 １１００ 余公里的漫漫行程至库仑(今乌兰

巴托)ꎬ然后再行 ４００ 余公里到达中俄边界的恰

克图ꎮ 恰克图是著名的买卖城ꎬ晋商把茶叶卖给

俄罗斯的大茶商ꎬ然后再由这些茶商把中国的茶

叶转运到欧洲各国ꎮ 从武夷山下梅茶市ꎬ到中俄

边境恰克图城ꎬ全程约 ７０００ 余里ꎮ
在当时的物质流动中ꎬ茶叶是最为重要的商

品ꎬ在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取代布匹成为输入

俄国的第一大宗商品ꎮ １８２０ 年ꎬ西伯利亚总督

波兰斯基下令让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互市中扩大

茶叶购买量ꎮ 茶叶与白银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动ꎬ
白银作为俄国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源源流

入中国ꎬ造成了贡德弗兰克所谓的“白银资

本”ꎮ 弗兰克认为:贵金属流动的意义在于某些

地方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商品ꎬ但却不能出口同

等数量的商品ꎬ所以不得不用货币来结算贸易逆

差ꎮ〔２８〕以弗兰克的观点看来ꎬ俄国的白银与中国

的茶叶在这条国际商道上的反向流动正说明了

它们当时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ꎮ 俄国必须

依赖中国的茶叶ꎬ而俄国的皮毛和其他轻工业品

对中国却并不是必需品ꎮ 因此ꎬ至少在 １９ 世纪

以前的中俄贸易中ꎬ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ꎮ
概而言之ꎬ武夷山作为文化—自然遗产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被列入目前中国四个世界双遗产之

一ꎬ除了其自然文化的原因外ꎬ“茶”也是一个重

—４９—

　 ２０２２. ８学术前沿



要的“理由”ꎬ它成了中华民族与世界沟通的重

要“媒介”ꎮ 地理上的边远反而成为一种激活文

化遗产的“能量”ꎬ这是文化遗产研究需要重视

的地方ꎮ

五、结　 语

到了我们为“边缘—边地 /道路—道理” 作

小结的时候了ꎮ 第一ꎬ反观性ꎮ 中国的“边缘—
边地”是一个政治地理学的形制ꎮ 一直以来ꎬ人
们在认知和表述惯习中ꎬ“中国” “中华民族”皆

由“中心—一点”为主轴向“四方”延伸ꎮ 我们也

需要从“四方边地”反观“中心”ꎮ 第二ꎬ独特性ꎮ
“边地”虽在政治秩序上属于从属关系ꎬ却不妨

碍文化遗产的创生、发展、继承的独特性ꎬ而且这

种独特性的维度更大ꎮ 第三ꎬ自主性ꎮ “边地”
在政治地理上的“从属性”正是文化遗产生成、
传承和守护的“自主性”ꎬ成就其自主性的依据

是文化生成的“地方知识”(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ꎮ 第

四ꎬ地缘性ꎮ 文化遗产原本就是地缘的产物ꎬ地
缘又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ꎮ 比如像“妈祖”这样

的文化线路遗产必定产生于特定的海洋性地缘ꎮ
第五ꎬ线路性ꎮ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少不了历史上

的交通关系ꎬ“道”构成了中式独特的智慧ꎬ而这

一智慧与“前一带一路”的线性遗产存在关涉ꎮ 第

六ꎬ“多元一体”ꎮ 从遗产学的角度看ꎬ边地的文化

遗产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完整诠释ꎬ即
在政治上保持“一体”ꎬ在文化上守护“多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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