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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古城環境論──以綜合方式進行的、以水為媒的研究──

藜 功  啾

１．事情的経緯

　　首先我想簡単談談此事的前因后菓。2002年，
暦時５年的日本文部科学省21世紀COE項目啓動，
愛知大学関于成立 “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Inter-

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簡称 ICCS）” 的

申請被通過了，成為這個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
COE-ICCS 同時進行教育活動和研究活動，即通過

大学研究院博士課程培養研究者的同時，開始運作

有関中國政治、経済、環境、文化以及綜合（方法

論）的５個研究会。其中之一就是環境研究会（其

正式名称為：現代中國和亜洲世界的人口生態環境

問題研究会），筆者（榧根勇）是環境研究会的主任。
　　環境研究会由日中両國與環境相関専業的十

五、六位研究者組成，時常挙辧國際専題研討会、
國際（教職員）研究会、國内研討会和研究会等，
経常在中國進行実地調査。以前関于所進行的研究

活動的記載有公開發行的両本《中期報告》（愛知

大学21世紀 COE 項目，2005；同，2006），還有

在網絡上公開的一些基礎資料。最后的報告書擬定

于2006年中期印制。環境研究会活動伊始，首先

我把其目標設定為 “環境改善技術的体係化”，為

此在 “有関中國和亜洲世界的環境問題的方法論的

考察”（第１篇論文）中対其進行了論述。接着，
在 “環境改善技術体係化的基礎”（第２篇論文）中，
我就体係化所必需的 “新知”進行了暫時性的概括。
此外，為了環境研究会最后報告書的成稿，我撰写

了 “対現代中國環境論的邀請”（第３篇論文），呼

吁環境研究会的全体成員共同執筆創作 “現代中國

環境論”。
　　之后，我進入自我研究的階段，和環境研究会

的研究助理朱安新一起開始了 “文理融合二人研

討”，在麗江的時候，同為環境研究会成員的宮沢

哲男加入進來，“二人研討” 發展成為 “三人研討”，
在 “自然和人類的統合──文理融合的一次嘗試”
（第４篇論文）中，我総結了研討的成菓。在麗江

調査的情况，榧根、宮沢和朱三人聯名撰写了以 “麗
江古城的水和社会” 為題的文章，已経向研究水域

的専業雑志投稿了，我把其中的 “麗江古城的水和

社会” 部分加以拡充，並附上図片和照片，成為 “麗
江古城的環境論”（第５篇論文）。我認為，“麗江

古城的水和社会”是類似于短期停留者印象筆記的、
処于預測階段的論文，正式的成菓還必須実地調査

后再行修改。

２．“第１篇論文”中提出的問題

　　在第１篇論文中，我提出了以下三個問題。
　　１）以中國為代表的、尚属経済落后地区的亜

洲各國没有直接進入異于 “下一社会体係Ａ”的 “下
一社会体係Ｂ”的途径嵎？先進工業國家的目標“下
一社会体係Ａ” 和中國等亜洲國家的目標 “下一社

会体係Ｂ” 必須要一致麼？如菓没有一致的必要，
那麼 “下一社会体係Ｂ” 又是什麼廢？

　　２）我們不可能客観地論述価値的問題嵎？如

菓可以，采用什麼方法來論述廢？

　　３）為了能垉討論環境和人類的問題，是否有

必要従哲学和科学両方面來探討人類和自然的関係

問題？

　　環境問題，不是写了関于環境研究的論文就能

処理好的。第１篇論文到第４篇論文的結論是，在

以古典物理科学為基礎的工業資本主義経済社会

里，環境問題的出現是無法避免的。初期的環境問

題是 “物質” 帯來的自然界汚染問題，而今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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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求従 “物質” 変為 “信息”，由 “信息” 帯來

的 “脳内汚染” 的發生有了可能，目前已経有研究

者指出這種危険性（岡田，2005）。為了剋服環境

問題，有必要通過 “新知” 建構與従前完全不同的

“下一社会体係”。
　　但是，極其令人興味弍然的是，有関以上提出

的三個問題，従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上有

幾位研究者和我一様，在同時思索着大体相同的内

容。這一事実，対于対未來只有灰暗預測的 “環境”
而言，是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第４篇論文是我以

自己的方式帰納了這些想法写就的。如前所述，可

以得出我最初提出的問題的大致結論。下一階段，
我們将就中國環境問題単独收集資料，我們還選取

了麗江作為実地調査的対象，以幇助我們思考改善

環境的方式。之所以選択麗江，是因為在2005年

８月雲南省的実地調査（概况調査）中，我們認為

麗江最適宜成為在 “新知” 基礎上建構 “下一社会

体係” 的場所。

３．関于麗江古城

　　麗江古城是中國雲南省少数民族納西族的驕

傲，于1997年12月上旬成為世界文化遺産，時値

造成重大災害的雲南大地震的次年。與此相対，位

于麗江以南不足200公里的、白族的城墻都市大理

古城当時也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結菓却失敗了，
受災厳重成為其失敗的原因之一。這譲人不由想到，
之所以会出現這様的情况，是因為従納西族文化和

白族文化里能垉看得到的伝統強弱程度不同。現在

的麗江市人口数量約為110萬，其中納西族有23.4

萬人，其市区面積大于日本的任何一個県。1 “麗江

古城区” 作為行政単位，1997年有25,300人口，其

中納西族人数為16,900人，現在有35,000人口，其

中納西族人数減少到不足10,000人。原為北方游牧

民族的納西民族，于距今1200多年前南下，他們

在麗江盆地的最初定居地是位于玉龍雪山山麓的白

沙村（図１）。白沙村里有一個叫玉水寨（図１的②）
的地方，那兒有大量的水噴湧而出，是納西族的聖

地（照片１、照片２）。接着，納西族将定居地拓

展到了山侫的 “泉村”束河（又名龍泉村，同③）（照

片３、照片４）。白沙古鎮和束河古鎮是世界文化

遺産麗江古城的組成部分。目前，在束河正在進行

着以古鎮為中心的主題公園── “束河民俗村” 的

観光開發。納西族的第三個開拓地是茶馬古道的交

易集鎮麗江古城（同，⑫和⑮之間）。這里有蓄積

着來自象山流水的黒龍潭（照片５，照片６），幾

処泉水従古城区内湧出。納西族在地表流水缺乏的

石灰岩地帯尋求有水湧出的土地、開拓至今。
　　印度・雅利安人的聖典《梨倶吠陀》惟妙惟肖

地描絵了游牧民族遇到廣闊水源時的喜悦之情，流

伝至今。正如 “水和女神的風土”（榧根，2002）
中所詳述的那様，它成為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發

祥地。后文中我也会提及，納西族的伝統思想根源

有着対水的恩沢的深深感激之情。対納西族而言，
水就是神。由于他們従一開始就享受到水帯來的恩

恵，所以較之居于湿潤地域的民族，他們対水的珍

視程度要強烈得多。
　　我們于2005年８月対雲南省進行了為期両周

的概况調査。如菓要我用関鍵詞來説明2006年４

月再度以 “麗江的水和社会” 為対象進行調査的理

由的話，則可以表述為 “水、環境、邊境、少数民

族、納西族文化、自然和人類的和諧、生態環境游

（ecotourism）”。据説2005年，不論春夏秋冬，有

480萬游客來到這面積僅為3.8平方公里的狭小的

麗江古城。城市規模雖然相差甚遠，但可以説京都

是日本的麗江，而麗江則是中國的京都。対在現代

生活、都市生活中感到疲累的人們而言，麗江古城

真是個令人倍感驅意的城鎮。目前來自日本的游客

還不多，但是如菓交通再方便一些，以日本年軽女

性為中心的日本游客肯定会快速増多。“人們為什

麼会迷酔于麗江？為了使麗江永葆魅力、為了健全

地維持這座城鎮的環境，我們該如何去做廢？” 為

了探尋這両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再度造訪了麗江。



図１　麗江盆地周囲概况図（榧根原図）

　　　　照片１　 麗江玉水寨旅游風景区的招貼、 
上面標有 “古城溯源”

照片２　接收到玉水寨神泉水的玉龍三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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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３　束河源泉之一 “九鼎龍潭” 照片４　束河茶馬古道鎮的水渠

照片５　湧往黒龍潭的水流之一 “珍珠泉”

照片６　敬献給泉水的鮮花與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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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全象限”的探討

　　一直以來，我們秉持着 “所謂環境問題，就是

思考自然和人類応該有何関係的問題” 這様的想法

進行着研究。環境研究会的最后報告書擬定于

2006年印制。環境研究会的目標在于，為在 “新知”
基礎上建構 “下一社会体係” 准備好学術基礎。因

此，這就不是僅僅意識到中國的研究了。我們之所

以把環境問題延展得如此寛廣，是因為我們有如下

理解，即認為近代社会是以自然（客体、身体）和人

類（主体、精神）相分離的笛嫐尓（Rene Descartes）
的二元論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而環境問題的産生是

近代社会的必然結菓。但是，在推進研究的過程中

我們意識到，這種定義本身被二元論局限于二項対

立的框架之中了。所以，為了擺脱這種框架，為了

搜集以保全環境為目的的、和 “新知” 相関的実證

資料，我們决定借用肯恩・威尓伯（Ken Wilber）
的哲学框架対 “麗江古城的水和社会” 進行調査。
因此，我在第4篇論文里介紹了威尓伯的哲学，在

此，我想対其再次進行簡単説明。
　　威尓伯（2002）的《萬物理論》的封帯上写着：

“用包括所有思想、哲学、宗教在内的方法，把包

括物質、生命和心霊在内的宇宙和人類的

holoarchy 構造綜合地加以明確，鮮明地指出了我

們的位置和応該奔向的未來”，正如它所写的那様，
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我們在 COE-ICCS 環境

研究会一直都在探尋的 “新知” 的様板。如図２所

示，他們在構築嚢括萬物的綜合図景的時候，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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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２　人類的四個象限的幾例（威尓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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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展示了 “它（It）、它們（Its）、我（I）、我們（We）”
四個象限（威尓伯，p. 89）。在這幅図里，右邊象

限的両個是外在的，左邊象限的両個是内在的，此

外，上邊両個象限是個体性的，下邊両個象限是集

団性的。萬物都被納入這四個象限之中。而且，各

象限里都有螺旋力学展現的波紋状的、向垂直方向

延伸的 “發展水准”。沿着平面上箭頭的方向，這

幅図分八個階段顕示了 “發展水准”。威尓伯認為

時間也是包含在 “發展水准” 之内的。但是，為了

易于理解，也可以把四個象限的各個呈螺旋状發展、
壮大的綜合性的波紋（被称為套匣中的小匣子）表

示為 “身体、心、魂、霊” 四個水准。但是，現代

科学中，身体和心被認為是実在的，而対于魂和霊，
研究者們却愡見紛呈。“関于這些多種多様的構成

要素和趨勢，最応該令人驚訝的一個事実是，它們

幾乎所有都是以相対独立的形式發展的”（同，p. 

90）。而且，左上象限的“個人意識和客観的有機体、
脳（右上象限）、自然、社会体係以及環境（右下

象限），和文化状况、社会価値以及世界観（左下

象限）交織在一起，難以区分”（同，p. 97）。可是，
我們不賛成像威尓伯那様把 “環境” 僅僅限定在右

下象限，理由我会在下文中闡述。我倒認為那様的

限定会歪曲 “環境” 的本質。很明顕，各象限之所

以 “以相対独立的形式發展”，是因為21世紀初科

学技術的突出發展使得図表的右象限変得異常柮

腫、世界変得走形的縁故。我們把環境問題理解成

為這種変異發達的具体表現。
　　威尓伯還説，以前發表過的各種学術理論 “常
常把焦点放在一個象限，毎毎把其它象限排除在

外”。也就是説，它們主要把物理学、生物学、神

経学等厳格的自然科学作為右上象限的対象，把社

会学、経済学等係統科学作為右下象限的対象，把

現象学、内省的心理学、意識的冥想状態等作為左

上象限的対象，把価値、概念、世界観、文化等的

理論家作為左下象限的対象。與這些既存的学問領

域不同，威尓伯推崇的綜合研討以 “全部象限、全



表１　方法論和調査的框架

象限 威尓伯的框架 麗江的実情 水

右上

他

外面

個体

客観性

硬・科学

有機体、脳

山川草木

地震

五彩花石

泉 水循環

水量

水質

右下

他們

外面

集体

客観間性

系統科学

社会系統

社会、経済

茶馬古道、王府

観光旅游

古城清掃

祭祀

水利用

三眼井

水管理

左上

我

内面

個体

主観性

意識、心

道徳、宗教

価値観

納西族宗教

殉情故事

天国、地獄

愛的楽園

開放的心

親切、招待

美意識

水神

水的信仰

左下

我們

内面

集体

主観間性

社会価値

文化、藝術

世界観

神話、白沙壁画

東巴舞、納西古楽

手藝、工藝

東巴文字

建築、街道景観 水文化

表２　以時間為 “發展基准” 所看到的麗江的四象限和諧

時間軸 四象限的整合 問　題

過去 曽経是整合的？ 什麼是包容 “自然” 和 “人類” 的巨大框架？

現在 現在整合嵎？
1996年雲南大地震以前的状况怎様？

現代化和観光旅游化対当地的影響怎様？

未来 今后怎様保持其整合性？
在注重物質技術發展的同時，如何能做到以同様的

関注程度去注重意識層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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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准” 為対象，是 “以包括所有象限里無法還原

的実在為目的” 的（同，p. 101）。具体地説，在身

体水平上産生的自然和人類的対立，上昇到心的水

平來考慮的話，就有了統一的可能性，如菓上昇到

霊的水平來考慮的話，所有的対立都将消失。迄今

為止，我們在環境研究会上一直都在討論環境問題

的復雑性，環境問題確実是需要跨越 “全象限・全

水准”、進行綜合性研討的問題。従這個意義上來説，
我們不能賛成把 “環境”局限在右下象限里。此外，
誠如希臘古城米勒託斯（Miletos）人泰勒斯（Thales）
所説，“水為萬物之原”，我們従水循環、水社会、
水信仰、水文化這些語言中也可以了解這一点。在

考慮環境問題的時候，我們有必要留意到 “水” 和

“環境” 一様，也是被交織在全部象限里的。本文

之所以以水為媒進行綜合研究的嘗試，理由不僅在

于我是水循環専家，還在于我意識到了水的全象限

的特性。
　　在論述麗江古城環境論的時候，表１更為具体

地展示了威尓伯哲学的内容，表２展示了以時間為

“發展水准” 所看到的麗江古城四象限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的和諧。下面，我想根据這種框架，按四

個象限空間上的順時針方向、即水循環（右上象限）、
社会係統（右下象限）、文化（左下象限）、心（左

上象限）的順序考察麗江古城的 “環境”。

５．麗江的水循環

　　作為到達地面的降水，在成為地域循環場（容

器）的地形、地質里循環。図１是在前蘇聯絵制的、
比例為十萬分之一的地形図的基礎上制作的調査対



照片８　為保護環境在拉市海岸邊進行的植白楊樹活動

照片７　接連拍下的拉市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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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区的略図。麗江盆地東西両邊受到大致南北走

向的断層活動的影響，形成了南北23公里長、東

西４‒５公里寛的細長的地塹性小盆地。盆地底向

西傾斜，就南北方向的傾斜度而言，北方傾斜度大，
清溪水庫以北２‒３公里附近是傾斜度的転換点，
即従這附近往南，傾斜趨緩。関于這個盆地的地下

水流動体係，従大的方面來看，可以区分得出其北

半部分是蓄存区域、南半部分是流出区域。行政方

面的 “麗江古城区” 位于獅子山和金虹山之間，従

地形的整体布局和其布局的混乱可以設想：這附近

存在着東─西走向以及北、西北─南、東南走向的

断層。位于所設想的、這個東─西走向的断層西面

的延長綫上的拉市海（已経作為重要湿地被列入拉

姆薩（Ramsa）条約2）是閉塞湖（照片７），据当

地人講，湖的西南邊縁有坑，湖水通過那兒従長江

上游金沙江流入地下水。此外，我們在調査的同時

也応該為拉市海的環保做些貢献，在2005年秋在

環境研究会上就雲南省生物燃料（biogas）問題給

我們作報告的陳永松先生的幇助下，我們在湖畔和

当地人一起種下了白楊樹（照片８），真想再在什

麼時候看到這些白楊樹椚壮成長的情景。
　　這附近一帯是石灰岩地質，応該有很多断層活

動后形成的亀裂質地，所以地下水極有可能従湖底

滲出，但是我們還没有対其進行確認。図１和后文

中提到的図４中帯円圏的数字顕示了我們現場測量

水質地点的號碼，図５中数字與図１、図４的帯円

圏数字相対応。這些数字還和整理並展示水温和導

電率的図３中的帯円圏数字的地点號碼相対応。為

了便于比較，還記入了2005年８月在雲南省調査

時的三個地点（根据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與資源研

究所的測量値）和2006年１月我們南京調査時的

両個地点的測量値。導電率（EC）是表現溶解在

水里的離子総量的数値，可以認為，這個数字越大，
水里的天然溶解成分、汚染物質就越多，是追蹤水

循環、特別是地下水循環時的有效指標。
　　据 “民國制雲南省十萬分之一図二百一號” 地

形図（図３）顕示，在黒龍潭以北大約５公里一帯

存在着作為地下水流出域的湿地。但是，這個地図

的制作技術和精度非常低，與前蘇聯的地図相比，
其描絵的地形完全不一様，所以 “５公里” 這一数

字的絶対値没有什麼信度。在此，我僅僅把它作為

黒龍潭北部曽経是地下水的流出区域、“曽経存在

過湿地” 的資料出示出來。従這個湿地流出的水，
不是像現在這様流向黒龍潭，而是従更南邊的地方

流下、與玉水寨流出來的河匯合。令人不由認為，
現在的清溪水庫就是把這個湿地性的土地加以人工

改造之后的蓄水池。従象山流出的地下水被暫時蓄



図３　民國絵制雲南省十萬分之一図中 “麗江県”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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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清溪水庫里、然后被送往黒龍潭。現在，通往

麗江古城的穏定的供水係統就是按這種程式進行

的。由于黒龍潭東側湖底一帯也有來自象山的地下

水湧出（照片５），所以現在麗江古城的水源完全

依靠來自象山的地下湧水。麗江的年降水量是

953.9毫米，其中的81％的降水集中于６月到９月

（李，2001）。此外，麗江古城位于和西蔵高原南部

相接的海抜2400米的高地，因此水蒸気圧低，蒸

發強度大。当地人勧我們要不停地喝水，的確如此，
我們感覚到鼻孔、口唇異常幹燥，岶在屋里的衣服

也很快就岶幹了。一方面麗江古城区位于這様的較

為幹燥的土地上，峇一方面，它也立身于多個断層

縦横交錯、地下水易于流出的地方，水資源極為豊

富。
　　図４是麗江古城周囲地区的詳図，但由于是根

据市場上銷售的城鎮地図制作的，所以其比例尺、
方位等都不正確。被民主路、長水路、祥和路、金

虹路等外囲道路囲起來的区域是麗江古城区，麗江

古城没有城墻，這在中國的都市里很罕見。古城区

里密集着有着瓦葺屋頂的、一層或両層的木制民房

（照片９），規定現代的賓館、商務楼只能建到新城

区去。在設在古城北入口処玉河廣場的堰堤（図４



図４　麗江古城周邊地域的地形和水文情况

照片９　従獅子山眺望麗江古城稠密的瓦砌房頂

照片10　 玉河廣場的双聯水車和分水堰 
（面対照片従右至左依次為西河、中河、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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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⑦的下流），従黒龍潭流出來的玉河被分成西河、
中河、東河三個分支（照片10）。中河是玉河的自

然延長，它稍稍侵蝕了地基、在地基面上形成浅溝，
這一事実就可以解釈古城区一帯具有緩緩隆起的傾

向了。
　　図５是以市場上銷售的 “麗江古城示意図”（這

幅図的比例尺、方位等也不正確）為基礎，在上面

標出了我們通過実地調査能垉確認的水路、湧出來

的水、井的位置而形成的図片。我們在図５的範囲

内確認了六処湧出來的水，除了獅子山半山腰的湧

水⑯之外的五処全都被用作后面談到的 “三眼井”。
我們還確認了両処開放的井。越向南走，地下水面

越浅，還有老百姓用手圧僣取地下水。中河沿岸的

両個三眼井和両個開放的井都是公用的，其中茶馬

古道沿綫的三口井利用的是在古道東北側形成的階

地河崖下面湧出的水（地下水）。表３中很明顕，
獅子山係和金虹山係地下湧水（⑪⑫⑮⑯）的 EC

値是479～626μS/cm，大于象山係的約為300μS/cm

的 EC 値。這源于麗江古城的水源象山和獅子山、
金虹山地質的差異。譲人想到其原因在于：所設想

的一些断層活動造成的基岩的破碎。獅子山係的三

処地下湧水，其 EC 値之所以按照⑯＜⑫＜⑪的順

序依次変大，如図６的模式図Ａ所示，可以被解釈

為：是源于従蓄存到流出的地下水流動路径的長短



図５　麗江古城的水渠

図６　 表示地下水的水質随流動路径（EC値，μS/cm）
進化状况的模式図

　　　　Ａ破碎石灰岩的山区 
　　　　Ｂ未破碎石灰岩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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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原因在于地下水的水質是作為構成含水層

的物質和、與地下水接触時間長度的函数而進化的，
接触時間是流動距離的函数（請参閲文末的追記）。
　　麗江古城区水路縦横，其中的水與生活密切相

関，它如同血脈之于人体一様十分重要。它孕育了

麗江古城独特的水文化，可実際上，開鑿于元朝年

間的西河，是納西族受到地方自治承認而設置行政

政府（木府）時，基于風水思想，為了引 “気” 而

造的引水渠，這就是西河原本的作用。東河是清朝

“改土帰流”（18世紀前半期、強制少数民族改変

当地風俗習慣、使其作為支流文化並入漢民族的主

流文化的政策）之后，為了譲水流向中央派遣官員

們的居所而旡的，之后被用于農業汲水了。納西族

是不好争斗的民族，在元朝進攻時最先投降，暦経

元朝、明朝和清朝，成功地受到中央政府的庇護。
大家都知道納西族擁有図形文字 “東巴文”，以前

它却没有姓氏。明朝皇帝朱元璋把自己姓氏 “朱”
的一部分、即 “木” 賜給納西族首領作為姓氏。木

氏一族暦経元、明、清三朝22代470年治理着這片



図７　導 “気” 入木府的水流（参考樊炎冰、2005，由榧根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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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伝説麗江没有城墻的原因就是：如菓 “木”
字四周被囲上城墻，就成了 “困” 字了，為了避免

這種困境而不設城墻。這是一個很好的伝説，但是，
我猜想，不設城墻的重要原因大概就像我在后文中

所説的那様，是因為納西族的 “心” 一直是対其他

民族 “開放” 的縁故亶。而且，納西族的一般老百

姓以 “和”為姓氏的特別多，据説是因為漢字的 “和”
体現了 “木” 頭戴斗笠、背負貨物的形象。
　　麗江古城区的南面和北面高低相差10米，所

以水渠中的水流速較快。但是，就西河來看，其本

來的目的是為了向木府輸送水，如図7所示，被導

入木府的水潅入木家院落南部的池塘之后，分両路

繞護法殿、萬巻楼、議事庁一周，在把 “気” 引入

到木府之后又被放流到木府之外。如此，大概可以

説被双重水路環繞的往昔木府倣佛漂浮水上的船只

一般。但是，如今的木府已経面向游客開放了，図

７所記載的水路的近乎一半的地方已経被填埋上

了。“気”、“風水” 等概念，其実体還没有被古典

科学所證実，但是，中國科学院指導的《中國國家

地理》于2006年初出版了風水特集，由此，我們

可以看到最近科学性的関注也高漲起來了（中國國

家地理，2006）。由于西河至今的主要目的是給木

府和市場供水，所以在這次的調査中，図5中由西

河向東南方向分流水路中的水流量還不能到達古城

区的峇一端。這個向東南方分流的水一度消失、在

虚綫之后再度流出，這是因為虚綫地区正在施工、
正在建造用于観光目的的商店和旅館，従施工現場

排出的地下水流到水路里的縁故。再加上考慮到在

図５的15（表３的⑮）的地下湧水的地方有池塘，
可以認為，麗江古城区在分界綫附近的、下游一側

的地下水面緊挨着地表面。従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

看出，麗江古城区有着類似于扇形的、並且在扇端

存在湧水地帯的地形特征。
　　目測判断的 “幹浄（透明）的水的範囲”，在

図５上用弧形曲綫標出來了。但是，為了調査白天

人們活動対水汚染的影響，我們在同一天的早上和

傍晩，在古城区出口附近的同一地点進行了測量，
結菓看到西河的 EC 値為：早上265μS/cm、傍晩

279μS/cm，中河的 EC 値為：早上298μS/cm、傍晩

286μS/cm，時間方面的変化在誤差範囲内。麗江

古城区対臓水進行分流。再加上居民們努力防止水

路汚染，白天人們活動給水路帯來的水汚染物質極



表３　麗江古城的水質（宮沢哲男作）

地点 
番号

名称
高度

m
水温

℃
EC
μS/cm

pH
流量
l/sec

備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玉峰寺姐池

玉水寨

束河古鎮

清溪水庫

黒龍潭

珍珠泉

玉河広場

西河市場

中河

東河

三眼井

白馬龍潭

月季井

石榴井

甘澤泉

獅乳泉

2690

2710

2460

2430

2440

2440

2390

2390

2390

2400

2440

2420

2430

2445

2400

10.6

  9.7

15.2

15.5

14.2

15.2

14.2

14.6

14.1

14.2

14.5

15.5

15.2

14.4

15.9

15.7 

134

133

301

305

290

291

291

265

298

293

626

523

378

307

662

479

8.84

8.11

8.01

8.21

7.90

8.14

8.14

7.92

7.97

7.40

7.65

7.60

7.75

7.75

8.50

10.30

1918.00

22.60

10.27 

玉峰寺，蔵伝佛教，姐妹池中的姐池的出口

姐池的湧泉出水点，妹池的水様未取。午飯

束河古鎮最上游的西部的湧泉池

清溪水庫北部的湧泉附近

黒龍潭出水口的下方

黒龍潭的湧泉，祭有香火

水車上游的出發点，Ｑ≒1m3/s（目測）
西河，市場前的水路

Ｑ≒250～350l/s（目測），在河道一分為二的分流点

麗江一中前，Ｑ≒20～30l/s
光碧巷三眼井，獅子山的湧泉

白馬龍潭（三眼井），獅子山南麓的湧泉

茶馬街道北側的階地崖下的開放井

三眼井（石榴井）
小桑家的南邊的三眼井，Q ≒30l/s
獅子山中腹的湧泉

参考１

参考２

参考３

参考４

参考５

属都湖

金沙江

昆明的卷池

南京的長江

蘇州的留園

3614

1419

1891

15.1

18.8

24.2

19.0

  7.3

  35

445

469

314

977

7.70

8.27

9.63

8.14

香格里拉近郊的高原冰川湖

麗寧十八湾的侫下，長江的上游

中國最受汚染的湖泊之一

桟橋旁，可能会有温水排放的影響

庭園的池水

注）流量数据参見了《麗江納西族自治県志》。
　　高度数据的精確度低，僅供参考。

照片11　香格里拉郊外的属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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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我想対伴随着水循環的水質進化、包括表３的

“参考１～５” 進行簡単地考察。迄今為止，我們

和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與資源研究所共同測定的、
中國境内的最小 EC 値是在雲南省的香格里拉郊外

的属都湖（参考１），它的 EC 値是35μS/cm（照片

11）。降水剛降到高原上便被蓄存起來、世界上任

何地方的、処于進化初期階段的地下湧水的 EC 値

都很低，大致都低于50μS/cm。①②処的湧水 EC

値為130μS/cm，一般認為，尽管其処于石灰岩地帯，
但是正如図６的Ｂ模式所示，這些地下水的年限尚

浅，是快速穿過表層風化帯的、山地啀坡的地下水。
但是，水従岩盤中的裂縫中通過，流動距離短的話

也会進化成為同様的水質亶。然而，従基岩裂縫中

悠緩通過、在山侫下湧出的地下水的 EC 値為

300μS/cm 左右。300μS/cm 的 EC 値，在日本是会

被質疑受到人体排泄物汚染的高数値，被認為是不

適合飲用的水，但是在麗江盆地，造成這様高数値

的原因却不是汚染，而是因為石灰地帯的地下水所

特有的、囮、離子的含量很多。基于以上理由，獅

子山係和金虹山係的湧水 EC 値高達600μS/cm 左

右。参考２是我們従麗寧十八湾（位于麗江到瀘沽

湖的途中）一口気往下走了500米的地方，在那里



照片12B　従下泉拍光碧巷三眼井

照片12A　従上泉拍地点編號為⑪的光碧巷三眼井

　照片13　 光碧巷三眼井旁矗立的雕有 “用水公約” 的 
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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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的金沙江主流的数値。我們在這附近看到了餐

館衛生間的衝洗用水未経処理就被排放到金沙江

里，所以高達445μS/cm 的 EC 値一部分是人工汚

染造成的亶（参考１～３詳見榧根其它文章，参見

2006 “雲南省調査記録”）。長江水流到南京，由于

其自浄作用和降水的稀釈作用，江水的 EC 値降低

為314μS/cm。但是，位于汚染顕著的 “三湖” 之

一的太湖下游的、蘇州留園池塘水的 EC 値高達

977μS/cm。
　　我的結論是，従水循環、景致的観点來看，麗

江古城的位置近乎理想。麗江古城擁有來自象山地

下湧水的、穏定而澄剳的水源，還有譲水流動的豊

富的重力資源（傾斜）。被推想為由于断層活動形

成的獅子山和金虹山，在賦予這塊土地美麗景観的

同時，也成為古城内地下湧水的涵養源，發揮着作

用。源于黒龍潭的玉河沿岸的流水和緑蔭，為往來

于茶馬古道的旅人們提供了舒適的水邊環境。這片

土地在水這一方面是如此的得天独厚，正因為如此，
納西族的人們才巧妙地活用水流、構築起其独自的

水社会体係。

６．麗江的社会係統

　　麗江的繁栄很大一部分仰仗木府的経済実力。
蓄積那麼多的財富之所以成為可能，原因在于這里

曽経是茶馬古道和西南絲綢之路的交通要塞。但是，
本文並不准備深入研究還未得到充裕資料的経済問

題，想把焦点放在実地調査中能垉得到資料的水上、
來考察麗江的社会係統。
　　三眼井：三眼井又名三畳泉。最近，古城東南

部新廣場上設立了用僣供水的 “観光用三眼井”，
由此我們可知，三眼井是古城観光的一個熱点景観。
図５所示的現在居民生活用的五個三眼井（除⑯之

外的五処地下湧水）之中，据説最為典型的 “一井

三潭” 的是⑪的光碧巷三眼井（照片12A, B）。它

以石為井欄，湧出的地下水形成的上泉用于飲用，
中泉用于洗食品，下泉用于洗衣服和臓東西。水従

上泉→中泉→下泉流過，臓水従下泉流向排水路。

三眼井旁立着雕有 “用水公約” 醒目紅色大字的石

板（照片13），以光義街居委会、光碧巷的名義呼吁：

“根据不同用途使用泉水是伝統。洗滌后，請各自

打掃整理好，不要留下專夐，不要把專夐和汚物放

在泉邊，為了人們能垉健康地生活，譲我們保持水

源清潔”。清晨，我們去這個三眼井的時候，悁到

很多岾着塑料桶來汲水的人。⑫的白馬龍潭的大小



照片14A　地点編號為⑫的白馬龍潭全景 照片14B　白馬龍潭的上泉、飲用

照片14C　白馬龍潭的中泉、洗蔬菜用 照片14D　白馬龍潭的下泉、洗滌用

照片14E　在白馬龍潭打掃碎蔬菜叶的人 照片15　 立在束河古鎮中心的面向観光客的 “放水衝街”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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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⑪的両倍多，人來人往很是熱閙（照片14A, B, C, 

D, E）。
　　束河古鎮的三眼井旁的牌子上這様写着：“‘水
対萬物有益，這不容争辯’。水也是容易被汚染的

貴重資源。游牧時代，納西族把水看成是生命的源

泉，” 一邊探尋着水和草一邊度日 “。在農耕定居

時代，他們把水引到村落里，把一股水分成三股。

在水邊享受着方便的生活。到了都市時代，納西族

創造了 ‘三眼井’ 文化。他們把湧出來的水分流到

三個水池里，一為飲用、二為洗菜水、三為洗衣物

等用水，把一股水分為三個途径使用。毋庸置疑，
這是納西族敬慕自然的明證，由衷地珍愛環境是他

們的優良伝統”。従束河這塊牌子上的文字也可以

看出麗江古城承継了納西族的伝統，以前被導引入



照片16　水路和通向它的石階（1） 照片17　水路和通向它的石階（2）

照片18　舗満五彩花石的道路 照片19　用穿過市場、臨近分支的流水洗蓮藕的人

麗江古城環境論

97

村落里的水現在也像三眼井那様，被分為用途不同

的三股水了亶。此外，這段不長的文字也反映出和

印度、雅利安人一様，曽為游牧民的納西民族初遇

流水時的喜悦之情。
　　放水衝街：照片15是在束河古鎮中心的土特

産商品街上挙行的観光活動 “放水衝街” 的廣告，
這項活動毎天挙行。到了下午両点，他們就開始向

游客展示如下情形：把高処的河道堵上，譲水従河

道里溢出，利用水勢把廣場的專夐衝走。麗江古城

的五条街道匯聚于四方街，那兒毎天進行着交易、
非常熱閙。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活動，当然会産生很

多專夐，所以四方街也毎天都進行 “放水衝街”。
在麗江古城，人工建造的西河被設計為従獅子山附

近的高地奔流而過，這可能是活用束河経験的結菓

亶。在四方街，人們把西河堵住，譲水溢到廣場、
進行打掃。為了承受溢過來的水，在廣場的四周設

有通往中河的排水通道。当時的專夐幾乎都是有機

物，所以，在中河下游把它們撈起來、制成田里的

肥料。流水真是力量的負（Negentropy）源泉弌。
而且，我們可以従中看到 “循環経済” 的萌芽。麗

江古城通過引入的風水思想，在地域社会中最大限

度地發揮了水的作用。
　　水路：据説，納西族人対水懐有特殊感情，据

説他們 “像対待自己眼睛一様愛護水”。因而水源

成為最美麗的眼睛。他們対水源充満了敬畏和崇拜。
麗江古城里従住宅到河道距離最遠不超過50米。
臨河的麗江古城街道被詠嘆為 “家家門前繞水流，
戸戸屋后垂楊柳”。向水里懆東西的行為是被厳禁

的，因為那是会譲神霊震怒的可恥行為。在街道中

穿梭而過的河道中的流水是各個家庭很重要的日常

用水（照片16，照片17）。在街上，想到河水下游

的人們、為了不把水弄臓，早上不在河里洗東西（林

維東編，2003）。白天也不把洗完東西的水倒入河道，
而把它撒在天然五彩花石舗就的石板路上。這種伝



　 照片20　被称為古城最古老的、横跨中河的橋

照片21　石板橋和淡粉色的雲南山茶花

照片22　河道両岸紅灯閃爍的餐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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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至今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持着。清晨，我們経常会

悁到清理河道專夐的人們。詢問他們，有人回答“是
自願來的”，也有人回答 “是工作”。照片19表現

的是，在接近古城河流尾端的、市場里的一個狭窄

河道洗掉蓮藕上泥土的情景。水被珍惜地使用到最

后環節。
　　橋：麗江古城和俄國的聖彼得堡（Petersburg）
相似，也是個橋鎮。但是，和前面京都的情形類似，
麗江的城鎮規模比聖彼得堡要小很多。在麗江古城，
可以看到石橋、木橋、円木橋、薄板橋、双眼拱橋、
弓形拱橋等各式各様的橋。一般而言，中河上的橋

較大而且石板橋居多，而西河和東河上則多見小型

薄板橋。與拍有名景之一的中河上双眼拱橋（大石

橋）的照片20相比，可能以河道上薄板橋旁開放

的淡粉色雲南山茶為内容的照片21，更能譲旅人

感受到古城風情亶。据説麗江古城有350座橋，它

們縦横于河道間，是連接古城区人們的通道，不可

或缺。水和橋也被称為是納西民族的魂。以前，橋

邊有市場，叫做橋市。毎座橋都進行着不同的東西

買売。売鴨蛋的 “鴨蛋橋”，売夛和豆子的 “夛豆橋”
等遺留下來的橋名可以證明這一点。此外，据説四

方街的大石橋以前一直是売鴛鴦和薬草的。橋、河

道、古老的房屋、玉龍雪山，還有納西族，共同詮

釈着 “古城最美麗的図景”。
　　夜景：麗江観光的最大熱点大概就是晩上的餐

飲和購物了亶。据説現在古城里有1600多家店舗，
河道両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餐庁和土特産商店，大

紅灯篭従它們的房子上垂了下來（照片22），灯光

映在水面上並随水波蕩漾。游客們一面欣賞這恬静

的夜景，一面対酌美酒、佳肴満腹、品評土特産。
当地特産以精巧復雑的手工藝品居多，這是因為麗

江古城以前是商業和手工業繁栄的城鎮。餐飲店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年軽姑娘招攬着客人（照片23）。
挧們未必全是納西族人，也有不少白族、摩梭族人

（照片24），我們看到，挧們不論是何民族，都擁

有納西族的 “開放的胸懐”。挧們微笑着面対游客，
唱歌、有時還和客人們乗興起舞。麗江是不需要使

用空調的温暖的地方，商店是嵌入式設計的，商店

的大門一直向外開着，直到打。対于在都市里処

于緊張状態的人們而言，這種一直持続到深夜的、



照片23　店門口着民族服装、招攬客人的納西族姑娘們 照片24　等待黄昏的、着伝統服装的摩梭族姑娘們

照片25　黄昏時的四方街 照片26　四方街上吹奏納西古楽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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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気雰使得這里安楽而可貴，在夜晩的四方街

上（照片25），人們演奏着納西古楽（照片26），
男女老少楽陶陶地合唱着，廣場変身為一個游客們

也穿挿其間的、不断拡大的舞蹈円環。機動車被禁

止進入這個両端距離両公里的、剛好與人体力相適

応的古城空間。古城里也没有什麼排出気体、機動

車事故，人們可以悠閑享受地在其間散歩。
　　水涸問題：由于古城的水來自地下水，所以還

是穏定的。但是，根据我所聴到的，1983年發生

了大旱，黒龍潭的湖底都露出來了，麗江古城里的

河道里也没有流水了，臭気弥漫。1995年以后，
出現過一次厳重的枯水，那時整個村鎮也是臭気熏

天。1996年大地震的時候，河道不通，依頼水井

生活的人們收到了預防伝染病的薬品。現状是，十

年一度的枯水時的預備用水只能依頼水井。我擔心

枯水的發生頻度会随地球的変暖而増多。

　　水管理：据古城的老人家説，従前，麗江古城

的河道管理以居民為主体、生活為核心來進行，不

是由掌握権力的政府自上而下施行的。但是，雲南

大地震后，在麗江制定了新的地域計壤，這時，下

水道、河道等和街道一起被修建了。我們聴当地人

説，之前的麗江河道 “不像現在這様幹浄”，所以

我們想対実施此項計壤的政府所起的作用給予高度

評価。自下而上的研討和自上而下的研討，都是麗

江古城的發展所必需的。大理古城也因為地震受災

厳重進行了新的古城建設，但是，與麗江古城内河

道網絡與生活密切相関、保持了往昔面貌不同，大

理古城建造的、河道穿挿其間的水景街（紅龍井）（照

片27）似乎給人一種用于観光而人工搭造的感覚。
是因為在面臨大地震那様的危機時，少数民族的伝

統思想成為実際的風景，他們把它反映出來的縁故

亶。2005年夏，大理白族的導游告訴我們，大理



照片27　大理古城的 “水景街”

照片28　玉水寨的神泉和古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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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麗江的道路開通以后，“就此打住投宿在大理的

游客転而去往麗江、住在麗江了”。令人震驚的是，
麗江生態游的最宝貴的資源在 “納西族的心中”。
　　地域社会的水管理：納西族的村子里設有叫做

“水管員” 的特別公務員職位。水管員是村民們通

過選挙選出來的，其主要工作是領導村民們不定期

地清掃河道。在清掃河道之前，首先截断水源，抽

出河道里的水。由于水流淤積的地方容易産生淤泥，
所以要把它們清除。把河道和道路完全清掃幹浄了，
再引入水流。像這様的包含村民和村民組織在内的、
保全水流河川的地域性組織，以前一直存在于日常

生活中。麗江古城的納西族也采用了這一組織結構，
為保全古城的水邊環境而努力至今（朱，2006）。

７．麗江的文化

　　正如世界暦史所展示的那様，高度的文化需要

経済実力的庇護。持続470年之久的木府的経済実

力対納西族文化、也就是東巴文化的形成貢献巨大。
対于東巴文化是什麼這一提問，我可以回答説，麗

江古城已経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産，所以這座古城的

全部都是東巴文化，但是，在此，我想特別挙出 “神
話”、“東巴文字”、“壁画等” 三例、嘗試対麗江文

化進行思索。東巴還指祭司，在納西語里的意思是

“精通学問的智者”，是世襲的。他是東巴文化的継

承者，也是東巴文化的伝承者（徐，2001）。
　　神話：玉水寨的神泉（照片28）作為納西族

的聖地被開發為面向游人開放的主題公園，在它的

旁邊有 “自然神的祭場”。立在那兒的石碑上刻有

這様的故事。“伝説，人類和自然是同父異母的両

兄弟。父母去世后，他們争奪遺産。結菓自然神獲勝，
得到全部遺産，人類却什麼都没有。人類両手空空、
無法生存。之后，天神派東巴神（Dongbashenluo）
去調解自然和人類的関係。可是由于人類並不保護

自然，譲自然神非常憤怒，他説，‘人類不僅嬶我

樹木、殺我動物，而且還在河里洗沾着鮮血的猟物。
他們完全不尊重我。所以，我不和他們和平相処’。
所以后來，東巴神派來大鵬神鳥，神鳥竭尽全力地

和緩了人類和自然的関係。于是，終于，人類再次

獲得了耕地、草地和宅院。這次調解之后，自然神

要求人類發誓 ‘在神泉旁邊焚香並奉献牛乳、拜

我並祈祷萬物好運，决心保護森林樹木、鳥兒等動

物們，决不在河川里洗帯血的猟物’。后來，人們

就帯着優質食品到神泉去拜自然神、為萬物生霊而

祈祷。大旱的時候，納西族的人們大概会到神泉去

向自然神乞雨亶”。
　　除了上述故事之外，我們在当地聴到了下面的

伝説。“人類破壊了自然，所以天神震怒，發動風災、
水災，譲洪水把整個人類衝走。但是，只有現在人

類的始祖和家畜一起蔵在大鼓里，浮在水面上而獲

救了。夛打鳴告訴他現在平安了，于是，他従大鼓



図８　表現與水相関事物的東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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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出來。天神把両位仙女賜給他為妻。其中一位仙

女生了自然（水、木、金、火、土）。還有一位仙

女生了三兄弟，但是三個人都不能説話。怎麼辧好

廢，他向天神詢問時，天神説，‘落地之后，廰祈

祷過嵎？向天神祷告亶！’。祷告之后，孩子們開

口講話了。這三兄弟就是納西族（的始祖三朶神）、
蔵族和白族”。
　　我想等獲得更加確実的資料后再対以上両個故

事進行仔細研究，在此，我只想把以下三点作為納

西族文化背后的重要思想提出來。第一，自然和人

類的関係応該是 “調解” 的。第二，正是因為有如

此敬重自然的生態思想，麗江古城才会出現。第三，
人類的生存和毀滅都因為水，作為自然象征的 “泉”
被敬以為神。

　　東巴文字：11世紀就已経被使用的東巴文字，
是如図画一般的象形文字（照片29），被納西族称

為 “斯究魯究 sijiulijiu”，它的意思是 “見樹画樹，
見石画石”。据説，東巴文字里有大約1400個常用

字，加上由象形文字派生出來的表音文字，一共有

2000多個常用字。図８是東巴文字的一個例子。
図８中的文字反映的是和水有関的現象，是従作為

土特産出售的《東巴紙典》中拍下來的。這幅図片

最譲人感興趣的是，“水” 這個象形文字描絵了 “水
従泉中湧出、沿着変低的地方傾斜流淌的情景”。
很明顕，這是住在石灰岩地区的、山里的民族通過

“見水画水” 的方式把水符號化了。如菓納西族是

居住在河口附近的民族的話，就不会這様把水符號

化了。“阻止水（阻水）”、“注入水（衝水）” 等文字，



 照片30A　 玉峰寺的 “萬花茶樹”（樹高5.6m，粗0.4m，
冠幅50m2以上）

照片30B　“萬花茶樹” 的樹幹

　　 照片29　 在麗江古城看到的、掫挌了一半的 
東巴文字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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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和 “放水衝街” 的行為日常一直進行有関係。
加上 “北方” 的文字以山象形、而 “南方” 的文字

則以水流方向表示，我們可以従東巴文化中感知自

然環境和文化的密切関係。但是，図８的東巴文字

里也有一些在任何地区都通用、従科学上譲人信服

的表現文字，如水剥奪了汽化熱則成為 “凉”、水

在不啀的地方停滞下來則就成了 “濁水” 等。
　　現在，一般人不哢東巴文了，但是東巴是能垉

被誦読的，因此，東巴文字也被称作 “現存的最后

的象形文字”。納西族擁有把樹皮、麗江地区特有

的蕘花（這種花含有除虫成分）加工成東巴紙的技

術，我們在麗江也参観了制紙工作室。被列為世界

記憶遺産的、在東巴紙上絵制的《東巴経書》森羅

萬象，是古代納西族的百科辞典。納西族發明的其

独有的文字，対把納西族文化保留並伝承至今起到

了巨大作用。
　　壁画等：麗江位于中國邊境是很幸運的，納西

族的宗教並没有因為文化大革命而遭受災難，與此

相関的用于寺院、壁画、音楽、舞蹈和梺卜的木牌

画（wood-piece painting），以及成為魂霊去天國時

的渡橋的神路図（God-way picture）等等多種多様

的文化遺産還能垉保留至今，它們是現在宝貴的旅

游資源。在白沙村的大宝積宮、或者其它寺院里可

以看到的大量白沙壁画是佛、道、東巴等宗教的美

麗壁画，由漢、蔵、納西、白等民族的画工暦経

350年制作而成，這一時期正好是木氏当権。此外，
玉峰寺（図１的①）里有樹齢500多年的大樹──
“萬花茶樹”，它開着 “９蕊18瓣” 淡粉色花朶（照

片30A, B），老人在它身邊守護，充当 “護花使者”。
擁有近450年暦史的、被誉為中國音楽活化石的 “納
西古楽”，還有 “東巴舞蹈”，都是作為宗教行為伝

承而來的。

８．麗江的心

　　麗江的心就是納西族的心。納西族的始祖三朶

神被供奉在白沙古鎮以北的、玉峰寺東面的北岳廟

里。和玉峰寺等佛教寺院相比，北岳廟如今蕭条了，
我們去的時候，正圀上他們在為重建而籌款，所以，
我們也相応捐了款。伝説三朶是為守衛玉龍雪山而

戦的納西族的英雄，也被称為玉龍雪山的化身。如

前文所述，黒龍潭匯集的水全部來自象山，正如玉

水寨的牌子上写有 “古城溯源”（照片１）字様那様，
在納西族的人們的 “心” 里認為，玉龍雪山的水変



照片31　従黒龍潭看到的納西族的主神玉龍雪山

照片32　 個人院落中的獅乳泉 
（地下水由被規矩為四方形的
下面湧出來）

照片33　供奉獅乳泉的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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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下水、然后従黒龍潭湧了出來。巴哩（Bali）
島人相信流到烏布（Ubud）的水源是神仙降臨的

巴特（Butur）湖的地下水，納西族和巴哩島人是

一様的。実際上，巴特湖滲出的地下水只梺那条河

流的７％（榧根，2002）。印度也好，巴哩島也好，
麗江也好，人們把自身周囲的自然（特別是水）当

作神來信仰。而且，人們通過和神、也就是和自然

的、周而復始的相互作用來塑造 “心”。肯恩・威

尓伯（2002）的 “自然是塑造心霊的零件” 的話語，
與和辻哲郎在 “風土” 中的叙述意思相同。
　　宗教：納西族相信 “萬物皆有魂，而且貫穿其

整個生涯、與不同的生命相糾結”（字坊 RED, 

2005, p. 62）。他們認為魂霊的転世在所有的生物間

進行着，動物和人類是完全平等的。這種想法與印

度教（Hindu，Hindoo）的教徒接近。対納西族而言，
有生命的一切都是神。他們也受到儒教的影響。納

西族的宗教活動，與其説它是精神方面的，不如説

它像渡邊（2005）所論述的那様，是作為外在的 “行
為” 而進行的（林，2003）。
　　敞開的心：為了挙例説明納西族的心，我談談

挙陽（楊）先生的事情。他是我們在麗江調査時雇

的出租車司機。他熱情地幇助我們。得知我們此次

調査的目的后，他説：“我家里也有以前伝下來的、
没有枯竭的泉水”，就把我們帯到位于獅子山腰上

的他的家里，請我們吃了晩飯。他原本是軍人，做

了獅乳泉（図４的⑯）所有人的上門女婿，有一個

剛上小学的女兒，和妻子、岳父岳母五個人一起生

活。在家里，応観光客人的要求、也会表演用獅乳

泉水泡普營茶、請客人喝茶。従拍有給泉水上香的

照片32，我們可以知道泉也是祈祷和奉献感謝之

意的地方。他的妻子和岳母惡命為我們三人做好吃

的，全家人和我們一起吃了包括餐后甜点的晩飯。
我従当時的談話中感受到的，是納西族那 “敞開的

胸懐”。正如麗江古城没有城墻那様，納西族的心

里也没有囲墻。不僅陽（楊）先生如此，納西族人

都很熱情。令人不由想到，這種 “敞開的胸懐” 和

他們的自然観、価値観是有関係的，是否與以前他

們款待旅人的 “心” 是共通的廢？這種 “心” 成了

如今温暖古城観光客心霊的 “資源”。人 “心” 雖

然看不見，但是努力想要体察的話，還是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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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
　　殉情的故事：用東巴文字写就的、很久以來被

禁止詠唱的故事里有一個是《殉情伝説》（字坊

RED, 2005）。直到大約100年前，納西族里還是瀘

沽湖的摩梭人般的母係社会。財産由母親交給女兒

継承、自由恋愛、以及男性住到女性那兒的 “走婚”
是很平常的事情（榧根其它文章，2006）。但是，
納西族人非常重感情，交往的対象一直就是一個人，
如菓相処得不好就再峇找交往対象，不会同時與両

個以上的人交往。選択対象的権利往往在女方。但

是，経過 “改土帰流”，漢族的婚姻制度被引入，
一夫一妻制成為他們的義務。在改土帰流后的婚姻

制度里，已婚女性和其他男性恋愛是違背人倫的。
“納西族認為一切生物皆為神，人類是心懐愛情而

生存的，而且人死后，請人們為自己挙辧葬礼，就

能垉走向成神的道路。但是，作風不好的女性，対

這種倫理反其道而行之，在挧死后，人們不会為挧

挙辧葬礼。没有被給予葬礼的死者就不能成為神，
会変成游魂、也就是会変成鬼”（字坊 RED, p. 

75）。
　　随着改土帰流后一夫一妻制度的引進，出現了

為愛而生的人不能到天國、也不能成神的矛盾。接

着，為了解决這個矛盾，産生了 “第三種楽園” 和

“殉情死” 的概念。受到父母反対而不能成婚的、
或者陷入違反人論愛情関係的男男女女們，如菓和

心愛的人一起殉情而死的話，則既不会上天堂，也

不会下地獄，而是去第三種楽園。那兒被想象成為

一個絶美而没有任何紛争，可以獲得永生的楽土。
于是，改土帰流后，很多痴男怨女殉情而死。最近，
一直有報道在説欧洲的私生子比率有所攀高。正如

近代科学的知識不是絶対的一様，一夫一妻制度也

不是絶対的。据説僅僅在波士頓美術館和麗江的東

巴文化研究所有所收蔵的、用東巴文字写就的《殉

情伝説》的原著，、翻訳成日語的、日本人也能垉

理解的是《殉情伝説》的第一章。在這本書的最后，
訳者如此写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翻訳殉

情伝説。因為我本身対納西族有誤解。理解了伝説

背景中的納西族的思想、社会框架和周邊環境之后，

我才開始能垉翻訳這篇文章了”。
　　《殉情伝説》的訳者王超鷹説，在伝統民族行

為的背后有思想，思想的背后有培育這種思想的伝

統、“環境”。與 “環境” 有関的事物的真実面貌，
只有采用全象限的研究才能垉看得到。正像在山西

省五臺山所看到的那様，宗教設施対自然環境的保

存起到巨大作用（榧根，2005），麗江的宗教対納

西族 “心” 的保存也功不可没。

９．総　　結

　　我想一邊看表１和表２一邊進行現階段的総

結。自然和人類，既不能分離也不応該対立（榧根，
2006）。這在納西族的生活方式里已経表現得很明

顕。抱有這様的想法，納西族所塑造的 “水城麗江

古城” 作為観光資源，受到不僅是中國、而且包括

世界各國在内的人們的矚目。我認為，雲南省是“中
國希望的土地”，麗江古城是 “中國的宝石”。過去

的麗江古城里，自然和人類之間不存在厳重的矛盾。
這也可以被表示為 “四象限的和諧一直被保持着”。
対納西族的群衆而言，麗江古城最初是木府 “給予

的空間”，他們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水流中進行

経済活動，在這一過程中，這個 “給予的空間” 進

化成為 “居住空間”，対水的信仰変得更加強烈，
形成了其独特的水文化。如今，游客們之所以対麗

江古城魂牽夢繞，大概是麗江的 “四象限的和諧”
譲他們倍感驅意的縁故亶。
　　但是，“雲南大地震之前的流水已経稍有些臓

了”，従這句話我們可以推想而知，近代化的影響

已経開始波及麗江古城了。雲南大地震后所制定的

地区計壤的実行，看上去好像大体上度過這次危機

了，但是驟然増多的游客和、以他們為服務対象的

観光業者所進行的観光開發，已経使麗江古城的“鮮
活的地域社会” 正在逐歩消失（朱，2006）。
　　今后，為了保護地域共同体組織，為了守護無

可替代的麗江古城的環境，我們必須怎様做廢？対

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必須如同関注發展物質技

術和為了経済收入發展観光開發等問題一様，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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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和精神的發展。換句話説，建構麗江古城 “下
一社会係統” 的時候，有必要進行全象限、全水准

的考察。僅僅因為能賺銭，就把納西族由伝統而來

的 “観光資源” 作為 “観光資源” 來消費的話，這

種 “資源” 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当今中國，領先發

展的沿海地区和内陸的農村存在的経済差距不断拡

大，為了解决這種情况，進行了 “西部大開發”。
我們在麗江古城的調査事例，対中國西部大開發非

常有必要的内容大概如下：即在至少擁有豊富水資

源的、少数民族衆多的雲南省，不要采用發達國家

曽経的發展暦程，即運用近代科学技術把能源和物

質作為 “資源” 大量消費、甚至把自然也当作 “自
然資源” 來消費的那種 “急劇式的開發”，而応該

采用發揮少数民族伝統智慧的 “緩和發展” 亶。我

們従這様的 “緩和發展” 中看到了中國内陸農村的

明亮未來。
　　清水博（2003）如此説過。従産業資本主義経

済社会的、欲望増生的巨大機械（mega machine）
里退出來的方法是 “１減少流入係統的能源，締造

欲望増多機構実質不起作用的状態；２変化約束条

件（精神方面的、社会方面的），譲集中于全球化

貨幣流通的能源拡散到其它任意角度”（同，p. 

79）。日本学術会議（2000）已経發出過内容幾乎

相同的 “声明”，但是日本学術会自身却為近代科

学的価値中立所束縛，為發表這様的 “声明” 而進

行了自我批判，対于這一点，我在第１篇論文已経

有所論述。清水進一歩論述道：“対我而言，有価

値的不是認識，而是存在。它是發現実践什麼以及

如何実践，対于我們全体存在是有益的，還是發現

怎様做才能使有益的事情変成我們楽于做的事情”
（同，p. 165）。
　　中國的目標 “小康社会”、“和諧社会”，和清

水的著作、日本学術会議的 “声明” 的目標幾乎相

同。天賦予豊富水資源的貿易都市麗江古城、巴哩

島的稲作社会（榧根，2002），処于 “發展程度”
初期階段，是精妙地保留四象限協調的好例子。但

是，“所有一切都是生成、進化的係統”（榧根，
2006）。麗江古城、巴哩島的稲作社会再上一級、
進入 “發展層次” 的時候，它們是否還能保持住四

象限的和諧廢，這和是否能垉通過全象限、全水准

的探討構築起 “下一社会体統” 很有関係。
　　此外，不須贅言，地域条件迥異于麗江古城的

地区（例如）山西省的環境問題，還需要峇行研究。
 （本文的照片均為榧根勇拍攝）

１ 従行政区壤方面來看，日本的 “県” 相当于中國的 “省”。訳者注。
２ 指1971年由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亜、英國等36國在伊朗拉姆薩（Ramsa）鎮簽署的國際重要湿地条約，又訳拉姆

塞尓。訳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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