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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滦河流域透视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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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地理环境是民族融合的自然基础, 处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滦河流域, 以其独特的锁钥

地位和经济兼容性, 成为古代历史上北方民族大 融合的一个缩影; 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必要前提, 以神话认
同为标志而形成的一体观念, 构成了中华民族内 聚力的思想基础; 经济依存是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 由于农耕
与游牧两大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互补关系, 使长 城成为中原与草原 民族牢不 可破的历史 装订线; 政治统 一是
民族 融合的必然结果, 从元上都到清代的避暑山庄, 标志着中 国农耕与游 牧两大民 族体系的空 前统一及 其巩
固。避暑山庄不但是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与巩固的历史见证, 而且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及其文化
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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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 历史是由人类来创造的, 但

人们时常把中国地理环境的外部封闭性看作

是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任何事物的产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 而把内部环

生、
发展和灭亡, 都 会受到客观规律的作用和制

境的差异性看作民族战争和南北分裂的内在根源

约, 有其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避暑山庄在滦河

之一。但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却长期被

流域的出现, 同样是国家统一及民族关系历史发

人们所忽视, 这就是地理环境差异性之间的弥合

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讲, 我们也可以从民族关

地带, 正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不可缺少的关键

系在滦河流域的历史发展, 透视出古代中国民族

性因素。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 这都是一

关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这对于我们准确地

个难解之谜。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美国人拉

把握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都具有一定现

铁摩尔( Ow en# Lat imore) 为解开 这个谜底, 进行

实意义。

了长期考察、
艰难探索和深入研究。

一、地理条件是民族融合的自然基础

这位自幼在中国长大, 熟悉中国国情, 尤其精
通中国边疆问题的/ 地缘政治学家0 , 曾在抗日战

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个

争期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名, 担任蒋介石的私

因素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我

人政治顾问。而在 1924 年开始的边疆之旅, 则成

们这里所说的民族融合并不是民族学学科意义上

为他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契机。他先是押送羊毛

的民族融合, 而是广义的民族融合, 主要指民族之

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又跟随骆驼商队穿越塔克

间在社会、
经济、
文化、
艺术、
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

拉玛干沙漠, 翻过天山山脉, 到达印度的克什米

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逐步缩小乃至消失,

尔, 一年之后在妻子的陪同下开始了对中国北部

共同性逐渐增加并趋于一致, 从而演变成一个新

长城一线的实地考察, 反复出入蒙古、
东北、
华北、

的民族实体的历史过程。

西北诸省和西藏, 足迹远及印度, 历时 15 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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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 完成了 他的不朽 著作) ) ) 5 中国 的边疆6。

和属于自己的疆域。它可以采取农业与牧业的混

在对中国民族历史及其关系演进的实地考察研究

合经济或者在二者之间摇摆, 但不会固定选择其

方面, 至今还很少有人达到他的广度和深度, 而他

中的一种; 可以在农业和游牧社会之间采取折衷

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 至今依然可以作为对避暑

方式, 或者偶尔为一方所覆盖, 但它同时又决不会

山庄的肇建缘起、
地位作用及其政治历史价值的

被某一 方所消融。和 平时期它是一 池无风的静

精妙概括和深刻诠释。

水, 战争时期它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河床。尽管它

拉铁摩尔的卓越贡献, 首先在于他从一个凌

时刻在对农业与牧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

空俯瞰的视角, 提出了史前中华民族的存在这样

势施加影响, 但这个社会永远不会成熟, 固有的两

一个重要命题, 向世界宣告, 中华民族是个与生俱

面性决定了它可以为任何一方服务, 它的命运几

来的整体。这就像一棵树上的鲜花和果实, 它们

乎完全取决于彼此的进退和力量的消长。正是这

虽然散落在地上, 但是共同的根却深深地扎在泥

个两种文明相互覆盖的地区, 成为了农耕民族与

土里。他以深入的考察和科学的论证提出了自己

游牧民族的缝合带。战争只能作为这两大民族之

的一家之言: 中国决不是由哪个民族的征服或者

间的交往方式, 而不能把它们分开。

压迫形成的, / 汉族0 和/ 非汉族0 都属于上古时期

有史以来, 不同民族在滦河流域及相关地区

的同一个种族; 所谓各个民族的起源, 实质上不过

的活动, 从冲突错处到杂居融合反复不息, 数千年

是一个共同种族之间所产生的差异; 繁衍生息在

经久不衰。在反反复复的民族冲突中, 许多分散

这块土地上的中华祖先, 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选

孤立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混杂达到联结和融合,

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拉

许多民族的名字被淹没, 而许多新的民族实体又

铁摩尔认为这个时间并不重要) , 有一些部落学会

在诞生,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
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

了耕作, 进而是精耕土地, 由此产生了一个以农耕

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特性的多元统一体。正是众

和定居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民族, 也就是后来所说

多民族的大混杂、
大融合, 促进了不可分割的民族

的汉族。处于南方温暖湿润自然环境中的许多部

统一体的形成。

落, 因为一时没有必要作出任何选择, 便依然继续

在民族的成长消亡及不同民族相互关系的历

着/ 前汉族0 的生存状态。而在寒冷干旱的北方,

史变迁中, 自然环境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自唐代

许多部落没有条件作出其他选择, 便只好赶着已

以后, 随着西北地区沙漠面积的不断扩展, 丝绸之

经驯服的畜群一天天走向草原的深处, 成为真正

路上的主要绿洲和楼兰、
且末、
精绝、
渠勒、
于阗等

的游牧民族, 在那广阔的天空下成长起来( 拉铁摩

文明古国一起消失了, 魏晋之后文献中已经难以

尔特别强调, 对动物的驯养必须以一定的农耕及

找到对它们的记载。这样的变迁同时也引起了经

狩猎经济为基础, 所以畜牧业最早只能产生于草

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东移, 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

原的南部边缘, 游牧民族起初只能是农耕民族的

关系的变化, 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水陆交通状况的

分支) 。

重大变化, 使滦河流域的重要地位日益凸现出来。

在他看来, 蒙古草原是一切边疆历史中最为
标准的一部, 内蒙古是统治整个中国的权柄, 热河

二、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必要前提

地区却是控制这一地带的政治和军事锁钥。这个

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 其中的含义

地区的北部拥有广大的草原可供游牧, 却不足以

不仅仅是由多元而形成一体的政治形式, 更重要

供游牧民族自由的游荡; 南部拥有连绵的耕地可

的是多 元本身就包含 着一体的文化 因素。这一

以作为农耕民族的家园, 却没有河西走廊那样的

点, 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同根性。在哲学意

沃洲可以作为农业文明向前推进的据点; 只有可

义上, 就是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否则便难以

谓一马平川的条条南向的河谷, 使华北平原和蒙

达到/ 多元一体0 与/ 炎黄子孙0 这两个命题之间的

古草原永远彼此敞开着自由出入的大门。

逻辑统一。

由于上述原因, 他把外蒙古以外称为中国的

文化认同的内容极其丰富, 其中可以成为民

/ 外边疆0 , 同时把以热河为代表的/ 内边疆0地区,

族融合突出标志的便是神话认同。正如德国哲学

称为中国特有的/ 边疆社会0 。今天看来, 这个社

家谢林所说:/ 一个民族, 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

会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长期冲突所产生的妥协

话上判 断自身为民族 时, 才成其为 民族。
0 [ 1] ( P121)

形式, 也是二者彼此联系的纽带与互相沟通的桥

神话寄托着人类童年的崇高精神和美好愿望。创

梁。这个/ 社会0 从来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社会结构

生神话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根, 是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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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成其为自身的内在精魂, 是这个共同体中的
各个原始部族及其后代认祖归宗的源头和标尺。

河与辽河流域的分水岭。
木兰围场玉猪龙和赤峰三星它拉玉马龙, 是

只要找到了这条文化的根, 就等于找到了自己与

由农耕和游牧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

文化母体相联系的脐带及其祖先谱系。因为有了

它们代表着这两大民族体系在当地的撞击、
融合

/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0 的神话, 便有了许多民族首

与共生。这两件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雕刻造

领因卵而生的传说。5 晋书6 中记载, 北汉刘渊是

型实物, 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们不仅作

匈奴人冒顿的后代, 其母呼延氏祈子于龙门, 俄而

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崇拜, 证明了中原民族与

有一大鱼, 顶有二角, 轩髫跃鳞而至癸所, 久之乃

草原民族的同根性, 而且作为中原民族与草原民

去。其夜梦见那条鱼变成了人, 左手把一物, 大小

族及其各自文化的代表, 证明了二者互相融合与

如鸡子, 光景非常, 并且对呼延氏说道, 此是日精,

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 从而成为一个绝妙的历史

服之可生贵子。此类神话不但经常发生在魏晋之

缩影。

前的北方民族政权的统治者身上, 而且直到宋元

在某种意义上, 民俗也是活着的神话。已经

之际依然余波未息。5 蒙古黄金史6 中写道, 成吉

消亡的民族, 它们的精神和信仰却溶入了新生民

思汗诞生时曾有玄鸟飞来, 发出/ 成吉思0 的叫声,

族的血液。圣鸡崇拜是玄鸟崇拜的主要演变形式

连续七日而不息, 直到它足下的玄石自动裂开, 出

之一, 所以燕山又称鸡山, 宋人马植曾有/ 朔风吹

现了一方龙纹汉字玉印。这个意味深长的传说,

雪下鸡山0 的诗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当地

本质上也是/ 玄鸟生商0神话的历史演化形式及其

民间发现圣鸡崇拜的遗迹, 用公鸡驱鬼的方法依

衍生状态。

然在较为偏僻的地方流行。而从当地最为流行的

也许人们没有注意, 这类神话传说的线索, 竟

男人死了烧纸马, 女人死了烧纸牛, 用来送葬和祭

可以追溯到滦河流域。据有人考证, 燕山在商以

奠的习俗中, 依然还可以使人真切地感受到那个

前称炎山, 炎帝族是较早开发燕山北部地区的原

契丹神话中白马青牛的故事。

始族团。还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进一步说明, 这个

民族融合以神话认同为趋向, 这种文化选择

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崇尚燕子( 玄鸟) 的古族) ) ) 帝

与真实的血缘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可以说,

喾族, 他们是商的始祖契的先人, 燕山因此得名。

中华民族的一体主要不是种族血缘的一体, 而是

在关于玄鸟生商传说的一些文字记载中, 时常会

文化的一体。那种试图仅仅通过血缘考证来证明

提到一条河, 这就 是滦河的支流玄 丘水( 今青龙

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 孙的努力是没 有什么意义

河) 。5 史记#三代世表6褚少孙补, 就有/ 契母与姊

的, 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与其说人们在追寻共同

妹浴于玄丘水0 的明确记述。燕山及其相伴的滦

的血缘之祖, 倒不如说他们在追寻共同的文化之

河流域, 正是商人祖先神话里的山河。既然是神

根。中华民族神话的核心是太阳鸟和龙蛇, 炎帝

话, 我们就不能, 而且也不必追问这些考证和记述

和黄帝则是它们的化身。以炎黄为核心的五帝系

的确切性及其史料根据。因为神话发生及其传播

统如同一座辉煌无比的金字塔, 成为其中的一砂

的本身, 便有了它不可否认的意义。

一石, 便是命运的归属和生存的依附, 也是一种无

与神话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图腾崇拜。

尚的荣光。

中原和草原民族都有拜日习俗, 而其在匈奴和契

由于远古先祖与图腾神话的绝对权威性和强

丹民族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东汉张衡在5 灵宪6 中

大吸引力, 帝王传说便把现世的统治者与神圣的

曾有日者阳精之宗、
积而成鸟之说。在中国古代

先祖联系在一起。这样也就使文化关系得到了血

文化思想史上, 太阳崇拜与鸟崇拜同体同宗。正

缘依附, 并且在宗法制度的条件下, 为实现民族融

是因为有了玄鸟的神话, 所以鸟崇拜和与之相对

合与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依据。司马迁的5 史记6

应的鱼龙、
龙蛇崇拜, 才被河水联系在一起。5 辽

中关于匈奴先祖为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 成为匈

史6 和5 契丹国志6 在说明契丹祖先的起源时, 都讲

奴各部与汉族融合的重要思想前提。鲜卑拓跋氏

述了这样一个神话: 自马盂山浮土河乘白马而下

则直述其为黄帝之后, 5 魏书#序纪6 中说, 昔黄帝

的神人与自平地松林泛潢河驾青牛而下的天女,

有子二十五人, 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

在木叶山汇 合配为夫妇, 生八子, 繁衍为契丹八

子, 受封北上, 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鲜卑强

部。潢河即今西喇木伦河, 发源于木兰围场北部

调其祖先为黄帝, 表明了他们的归根意识。

的大顶子山。浮土河即今老哈河, 发源于今平泉

北方各民族由文化认同而成为炎黄子孙, 成

北部的光头山。这两座高山绵延相连, 形成了滦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当然一员, 这样也就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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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享有了成为天下主人的资格, 具有了统一天

由于这个主意正中要害, 激怒了辽朝, 让他险些因

下的神圣权利与使命。这些民族一旦建立了自己

此丢了性命。正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了特殊的

的北朝政权, 他们便不能容忍被称为/ 胡虏0 、
/ 外

人文现象, 企图独立控制这个过渡地带, 也就成为

夷0 , 也不甘心于仅有一席之地, 不能容忍南朝永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的欲望。所以整个滦河

远与之分庭抗礼, 所以他们大多自称/ 中国0, 并且

流域不同时代的长城、
界壕、
烽燧普遍分布, 它们

以用中原正统文化统一中国为己任。忽必烈就曾

记录了农耕与游牧民族控制界线的反复推移, 从

一再强调, 入中原而行中国之道者, 可为中国之

而形成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长城和民族关系博

主。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推动, 才形成了国家统

物馆。

一的必然趋向和百川归海的民族融合态势。
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 中国也曾发生过多次

长城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伟大的政治信念及其
力量 的表现, 但其本质上则 是经济关系的产物。

分裂, 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的矛盾、
斗争、
融合, 又会

中原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他们辛勤耕作的

出现新的统一,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历

土地, 正是世代耕作的土地使他们必须世代定居

史上形成的各民族统一的思想观念, 是中华民族

下来, 并为之积累不断增长的财富。而对于草原

内聚力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清代一度被推向高

游牧民族来说, 土地却没有固定的价值, 因为没有

潮的/ 华夷之辨0 本身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但是它

任何一块牧场可以经得起永久的放牧。况且牲畜

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从理论上进一

无法像谷物那样可以在仓廪中长期贮存, 超过适

步扫清了道路, 由此产生了汉、
满、
蒙、
回、
藏五族

当保有量的畜群的耗费与死亡, 只能为其所有者

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象征的表达方式。直到

积累贫穷。所以, 中原农耕民族对于居住权和自

今天, 我们还可以从避暑山庄丽正门的正面, 看到

身财富的保护及其耕地的扩展, 草原游牧民族对

用汉、
满、
蒙、
维、
藏五种文字书写的门额。而其背

移动权的扩大及对他人财富的掠夺, 构成了长城

面的那首诗, 则明确表达了/ 车书恒此会遐方0 的

一线永恒的斗争。这种斗争起源于人类共同享有

时代主题。

的生存权利, 起源于这种权利所导致的不同人群

三、经济依存是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

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生存方式的不同。构筑长城
的初衷无疑体现了一个隔离的主张, 但是任何人

如果以甘肃天水为中心, 北至大兴安岭, 南至

都无法在这两个必然依存的民族之间设立起实现

云南腾冲, 可以将中国划分为两大部分。东南部

隔离的屏障。为了实现生存权利所进行的武力和

是处于湿润半湿润地带的农业经济区, 西北部是

贸易拉动, 一次次地涂抹着长城, 并由此产生出不

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的牧业经济区和小块的农业

可阻挡的超越力量。对于隔绝的否定使长城成为

地区。天然的地理条件造成内地农耕社会与游牧

整个中国的矛盾中心, 所谓掠边、
入寇、
攻 伐、
征

社会经济类型的不同, 导致双方在社会发展上的

讨, 实质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强大引力的作用, 这

巨大差异, 这也是万里长城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据。

种作用在滦河流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是, 在一个高原和一个平原直接对峙的情况下,

这一带的经济交流, 既是其特殊经济地位的

却出现了滦河流域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

反映, 也是民族关系历史发展的体现。中原的生

特殊现象。所以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曾经把滦河

产技艺, 诸如金属冶炼工艺、
金属制品等手工业品

称为是很少被人研究过的惟一一条从蒙古东南部

的制作工艺、
育蚕和精耕细作等生产技艺, 随着中

流到北京平原的河。

原汉族移民、
俘虏、
屯田士卒和自然迁徙等大规模

从历史地图上不难发现, 明长城与秦汉长城

的人口流动, 从长城一带腹地向四周辐射、
传播,

的走向是大体重合的, 但是二者在滦河流域却南

文物与文献对这种现 象的证明和记 载都十分清

北相距将近千里之遥, 从而使这个流域处于蒙古

晰。被范文澜先生写入5 中国通史6 的兴隆战国冶

草原南部边缘的秦汉长城和华北平原北部边缘的

铁和农具制造中心, 便是这种经济交往在滦河流

明长城的包围之中。出现这样一个两大地理板块

域留下的重要遗迹。

对峙状态下的缓冲地带, 可以说是惟一中的惟一。

商业贸易往来更明显地反映了各民族日益紧

据5 宋朝事实类苑6记载, 身为契丹宣徽使的王白,

密的经济联系。两大经济类型之间的商品交换,

曾经给北宋出主意说, 南朝天地山河, 与虏不同,

在古代社会从来没有间断过。宋元明清时期, 经

虽暂得少胜, 不足永恃; 彼若雪耻, 兴兵复燕蓟, 破

济贸易交往的规模更加宏大。同西域丝路连接在

榆关, 而直 趋滦河, 恐 穹庐毳帐, 不劳一践 而尽。

一起的东北丝路, 早在唐代就已越过滦河和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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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原文化连同丝绸一起传到渤海王国, 以至高

信弃义地关闭了边境互市, 双方和平贸易随之断

丽和日本。西域的名马, 蒙古的皮 货, 东 北的药

绝, 于是又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战争。

材, 西南的大象, 也随着商旅的队伍越过河流、
群

嘉靖二十五年( 1546 年) , 俺答汗专设蒙古封

山, 出现在中原和草原。看到滦平望云岭和隆化

建领主贵族会议, 提出了公平互市的盟约, 决定再

度云岭上深凹近尺的石辙, 便不难想像这条古道

次进贡讲和, 希望能够各守信誓, / 边外牧马, 夷汉

当年的繁盛。经济交流和政治交往, 促进了文化

不相害0 , 并向明廷进九白大贡, 这是蒙古民族最

交流的进行。欧阳修、
沈括、
苏辙、
苏颂等著名作

为隆重的 礼节。自冬春 开始, 游 骑信使, 款塞求

家和科学家, 都曾肩负着朝廷的使命出使辽国, 并

贡, 一年不下数十次。明廷也在战争中进一步认

且留下了他们的文献和诗章。

识到/ 拒虏其易, 而灭虏实难0 这个道理, 遂决定恢

长期的商业贸易往来, 以及诸多人文因素的

复互市, 以保边塞安宁, 进而稳固统治。稍后封俺

积淀, 在滦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许多著名

答汗为/ 顺义王0 , 兄弟子侄和部下 63 人也分别受

的商业城镇, 它们使人烟稀少的荒远之地, 变成了

官封赏。据有关史料记载, 从此蒙汉人民交易不

车水马龙的富足之乡。澶渊之盟之后, 契丹贵族

绝, 东自海 冶, 西尽甘州, 延袤五千里, 无烽火之

为了便于同中原的交往, 利用北宋所纳岁币, 征集

警。滦河流域的商贸城镇, 也同时出现了复苏和

燕云地区迁来的汉族工匠, 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辽

繁荣的景象。

中京。这不仅是中国南北, 而且成为东方和西方

万历九年( 1581 年) , 俺答汗因病逝世, 蒙古

的一个商旅和使节汇集中心。咸丰、
同治年间被

右翼举部痛悼。为表彰他对改善南北关系所做的

称为/ 旱码头0、
/ 二北京0 的多伦诺尔, 当时已经是

贡献, 明神宗特命赐祭七坛、
彩缎十二表里、
布百

一个世界性的城市。这个家家有闲屋, 户户有庭

匹, 以示优恤。俺答汗所得到的高度评价, 说明他

院的县城, 居住着近乎今日多伦全县两倍的人口,

的所作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代表了南

有四千余家商号以及英、
美、
日等国的洋行。至于

北两地人民的共同意愿。

著名的互市贸易重镇张家口, 就不用多说了。像
滦河岸边的郭家屯这样一个小镇, 直到清末还是

四、政治统一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一个重要的南北物资集散地, 并且建有清真寺和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成功的统一, 一般来说

天主教堂。波兹德涅耶夫在他的5 蒙古及蒙古人6

都会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可以认为, 每一

一书中, 对此曾有详细记述。

次国家统一都意味着民族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能够充分说明经济交往, 特别是商贸往来对

阶段。人们所说的治世和盛世, 既是国家统一的

于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的例子, 莫过于整个明朝的

产物, 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只有在统一的政治

那一段历史。洪武元年( 1368 年) 明军攻入大都

局面下, 经济的互补性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对

之后, 又有一个/ 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0 的北元, 延

中国农业影响很大的几种新作物( 棉花、
玉米、
花

续 267 年之久, 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这是中国历史

生、
烟草等) , 都是在统一的元朝和清朝得到普遍

上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最后一个南北朝现象。由

传播的。

于明朝连年征战, 南北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 朝贡

从春秋战国到明朝灭亡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互市基本上中断, 致使蒙古牧民连衣服都穿不上。

据有人考察统计, 中国历史上共有大小十九个王

俺答汗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来获取中原的农工产

朝修筑过不同走向和长度的长城。其中十四个王

品, 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也以特有的远见卓识, 走

朝的长城出现在分裂王朝时期, 五个王朝的长城

上了艰辛的求贡之路。由于屡次请示均遭明廷拒

出现在中原王朝时期。三个实现了南北统一的中

绝, 和平通贡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他为了对明

央王朝, 也就是唐朝、
元朝和清朝, 没有出现大兴

廷进行报复, 便以武力大举攻掠明边诸郡, 曾率十

长城工程的现象。这里所说的中原王朝, 是指历

万余精骑越过滦河流域, 直抵明朝京师, 造成了直

史上只统一黄河、
长江、
珠江流域, 而未能真正统

接关系明朝生死安危的/ 庚戌之变0 , 企图以此迫

一蒙古高原的国家政权, 其中包括秦朝、
西汉、
东

使明廷作出让步, 以达到通贡互市的目的。他在

汉、
隋朝和明朝。这些王朝曾经为统一草原地带

围困京城的时候, 仍然力行和平通贡互市的初衷,

做出巨大努力, 甚至夺得西辽河流域、
河套地区、

遣所俘明将向明廷提出这样一个惟一的要求。明

河西走廊等蒙古高原向中原过渡的地带, 但最终

廷鉴于形势紧迫表示同意, 俺答汗率军自古北口

未能统一蒙古高原。这也是尽管经济、
文化重心

出塞。然而一贯坚持狭隘民族政策的明廷, 竟背

不断南移, 而我国的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北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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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蒙

在这三个不必再修长城的王朝中, 其中有两

古和北方民族问题在清代的成功解决, 使历史的

个, 也就是元朝和清朝, 都在滦河流域建立了第二

巨舟经过漫长的航行, 终于驶进了中国多民族统

政治中心, 即元上都和清朝的避暑山庄。在处理

一国家最后形成与巩固的时代, 驶进了中华民族

北方民族问题上, 这两个政治中心实际都具有第

大融合的海洋。从元上都到清避暑山庄, 这是历

一的位置和作用, 因此它们也是中国南北农耕和

史的一大步, 定中原, 平/ 三藩0 , 抚蒙古, 安青藏,

游牧两大民族真正统一的标志和象征。这样一种

康熙、
雍正、
乾隆三代帝王进一步把国家凝聚为一

特有的品质, 就连当时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也不

个坚固的整体。所以, 面对除了元朝之外的历代

完全具 备。所以法国 历史学家佩雷 菲特在他的

王朝, 康熙皇帝曾不无骄傲地说, 朕阅经史, 塞外

5停滞的帝国6 一书中, 把那时的热河称为整个中

蒙古多与中国抗衡, 溯至汉、
唐、
宋至明, 历代俱被

国的中心。

其害, 而 克宣蒙古, 并 令归心于我 朝, 未之 有也。

自从辽代之后, 草原民族从蒙古高原冲向华

游牧地区的统一与稳定, 只有游牧民族自己才能

北平原的时候, 总是要在滦河流域久久徘徊。为

完成, 才能维护, 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与整个中国的

了实现入主中原的愿望, 他们必须在从滦河流域

大一统, 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国家秩序和

到辽河流域这个广大的地域空间里, 在中原文化

民族关系的法律化、
典章化, 同样体现了不同民族

与草原文化撞击与融合的潮汐中, 进行充分的力

的特殊贡献。

量积蓄和文化准备。成吉思汗凭仗剑戟建立的那

民族是发展的, 民族关系也是发展的, 正如普

个庞大王国不过是一 道投掷在欧亚 大陆上的闪

列汉诺夫所说: / 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

电。他的后代忽必烈, 从漠北到漠南, 在滦河上游

是一种可变的量。
0 [ 2] ( P32) 为了解决在民族融合进

筑起宫殿和行宫, 广招中原儒士, 凭借这个生机勃

程中的问题, 适应民族关系演进的需要, 我国古代

勃的幕僚群体和他们带来的文明, 经过十年奠基,

很早就出现了/ 因俗而治0 的统治方法, 而这个方

终于建立了入主中原的百年王朝。又过了十年,

法自身的成熟则以政治统治中心的建设为突出标

忽必烈正式定都燕京( 称为大都) , 然而上都的政

志。辽朝在滦河及其南北的辽河和桑干河流域建

治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滦河也同它的名字一起传

立了/ 五京0 , 其中上京临潢府在契丹故地, 东京辽

到遥远的西方。所以才会有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尔

阳府在辽东渤海故国, 中京大定府在滦河和辽河

律治那首著名的5 元上都6 。

流域的交界处, 自唐以来为契丹所有。三京丁籍

国号取自/ 大哉乾元0 之义的元朝, 实现了中

可计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 蕃、
汉转户为多。西京

华民族空前规模的大融合。正是这个主张/ 有公

大同府位于汉地, 籍丁八十余万; 南京析津府, 也

天下之心, 宜称为汉0 的王朝, 起朔漠, 并西域, 平

就是今天的北京同样是汉人聚居的地区, 这两京

西夏, 灭女真, 臣高丽, 定南诏, 下江南, 变/ 夷貊之

地区的居民构 成与其他三京不 同。/ 五京0 的建

乡0 为/ 内地0 , 奠定了中国的辽阔疆域。在/ 思大

立, 是辽朝实行官分南北、
蕃汉分治, 以/ 国制治契

有为于天下0 的忽必烈周围, 群英毕至, 硕儒云集,

丹, 以汉制待汉人0 的 治国战略和民 族政策的体

辽宁朝阳人姚枢、
河北邢州人刘秉忠、
河南潞州人

现。苏辙在出使辽国途中曾有诗云:/ 燕疆不过古

郝经、
新疆畏兀儿人廉希宪等数十人形成了一个

北阙, 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 契丹骈

了不起的/ 金莲川幕府0 集团。回回人阿合马、
吐

车依水 泉。骆驼羊马 散川谷, 草 枯水尽时 一迁。

威尼斯人
蕃人桑哥、
高车人不忽木、
南人赵孟 兆页、

汉人何年被 流徙, 衣服渐变存语言。
0 [ 3] ( P 297) 这正

马可波罗等不同民族、
以至不同国度的人士也都

是处于五京包围之中的滦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及其

服务在元王朝的周围。直到今天, 人们站在元上

民族融合状况的真实写照。

都那 8 000 米的墙垣遗址上, 还会想起元代诗人

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 给契丹族的生产方

杨允孚/ 诸王舞蹈千官贺, 高捧葡萄寿两宫0 的诗

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农业成为继传

句, 想起轰动世界的5 马可波罗游记6 。

统的畜牧、
狩猎业之后的新兴经济部门, 在这里适

清初北方民族问题的核心是蒙古问题, 同时

合农 耕的地方, 人们逐渐从 游牧走向定居生活。

蒙古地区也是藏传佛教的亚中心区域, 处于首都

农业生产比畜牧和狩猎能够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

北京与蒙古草原最近通道上的热河地区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 这一点日益受到契丹贵族的重视。当

不言自明。与元朝不同, 清朝的避暑山庄是在定

耶律阿保机连任九年可汗而被迫下野的时候, 他

都北京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这也就进一步说明它

表示:/ 吾立九年, 所得汉人多矣, 吾欲自为一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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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汉城, 可乎?0 于是诸部许之。据史料记载, 汉城

技术逐渐渗入蒙古社会, 一些蒙古民众开始放弃

在炭山东南滦河上, 有盐铁之利, 为后魏滑盐县之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学习农业生产, 开始过上

所在。其地可植五谷, 阿保机率汉人耕种, 为治城

定居生活。热河北部地区的蒙古族, 也开始从事

廓、
邑屋、
廛市如幽州制度, 汉人安之, 不复可归。

农牧并举的生产活动。虽然耕作不精, 但是这种

随着契丹在对外掠夺战争中所获人口日益增多,

蒙古与内地的一体化趋势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特别是边境向南的进一步扩展, 修筑汉城的安置

同时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 学习

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于是便采用

汉字文艺蔚然成风。

了设置州县的方法, 其直接作用就是充分发挥了

当然,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 融合不可能

他们各业生产技术所长, 为辽朝国家和契丹大小

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影响, 而是双向的,

贵族创造了巨额财富, 同时也在缓解汉族和契丹

是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融, 清朝的情形正是如此。

族之间因明显的社会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尖锐矛盾

在中原儒家文化向草原扩展的同时, 藏传佛教也

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这

在从草原向中原汉地传播。在汉族移民改变蒙古

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推动契丹统治地区社会发展的

地区文化面貌的同时, 他们自己也被打上了当地

积极作用, 使长城以北地区经济开发进入了一个

固有文化的烙印, 仅就其宗教民俗状况而言, 当时

新的发展时期。这种统治模式在不同民族、
不同

有蒙古人信奉关帝者, 也有不少汉人信奉喇嘛教。

经济成份并存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

正是这种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 使滦河

成功地避免了简单划一制度可能带来的碰撞和矛

流域及周边地区的人文历史, 体现出兼收并蓄的

盾, 有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忽必烈的两都

特色, 以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有

制及其所体现的中原正统和蒙古本位的思想, 借

些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个地区的考古文化缺乏自身

鉴了辽朝这一创造性成果, 是/ 因俗而治0 在理论

的特点, 也就是说它受南北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

和实践上的发展。除此之外, 他在统一南宋之后,

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没有特点正是它的特点, 而且

一直没有改变江南的税赋制度, 并且采取了/ 人分

这个突出特点正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九等0 和/ 鼠尾薄0 的税收方法, 进一步照顾到了不
同的社会阶层和各个方面。

在中国历史上,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
大致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秦汉以前两大民族区域

清代避暑山庄的建立及其作用的发挥, 把/ 因

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 相互间的接触零散而

俗而治0 的统治思想发挥到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

不确定。二是秦汉等中原王朝时期, 双方建立了

极致, 也对北方, 特别是滦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

全面的接触关系, 然而战争成为通常的交往方式。

民族融合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日益广泛的影

这一时期, 游牧文化由于自身经济的脆弱, 以及由

响。与元代有所不同的是, 清代滦河流域的民族

此产生的对南方农耕经济的依附, 都促使其采取

融合, 是以农耕文化北上、
内地汉人迁往蒙古为突

积极主动的姿态, 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不断南

出标志的。汉民族的大量迁入, 使蒙古地区的人

下, 从而导致中原地区面貌的改变, 最终促成农耕

口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清初还很少有汉人居住

文化重心的南移。三是宋辽等时期, 双方都具有

的热河以北地区, 康熙皇帝在四十六年( 1707 年)

统一的政权和较为强大的实力, 二者之间的关系

巡幸塞外的时候, 亲眼看到喀喇沁三旗各处皆有

表现为平等交流或者直接对抗。四是元朝和清朝

山东人, 或行商或力田, 致数十万之多。乾隆朝仅

这样的大一统时期, 政治统一从根本上消除了军

古北口外的内地汉人前往耕种者, 即不下数十万

事对抗, 使民族融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出现了崭

户。当地的汉民到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 增到

新的气象。特别是到了清代, 加强国家统一已经

550 000 人, 道光五年( 1825 年) 增到 880 000 人,

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抉择, 而是植根于民族融

许多地区汉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蒙古人。克什克

合的必然现象。同样, 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

腾旗在光绪初年的汉族移民达 50 000 人, 另外还

中心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集中体现的避暑山庄出

有两万多名流浪者, 而蒙古人才不过三千左右。

现在滦河流域, 从本质上来说, 并不是哪一个帝王

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 清廷

想像或者兴趣的产物,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些地区逐步设立相应职官以至厅县等行政机

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一个十分突出、
引

构。汉族居民的北上, 尤其是成片农耕地区的出

人注目的历史现象。这种在世界上仅见的文明连

现, 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带到了蒙古草原,

续性要归功于民族的合力和国家的统一。有了民

使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的地位。同时农耕生产

族融合和国家统一这条历史线索的有力贯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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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文明才不至于因为内外因素的干扰和冲击所

国古代园林艺术、
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之大成, 是

中断。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 在分裂以后就不见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 最后形成与巩 固的历史见

有统一的国家再生。而在汉朝以后, 中国却出现

证, 实质上它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及其文化

了融合中原和草原民族文化精华为一体的唐朝,

的结晶。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和现

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辉煌的一章。与

实问题, 离开了这一点, 也就谈不上避暑山庄的重

此同时的阿拉伯帝国, 在分裂后再也没有出现重

大历史文化价值及其现实意义。在建设富强、
民

新统一的迹象。唐朝以后的中国虽然也曾一度出

主、
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 祖国统一及

现过分裂现象, 但是双方以至各方从来都以实现

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关乎中华民族的现实命运。我

统一为己任, 他们从来都不曾承认中国的分裂是

们应当切实把握避暑山庄文化的本质所在及其核

个合理现象。从元代至清代, 中国的统一达到了

心内容, 不忘滦河流域这块历史文化沃土给予我

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巩固程度。

们的昭示, 顺应时代的潮流,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滦河流域以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已经证明,
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民族融合也是大

和加强民族团结,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努力。

势所趋、
人心所向。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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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uanhe river valley to the ethnologic syncretism
L I Yue- hui
( Hebei Committ ee, People. s Polit ical Consult ancy Commit t ee of C hina,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31, China )

Abstract: Environment is a natural basis for t he sy ncret ism of nat ionalit ies. T he Luanhe river valley,
bet ween t he North China plains and Inner Mongolian g rasslands, has f eatured as a unique example of t he
nat ional syncret ism in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al priorit y and econom ic combinat ion. T he syncret ism is
based on a psychological and cult ural assimilation, Chinese ideological cohesion, ag ricult ural and herding
mutua-l reliance and complement at ion. Geographyw ise, t he Great Wall serves as a binding line joining t he
both t oget her. Consequent ly , political unif orm it y has been reached, w it h the Royal Summer Resort of t he
Q ing Dynast y as a sound wit ness. So the Summer Resort is bot h a symbol of et hnological syncret ism and
polit ical solidarity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L uanhe river v alley; et hnological syncret ism; environment ; cult ural assimilat ion; economic reliance; polit ical uniform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