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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交叉形成中國社區學派的研究可為這方面的

代表。社區學派從實地調查來呈現中國農村社會

現象，分析社會問題，並希望為中國內地和邊區社

會現代建設提供應對之策。社區學派的倡導者和

實踐者吳文藻在《邊政學發凡》一文提到中國人

類學研究在內地灌溉種植農村的鄉政建設和邊區

地區的牧畜社會邊政建設方面的應用價值 [1]。可

見，內地鄉村和邊區民族社會的建設是現代國家

建設的重要內容。從實際研究中，我們看到費孝通

以南方稻作村落研究為基礎所追求的鄉村經濟社

會重建[2]。李安宅的夏河地區藏族宗教研究[3]則不

僅挖掘邊區社區的知識品格，而且注重為邊區民

族團結和邊區開發服務。作為吳文藻和費孝通領

導的魁閣社會學研究室重要成員，谷苞根據社區

研究學派的傳統，從鄉政研究轉向範圍更大的農

牧交錯帶經濟社會研究。他根據甘肅農牧交錯帶

社會的特色，從經濟出發貫通原來分立的漢族鄉

村和邊區民族社會的研究。他所從事的甘肅農牧

交錯帶社會調查，不僅呈現與稻作農村不同的旱

作農業和半農半牧社會的經濟文化統一體，而且

關注農牧交錯帶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共同存在的

經濟形態和民生問題。谷苞以多點比較的視野呈

現農牧交錯帶不同族群社會經濟形態和民生問題

背後的文化的差異。由此，谷苞的農牧交錯帶社會

研究不僅創造性地繼承社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而且還呈現歷史分析以及馬克思主義生產關係和

社會問題研究的特色，[4]拓展20世紀上半葉社區
研究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內涵。

鄉村復蘇、邊區建設與族群互動：
谷苞甘肅農牧交錯帶經濟社會研究

■ 李正元

蘭州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

歷史文化學院

社會關懷

一、前言

社會科學在中國早期的發展與帝國主義侵略

所造成的社會和國家建設危機聯繫在一起，不管

是內地農村的研究，還是邊區社會的研究，都表達

出他們學術救國和改造社會的理想。社會學和人

摘 要：農牧交錯帶是我國除農區和牧區外獨
特的經濟空間，也是不同族群共生互動的密集地

帶。谷苞20世紀40年代甘肅農牧交錯帶社會研
究以經濟為主線，論述漢族鄉村復蘇和少數民

族地區社會建設背後的文化差異性和民生問題

的共性，從而呈現農牧交錯帶經濟社會類型的多

樣性以及不同經濟社會類型之間的族群互動，揭

示農牧交錯帶多元一體的社會特色。為此，谷苞

的農牧交錯帶研究突破以往將漢族和少數民族

分離研究的傳統，靈活貫通社區學派和馬克思主

義研究的理念、觀點和方法，呈現出農牧交錯帶

經濟社會研究的關係整體性的學術思想。這種思

想不僅在其個人學術研究生涯中起着承前啟後

的作用，還體現西北地區社會學、人類學早期研

究的經驗和理論特色。同樣，他的學術思想是新

時代我們思考西北社會多樣性與共同性，乃至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可以繼承和發揚的傳統

學術資源。

關鍵詞：鄉村復蘇；邊區建設；族群互動；農牧

交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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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苞（1916-2012）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民
族學家和歷史學家，曾任新疆社科院院長。1941年
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他從清華大學畢業不

久後便加入到魁閣社會學研究室。在這裡，谷苞通

過對雲南呈貢縣傳統行政組織步入社會調查研究

的大門。1944年秋到1949年夏，他在蘭州大學教社
會調查課程的同時在甘肅卓尼、山丹和會寧等農

牧交錯帶[5]地區開展長期的調查研究，關注農牧交

錯帶漢族鄉村經濟發展和邊區民族社會建設。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要在新疆從事民族研

究。他晚年開展對「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研究。[6]

漢族和少數民族共生互動的農牧交錯帶社會的研

究時期可說是其學術生涯承前啟後的階段。目前

學界谷苞論著的再研究主要體現在他雲南鄉村研

究和民族研究領域，[7]缺乏對谷苞甘肅農牧交錯

帶經濟社會研究價值的整體認識。為此，本文從鄉

村復蘇和邊區建設說明谷苞農牧交錯帶社會中經

濟研究的重要性，展現農牧交錯不同社會類型中

經濟文化的多樣性和關聯性。甘肅農牧交錯帶社

會這中多元一體的特色意味着需要超越內地漢族

和邊區少數民族這種二元對立思維認識農牧交錯

帶社會的關聯性特色和整體性價值。如此，鄉政和

邊政，漢族和少數民族社會的研究不再是分立的

領域，而在特定的區域的經驗挖掘和理論分析中

都彼此關聯在一起。換言之，谷苞農牧交錯帶社會

的研究對理解他的學術思想，對認識西北地區社

會學和人類學發展歷史和特色，乃至新時代農牧

交錯帶社會現代化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有重要

的意義。

二、生態、生產結構與鄉村復蘇

農牧交錯帶是地理學和生態學上的概念。我

國農、牧分界大體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值線為
界，以東、以南為種植業為主的農區，以西、以北為

畜牧業為主的牧區。兩區域之間存在一條沿東北

西南向展布、空間上農牧並存、時間上農牧交替的

農牧交錯帶。一般來說，農牧交錯帶社會有農業

社會、半農半牧社會和牧區社會，三種不同的社會

在地理和生態生構成相對完整的區域。此外，這個

地帶內不同民族社會互動頻繁，文化交流密切，是

歷史形成的民族接觸地帶。谷苞20世紀40年代開
展社會調查的甘肅卓尼、會寧和山丹恰好位於北

方農牧交錯帶中，卓尼屬於半農半牧社會，會寧和

山丹屬於旱作農業社會。

谷苞對甘肅農牧交錯帶社會的研究內容和理

論方法有繼承魁閣研究傳統的地方，但也有獨創

的部分。魁閣時期，費孝通先生和張之毅先生關

注鄉村經濟，田汝康先生研究傣族宗教儀式，史國

衡先生研究工廠勞工，惟谷苞的研究是鄉村政治
[8]。在費孝通先生社區研究學派的整體觀和類型

研究影響下，谷苞雲南研究從國家中發現漢族鄉

村社會內生秩序。然而，谷苞的甘肅漢族鄉村研究

更多地從地方社會出發去分析會寧、山丹等地旱

作農業地區農家經濟類型與鄉村復蘇的問題。在

《會寧農家經濟概述》的一文中，他明確指出農村

經濟調查目的就是要弄清楚甘肅不同地域農家經

濟結構類型。因此，他和同事在甘肅隴東會寧、河

西山丹和隴南秦安三個不同的地方選點，希望調

查比較不同自然環境和社會傳統下旱作地區鄉村

經濟類型，找出農民生存面臨的問題，並為西北地

區鄉村復蘇提供學理依據。

會寧屬白銀市管轄，位於黃土高原溝壑區，境

內群山連綿，溝壑縱橫。谷苞調查的韓家集村位

於會寧縣中部偏南。韓家集是一個南北長20餘里，
東西寬約1里許的完整川道。川道的四周都是山，
從平坦完整的川道往兩邊山腳走到山頂，我們可

以看到一層層被開墾的梯田。在川道和梯田之間

20餘里的空間內分布着谷苞調查的韓家集。韓家
集下面五六十個小村落，在谷苞調查的30個小村
落中居住着142戶人家，平均每個村落居住着4.7戶
人家。顯然，這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

韓家集雖然地廣人稀，但土地生產力極低，

能養活的人口也少。在土地為主要生計來源的傳

統農村，村民為了養活家庭人口，只好最大程度地

利用不同地形開墾土地。在韓家集的142戶人家
中，從土地中獲取生計資源的共有138戶。3戶小販
和1戶醫生沒有從土地中獲取生計資源。為此，韓
家集這樣的旱作農業地區，村民將能開肯的地方

依據地形開墾為不同類型的耕地。韓家集的耕地

被分為川地、山地和塬地三種類型。「川地即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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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平的平原地，山地即山坡上的旱地，塬地即地勢

高平的高原地」[9]。

耕地類型的差異是生計方式和地形共同作用

的結果，土地佔有量的差距則每個家庭經濟社會

分化的體現。在韓家集138戶家庭中，自己不耕種
而將土地出租於他人，或者有富餘土地租於他人

的地主家庭有18戶，僅耕種自有土地的自耕農家
庭有61戶，耕種部分自有土地與部分租佃土地的半
自耕家庭有28戶，全部租種別人土地的佃戶家庭
則有16戶，靠在有土地的人家中出賣勞動力為生的
勞工家庭有15戶。這是一個自耕農家庭佔多數的
村落，比江南和華南地區中國農村地主佔有絕對

多數土地的情況不同。之所以如此，谷苞認為「因

為當地土地生產力低，土地上生產的剩餘有限，一

旦養活了佃農，便再沒多的剩餘去養活地主」[10]。

為此，谷苞認為租佃關係不是當地鄉村生產關係

的主要特徵。

儘管租佃關係不是會寧傳統鄉村生產關係的

主要特徵，但不意味着當地鄉村社會不存在家庭

貧富分化和鄉村貧困的問題，只是家庭貧富分化

沒有以地主和農民之間激烈的階級矛盾表現出

來。為此，谷苞通過分析每家生產結構以及當地

農村負債和借貸情況來呈現農村家庭分化和鄉村

貧困問題的表現。谷苞認為旱作農業地區種植農

業和畜牧維持在一定比例有利於當地社會發展。

然而，通過對當地土地經營歷史的挖掘，谷苞發

現鄉村社會分化和鄉村發展問題所在。韓家集在

清同治之亂前人口並不多，同治之亂後，隴南地區

很多貧農來會寧開墾土地。對那些無主的土地，誰

先開墾就歸誰，當時叫「腳佔田地」或「插杠為

業」[11]。當時人少地多，來開墾的人都撿最好的川

地來開墾，只開墾了少量山地。民國以後，大部分

土地都有了主，但來會寧開墾或謀生的人並沒有

斷絕。於是，這些後來的人只能在先來者或當地原

有的老戶人家家裡做佃農或農工。「在韓家集的16
戶佃農與15戶農工，除了少數是淪落了的自耕農以
外，大部分都是這種人家」[12]。於是，韓家集人口

變多的時候，人們開墾的地方逐漸從川地到山地

乃至塬地上去了。人口和耕地成比例的增加，照理

應該不會減少收益。但因耕地數量增多，從而佔

據原本用來放牛羊的荒地，導致當地生產結構的

改變。這打破了種植業和為種植耕地提供肥料的

畜牧業之間的平衡，導致土地產量減少。韓家集

遂形成人口增多便去開墾荒地，荒地減少導致牛

羊飼養減少。牛羊飼養減少導致地裡因肥料減少

而糧食產量減產，糧食減產不足養活人口。於是，

人們便將鋤頭揮向殘存的荒地。這是當地農家土

地開墾所造成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導

致當地自然生態的破壞和人們生存的艱難。為此，

谷苞不僅從歷史角度分析當地生產結構失衡的形

成過程，還為我們清晰地呈現人口、農牧生計結

構與自然生態惡化的關係。換言之，會寧農村的社

會分化與移民數量增長和生產結構的失衡是一種

共生共變的關係。因此，會寧鄉村社會發展問題

不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而是人口增

加、生產結構的失衡與自然生態惡化形成的整體

問題，會寧鄉村的貧富分化和鄉村復蘇問題就蘊

含在不同要素之間的動態關聯之中。

河西走廊的山丹雖然也是旱作農業區，但當

地鄉村經濟生產結構和社會問題表現則與會寧不

同。山丹屬甘肅張掖市，跟會寧一樣地廣人稀。與

會寧不同的是，山丹地區受雨水限制，旱田的開墾

極其受限。加之當地牧場極廣，所以在農業生產

結構中，畜牧業比耕地顯得更為重要。因此，牲畜

數量和農民的生活水準密切相關。谷苞通過對山

丹兩個村落的調查發現當地農民窮苦和鄉村蕭條

的原因不是農牧生產結構的失衡，而在依附鄉村

經濟結構而發展出的各種高利貸[13]。更為嚴重的

是，山丹農村土地產出低，而政府往往按土地徵

稅，這導致當地人們有土地也不願耕種。最後，高

利貸和徵稅共同作用於當地農村經濟結構，使得

當地農民賣牲畜賣房子賣小孩，最終逃離故鄉。

於是，谷苞指出土地不是考察山丹農村生產關係

的重點，也不是理解農村貧困的主要方式[14]。當

地農民貧苦和農村蕭條的原因在與戰爭、徵稅有

關的高利貸。繁重的高利貸不僅導致農民傾家蕩

產，也是農村蕭條的根源。換言之，山丹鄉村社會

的問題也不是單方面的經濟問題，而是特定生態

基礎上所形成的農業生產結構與政治壓迫聯繫在

一起。這是鄉村復蘇面臨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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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甘肅不同地區鄉村經濟結構的調查，

谷苞發現甘肅隴東地區和河西旱作農業區傳統的

生產結構都是基於特定自然和歷史環境中形成的

農牧混合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與費孝通在江

南稻作農業區所發現的農工混合模式（稻作農業

加傳統工業）[15]並不相同。因此，鄰近西北民族地

區的旱作農業區與遠離邊區民族地區的稻作農業

區所面臨的鄉村社會問題有相似之處，也有差異。

雖然兩個區域鄉村社會農民都處在貧窮的狀態，

但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社會問題形成的原因和表

現方式都不同。甘肅傳統鄉村社會問題的表現則

是生態、經濟和政治之間的複雜聯繫造成的，江

南傳統鄉村社會的問題則是以不在地主制所體現

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影響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

題。費孝通曾經總結過他對江南鄉村和雲南鄉村

經濟的比較研究：「《江村經濟》呈現的是一個受

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深的沿海農村經濟結構狀況，

雲南三村的調查是想了解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

的內地農村社會經濟結構」。[16]江村土地所有權和

經營之間的關係是完全分開的。江村的地主都在

城鎮，擁有村落土地所有權。留在村裡種地都是租

種地主土地的佃農，他們只有土地使用權。祿村是

一個位於雲南地區的內陸鄉村，其農田主要分布

在小土地所有者手中，大部分人都是僱工自營，少

部分人進行租用別人的土地。因此，江村和祿村在

其土地經營和使用方式都呈現不同地區農村經濟

結構差異，屬於不同的類型。同樣位於內陸農村，

同樣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甘肅農村與雲南農

村呈現出不同的類型，體現出的農村問題也不同。

山丹農村因為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土地難以

成為收入的來源，畜牧業在農村中佔有重要地位，

但農村畸形的高利貸模式導致農村社會凋落。會

寧農村光靠土地也難以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因

此其經濟結構中土地耕種和牲畜飼養必須實現一

種平衡。但由於會寧農村人口增加，導致土地經營

和牲畜飼養之間的失衡，從而引發人與生態之間

的失衡。也就是說，谷苞的研究告訴我們，鄉村的

復蘇需要我們深入其中，找到每個鄉村社會問題

表現的具體形式。經濟是基礎性的，或說是首要

的，但要解決鄉村社會的經濟問題，則必須將經濟

要放在具體時代中考察特定空間鄉村社會的自然

生態、人口數量、土地經營、生產結構和地方政府

之間關係中去理解。

綜上，作為費孝通先生魁閣時期的學生，谷

苞對農村經濟類型的比較分析顯然是費孝通先生

倡導和實踐的社區類型比較研究在西北農村地區

的創造性運用，拓展了我們對西北農村經濟結構

類型和存在的問題的理解。谷苞對甘肅農家經濟

研究暗示了西北地區旱作農業社會人與自然的平

衡既需要處理人口與農牧混合生計結構的問題，

也需要應對生計結構與地方政治文化之間的關

係。換言之，谷苞的甘肅鄉村社會研究既有社區研

究學派的文化整體觀，也有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

礎與上層建築關係分析的理論思想。谷苞通過深

入的學理分析指出當時鄉村復蘇應該關注的問題

所在。

三、制度、經濟負擔與邊區建設

谷苞對傳統制度的研究發端於雲南鄉村傳統

政治組織的調查，這個研究為費孝通先生後來思

考鄉村基層權力結構和雙軌政治起了重要作用
[17]。然而，谷苞有自己的研究議題和關懷。在雲

南，谷苞除了對呈貢縣化城鄉稻作農村的行政組

織做了詳細研究外，還對當地鄉村保甲制度和農

民負擔進行調查研究。這些研究分析稻作鄉村社

會內生秩序以及鄉村內生秩序與國家推行的基層

制度之間的關係，詳細分析農民負擔沉重的根

源。這種對鄉政的研究思路和關懷延續到他甘肅

農牧交錯帶地區民族社會的研究中去，並讓他從

鄉政研究進入到邊政研究中。但是，谷苞的邊區

基層制度的研究並沒有停留在傳統政治文化層

面，而是更加廣泛地關注到經濟、政治和宗教之間

的整體關係。甘肅農牧交錯帶的卓尼地區的經濟、

社會和政治的社會調查論著是他在這方面耕耘的

結晶，土司制度下經濟、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聯則

展示谷苞這方面的學術探索。

谷苞甘肅卓尼地區土司制度的研究則是用現

代科學方法對西北民族地區傳統地方制度的創造

性研究，在這之前，李安宅先生已經用人類學方法

對拉卜楞寺的宗教制度進行研究，但西北地區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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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社會調查則從谷苞開始[18]。土司制度研究

是谷苞1946年運用調查方法對卓尼地區土司制度
調查後的結果。卓尼位於甘肅甘南州，是甘肅農牧

交錯帶的半農半牧區。卓尼藏族土司制度歷經明、

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在500多年，在
甘青藏族聚居地區影響深遠。此卓尼地區實行家

族性的政教合一制度，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員分別

執掌僧俗兩個系統，或一個人同時執掌僧俗系統。

總體來說，卓尼土司制度包括行政、經濟、軍事和

宗教各方面。

土司制度有兩套相互聯繫的行政區劃系統。

一套叫章尕，一套叫旗。章尕分為十二章尕和外四

章尕。十二章尕下的居民聚居在卓尼城區，外四章

尕的居民則分散居住在城區鄰近的村落中。每一

章尕，各有小頭目一人，其人選由各章尕屬民推選

年高望重者擔任。章尕是土司制度中有勢力的集

團，它擁有各種權利。章尕中的藏民可以出任各旗

中不同層級的統治者。谷苞指出「旗是對普通番民

在編制上的劃分，丈（章）尕則是對於富有統治勢

力的番民在編制上的劃分」[19]。旗管轄着土司的

大部分村落。土司下面有兩大頭目，大頭目下便是

四十八旗。旗是一個行政上與軍事編制上的單位，

每旗有旗長一人，負全旗行政、司法與軍事的責

任。每一旗管轄着總管一至三個，每一總管管理

村落數個至十數個，每一村落各有頭人一人。為

此，谷苞認為「卓尼土司形成了土司→二大頭目→
二十四旗旗長→六十九總管→五百二十頭人→一
萬多戶居民的組織結構。」[20]這套組織負責土司制

度的日常行政運作。

比較一下谷苞對雲南鄉村基層行政組織管事

者的產生方式與土司治理下的各頭領產生方式

是非常有意思的。雲南大公家是漢族農業村落自

發形成的一種社會組織，這種組織既要負責村落

內部的公共事務，也要負責政府委派給村落的公

務。同樣，土司制度既要負責轄區村落的事務，也

要對國家承擔相應的經濟和軍事義務。此外，大

公家的管事者主要通過指定和輪流選派兩種方式

產生。大公家中的大管事主要由現任和退休大管

事根據某人的學歷、經歷和年齡進行提名，實行

任期制。大管事下的大管事、小管事、小鄉約等人

則主要通過輪流選派來產生。土司制度是王朝國

家對邊區民族地區「因俗而治」和「羈縻」政治的

產物，土司需要王朝冊封，實行世襲制。土司下面

的頭領，「大頭目，旗長與總管與頭人的產生，根

據世襲，任命與輪流三種辦法。頭人的產生系純

粹根據輪流，大頭目，旗長總管的產生，或參雜有

世襲與任命的兩種成分，或同時採用着世襲與任

命的兩種辦法。」可見，稻作農業區的基層政治制

度與邊地民族地區地方政治制度之間既有相似之

處，也有差異。兩者都是同一國家內部不同區域內

基層政治組織。但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兩者管理者

的選派方式上有差異。

比較雲南漢族和邊區民族地區基層傳統的政

治制度，我們看到政治文化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

還體現在邊區地區生態、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

面貌。弄清楚這些關係面貌，我們才能真正找出邊

區建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谷苞認為邊區建設的

首要問題是經濟或民生問題。土司制度下的民生

問題主要還是糧食缺失所造成的生計問題，這個

問題跟甘肅旱作農業區百姓的貧困問題一樣，都

是民生問題。少數民族地區和鄰近的漢族地區民

生問題存在生態和文化差異，生計方式就能體現

出這種差異。「邊民的生計，以畜牧為主。」[21]畜牧

的經濟生產能力要比種植農業低，就算「農業比

較發達的邊民區域，如卓尼洮河番區，岷縣番區，

西固番區，永登番區而論，食糧依然是不足的」。
[22]即使以農業種植為主的迭部地區，其農業收成

也極其有限。「迭番所經營的農業，因限於氣候，

每年只能播種一次，作物以青稞為主要。又因氣候

與土壤的關係，收成極為有限。」[23]這裡，谷苞指

出邊地的生計方式受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與此

同時，谷苞指出農牧交錯帶藏族社會生計方式也

存在農牧生產結合和相互依賴的情況，這一點跟

農牧交錯帶漢族鄉村社會相似。區別在於，漢族

畜牧為了生產，藏族畜牧既為了生產，也為了消費

畜產品。

此外，農牧交錯帶藏族社會的生計民生除了

自然環境影響外，還跟這個區域內特有的文化的

聯繫在一起。谷苞通過調查指出邊區地區人們的

經濟生產與土司制度中的土地分配的關係。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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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個關係，需要弄清楚土司制度下的耕種的土

地制度類型。卓尼境內能夠耕種的田地大致可以

分為四類，第一種是農戶家庭向土司租用的兵馬

田，這種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土司有管理權，農

戶只有使用權。第二種則是土司的衙門田，其所有

權歸土司，以收租的形式租給藏民耕種。第三種

是所有權屬於藏傳佛教寺院的章珠田。最後一種

是分布在卓尼城周圍，可以自由買賣的丈尕田。顯

然，土司治理下的社會，其土地制度與漢族鄉村社

會的土地制度有明顯的文化差異。

在上述四種土地使用形態中，兵馬田的數量

是最多的。兵馬田制度是卓尼藏族社會一種兵農

合一制度，谷苞認為兵馬田制度是土司制度的神

髓。耕種兵馬田的農戶，他們得為土司承擔兵役、

勞役和錢糧方面的徭役。這樣，通過兵馬田，土司

為百姓提供法律上的安全和保護，但同時獲得維

持土司制度的所需要的戰士、勞力和錢糧。因此，

兵馬田制度是土司制度形成和延續的物質和人力

基礎。

耕種兵馬田的農戶除了要承擔土司各項徭

役、勞役和兵役等官差外，還有宗教上的神差。官

差是對土司的義務，神差是對宗教的義務。谷苞

的調查告訴我們卓尼地區重要的神差有念田禾

經；祭山神、納雨糧（寺院活佛分區保險各地田禾

不遭冰雹，收穫後便須向活佛納雨糧，數量由一二

升兩三斗不等，各遂心願）和打索車等（收穫後報

達天恩的宗教儀式）。這些神差每年要消耗一個

中等以上的藏民家庭不少費用。藏民除了要給寺

院承擔神差，還要為自己家中出家的僧人提供生

活費用和對寺院的各種供養。谷苞指出藏民家庭

送一個喇嘛到寺院裡念經就相當於漢人家庭供給

一個學生讀一輩子書一樣，兩者都給家庭帶來了

沉重的經濟負擔。於是，谷苞論述了卓尼地區種植

兵馬田的藏族宗教信仰對家庭經濟負擔的影響。

從上一節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谷苞發現

農牧交錯帶漢族鄉村社會的生計問題主要在自然

環境中土地生產力弱和官府和商人施加經濟負

擔，藏族村落社會的經濟負擔主要體現在官差和

神差。這裡，谷苞特別強調宗教給藏民在物質領域

的負面作用。谷苞藏族宗教的研究確實如張亞輝

所說的跟李安宅的藏族宗教知識作用的研究不

同，[24]李安宅主要側重寺院宗教教育的研究，谷

苞關注宗教社會實踐對農戶經濟影響的研究。並

且，谷苞不僅關注經濟與宗教關係失衡問題，而且

他要從卓尼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之間的複雜

關係找到藏族農戶經濟負擔沉重的根源。他要探

尋卓尼地區生態和傳統制度實踐對邊地人們造成

的經濟社會問題。這樣，他的經濟社會的研究知識

才能為邊區建設服務。正如谷苞在土司制度一文

結語所說：「他對土司制度的研究不是基於對純知

識的興趣，而在於學術研究所揭示的文化，特別是

精神文化對邊區建設的作用」。[25]

四、生計、文化迫力與族群互動

谷苞對甘肅旱作農業社會生計結構和半農

半牧地區的研究揭示農牧交錯帶內部鄉村社會多

樣性和相似性。相似性在與兩種不同的鄉村社會

所面臨的民生問題是一樣的。漢族鄉村社會的復

蘇和邊區社會建設都需要解決兩個地方的生計問

題，但是，因為兩地生態、經濟和文化之間的複雜

關係，所以兩個地方在人們生計問題上表現的方

式和形態並不相同。換言之，谷苞農牧交錯帶社會

研究中始終在強調文化差異性和實質問題的共同

性，也意味着谷苞認為鄉村問題和邊區問題沒有

根本的差異，這種相似就在於鄉村和邊區在生計

或經濟方面問題有共通之處。正是這種對農牧交

錯帶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谷苞發現農牧交錯帶不

同鄉村地區在生計和文化迫力下形塑的族群交往

的社會過程，呈現農牧交錯帶內部的社會關聯性

以及農牧區之間的共生互動。

谷苞在卓尼的社會調查中發現土司制度中的

經濟制度與漢藏民族交融有內在關聯性，且認為

這種關聯性依然基於經濟因素之中。對於農牧交

錯帶民族分布的歷史變動的分析時，谷苞認為漢

族在歷史上在甘肅迭部不能長久生活下去的原因

是漢族長期以來形成的種植農業生活習慣。他認

為迭部的自然環境只能生產產量極低的青稞和從

事打獵，這種經濟生活要求一種流動性，這不符合

漢族農業種植定居習慣。為此，歷史上漢族在迭

部這個地方只能屯，不能墾[26]。換言之，漢族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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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邊區地區生存下來，至少得適應當地的生產生

活。這點從漢族能在卓尼地區通過住尕房子和吃

兵馬田的方式表現的最為明顯。

谷苞在《卓尼藏區的漢番》和《漢人如何定居

於卓尼藏區》兩文中對漢族定居卓尼地區原因和

過程的分析。前已論述過，兵馬田制度是卓尼土司

制度中重要的經濟和軍事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各

旗管轄下種植兵馬田的農戶不僅要向土司繳糧納

差，還需要向寺院交糧納差。然而，「農戶家庭只

有兵馬田地繼承權、絕戶頂替權和納稅服役義務，

沒有出賣土地的權利」[27]。因此，一旦農戶家庭有

變或另遷他處，難以承擔官差神差，就只有讓渡

出自家土地的經營權了。只要按照規定的程序，並

得到旗長和土司同意，農戶就可以出頂或讓渡自家

田地經營權。這樣一種制度設計為當地漢族進入

藏族村寨提供了空間。有清以來，因天災逃荒，逃

難變亂，謀生，罪犯流亡和民國時期壯丁的逃役和

煙民的逃禁等原因，大量漢族進入卓尼楊土司的

管轄區域。這種漢人完全是由岷縣和臨夏等農牧

交錯帶的旱作農業社會中遷移來的漢族，他們的

職業是農工和小商人。這些漢族開始只是在各旗

藏民房子旁建一兩間茅屋，這種方式叫住「尕房

子」[28]。住尕房子意味着還是藏族村落的外人，沒

有獲得土地經營權，無法參與當地藏族以家屋為

基礎開展的社會和經濟關係。因此，他們在藏族地

區或替藏民做工藝，或當佃農與僱農，或經營一點

小生意。但是，他們會尋找機會進入藏族經濟文化

體系中。於是，一旦他們知道當地藏民要出頂自家

的兵馬田，這些漢族就通過吃兵馬田的方式在藏

族村寨成家立業。楊士宏教授在研究卓尼土司的

土地制度時為我們提供一份洮州着遜簇世襲指揮

副千戶衙門發給交接兵馬田地者的文書。

著遜世襲指揮副千戶楊為發給

卓遜公署

執照事照得

本府本簇有包桃花代願歸故鄉，移交兵馬田土壹

份。有西鄉丁家堡漢民張祭瑞亞子新房成等田土窄狹，

無處耕種，央請老民再三懇求，將本簇兵馬田地壹份准

予投食。上有中堂聞門隘口把守，下有兵馬戶什襟差隨

同應當付給耕種為業。所有牛路、草山、神差公疑並承

攬，不得有誤，為此照者仰，該祭瑞等遵照。房屋許蓋

不許拆毀，田地不准典賣，倘有不法情事，向保人曹資

深等是問，資深願負完全責，所有莊寨、場園、地畝粘

單另開於後，玖千重咎，切切。

此照[29]

這份文書中提到漢族獲得當地藏族農戶的兵

馬田經營權以及承擔相應的官差神差的事佐證了

谷苞對漢族在藏族村寨吃兵馬田的調查分析。另

外，從這份文書中可以看出，漢族人獲得兵馬田地

時需要找保人，需要本村人同意。然後，他們才能

進行兵馬田的交接。谷苞在《漢人怎樣的定居於卓

尼藏區》一文中對漢族吃兵馬田的過程有生動的

描述。

「吃田地的方式是這樣的，如果有困於地布

而出讓兵馬田地的番家時，該村或者別村住尕房

子的漢人，就會出面同他接洽，商議出讓的代價，

出讓的代價由三十元至兩百元不等，代價講定後。

如出讓者村中的十人（即公共）同意時，便可以舉

行出讓的手續了，一般說來，只要吃田者沒有不好

的名譽，十人總是會同意，因為如果不同意，因負

債而陷於困苦中的村戶，在官差與神差上會帶累

十人的。十人同意後，吃田者便至土司署領取印就

之尕書，尕書大小如八開報紙，書上下端印有雲

彩，兩旁印有龍鳳，中間系空白。領尕書時，吃田

人須向土司署納謝禮，謝禮的數目在以前為製錢

兩千，在目前為硬幣五至八元。尕書領回後，吃田

者以酒食招待十人，請人當眾與尕書上寫明讓吃兩

方，均出甘願，上面並書名吃田者所出的代價數目

等。這張尕書以後便握在吃田者的手中，為永久耕

種吃來的兵馬田地的憑據。」[30]

從上面的事實，我們大致能得出這樣的看

法。甘肅農牧交錯帶的漢族進入藏族村寨是在漢

族和藏族兩種不同文化迫力的共同影響下形成

的，谷苞指出卓尼藏族人「放棄兵馬田地的原因是

宗教制度與土司制度」，漢族「取得兵馬田地的原

因則是變亂，饑餓，犯罪，禁煙以及鄰縣農村的人

口過剩等」因素。[31]正因為不同的鄉村社會文化不

同，才使得漢族在生計壓力下，通過住尕房子和吃

兵馬田，完全進入當地藏族村寨的社會體系之中。

這樣，當地出現藏族村寨變成漢族村寨和漢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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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藏族的族群交融情況。這個案例說明農牧交

錯帶農業社會和半農半牧社會之間的關聯性。

此外，谷苞還論述了農牧交錯帶農牧之間的

不同生計方式之間的共生和互動。谷苞在論述甘

肅境內漢族和蒙古族關係時發現漢族和蒙古族關

係一直很協調。他將漢族和蒙古族這種協調關係

的原因歸結為「一方面是農業的漢民與業牧的蒙

民，在生計的獲取彼此會有界線，無由發生爭執。

另一方面，農業的漢民與畜牧的蒙民在經濟的需

求上互有所依，蒙民將畜類及畜產品輸入漢區，漢

人則又將食糧及工藝品輸入蒙區，這種經濟上的

互依，更加深了彼此間的親密性。」[32]也就是說，

谷苞通過對農牧交錯帶不同經濟文化之間的依

存，闡述了農牧交錯帶內部不同社會和族群之間

的緊密聯繫，這種聯繫植根特定的農牧生產方式

內在的相互依賴性。

如果我們對比谷苞對會寧和山丹農村的研

究，我們發現，會寧和山丹鄉村社會也存在農牧生

產結構平衡與否的問題。可見，農牧生產結構的平

衡和相互依存是農牧交錯帶社會廣泛存在的經濟

特色，這種經濟特色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而表

現不同。因此，甘肅農牧交錯帶的鄉村復蘇和邊區

建設自然涉及到文化差異和族群關係。文化差異

背景下的不同族群因為生計開始了密切的接觸。

於是，谷苞發現農牧交錯帶的族群互動植根在區

域內部的經濟、生態和政治之間的關聯性之中。谷

苞的這個研究完全突破吳文藻、李安宅等人將內

地或農業等同漢族社會，邊區或畜牧業等同少數

民族社會的思維慣性。[33]他的農牧交錯帶社會研

究看到半農半牧區漢藏之間的密切交往，也看到

農牧交錯帶農業和游牧社會之間的聯繫。而且，谷

苞關於農牧交錯帶族群互動的社會過程的揭示明

顯也不同於顧頡剛運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察靜態

地分析民族間血統混融和文化交融的思路。[34]從

這個角度上說，谷苞在甘肅農牧交錯帶族群交融

社會過程研究在事實呈現和理論分析上都有獨創

之處。

五、結論

農牧交錯帶是我國除農區和牧區以外重要的

具有獨特經濟形態的空間，也是一種具有獨特文

化形態的空間。因此，農牧交錯帶社會中經濟與文

化的關係跟稻作農區不同，也跟牧區不同。谷苞的

甘肅農牧區的調查不僅揭示了這一點，他還讓我

們看到農牧交錯帶區域內經濟文化類型的多樣性

和關聯性。因此，農牧交錯帶社會的研究不能只是

特定民族社會的研究，必然是不同民族社會共生

互動的關聯性研究，這種關聯性體現在農牧交錯

帶內部各自村落農牧生產結構的有效契合，也體

現在區域內不同社區之間的關聯性，當然也體現

在社區與外部之間的互動中。因此注重內地漢族

農村鄉政和邊區民族地區邊政的分立研究在農牧

交錯帶必然就成為一種關聯性的研究，因為兩者

在各個方面都會聯繫在一起。谷苞農牧交錯帶研

究從最基本的經濟問題入手揭示了旱作農業區的

鄉村研究和半農半牧地區鄉村社會在民生問題上

的相似性和民生問題形態上的差異性，更令人尊

敬的是，谷苞以其獨特的學術敏感性，詳細分析了

農牧交錯帶地區不同族群的人們因為生計和文化

背景的差異所導致的社會轉換進程，從而揭示了

農牧交錯帶社區和區域層面農牧族群的社會交融

微觀進程和彼此相互依存的經濟基礎。這為他學

術生涯晚期從農牧區位互動討論中華民族的共同

性提供了切實的經驗體會和分析路徑。

20世紀中國早期社會學研究中有三個影響力
較大的學派，一個是社區學派，一個是綜合學派，

一個則是馬克思主義學派。[35]谷苞對農牧交錯帶

經濟負擔、生計困境等當地的生態、制度、政治、

文化和族群互動等方面呈現當地鄉村社會面臨的

生計困境和經濟負擔。實際上，谷苞呈現經濟、生

態和文化之間的複雜聯繫，這是傳承自馬林諾夫

斯基經濟人類學思想的中國社區研究學派對經濟

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谷苞晚年也確實將自己的社

會調查方法總結為「社區調查或社區研究」。社區

研究將社區視為「一種特殊的結構，社會生活的各

方面都密切聯繫而成都一個整體」[36]。然而，社區

研究的邊界整體觀和類型比較研究往往因其較少

關注鄉村社區歷史進程和社區與外在文化力量之

間的關係而受詬病。谷苞農牧交錯帶研究可以免

受這種詬病。因為他的農牧交錯帶族群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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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不僅是社區研究學派整體觀和類型研究理

念的拓展和超越，呈現特定情境中的跨體系互動，

是一種區域內多點間關聯性的比較視野。

超越的一個明顯的路徑就是谷苞從生產方式

和生產結構的分析中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視

角。首先，谷苞對會寧、山丹和卓尼地區階級貧富

分化、農村蕭條和農戶經濟負擔的研究明顯有馬

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理論和批判視角。馬克思主

義理論話語[37]的引入使得谷苞的農牧交錯帶研究

明顯超出了社區整體觀的範圍，關注到社區外力

量的影響，也讓谷苞農牧交錯帶研究將理論分析

和實踐運用結合在一起，甚至帶有濃厚的學術改

造社會的實踐取向。其次，谷苞對農牧交錯帶土地

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呈現說明中國社會土地佔有和

耕作方式因為族群和文化的差異表現更為多樣，

這種土地關係的多樣性說明基於土地公私二元對

立思維邏輯下形成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在農

牧交錯帶社會中使用的限度。[38]最後，經濟結構與

族群互動的關係是谷苞綜合運用社區研究和馬克

思主義方法所創造的獨特的研究路徑。谷苞基於

農牧交錯帶內部不同經濟文化迫力而促動的社區

漢藏族群互動以及經濟文化內在相依形塑的區域

耕牧族群互動的分析是融會社區研究學派和馬克

思主義學派思想的經濟與社會關係的動態分析路

徑。這種路徑在20世紀40年代功能主義佔主導的
經濟人類學研究中也不多見。

在谷苞的研究中，農牧交錯帶的漢族和藏族

鄉村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民生問題。在一個

貧窮落後的時代，改善民生是近代中國農牧交錯

帶經濟社會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問題。因此，漢族地

區鄉村復蘇和邊區民族社會建設只是農牧交錯帶

社會現代化不同話語表述。這種話語表述背後蘊

含的就是農牧交錯帶內部文化差異性和社會發展

的共同性問題。現在，我們早已解決谷苞20世紀40
年代的所發現的鄉村貧困和生計問題。然而，隨着

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開展，改善民生

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議題，是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

需求的必要路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甘肅農

牧交錯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巨大改變，經濟社會

建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民族關係也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然而，舊傳統與新變化往往同時並存，

相互交織。此時，我們更加需要從生態、經濟、社

會和文化之間複雜關係中去認識和解決農牧交錯

帶的民生和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的問題，需要從

關係網絡中去把握農牧交錯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新面貌。因此，我們要在繼承已有學術傳統的基

礎上解決符合時代要求的農牧交錯帶的理論和現

實問題。在此意義上講，谷苞甘肅農牧交錯帶社會

研究所蘊含的經濟文化視角，多點比較視野，關係

整體觀，共同性與差異性關係的認識和民生立場

等理論、方法和立場不僅不會過時，而且會在新時

代煥發出新意。

本文是蘭州大學中央高校項目「民國

甘肅地區人類學本土話語建構特徵和貢獻」

（2020jbkyzy024）和2021年度甘肅省科技計劃項目
軟科學專項（21CX6ZA08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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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 l Rev i t a l i za t i on , Remote A rea 
Development and Ethnic Interaction: Gu Bao’s 
Study on the Gansu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Li Zhengyuan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Beyond the agricultural area and 

the pastoral area, there is a particular eco-economy 
and ethnic symbiosis space named the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in China. Ethnologist Gu Bao focused 
on economy in the Gansu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in the 1940s , and he argue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ivelihood similarity in the Han ethnic society and the 
ethnic minority society. Gu Bao’s investigation reflected 
economic-social diversity in the Gansu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and also highlighted the way of ethnic 
interaction which was benefi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ity in unity among for the society in the Agro-
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Therefore, his enlightenful 
research including relational perspective broke through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the minority, and linked the community theory with 
the Marxism. His thought for investigation in the Agro-
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not only propelled his future 
study, it also ref lected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style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mote area 
development, ethnic interaction, the agro-pastoral inter-
laced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