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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与比较可能
———基于美国、法国、泰国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启示

袁 剑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摘要:随着当前研究视野的拓展和中国对外认知的深化,边疆研究也在逐渐扩展关注的时空范围。中国的边

疆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历史及其传统,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关注边疆治理与跨界现象。而与此同时,由于世

界内部的关联性,自近代以来,外域各国的边疆实践及其观念变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自身的边疆认知。通

过梳理美国、法国和泰国边疆概念的研究个案,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揭示边疆研究所具有的域外资源及其比

较可能,为更全面地认知中国边疆研究提供必要的外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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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边疆研究的世界语境: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民族国家、疆域、认
同等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边疆研究作为认知国家与

社会内部整体性空间及其内在权力结构关系的重要路

径与方法论,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一种对于边缘地域、社会与族群的区域研究,从而

构筑了当代国家整体性认知的重要方面,并通过历时

性的推演,探究更为久远的古代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场

景及其内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边疆研究

的推进与深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当下的民族

国家体系及其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的内在变迁提供了

必要的工具。
边疆现象是一种世界的普遍性现象。鉴于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中国的边疆研究带有更多的史地

色彩,跟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形成独特的内在关联,主

要关注历代王朝边地控制与治理问题;而在同时期的

欧洲,历史上各大帝国也关注其边疆地域的定位及其

对自身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言,在整个古代,不管是欧

亚大陆的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一个将边疆从一个

“局限区域”的定位逐步转变为“混杂区域”定位的过

程。在欧洲,以巴尔干、俄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东方

问题”就是这种“混杂区域”的鲜明体现;而在古代中

国,长城及其周边地域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种“混
杂区域”。

随着近代世界的理念变迁,传统的帝国纷纷向民

族国家结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国家、政权、区
域的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曾经长期具有属人特质的

一般意义上的藩部-部属结构与分类在治理中逐渐消

解,而具有属地特质的边疆结构逐渐形成,并成为作为

帝国结构继承者的民族国家结构化叙事的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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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疆研究同样在近代转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

角色,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为塑造和巩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而关键的学术基础。随

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国

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摆脱了当初救亡

图存的历史需求,开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认识和

面对内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边疆地区在中国-域外的

国际交往中所起到的连接枢纽地位。这既不同于古代

中国语境下对于边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积贫

积弱背景下基于国家独立与巩固而对边疆在国家内部

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安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更多面

对的是当代边疆地区发展及其内外交流与互动的问

题。这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当代最为重大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整个世界在同

一时期内的各国边疆话语发展问题。由于世界自然与

社会环境的巨大性与复杂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

在边疆理论方面存在着历史语境层面的差异,其中就

包括由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以及像英、法等欧洲本土

帝国竞争及其延伸出来的殖民地话语竞争。在这当

中,存在几种主要的边疆理论框架,这些框架要么基于

国家合法性论述,要么是为了实现从血缘民族向疆土

民族的定位转变,要么为了地缘政治安全,而在具体的

实践中,各大国往往会是这些框架的综合。这些边疆

理论话语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基于实力政治,并建基于

逻辑一致性和历史连贯性的概念竞争。
因此,当我们重新面对和审视一个充满多样性和

关联性的复杂世界时,中国域外各国在边疆方面所具

有的特质及其在各自国史叙述中所展现的连续性与逻

辑性,就值得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有更全面的把握。
这一方面能使我们更好地认知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层面

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所具有的共同趋势及其在边疆概

念方面的相关表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到各国因

其自身历史、文化与世界观而在边疆话语层面呈现出

的独特性,及其在这种独特性背后所呈现的政治与现

实行为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眼光始终

是同时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只有当我们对世界范围内

各国的边疆理论及其关键概念加以必要的关注和认

知,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中国自身边疆理论

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并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

帝国边疆话语经由殖民地的相关实践而对当时中国所

造成的外部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知近代以来中

国边疆理论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部影响,进而更好地认

知全球化时代边疆社会所呈现的“跨界”现象及其理论

阐释。从根本上说,理解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将为我

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边疆研究并为实践提供比较

新可能。
二 美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特纳之外的新意

义

作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国家发展的过

程也是一个边疆逐步拓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以
特纳(FrederickJ.Turner,1861-1932)为代表的美国

边疆学派在这一时期为美国精神和美国疆域版图的构

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93年,特纳在题为《边疆

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演讲中指出:“在美国人的思

考和表达中,‘边疆’已经逐步意味着定居区边缘,而不

是像 欧 洲 那 样,意 味 着 政 治 边 界(politicalbounda-
ry)。”[1]197-227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认知美

国边疆特质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疆域拓展史有着更为复杂

的历史背景。当我们关注美国边疆的特征时,也需要

进一步对特纳的相关论述进行新的思考。对此,美国

学者约翰·T·朱里塞克作了详细专门的论述[2],为
我们提供了思考与认知美国边疆概念演变及特纳相关

定义内涵的重要线索。
他指出,特纳定义中的这一“边疆”概念,实际上是

在19世纪晚期被创造出来的,在这之前,所有的相关

含义都传承自欧洲。朱里塞克认为,《牛津英语词典》
中“边疆”一词的主要条目可以被视为近代以来的英国

人和欧洲人使用这一词汇的微缩历史,这一定义与其

他欧洲语言的著名词典所作出的解释是相似的,意指:
“(1)一个国家直面或者说面对另一个国家的那部分区

域;(2)边界地区(themarches);(3)与另一者相连接的

边境或末端。”他进而指出,对这一定义的适当解释,事
实上就包含了“边疆”一词的三种意涵,需要将它们三

者区分开来。上述三种意涵的第一个,描述的是一个

国家的外缘,换句话说,就是边境。上面定义的第三个

在某些方面有很模糊的意涵,这一意涵被理解为一个

“与另一方相毗连部分的末端”,甚至“边境”也可以意

指一条边界线,在这里,他将其看作是“边疆”的这三种

相关意涵中的第三种。上面定义中的第二个意涵———
“边界地区”(themarches),在逻辑上可能、在时间顺序

上也处于另外两者之间。此外,同一本词典也告诉我

们,“边界地区”(march)意味着“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

国家分隔开来的大片争议区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

间区域(intermediate)或者边陲(borderland)。“边疆”
三种相关意涵中的第一个,我们往往将之视为(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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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同义)一个地区(areal)概念,并且这片领土仅仅属

于某一个国家或者一群人。第三个意涵(与“边界”同
义)则是一个线条概念,并且这条线不属于某一个国家

或一群人,而由好几个共同占有。第二个意涵(与“边
陲”同义)则是一个过渡形式,“边疆”依旧是一个地区,
而不是一条线,但是其不再被设想为由某一个国家和

人群单独占有。与另外两个意涵相比较,“边疆”的第

三个意涵很少见,并且在现代参考工具书中也很少被

提及,可能这一意涵最为常见的时期就是既不是“边
境”也不是“边界”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大致是在18
世纪和19世纪早期。[2]

他进而认为,特纳对欧洲用法所具备特征的描述

是误导性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特纳对于“边疆”的美

国意蕴所作的描述则更不精确。很明显,特纳没有注

意到之前已经考察的三个弃用的定义,因此过度简化

了美国的用法。但是,当他忽视了“边境”、“边陲”和
“边界”这些来自于欧洲的更为现代的定义也在美国使

用时,他所犯的错误也就更为严重了。特纳似乎是在

说,美国为“边疆”所赋予的重要界定,即人口稀疏的定

居土地的外部边缘,几乎在美国一直占据主流。他含

蓄地将这一关键立场保留了下来,即使有其他人将这

一点更为直白地表述出来,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批评

能对之发起挑战。随后的历史学家甚至是词典编撰

者,也将“边疆”一词的美国用法一直或者几乎是共识

的这一观点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实际上,这种看法

是站不住脚的。对早期美国词典和同义词文献的考

察,将有助于我们证明这一论断的精确性。作者进一

步分析并介绍了“边疆”的六种定义,并且对其中四个

在19世纪之前北美所普遍使用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和

举例。可以发现,这四个中的三个(“前哨”、“屏障”和
“边境”)都来源于欧洲,还有一个(“边疆”意味着“边疆

开拓者”)来源于北美,剩下的两个定义(“边陲”和“边
界”)在后期才出现。这四个含义中的每一个都有军事

内涵,尤其是当这一词汇在美国早期用作形容词时,其
通常是表达诸如“边疆的防御”、“边疆的战争”和“边疆

的束缚”。除了“屏障”这一含义,这一词汇通常都用复

数。在这样的语境下,可以从众多的例子(前哨、边疆

开拓者、边境)中加以概括。从时间轴上看,在19世纪

之前,“边疆”一词在美国的用法并不是分析的重点。

19世纪之后,在相关的美国早期参考工具书和其他史

料中,这一词汇在意义层面并未显现出多大创新,也没

有出现任何模糊或深奥的使用方式,更没有发现特纳

的定义。但这样的概括在进入19世纪之后越发难以

成立。我们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一词汇用于美国西部

的时候,美国对“边疆”的使用开始转向特纳的定义[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晚期之前,人口与

美国边疆位置的确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这是我们在

关注美国边疆概念变迁时必须认识到的问题,即美国

人口与边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有的。1840年,作家

库珀在小说《探路者》中写道,当书中人物达到尚未有

人定居的安大略湖沿岸时,其中一位大喊:“我们已经

远 离 人 类 居 住 地 了! …… 这 里 就 是 边 疆 (fron-
tier)。”[3]38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当美国人谈起边疆

时,他们习惯于捍卫它们,而不是开拓它们。到了特纳

的时代,他所使用的“边疆”概念已经完全与领土分离,
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和进程。与此同时,
随着印第安人王国的瓦解,“边疆”概念开始只在白人

中使用,在印第安人中则消失了,相应地,“边疆人”
(frontiersmen)的概念也从负面转变为正面形象,成为

美国开拓进取精神的代言者。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英文中的“frontier”,源于古

典拉丁语“frons”和中古拉丁语“fronteria”,在1400年

左右的诺曼征服后不久进入英语世界。美国最早使用

的“边疆”(frontier)一词,至少有三个义项,两个来源

于英格兰(边境上的堡垒;抵挡攻击的屏障),一个来源

于美洲(边疆开拓者/边疆人frontier-man),这些义项

随着时间的发展都逐步消失。边疆的线状“边界”含义

逐步取代了片状“边境”含义,在19世纪下半叶占据了

统治地位,政治意涵逐渐超越了军事意涵。在19世纪

早期之前,美国语境中的边疆实际上更多指涉“边境”
(border)。在殖民时代和建国早期,盎格鲁裔的美国

人谈起边疆时,通常指各殖民地、州或者国家或多或少

比较稳固的外缘,因为在当时,这些外围定居者绝大多

数与印第安人毗邻而居。直到19世纪,印第安人势力

衰落后,“边境”(border)一词才广泛运用。当“边疆”
一词运用于美国西部时,美国才从根本上转向特纳的

定义。因此,通过对美国“边疆”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

这么认为,特纳对美国边疆的叙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疆域版图的倒推式叙述。国

史叙述本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说,特纳的这

一边疆话语替代了美国国史叙述的角色,并构筑了20
世纪中期之前美国国家建构的主体框架。

三 法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自然边疆”的历

史及其变迁

作为重要的欧陆帝国,法国边疆理论的发展经历

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筑了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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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边疆观”(naturalfrontier)[4]。早在1885年,
阿尔伯特·索雷尔(AlbertSorel)就不无远见地指出

了地理在法国政治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到了黎塞

留(Richelieu)的时代,随着法国政局和周边环境的变

化,法国的边疆更显得“是由自然绘制的界限”。进入

法国大革命时代,这种整体性认知依然延续了下来,当
时的革命派领袖,如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
quesDanton),依然认为法国的边界线是由自然所划

定的。可以说,不管是在法国的专制主义时代,还是大

革命时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政治高层的

相关决策中,都秉持法国的这种自然边疆观,而这种观

念逐渐内化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导法国对外政策

的重要理念,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定义法

国疆域及其空间的核心概念。总体而言,这一自然边

疆理论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模式,得以长期以来有效地

塑造出法国的独特身份,并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塑

造了关于法国自古以来即有的国家神话。在这种整体

话语当中,“自然边疆”作为一种独特要素,通过将共同

的语言、历史、边界与疆域综合运用的方式,为塑造法

国这一理想化的统一体(idealunity)创造了基础,进而

为构筑共同的法国认同奠定了整体性的基础。
在塑造共同的法国认同过程中,“边疆”概念也经

历了历史性的变迁。如果我们考察法国历史语境下相

关概念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从13世纪晚期开始,法语

中的边疆(frontières)和边界(limites)就开始有所区

分。从那时起,法国的君主制开始逐步强化,并开始通

过宗主权来对其连带性控制区域的“边疆”(frontier)
加以治理。这种边疆更多地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往往

指代与对方相关的攻防区域(前沿与前线区域),与作

为权力空间范围界限的边界线(thelinearboundary)和
分界线(lineofdemarcation)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不

管是边界线还是分界线,实际上更多地不具有军事涵

义,而是具有法律意义,它们都指代具体的管辖区域之

间的边界(limites)。从阶段性的意义上来看,上文所

述的这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边疆”(frontier)概念,可以

说是对13世纪之前传统的以罗纳河、塞纳河、默兹河

以及斯海尔德河作为区分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四
条河流”观念的巨大突破。

18世纪是法国“自然边疆”观奠定的关键时期,但
这一时期的相关叙述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自然边

疆”的叙述又有所不同。对于法国长期以来具有的君

主专制传统来说,由于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性,因此

自然边界的相关实践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随着法

国社会内部思想和语言层面的变化,法国的边疆表述

逐渐凸显出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法国社会舆

论从偶尔使用“自然边疆”(frontiètresnaturelles)这一

概念,开 始 转 变 为 重 复 运 用“自 然 边 界”(limitesna-
turelles)的概念。这种转变,既是法国疆域空间认知层

面从自然边疆向自然边界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法国

社会与政治层面的重大变革。可以说,在启蒙的语境

下,原有的与山脉、河流等相关的自然边疆要素逐渐让

位给了更具弹性的“自然边界”概念,并以此来更好地

论证法国的空间与认同。
在具体的操作和实践层面,君主专制时期的法国

在领土边界上大量使用线条,并通过各种方式明确本

国边界。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当时民族国

家体系与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当时的法国疆域版图基

本已经连成一片,只剩下仅有的几块飞地。在19世纪

初期所签订的几个边界协议中,除了对位于法国南部

的比利牛斯山边界加以确定之外,其他的内容都少有

变动。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由于社会舆论的作用,关于

法国自然边界的相关理念及其现实早已成为共识。以

此为基础,在后续的大革命时代逐渐形成了关于革命

扩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革命后的法国对

抗欧洲“暴君”的革命战争中逐渐成型的,并随着法国

对外扩张的推进,使法国的国家边界现实与自然边界

学说形成关联。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民族政治”(poli-
ticsofnationality)跟对于法国自然边疆的特别关注,
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贯注到法国关于阿尔卑斯山

脉以及莱茵河沿岸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当中[5]。
总体而言,法国的自然边疆观是强有力的,它在法

国的政治实践中常常会周期性地凸显。在从17世纪

一直到20世纪的法国国家建构过程中,这种自然边疆

观展现出其兼具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诸多内涵,并经历

了一个从军事意义上的边疆向主权空间意义上的边界

的变迁过程。从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这种自然边疆

观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在17世纪,法国的自然

边界观念具有了相应的历史形态,不管是在黎塞留,还
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它都超越了既有的所谓高卢自

然边疆,在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8世纪,这种自然边疆观失去了军事性与历史关联

性,成为启蒙思想框架下的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同时

也展现了法国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的弱势;法国大革命

以新的方式将自然边疆政治化,并使其具有了革命扩

张的新意义,从而将其从凡尔登的“四河之境”转为古

代高卢的“自然边疆”;到了19世纪,在法国君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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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传统的彼此调和过程中,这种自然边疆观逐渐

成为法国民族统一体的象征,并随着印刷出版技术的

发展,得以在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社会阅读群体

中传播,塑造出更为稳固的共同认知[6]。
正如海斯(CarltonJosephHuntleyHayes,1882-

1964)所概括的:“它们不但保存了共和国和雅各宾民

族主义,而且也在四年间得到路易十四这一漫长朝代

所不能得到的法兰西‘自然疆界’———阿尔卑斯山与莱

茵河。它们随地传播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原理与习尚。
它们的成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其大部

分的成因不在军事上的特殊技术进步,而在一种在军

士与同胞的心中产生出来的气质。”[7]47可以说,“边疆”
在法国认同的型塑中起到了关键性的角色,甚至成为

后来法国大革命话语的一部分。
四 泰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东南亚的空间与

传统

专注东南亚研究的著名人类学家利奇,在关注当

地社会的内在结构时,曾这样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

不存在重要自然边界的地区,地图上相邻地区的人们

很可能相互之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

的,不论它们的文化特征如何。只要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有序的,并非完全杂乱无章,那么它们内部就暗含着

一种社会结构。”[8]29理解这种结构本身,将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所在的社会及其空间样态。由于东南亚地

区本身的地理与生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

具有自身独特组织样态和关系类型的社会与政权结

构,也就是曼荼罗(Mandala)结构[9]。这种结构不同于

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关系结构类型,它不具有长期的稳

固性,所展现出的往往是在那些没有明确边界而同时

又能大致确定的区域内部的一种独特而又不稳定的政

治状态。在这一区域当中,为获得安全保障,一些较小

的权力单元会向周边的各方寻求庇护。从形态上来

看,曼荼罗可以像六角形那样拓展或收缩,其中每一个

角都可以包括一些朝贡的大权力中心。如果条件合

适,其中的一些纳贡政权就不再像原先那样朝贡,转而

建立它们自己的臣属关系网络。这种结构与我们在东

亚世界所了解的朝贡体系有所差异。
这种理念反映在东南亚的古代政治实践中,就不

仅没有稳定的、分隔的、界限分明的界限,甚至连近代

意义上的边界线观念都显得格格不入。在这一地区,
功能相同的边界是由接触区(zonesofcontact)和间歇

性的阵地战区域组成的。在边界之内,每个王国或公

国的“主权”扩展的限度,是由一种权力关系决定的,而

这种权力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东南亚的殖民边界,
是当地环境施加的压力和欧洲人所带来的影响之间互

相作用的产物。在边界概念和实践上的持久差异,部
分是由于东南亚的环境背景和历史经验的特点所造成

的。该地区一般多山,其特征是狭窄的南北河谷,很少

有能承载密集人口的平原。这导致人口地理分布不

均,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中心很少。这种定居状况,不
仅使整个地区的政治统合变得困难重重,而且还使政

权中心对边远地区 的 政 治 控 制 与 治 理 成 本 大 为 提

高[10]。
泰国(古称暹罗)虽然是近代东南亚地区唯一未被

西方殖民的国家,却同样经历了由传统的边界意识向

所谓近代西方边疆观念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的过

程是漫长而曲折的,期间也伴随着战争与妥协、灾难与

苦痛。一般而言,泰国观念中的传统边界往往有如下

几个特征:(1)它不是由中央权威所决定或认可的;(2)
每个城镇的“边界”(泰语称为khetdaen)主要是由它所

保护的周边地区的范围所决定的;(3)一个王国的边界

(khetdaen)延伸到这些外围城镇以及它们的权力能够

达致的区域的极限;(4)并不是因为整个边疆被看成是

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的区域,因此这块区域就受其控

制;(5)在一些地区,一个哨所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双方

民众都能被允许穿越两个边疆城镇之间的地区或者随

便居住下来;(6)假如在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存在着一条

走廊式边疆,那么一方的民众就被允许在他们一侧的

走廊地带生活,但不允许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控制下

的地区,这种情况下巡逻队的巡视区域就意义深远且

必须加以确定;(7)主权的边界可以在没有另一个国家

同意或者承认的情况下加以确定;(8)边疆地区是否开

放,标志着近代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近代

之前,两个相邻政权之间的边疆关系也类似,只不过以

不同的方式来加以体现[11]94-98。
随着近代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其边疆观念也作

为西方地理知识的一部分带到了这一地区,并与泰国

本土的“边疆”概念形成了差异与冲突。英国人所秉持

的“边疆”(boundary)观念跟泰国本土的边界(khet-
daen)观念有着质的不同。正因如此,泰国所秉持的本

土边界观念受到了干扰,而“boundary”观念则将自己

塑造成一种意指的替代品。换句话说,通过一种具有

兼容性的术语学,“boundary”试图将其观点打造成一

种兼容性的信息。在这种语境下,其指涉的内容变得

模糊不清,同时展现出不同的观念。这种情况导致了

变动不居的实践———两种边疆观念的实践活动相互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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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直到形成一个最终的结果。当然,统治这种边疆实

践活动的规则,也同样受到了干扰,并发生了变化。通

过同意被卷入到与“boundary”观念相关的实践活动

中,泰国官方已经让新的规则与实践行为确立起来。
泰国官方越是同意英国人的要求,他们与本土边界

(khetdaen)相关的习惯性行为就越是被撼动、改变,并
向英国人的规则靠拢。

在这种环境下,近代泰国所经历的边疆危机,实际

上就是由泰国的传统边界观念与近代英国或法国边疆

话语之间的冲撞,各自对于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理

解不同而引发。结果就是,伴随着近代西方地理学的

渗透以及民族国家体系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逐步成

型,长期以来当地所存在的共享主权逐渐被近代民族

国家意义上的排他性主权(专有主权)所替代,近代泰

国也不得不接受以英国边疆观为基础的西方地理学划

界原则,在冲撞与妥协中保全自身的疆域版图,进而在

这种疆域的近代转型与变迁中继续书写并阐释自身的

这段历史[12]。
五 结论:国史叙述、比较视野与边疆治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边疆概念构成了各国边

疆理论话语的基本单元,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史叙述则

构筑了各国边疆理论话语的整体背景,并为边疆理论

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历史性资源。美国、法国和

泰国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它们正是在对自身国史的叙

述中逐步实现了对自身边疆理论的构筑与整合,并最

终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认同。
近代殖民帝国的扩张过程,同时也是这些帝国边

疆理论及其概念在全世界散布的过程。涉及到当时的

东方世界,我们可以发现,殖民帝国的边疆概念的话语

流动深刻影响了殖民地及其周边区域,例如位于东南

亚的英、法殖民地当局,通过与当时中国的边疆冲突与

划界活动,而对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地区造成事实上

的话语影响,与此同时,俄国、日本等国在中国西北、北
方和东北边疆地区同样通过制造边疆争端、构筑不同

的边疆观念等方式,对中国在这些区域的边疆话语造

成巨大影响。时至如今,这些影响依然会在特定的背

景和场合下凸显出来,影响中国自身边疆理论话语的

权威性与完整性。
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海斯在1945年12月美

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所作的著名演讲《美国边疆———何

为边疆?》中,曾这样期待学习历史的美国学生:你们

“不管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发展,如果能同

时成为一个外国历史的专家,懂得如何进行比较研究,
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出色的历史学者,更容易

摆脱偏见的困扰。同样,一个学习外国历史的学生如

果能够把自己的领域扩展到他所研究的国家之外,也
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研究

一个特定历史课题,比如民族主义、奴隶制、民主、边疆

等等时,无论其当下的研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多么

特殊,如果他想要让自己的研究旁征博引,见解睿智,
就必须对其他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博学多识”[13]216。如

果说,这是二战刚刚结束之际,一位美国学者对于迈向

全球大国地位的美国及其世界视野的期待的话,那么,
在新时代的入口,同样作为大国的中国,我们的边疆研

究也理应有对于外域视野与比较研究的期待。无论中

外,我们所有对于外部世界与外域国家的认知都将回

到对于中国本身的思考。中国边疆理论话语的形成,
不仅受到本身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近代

周边列强及其殖民地边疆话语的制约,除了美国边疆

学派、法国的“自然边疆”观之外,还有俄国边疆扩张理

论及其实践、英国的“科学边疆”观等,而这些又与该国

或殖民母国的国史语境存在紧密的关联[14]。因此,要
更全面清楚地了解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的形成史,
就完全有必要了解和认知域外诸国边疆理论及其核心

概念的形成历程。
当代的世界正在为中国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正如

斯文·赫定在他《丝绸之路》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丝绸

之路所经过的地方,过去曾在诸多国家和帝国之间爆

发过血腥的战争,但是,文明之间的和平往来却始终未

曾因此中断,他并且期待:“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

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

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15]230-231随着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也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边疆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中也将扮

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边疆治理在新的语境下也将呈

现出与以往的边疆稳定与管控所不同的新面相。在这

种转变当中,我们理解外域的经验与实践,也必将更好

地促进本国边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为当代中国边疆

理论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初稿曾在2018年3月11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边疆与民族”系列讲座上宣读,得到各位师

友的诸多指点,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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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ResourcesandComparativePossibilityoftheBorderlandStudies
———BasedontheAnalysisofBorderlandTerms
intheUnitedStates,FranceandThailand

YUANJian
(InstituteofGlobalEthnologyandAnthrop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WiththebroadeningofthecurrentresearchhorizonandthedeepeningofChina’s
foreigncognition,borderlandstudyisgraduallyexpandingitsfocusonspaceandtime.China’s
borderlandstudyhasitsownuniquehistoryandtradition.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

itpaysattentiontofrontiergovernanceandcross-borderphenomenagradually.Meanwhile,due
totheinterrelationwithintheworld,thepracticeandthechangeoftherelatedconceptsoffor-
eigncountrieshaveaffectedChina’sowncognitionofthefrontierareastovaryingdegreessince
moderntimes.ThroughtheanalysisofcasestudiesonfrontierconceptsoftheUnitedStates,

FranceandThailand,thispaperrevealstheextraterritorialresourcesoftheborderlandstudyand
itscomparativepos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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