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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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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约20年之前即有学者呼吁构筑或建构中国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随着中国大陆学界对边疆研究的推

进和积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撰文对如何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见解。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所涉及到的边疆

研究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反映出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两个方面。其中,边疆的共性决定学人认识的基本性质,而
学人间对边疆个性认识的差异,导致业内出现了如何界定边疆学的出发点的命题。“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

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与“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即新的边疆研究体系,其实既有共性也有个

性。如何解释和更深地研究边疆、建构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实现边疆研究的个性与共性的通约与转化,已经成为

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对于国家决策能否有边疆理论的支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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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学界的边疆研究之中,类似人们对

世间事物的认识,一旦上升到理性层面后,在归纳整

理之中发现其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也普遍存在着。边

疆研究的共性与个性,大致可以用哲学的整体与部

分关系理论进行分析,基本上是一个事物内整体与

部分或不同部分的关系。在此,认识到一类事物中

不同差异的个体能否构成完整的事物体系,应是边

疆学研究者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 对边疆现象研究不同理性考量的出发点

在中国大陆学界,现有“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

疆学”的研究都是对边疆现象的研究,其中有着共性

与个性问题,这种问题体现在边疆研究的业内,自然

而然地形成了有着不同学理阐释下的边疆研究“学
术共同体”,并“对中国边疆现象研究和边疆理论研

究产生深远的影响”[1]。从目前多数研究者的著述

或者论文表述的内涵看,两者有着的共性是比较明

显的。即在学术的视野中,学人们都关注到地理因

素上的人类社会如何攫取资源的现象,同时也关注

到在这种攫取活动中划分出的地理疆域和边疆,大
多数相关的研究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而且在进

一步的研究之中,大都试图回答边疆形成的缘由或

边疆形成的规律。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大

体有着两分的个性。即有些研究者恪守着传统的边

疆理论,采用的研究方法一直沿着老旧边疆观轨道

行进,对新的边疆研究方法予以排斥,不了解或不接

受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不可能做到有机的跨学科

研究,一直在单科的逻辑中演绎边疆理论;而新起的

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敢于打破陈旧的

思维和老旧边疆观的窠臼,运用哲学思考边疆研究

的基本问题,质疑那些已有的定论,将科学哲学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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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于解构几十年来边疆理论的主线、学科依托、主
要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从中打开边疆研究的新门径。

恪守传统范式边疆研究的群体基数很大,主要

是院校学科细分的延续,研究者对细分的学科方法

有着导向性依赖①,亦即较多的研究者将有着单科

内涵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法用在大量的单

项与单向的研究中,“将众多分散的单项研究依照原

样归置起来,反复在原地深掘”;尽管近十多年来有

人“提出了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倡议,但后来因

为缺乏相应的方法论,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能解决

如何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的跨通问题”[2]12-33。我

们认为,不应再恪守某几个单科研究的逻辑和框架,
以人文地理内涵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边政等为

出发点,推动新的综合,提高边疆研究的理论层次,
努力在相应的层面上建构学科体系,即建构一般边

疆学②[2-3]。
由这些问题,业内形成了两种“边疆学”或两分

的研究取向。经过分析,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可以“通
约”和不可以“通约”的差异之处,因而可将两者分别

称之为新旧边疆理论或者新旧边疆观③[2-3]。两者的

共性与个性问题,由两种不同逻辑而产生,并形成各

有相同又各自不同的看法。
从一般性的学理对比研究看,传统的边疆研究

是有着理论立论依据的,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边疆

理论着眼点主要就在地理边疆,将可见的地理疆域

作为边疆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主要的讨论和研究集

中于地理边疆,无论是史地资料的辑集研究,还是民

族宗教的实地研究,甚至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均聚焦

于地理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这也是很常见的

研究路径。
从学理上看,各个学科对边疆研究的某个论点,

都能够在自身的范畴之中立足。众家立论的依据,
有一个逻辑的起点,那就是几千年的历史绝大多数

处于渔猎农耕以及前工业化时代,无论是和平的物

资交换,还是残酷的军事战争,所要占据或穿越的地

带,基本上都始于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在这种情

况下,无论是政权执掌者,还是一般的官员与学者,
所注重的问题都是以国家以往的经验为基础,不断

深挖以往经验(史地)的价值,形成边疆研究的出发

点。而在深挖之后的推演即学术演绎,也是建立在

前人比较成熟的学科基础上的,提出地理边疆的整

固与治理的研究结论以及针对地理边疆的决策咨

询,是符合人文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学科一般原理

的。
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地球人类世界的疆

域,包括由不同疆域引发的边疆问题极大地扩展了,
国家的地理空间向着其他空间扩展,产生了越来越

多的边疆现象,各个大国所依据的疆域也出现了边

缘的交叉,甚至出现了相互的叠合,各类问题层出不

穷,亟需边疆研究打开科学阐释的理论门径。近些

年,国内外边疆研究的一些前沿课题所提出的边疆,
已经不再局限在地理边疆的范畴,犹像那些新的概

念如“战略边疆”“利益边疆”“虚拟边疆”“信息边疆”
等不断涌现一样,都是对传统边疆研究的拓展,也是

对地理边疆研究的衍生,是新思维与新理念结合的

理论产物,具有新的边疆理论研究和新边疆观的属

性。
由此以观,古往今来的边疆研究首先还从人们

的实践出发的,人们在最直观的视野里能够看到、感
受到疆域,直接影响到了自身对资源的获取,影响到

族群、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其核心首先在于能

否得到在安全状态下的持续性。这种很朴素的直

感,带来了人们对疆域、疆界、边疆等现象的思考。
随着实践的一步步推进,思考也在一步步推进,各国

的边疆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近几十年来,在国

家战略的边疆博弈之中,传统的边疆观随着实践不

断发生变化,不再拘泥于地理因素而朝着更多的因

素去考量边疆问题,除了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宗
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介入其中,信息学、战略

学、决策学、管理学、协同学、系统科学等学科也介入

到边疆研究之中;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边疆研究,得到

了具有先发优势的自身知识体系的支撑,依赖科学

哲学开辟的道路,在边疆研究的领域之中诞生了诸

多国策级大师,而且在新的实践之中不断发展着其

各自的边疆理论。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使得边疆研究出

现了新的态势,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也促使人

们认识到对这个态势如何解释的紧迫性。所谓的大

数据技术,进展极快,且日益成熟,为大国博弈带来

了大量的新问题。例如,借助信息技术,在现实的国

家博弈中,西方大国与强国策动的“颜色革命”、“国
际金融战争”乃至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与科技大战

等,这些现象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世界性的疆域在多

个层次上划分出边疆,保护与守卫这些边疆,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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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 从新的边疆理论研究角度看边疆现象

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历史,说明了对环境的认

识、认知的重要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对环境

主观能动地进行利用的实践,在从部落到部落联盟

再到国家的各个阶段,将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反

作用经过理性的认知,上升为不同时代的疆域观包

括边疆观。这一切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即任何理论都是那个

时代的产物,本质上都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过

程④。人类的边疆观念,是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和

对环境反映的阶段性产物,这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

中依托于生物性需求所达到的一种理性,即人类的

各种组织和行为体为生存而在时空中进行的竞争,
亦即社会进化到国家组织阶段时关于疆域以及疆域

边界的认识和认知。其底蕴在于,无论何种形态的

国家,必须在一个空间及资源的配置活动中求得生

存乃至发展,以避免被灭国的命运,同时力图争取到

更多的疆域、更多的资源来实现更好的发展。经历

了很长时期的发展,国家疆域和边疆研究逐渐形成

一种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发展支撑着边疆学

最终成为一门科学。
地球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恒称(was’t

alwaysbalanced)的多重世界,越来越多的变化改变

着国际政治格局。如果仅仅从边疆的形态变化上

看,任何边疆都是镜像存在的。即凡是能够被人们

纳入“边疆”范畴之中的,绝大多数是对应存在的,有
此有彼,此模糊彼模糊,而此清晰则彼也清晰,此变

化导致彼变化。例如,陆疆国家的边疆为两侧对应

出现,相邻国家对边界的控制力度在正常情况下也

大致相等,至于岛国或半岛国家也有边疆的镜像,只
不过尺度更大,要延伸到他国为参照才能看清楚。
再如,互联网作为虚拟疆域,就会有边疆的出现,而
构筑虚拟边疆的活动也由参与博弈的双方或多方对

应于镜像。还如,当空疆、外空疆产生之后,对应的

镜像活动很快就会出现。在边疆研究之中,这些镜

像现象,如果没有哲思,是不容易被提炼出来的。中

央民族大学袁剑教授曾经在课件稿中指出:作为操

作性定位的“边疆”、历史性话语的“边疆”,还有结构

性关系的“边疆”,都在起着变化,例如结构关系的边

疆正是“一种基于权力配置的中心与边陲间的结构

性关系”而产生的,在这种结构当中,中心具有支配

性地位,边疆则服从于中心;一旦两者间的结构性位

置发生转变,边疆就转变为中心,中心则退化为边

疆,两者始终处在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当中,并在当代

的世界体系、大国结构和民族国家内部鲜明地体现

出来[4]。
面对着十分繁复的边疆现象,坚持以陆疆为主

要视野的研究人员,尽管也知道当今世界的飞速发

展产生了多种“边疆”,但由于在以往的研究中产生

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⑤,依然将陆疆研

究中人文地理的主要问题作为边疆视域进行研究,
也冠名为“中国边疆学”。有些研究人员对具有边疆

性的问题进行深究,结合国家的边疆战略,把视野扩

大到早先没有注意到的疆域之中,看到了新旧不同

边疆理论所能覆盖和适用的问题域以及靶域。我们

感到,这样的研究,才有助于建构出符合学科内涵与

外延的边疆学。
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阶段的边疆问题研究,都

与国家政治实体和决策者的需求有关,亦即与一国

的地缘政治语境相关,成为该国理论界所关心的重

要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的边疆研究理论,不是

政治家、国家首脑们具体从事的一项事务,而是由有

思想的社会活动家与思想家(包括高端研究人员)提
出或构建的一个系统理论,再由政治家、国家首脑等

人物在实践中予以实施或在实施中予以提升的。政

治家们将边疆问题归纳成寥寥数语的讲话,也只是

反映了当时学界研究的一种结论,不能视为学术的

推理与研判,更不能作为学科建构的内涵和学术逻

辑演绎的依据。从古希腊、古中国等的历史到近现

代英国、德国、美国和中国现实中,这一现象一直存

在着,构成了古今中外边疆观与边疆学说循环往复、
不断提升的历史。这也是理论上的边疆研究,或者

是关于边疆学认知的逻辑起点之一。经过学界多年

的努力,当代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学也循着这一轨

迹而诞生。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一般

边疆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疆域和边疆观有着

十分重要的学术指引作用。
三 新旧边疆观在学术研究上整合的可能性

在国际形势出现新动向和各个大国边疆理论不

断推进的态势中,我国的边疆观确实到了面临更新

的区间,我们不仅要看到传统边疆理论的合理性,也
要看到其缺乏新的适应性,需要在此基础上朝着新

的方向迈进;我们更应该看到,人类知识体系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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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科学哲学视域下的新旧边疆研究的共性、个性及关联

新的边疆研究(范式) 旧的边疆研究(范式)

个性

不再恪守某几个单个学科研

究的框架和逻辑,主动追求哲

学思辨,自觉将科学哲学原理

用于建构学科体系,以人文地

理内涵的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边政为出发点,推动新的

综合,提高边疆理论层次,推
动解决交叉(跨学科)研究,努
力在相应层面上构建学科体

系。

共性(可以通约)

都对人类获取生存资源体现在地

理因素的现象予以关注,同样对如

何划分地理疆域与边疆的历史因

素做出分析,都关注地理边疆的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具体学科的

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形成“科学共

同体”,并提出策论,为国家政治决

策和边疆战略服务。

个性

恪守单个学科自身逻辑演绎,基于长

期以来人文地理内涵的历史、政治、经
济、文化、边政等视域,将众多分散的

单项研究依照原样归置起来,反复在

原地深掘,缺乏哲学思辨,不能自觉地

将科学哲学原理用于研究,缺乏相应

的方法论,一直未能解决交叉(跨学

科)研究问题,很难形成学科体系。

经过学术整合,有进一步形成关联的可能性

未完成的领域还很多,其中就包含着边疆理论的创

新。其中,共性与个性是相互关联的,完全可以在更

高的学术层面予以整合。其研究路径是在科学哲学

的视域中,找到两者的可通约性,进入到问题域之

中,将其共性进行新的整合,提高其理论的自洽程

度,而将不可通约的部分视情况分置于不同的靶域,
将其个性问题作更深的研究,挖掘出今后可以纳入

共性的因素(如图1)。这样所产生的边疆理论,不
仅使得学术研究水平得以提升,也使得学术研究不

断贴近现实,对实践中所需要的国家决策有着重要

的理论支撑作用。
总之,在经过了哲学思辨之后,运用科学哲学的

原理,通过“知识迁移”的方式,在高端思维中将亲缘

性的学科跨通,并建设性地设计跨学科的“管道”,将
边疆研究的“问题域”和“靶域”做交叉综合研究,能
够较好地阐释古今中外的边疆现象。若如此,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和学科体系,使得社会各界

都能够理性地认识边疆现象,尤其是业内研究者在

研究中不断丰富边疆学学科的要素,持续扩展学科

的框架,最终实现边疆研究的学科化。
在理论上,有必要在前期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

快地再提升一个层次,完成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

构架。在构建起中国边疆学之时,也应当构建起一

般边疆学。一般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是从属关系,
亦即一般边疆学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基础理论。从这

样一个基本认识出发,立足于人类社会的边疆现象,

从中抽象出边疆的一般属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一

系列的逻辑演绎与命题论证,尽力构建出一个对边

疆现象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而这也正是一般

学科体系的构建过程。因此,对边疆学基础理论进

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前,因
面临中国国家外向发展和内部治理的形势需要,国
内边疆研究蓬勃兴起,涉及到边疆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环境、安全、发展等各个方面,其中建设边疆学

学科体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前所述,现在中国大陆学界的边疆研究中,已

有的倡议或呼吁文章乃至著述,主张以民族学、边疆

史地、边政学为载体,其研究结果很难涵盖国际上包

括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涉边领域,对超越民族学、
边疆史地、边政学范围的涉边问题不具有一般解释

力。从边疆的基本属性出发,经过哲学的思辨进行

逻辑演绎推理,以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

为载体,通过对国家政治主体行为的分析,可以形成

对国际上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涉边领域具有一般解

释力的边疆理论。
在实践上,近些年中国边疆理论的贫乏以及学

科建设的滞后,使得国家边疆战略与边疆治理的实

践处于一种被动适应与逐步摸索的过程之中,较之

西方国家有前瞻性的边疆战略以及深厚的理论积

累,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的,难以适应作为一个复兴中

的大国相关战略和发展实践的要求。因此,从国家

的需要来看,不仅要针对边疆地区出现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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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需要从基础理论做起,从最基

本的现象与概念出发,形成学科体系,深掘慧泉和广

开视域,帮助各级各类人才理性认识边疆问题,才能

使中国边疆战略与边疆治理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

础。
四 新边疆观的拓展性:以网络边疆为例的讨

论

凡是能够利用的空间,都有群体划疆划界的行

为。只要人类群体产生划疆划界的行为,参与这种

行为的活动主体即行为体将不断增加。于是,疆域

与边疆的现象之中,就出现了“介入与反介入、认定

与反认定,在划定之后又产生扩张与收缩、整固与分

离等活动”[5]。简言之,从一般边疆学研究的对象

看,人类对身边空间的活动,无论其属性如何,必定

反映出人类疆域划分行为的规律性。人类对自己构

建的互联网这个非自然性的空间,也有着自身活动

规律性的体现。
从一般边疆学研究的角度看,划定疆域的众多

行为体,需要借助力量,做出谋划,制定战略,以整固

边疆。当今的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在互联网之中

以协议群(IPS)的形式占有一片疆域。各个大国借

助互联网的科技承载力量,有头脑的决策层早就开

始在这个疆域中进行布局,这已经是不用质疑的事

实。一段时间以来,国家之间的博弈已经在这个疆

域中展开,很多互联网网络空间的“边疆”映射出地

理边疆的所有特征。这是边疆由地理空间衍生到虚

拟空间的典型例子。事实上,各大国已经对网络疆

域的划分与主权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磋商⑥。毋庸讳

言,理论明显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值得反思,这个问题

阻碍了边疆研究朝着更广与更深程度的拓展。
各大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通过在互联网上

所占有的位置和控制的“大数据”份额,显示出各自

的软实力(softpower),有的进行跨国盗窃情报,攻
击门户网站,挑战他国的主权;恐怖组织则通过互联

网进行跨国策划并组织实施行动;煽动颜色革命的

组织,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挑动民众对抗社会甚至

推翻政府;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战争”、“经贸

战争”的发动者,可以通过便捷快速的互联网在短期

内完成对敌方金融和财政系统的打击,并且可以预

先设定对这一打击所要达到的精准范围和程度。总

之,率先占领互联网疆域的优势国家,攻击敌国的各

项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可以说,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浓缩了因

工具性变革而造成的人类生活范围急剧扩张的历

程。之前,人类经历了以几十万年(石器)、万年(金
属器具、竹木器)、千年或至少几百年(金木复合器

具,机器、大机器)计的三个漫长发展阶段,但人类文

明进化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缩短,人类活动扩展的范

围却一次比一次要大。即便如此,到20世纪,人类

也没有完成对身边的陆、海、空、天四大自然疆域的

全部占领。但互联网出现之后不到50年,人类在自

己建构的第五大疆域急剧扩张,不仅使物质世界产

生了一个超自然态的空间,成为人类社会行为体竞

相进入的疆域,还能辅之以人类群体对地球上本身

存在的四大疆域的继续进入,并且使得这个超自然

态的空间持续扩张,以至于能够虚拟地囊括自然态

的所有空间。抽象地讲,互联网所构成的云知识图

谱(knowledgegraph/vault),使得掌握它的人,在很

短时间就可以运用网络技术缄默地完成对信息即物

质运动的感知,获得现代生活所必要的各种要素。
换言之,互联网所涵盖的疆域已经与陆、海、空、

天等实现了虚拟对接,国家行为体、企业组织行为体

以及个人行为体都可以在这个空间的疆域上活动,
通过虚拟的行为完成实际动作的过程。如小到千万

里之远,瞬间就能够实现的通邮、通话、发送图纸、远
程教育、联动手术、采购物品、结算汇款等,再如大到

指挥航海、航空、航天,检视地球大气与地质水文变

化,调动资源应付突发事件,模拟地下、地上或海面

乃至大气层的核爆炸,分析星系活动与宇宙运行状

态,实现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经贸活动以及巨量社会

活动数据提取等。在这样一个使人类能够感知物质

动态混合性的超感中介场域里面,人们竟然可以对

接在实在疆域中完成任务,虚拟的世界与人类活动

的疆域同在快速延伸,而且这种景象的后续结果很

难预测,除了哲思的想象之外,在现实中有着不可预

后的延伸时空———互联网始于一种可能性空间,也
朝着不可预测的可能性空间发展。

这个基于控制论基础理论和思想的推测,是因

为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信息流组成的。当初

N·维纳(NorbertWiener)就提出:信息本身是物

质,信息具有熵的性质,可以构建出信息流,并在一

个空间当中运行。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此观

点一无所知,但在之后科技革命浪潮之中诞生的互

联网,恰恰有信息论的贡献在里面。由此,能够想像

9

孙 勇 王春焕 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



预测的是,人类社会信息流有多大,互联网延伸的空

间就有多大,亦即这个疆域和边疆就会扩展到多大。
互联网自身属于人工构建的虚拟空间,在可以

对应自然空间领域的同时,又超过这些疆域衍射到

又一个超自然态的领域。例如,互联网还能够介入

到人类构建的另一个领域空间———国际金融(贸
易)。在那一空间中,凡是金融(贸易)要与互联网叠

合的部分,和要借助互联网尽快完成预设任务的部

分,互联网都起着很大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宋鸿

兵教授早就认为,金融领域将成为主权国家的第四

维边疆,并指出金融网络将诸多要素链接起来,“共
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体系架构”⑦[6]自序,6。在宋教

授的视野之中,金融网络与其他构件的组合,能够搭

建出一种高边疆的体系。这说明互联网本身就具有

一个承载与交换机能,人类行为体可以通过由硬件

与软件组合的互联网,进行另一种形式的疆域博弈

或边疆战争。正如论者所言:“在网络虚拟空间中,
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的安全都置于一个开放的无边

无界的虚拟空间中”[7]。新的实践证明,互联网与大

数据虚拟活动所产生的“疆域”,也是有边界的。在

这个“疆域”划分出的“边疆”,越来越与陆疆、海疆、

空疆、外空疆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边疆理论研究

的对象,也成为各国边疆战略不可或缺的研究和布

局领域。对网络边疆的深度分析,是基于边疆现象

共性中的个性研究而得出的。
总之,在学科建构过程的学理研究上,判断一个

事物的属性成为研究问题的起点。只有如此,人们

才能更加深入地感受和感知这一事物。而在感知中

不断认识被研判事物的属性,是对事物进行理性思

维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对自己活动的疆域如陆

疆、海疆、空疆、外空疆,包括对互联网这样人工建构

的空间疆域的属性认识,也同样如此。世界大国、强
国的边疆理论,反映的是本国的软实力。基于实践

发展的边疆理论,必须跟上其步伐。在对历史进行

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现实、关注未来,才能为国家决

策提供智力支撑,造就有利于本国处理边疆事务的

思想和认知态势。将边疆研究中所有的共性与个性

问题形成概念集,进行集成研究,建构出有中国特色

的边疆学,以理论创新支持实践的创新,这是未来国

家战略下大边疆战略取胜概率增大的一个重要方

面,并以此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得以实现。

注释:
①我们认为,成熟的学科对学习和研究具有导向性,从进入该学科的领域之中后,学习和研究的轨迹大体上会沿着该学科的

方法乃至方法论行进。从正面讲,学科方法的导向性,就是一个学科的门径,有利于学习和研究该学科,并培养学术传承人;

从负面讲,一旦熟知并熟练运用该学科的方法以后,“导向依赖”与“路径依赖”会同时出现。

②自2016年以来,笔者与王春焕、朱金春等人发文,就建构一般边疆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参见:孙勇《建构边疆学中跨学科

研究的有关问题探讨———如何跨通边疆研究学术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一致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3期,第93-101页;孙勇、王春焕、朱金春《边疆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2期,第13-18页;孙勇《建构边疆学的底蕴以及相关问题续探———再论建构边疆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央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9-89页;孙勇《建构边疆学的发生学方法及隐喻解题探———三论建构边疆学

的跨学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0-89页;孙勇、孙昭亮《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

体巡检述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孙勇《建构边疆学与原理研究探讨之孔见》,邢广程主编

《中国边疆学》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3页。

③文中原句为“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

④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中有多篇文章阐释了物质与精神、客观世界与主观意识的关系,是我们认

识世界包括认识具体事物如国家边疆等的基本指导思想。

⑤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其学术含义指研究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成效如何都可能产生依赖。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该理论对其他学术研究也具有启

迪作用。参见:道路拉斯·诺斯的论著《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

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制度、制度变迁及经济绩效》、《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

⑥不久前有关方面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印网络空间与主权研讨会,主办方特地邀请本文第一作者以网络边疆为视角作了有关

网络主权的主旨发言。

⑦原文为: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保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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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

日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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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ityandIndividualityinBorderlandTheory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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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ibetanAcademyofSocialScience,Lhasa,Tibet850000,China)

Abstract:SomescholarsbegantopromoteconstructingborderlandstudiesofChinaandthe
correspondingdisciplineabout20yearsago.WiththedevelopmentofChina’sstudyonborder-
land,moreandmoreexpertswritearticlessuggestingwaystoconstructborderlandstudiesof
China.Thepaststudyandpracticeonuniversalityandindividualityinborderlandstudiesreflects
dualcharactersofpeople’sunderstanding.Theuniversalityofborderlanddeterminestheessential
natureofpeople’sunderstanding,whilethedivergenceofpeople’sunderstandingoftheindividu-
alityofborderlandemergethepropositionofhowtodefineborderland.Therearebothuniversali-
tyandindividualitybetweentraditionaltheory,oldandnewviewsonborderland.Howtoexplain
andstudyborderlanddeeply,howtoconstructborderlandstudiesandborderlanddiscipline,how
tocommeasureandtransfertheuniversalityandindividuality,havebecomearealproposition,

whichisquiteimportanttoournationaldecision-making.
Keywords:borderland;borderlandresearch;borderlandtheory;borderland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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