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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鯖晒”、畠白晒嚥猟晒徭状

──当前中國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動向──

周 星

〈ZHOU Xing, 愛知大学〉

在進入21世紀的頭幾年里， 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是提出了 “搶救” 和

“保護” 各民族非物質的民間口承文化遺産的任務。為数甚多的学者和知名人士的呼吁， 得

到了政府異乎尋常的響応，目前有関的國家項目和財政預算，已経和正在積極地落実之中。

文化知識界與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黙契，意味深長地反映了中國文化在 “現代化” 獲得初歩

發展及 “全球化” 不断浸潤的背景下所面臨的境遇以及由此引發的焦慮。

在改革開放以來屡次的 “文化討論” 中， “現代化” 理論経常被用來分析当代中國社会

的文化変遷過程。近年又進一歩出現了 “后現代主義” 的文化批評。它們雖在很多方面有所

分愡，但却有両個基本起点頗為相近 : １、都傾向于把 “中國文化” 看作是一個相対于 “西

方文化” 的内部同質的整体，２、都傾向于把 “中國文化” 看作是文化 “現代化” 的対象或

其対立面，于是， 中國文化似乎不言而喩地就具有了 “前現代” 或 “伝統” 的属性。

本文不准備詳細討論現代化的文化理論和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的具体得失，而試図従中

國少数民族的文化境遇及其動向的角度，掲示中國文化之内涵的復雑性及有関文化問題討論

的局限性。

一、 “華化” : 重新詮釈 “漢化”

従 “少数民族文化” 的角度観察，中國文化顕然有非常豊富多様和復雑的内涵，很難将

其簡単処理成一個単純和同質性的整体 ; 而且，作為各民族当代存続的生活方式，少数民族

文化是否可被看作是文化 “現代化” 的対象，也大有疑問。討論少数民族文化的問題時，我

們或許需要采用其它一些不同的描述性或分析性概念。例如，在渉及國内民族関係的漢語文

献中， “漢化” 及相関的一些概念，就是値得重視和需要給予深入検討的。

“漢化” 一詞，大体上是指各少数民族在長期和漢人族群的互動中，較多或大面積地接

受了漢文化， 甚或喪失民族認同， 終被漢人 “同化” 的現象、 過程與結菓。由于 “同化”

過程既有文化間互動涵化的情形， 也有伴随着暴力和強制的情形，因此， “漢化” 就在很多

場景下被賦予了消極的意義。

顕然，使用 “漢化” 這一概念來描述和分析國内各族之間文化関係的事実和情形，存在

很多問題。首先，誠如費孝通教授的 “多元一体” 理論所掲示的那様，暦史上漢族和少数民

族之間的文化互動関係，很早就形成了 “廰中有我”、 “我中有廰” 的局面，絶不僅限于 “漢

化”，還応当包括 “少数民族化”。其次，当前中國少数民族人口持続増長的事実，固然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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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優恵政策” 的影響，但它同様也対単方面的 “漢化” 説提出了質疑。第三，把國内的民

族関係包括復雑的文化互動関係，理解為只發生于漢族和少数民族之間，這本身就過于簡単

化。実際上，在不同的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彼此間的文化互動往往也可能更加重要。此外，

常常也有以某個少数民族為主的文化格局，漢人族群只是其多元的 “地方族際社会” 中一個

組成部分而已的情形。

尽管如此， “漢化” 這一概念在経過一番剥離和辨析之后可能依然有一定的意義，因為

它確実可被用來描述國内多民族文化之間密切互動進程的某種趨向性。 重要的剥離，応該

如一位日本民族学家所指出的那様， 把 “漢族化” 和 “漢化” 区分開來，前者只用來指称渉

及族属認同意識發生変化的情形，后者則只用來指称文化互動，特別是漢文化被大面積接受

的情形。 這様， 我們就不難發現， “漢化” 的情形， 固然在当前的中國各多民族地区幾乎毎

時毎刻都在發生着，但它們却未必導致 “漢族化” 的結菓。就是説，一方面大量汲取漢文化，

峇一方面，少数民族却依然保持着他們独自的民族意識和認同。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少数民族文化対中國文化的貢献，開始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們的承

認。少数民族在積極采借漢文化的同時，又以其民族文化和族際的文化互動参與到中國文化

的創造性活動之中，従而使 “中國文化” 已不再只是漢族的文化，而是包含了各少数民族文

化以及大量在族際文化互動中共同創造出來的 “族際文化共享” 的部分。 従這個意義上説，

経過剥離后的 “漢化” 概念， 或許更適合被称為 “華化”。 我們可以説，正是由于中國文化

吸納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貢献，並涵蓋了衆多的族際共享部分，所以，它才具有了一定

的 “普世性”。

不可否認， “漢化” 依然是中國少数民族文化一直面臨的現実境遇。伴随改革開放而推

進的國家現代化建設，主要是率先在東南沿海地区展開的，因此，和区域之間、民族之間發

展不均衡的問題相関聯，少数民族文化在相関的討論中，同様也経常会被置于文化 “現代化”

的対立面。它們在和都市的、東南沿海地区的以及漢族的文化相比較時，往往也難以避免被

貼上 “前現代” 或 “伝統” 的標簽。

尽管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批評，不無道理地強調文化多様性和文化相対主義的価値観，反

対文化消費主義，賛賞自然和諧與緑色環保的 “伝統” 文化要素，可当我們一旦深入少数民

族地区的実際，就会發現 “現代化” 的發展依然是当地人們 為基本和急切的訴求。

二、 “全球化” 帯來了什麼？

従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而又不断地嘗試和國際 “接軌” 的各種努力，到加盟WTO和成功

申辧奥運会等， “全球化” 進程在中國，已是既有被動接受， 又有主動追求的一個重大的社

会事実。全球化不僅給中國帯來了経済上的很多変化和機遇，同時，也給中國社会帯來了渉

及文化、社会心理及人民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的衝撃與影響。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進一歩地帯

來了似乎要比 “中國文化” 更加具有 “普世性” 的和強勢的 “國際性” 的文化。

自従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就已経開始面臨類似的衝撃和困擾了，但20世紀末期和即将

展開的21世紀，問題却在新的背景下具備了更深刻的意義。一方面是中國経済的高速増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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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 ; 峇一方面，現実存在的混乱和各種深刻的社会矛盾又導致憂慮無

従釈懐。対于一向具有文化優越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和 “文化人” 來説，在全球化進程引發的

一係列問題中，如何為中國文化 “定位” 是 為根本的，即如何在全球化趨勢中保持中國文

化的自主性，使中國人能垉以中國文化的価値、倫理和日常生活邏輯，持続性地主動参與世

界文化的發展潮流。但在這里，我們不応忘記的是，包括 “中國文化” 和 “中國人” 在内的

認同，却又同時都是具有多重性結構的。

確実，我們需要有人不断地掲示，在全球化進程的 “普世性” 背后，其実是世界資本主

義体係的特殊価値観。但我們依然不能垉忽視這個進程的不可回避性，以及它在像中國這様

的多民族國家内部所引發的更為復雑的文化互動和 “涵化” 現象。

当前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一些少数民族社会現在已経有可能直接和各種來源的國際文化

影響相接触了，在学習、了解和接受 “世界” 文化時，已経有可能不再需要経過 “漢化” 或

“華化” 的過濾了。当然， 其具体的情形和路径非常復雑， 既有像延邊朝鮮族接受韓國文化

影響或雲南勵族接受泰國文化影響那様的情形;也有像麗江納西族那様，直接在 “世界遺産”

名義下，重新定義甚至重構納西文化的情形 ; 既有如雲南迪慶的 “香格里拉” 再發現的演義

那様，在國際或西方社会浪漫想象的邊際進行自我定位的情形，也有中國的穆斯林世界一如

既往地従西亜、中東地区汲取商業資源和宗教思想，其中不排除也有反西方及抵制全球化浪

潮的傾向。 在中國， 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影響， 実際上已経和正在不断地消滅着少数民族的

“邊地” 属性。

当然，通過國家掌控的管道和以漢族為主体的東南沿海地区的中介，少数民族社会逐漸

被裹挟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分工秩序及文化関係格局的情形，則是眼下

可以観察到的一個基本趨勢。在渉及這個過程的討論中，既有経常借用文化現代化的理論和

有関 “現代性” 的叙説，以描述或分析漢族 （其実部分地是由政府主導的國家意識形態） 和

少数民族之間文化関係，亦即采用 “西方” 概念体係簡単化地解釈國内各族之間文化関係之

復雑情形的論者 ; 也有借用 “后現代主義” 話語的批評，致力于發現、尋求或賛賞少数民族

文化之特有的 “后現代” 価値的論者。前者或被人批評為具有漢族中心主義的色彩，后者或

被批評為站在 “前現代” 的場景下， 却談論着 “后現代” 的幻景。

従 “全球化” 的趨勢， 到 “漢化” 或 “華化” 的機制，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存続状

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遞進的過程或層級的結構。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這個過程或級序中，

面臨着一些独特的境遇和問題。

三、 “文化自覚” 的動向

敏鋭的社会学家費孝通教授，近年來曽多次提到 “文化自覚” 的命題。按他的解釈，所

謂文化自覚，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対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明白其來暦、形成過程、

特色和發展的趨向。費孝通指出，有文化自覚，対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就能加強対于文

化転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適応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択的自主地位。在這里，文化自

覚是以理解所接触的多種異文化為基礎，進而以認識本文化為前提的。在無法回避的全球化，

“華化”、全球化與文化自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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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已有初歩進展的基礎上，努力尋求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乃是当前中國

文化和知識界的主流性的呼声，而 “文化自覚” 則是這些呼声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之一。尽

管還有很多其他表述，観点也是各有愡義，但這些話語背后的動力機制却是一様的，而且話

題的方向性也頗為接近。

但少数民族文化的情形又如何廢？ 少数民族長期処于反復 “華化” 的結構性関係之中，

却始終頑強地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特性和民族認同。少数民族眼下又同時面臨着全球化浪潮和

國内現代化進程的双重刺激和衝撃， 其文化動向很値得我們去認真関注。

在応対全球化趨勢和現代化進程所帯來的圧力時，少数民族的文化動向呈現出復雑多様

的趨向。 常見的一種現象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精英分子或幹部，直接借用 “現代化” 的文化

理論， 以謀求本族内部的文化和社会変革。 這種傾向的基本特征是強烈意識到 “落后” 和

“先進” 或 “伝統” 和 “現代” 之間的差距，並強烈地要求獲得有更多現代化發展的機会，尤

其在参與國家現代化建設方面要求獲得平等的待遇。在這種傾向中，或者也会有関于 “民族

性” （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文化討論中的 “國民性” 反思） 的自我批評，有時還有直接就把

“漢化” 視為前途的意見。 峇外一種可以説是相反的傾向， 則多少具有 “后現代” 色彩， 即

突出強調少数民族文化中 “伝統”、 “自然” 和 “緑色” 環保之類的因素，並認為它們具有超

越 “現代化” 的価値。

就是説， 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動向中，既有対現代化的呼喚，也有対 “現代性” 的批評。

特別値得指出的是，因場景和雰囲的不同，不少人常会在上述両種立場之間揺擺游移。這種

情形，実際上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知識分子的独特処境和経常是両難的文化選択。在筆者

看來，無論幤種立場或趨向，同様都是少数民族試図維係文化独特性和謀求 “文化自覚” 的

体現。

若以旅游産業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関係為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当前少数民族的文化動向，

通常会有如下一些反応 :

①強化因自己的民族文化可被開發為旅游産業的資源而滋生的自豪感。誇張麁染本族文

化暦史和甚至是 “絶対” 価値的情形，時有所見。被世界和中心都市的観光客所欣賞，経常

成為少数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具有 “世界” 性価値的論證依据。

②若将 “観光客” 群体定義為 “全球化” 和 “現代化” 的載体或体現者，則在少数民族

地区的幾乎所有旅游景区和景点，都会出現 “迎合” 亦即尽量満足客人文化消費主義的各種

需求的現象。 置身于具有 “全球化” 背景的旅游産業鏈之中，置身于 “看” 和 “被看” 的文

化消費関係格局之中，同時也就意味着無論是否楽意，無論主動或被動，少数民族文化的定

位是在西方或中心都市的 “邊縁”、 “末梢”，為得是満足其浪漫、好奇或 “消閑” 的消費。

③在実際的操作層面，人們通常会把文化分解為可公開展示的部分和不予展示的部分。

這様，既可以方便地提供文化消費的産品，又可以較為容易地維係已有生活方式的基本穏定。

不過，這種努力的結菓，却有可能導致文化的断裂和認同的紊乱。

④在努力維係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和民族認同的同時，旅游産業的發展也為少数民族新的

文化創造與發展提供了機遇。包括人們対文化作重新界定的情形，就較為常見。例如，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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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某些部分， 描述成是具有 “現代” 或 “后現代” 属性等等。

由此可見，在國内外的 “現代化” 和 “全球化” 的文化衝撃下，中國少数民族文化也出

現了各種各様的動向。分析這些動向，対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國社会和中國文化的復雑性，顕

然是有很大幇助的。

截至目前，中國的 “現代化” 進程，依然面臨着如何確立和提昇現代 “多民族國家” 的

國民意識這一基本問題。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

的中國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覚，将是中國今后很長一個時期都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応該

説，在 “全球化” 背景下， 這個問題也就具有了更加復雑的含義。

“華化”、全球化與文化自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