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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土司研究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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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福荣

［摘要］随着 2015 年中国土司遗址申报和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土司研究已成为学
界热点。但如果忽略纷繁复杂的事件、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各具特色的个案，土司研究的理
论突破和学术创新就难以实现。 因此，学界在未来的土司研究中要寻找新的突破点，只有
在事件剖析、史料挖掘、个案研究上下足功夫，才能更加深化土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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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研究。重庆 涪陵 408100
随着 2015 年“中国土司遗址 ”申报和成功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土司研究已成为学界热点

重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申遗等方面
的研究，却忽略了对重大事件的剖析。 在元明

并有望成为“显学 ”。2015 年全国的土司问题
研究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 3

清时期，由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渗透等
方面原因的影响，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之间经

项，发 表 与 土 司 相 关 研 究 的 论 文 达 363 篇，以
“土司”冠名或与土司研究密切相关的博士和硕

常会出现博弈的现象，当有些矛盾无法调和时，
就会发生重大事件甚至战争，如明初贵州两思

士学位论文 28 篇，出版学术专著和论文集 17
部，诸多方面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是令学界高

（ 思南、思州） 战争，广西思恩、田州土司叛乱，云
南的五征武定、三征麓川和“沙普之乱 ”，川 黔

兴和鼓舞之事。然而，土司研究对于历史事件、
重要史料及重大个案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够。

“奢安之乱”，四川的“平播之役 ”和平定大小金
川之乱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每一次重大事件

在未来的土司研究中，学界要寻找新的突破点，
必须在事件剖析、史料挖掘、个案研究上下足功

或者中 央 政 府 与 土 司 政 权 之 间 发 生 的 大 小 战
争，专家学者们往往注重事件或战争发生的背

夫。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化土司研究。

景、过程、结果、历史影响及评价。 时至今日，我
国的专家学者没有撰写出一部诸如《五征武定

一、事件剖析

研究》《麓川之战研究》《“沙普之乱”研究》《“奢

在过往的土司问题研究中，专家学者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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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乱”研究》《“平播之役 ”研究》《乾隆平定大
小金川之乱研究》以及《明清西南地区改土归流

记》、昭链《啸亭杂录 》、来保《平定金川方略 》、
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 》、张其勤《清代藏事辑

研究》等剖析与土司正相关或密切相关的重大
事件的专 著，这 无 疑 是 土 司 研 究 重 大 的 缺 憾。

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赖福顺《乾
隆朝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 》及地方志书的基础

笔者认为，对涉及土司问题重大事件的剖析至
少要注意三个问题：

上，加上长时间的田野考察，才能产生《乾隆平
定大小金川之乱研究》的划时代的成果。

（ 一） 重大事件剖析应有全局把握
笔者以“金川之役”为例予以说明。迄今为

（ 二） 重大事件剖析应有理论高度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的名言

止，关注“金川之役 ”的专著有阿坝州地方志编
纂的《乾隆金川之役 》（ 1998 年版 ） 、郑刚的《乾

对于土司问题研究或许十分有用。 他想用历史
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不断

隆金川土司与帝王的对话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彭陟焱的《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

变化并形成自己的学说或理论。“土司学”的理
论是靠无数研究者深入研究、逐步建设和不断

究》（ 民族出版社 2010 年版） 以及周远廉的历史
小说《金川历史文化丛书： 金川风云》，但真正对

发展 而 来。 所 谓“重 大 事 件 剖 析 应 有 理 论 高
度”，主要强调要从诸如平定两思战争，广西思、

“金川之役 ”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无疑是张羽
新，有很多涉及“金川之役 ”古籍的校注均出自

田叛乱，云南“沙普之乱 ”，川黔“奢安之乱 ”，四
川“平播之役”和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以及明清改

他之手。彭陟焱是研究“金川之役 ”的专家，她
在《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 》中有三大创新。

土归流等重大事件中探寻出明清中央政府与地
方土司政权之间关系变化的因果规律。 这种普

一是史料创新，作者除了充分利用档案和文献
资料外，还善于在文集、方志和调查中寻找相关

遍而带有逻辑联系的因果规律是从一个个具体
的、特殊 的 土 司 重 大 事 件 中 分 析 归 纳 出 来 的。

资料，并借助这些史料对“金川之役 ”进行概述
和总结。二是观点创新，作者通过全面系统概

否则，明清时期土司重大事件就变成了一个个
按时间顺序排列、毫无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堆

述“金川之役 ”发生的原因、经过及结局，确定
“金川之役”的性质，探索乾隆皇帝对大小金川

砌。无可否认的是，因果规律在抽绎过程中也

地区认识过程及其平定金川的真正原因。 三是

不能忽视明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土司政权之间关
系的复杂性，最终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统

方法创新，作者综合应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
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把档案、文献资料与

一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相
关理论。

调查资料有机结合，而且充分运用历史人类学
的 方 法，对“金 川 之 役 ”进 行 全 面 而 系 统 的 研

从宏观角度来讲，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
反映的是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 但从微观角度

［1］

究

看，每一个具体的重大事件又会因时因地的不
同，抽绎出来的因果规律和学术理论或存在些

。王惠敏博士论文《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

川之原因探析 》运用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对清军“金川之役 ”难以攻克大

许具体差异。明代征讨思恩、田州土司叛乱，这
有利于边疆治理、稳定人心，其理论在于突出边

［2］

小金川的主客观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 此外，
其他研究者还有齐德舜、旦正加、曾唯一、潘洪

疆治理。明末“平播之役 ”和“平奢安之乱 ”，这
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稳定，其理论在于

钢、李涛、张昌富、王惠敏、黄清华等学者。 他们
对“金川之役”的研究虽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

突出王朝国家“大一统 ”； 20 世纪上半叶，清朝
中央政府在川、滇、藏、青实施的“改土归流 ”，这

献，但就研究来看，却缺乏对该次战争的全局把
握。只有在深入、系统、全面阅读《清史稿》、《清

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西南地区治理，其理论
在于突出国家转型———中国从传统的王朝国家

实录》、《金川案》、程穆衡《金川纪略 》、王批《蜀
檄纪闻》、李心衡《金川琐记》、郑栖山《平定两金

向现代国家转型。 因此，研究土司时期的重大
事件，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川军需例案》、《年羹尧奏折专揖》、张羽新《中国
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 》、赵翼《平定两

主义的方法，坚持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整体历
史背景与个体重大事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只

金川述 略 》、指 严《金 川 妖 姬 志 》、魏 源《圣 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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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针对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发生
的重大事件展开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

重大事件中总结出来。笔者研究“平播之役 ”爆
发的原因，总结出“合力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能从重 大 事 件 抽 象 出 具 有 理 论 高 度 的 因 果 规
律。

外因、内因、远因、近因的结合，这在研究“平播
之役”的学者中还是第一次。 这里的“合力论 ”

（ 三） 重大事件剖析应有学理意识
所谓学理，通常是指科学上的原理或法则。

主要是指在朝廷、地方、辖区以及杨应龙本人综
合性因素共同作用下爆发了“平播之役 ”。其外

有学者将“学理”归入“纯学术 ”的范畴，认为学
理意识是一种远离社会的“纯学术”意识。大凡

因、内因、远因、近因有四： 中央王朝平庸无为，
官场腐败； 川黔抚按相互倾轧，争夺播州； 辖区

剖析土司时期重大事件而不注重学理的认识无
助于历史学、民族史学等学科学理的建设。 笔

内部同恶 相 济，矛 盾 激 化； 杨 应 龙 本 人 骄 横 残
［3］
暴，雄猜嗜杀 。其“重点论 ”是指处于核心圈

者认为，剖析土司时期重大事件时将传统文化
与学理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具体的历史事件

（ 历代统治者及统治阶层 ） 和外圈 （ 类似当代少
数民族） 的播州杨氏土司，在元明中央王朝实施

的探讨。改土归流既是土司残暴统治和内部纷
争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与明清中央政府实现“大

土司制度的过程中，当中央政府与杨氏土司政
权结成政治与经济同盟———利益共同体时，双

一统”以及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可以说，土司地
区实施改土归流，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 如果

［4］
方能够和睦相处 ； 当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政治
信仰相背离、经济利益不公平，就会促使这个利

说过去 的 专 家 学 者 们 主 要 探 讨 改 土 归 流 的 背
景、原因、目的、措施、影响、评价等基本内容，那

益共同体破裂，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直至爆发
“平播之役 ”，这就是核心问题之所在。 这些均

么，现在的研究逐渐向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变
迁、改土归流后的善后处理、改土归流后的社会

来自于深层次的研究，并在学理层面展开自觉
反思，从而总结出来的。

重构、改土归流后的边疆治理、改土归流后的社
会转型等具有学理性的方向转变。 可见，如果

二、史料挖掘

将传统学术内容与学理的探讨越深入，对于重
大历史事件的剖析也就越深入。 包括历史学、

研究土司制度或土司问题，史料显得极为
重要。因此，深入挖掘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

民族史 学 在 内 的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是 专 门 化 的 学
科，而包含土司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在内的土司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尤为急迫。 土司史料按表
现形式分，主要有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

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研究领域。 专家学者在研
究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应努力揭示重大事

料三种。其中文献史料是以文字形式记录的资
料，是土司史料中最为丰富的一种，包括官私史

件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价值
选择活动。 研究土司时期的重大事件，结合土

书、文书档案、地方史乘、传记谱牒、文集笔记、
野史日记等。 仅以明清档案来看，土司史料至

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实际，其重大理论问题主
要有五个： 一是在土司制度实施过程中不同地

少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土司制度方面的史料，如
土司职官制度、土司承袭制度、土司分袭制度、

区、不同阶段性的变化，二是土司制度与之前的
羁縻制度以及改土归流的辩证关系，三是土司

土司贡赋制度、土兵征调制度、土司奖惩制度、
土司抚恤制度等； 二是对土司的限制与禁例方

制度与北方以及东北、西北等边疆治理制度之
间的异同及成因，四是土司制度与国家统一、国

面的史料，如 划 定 土 司 疆 界、严 禁 土 司 私 自 延
幕、严禁土司擅自越境、严禁土司置买田产、限

家治理以及地方治理的关系，五是土司制度、改
土归流与土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笔者

制土司应试和报捐等； 三是对土司相关问题处
理方面的史料，如土司制度的修定与调整、土司

认为，只有树立专门学的学理意识，才能使研究
达到一定的学理深度。

职衔升降、土司之间仇杀、土司内部争袭、土司
与土民的矛盾、征伐不法土司、土司地区改土归

学理深度从何而来？ 一是从批驳他人研究
的错误观点体现出来； 二是从历史发展趋势和

流、土流并治、分别流土考成等； 四是土司地区
的社会生 活，如 土 司 地 区 的 土 地 买 卖、物 产 资

必然规律的研究中自然得来； 三是从自身研究

源、当年收成、自然灾害、赈灾措施等。 土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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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但也可谓浩繁纷纭。 如果我们不下足功夫，
是不可能全面挖掘到这些史料的 。

者认为，土司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土司问题研
究和“土司学 ”学科构建的基石，无论是土司研

（ 二） 土司史料挖掘的客观性

究者的个人研究还是“土司学 ”学科发展都应加

从涉及秦良玉的十一类史料中可见 ，各地
土司史料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秦良玉的史料证

强对土司史料的挖掘和土司文献资料数据库的
建设。下面，笔者以明末土司秦良玉为个案，强

明： 正史主要是对石柱土司和秦良玉事迹的记
载； 马孔英、朱燮元、胡平表、王三善、邵捷春等

调土司史料挖掘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
（ 一） 土司史料挖掘的全面性

人物的“传”中多对秦良玉作历史记录； 编年实
录则以简短文字，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

作为明末石砫土司的杰出代表，秦良玉在
对明朝社稷的拱卫、国家秩序的维系和领地百

序将秦 良 玉 留 存 在 历 史 时 段 的 事 迹 作 概 略 介
绍； 纪事本末部分是对正史和编年实录所记历

姓的护卫及我国明清两朝的交替都具有较为深
远的影响，因其“援辽”“平叛”“镇乱”“勤王 ”等

史事件的补充、丰富和完善； 野史别史部分则为
完整还原历史上的秦良玉提供了多维视角； 诏

事迹而被人誉为“巾帼英雄”“爱国女将 ”等，被
崇祯皇帝在平台接见、赐酒赠诗，以其非凡事迹

令奏议则是从官方公文的角度审视秦良玉及其
统治下的石柱地区政治、军事与社会情况； 人物

和赫赫战功而在《明史 》有传，成为中华民族忠
贞节义智勇等传统美德的重要代表。 正因为如

传记部分则是历代文人为秦良玉所做的个人传
记，能够呈现秦良玉主导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

第

此，笔者在承担石柱县地方志办公室《秦良玉史
料全集·史料卷 》撰写工作的过程中，根据“广

果。史钞地理、地方志书、家族谱牒、文献杂编
则是分别从地理环境、地方史料、族谱资料和其

七

泛收罗，集成全编 ”的原则，大凡秦良玉生卒年

卷

之间与其相关的史料文献俱属网罗对象而加以
全面收 集，具 体 包 括“明 清 正 史”“编 年 实 录 ”

他相关文献的角度，对秦良玉在中国历史上留
下的痕迹进行抽丝剥茧、分门别类的仔细收集
和整 理。 这 些 史 料 上 至 明 代 万 历 二 十 八 年
（ 1600 年） 李化龙的《平播全书 》，下至 2012 年

“纪事本末”“野史别史”“诏令奏议”“人物传
记”“史钞地理”“地方志书”“家族谱牒”“文献

新出版的古籍文献，时间跨度为 412 年，基本囊
括了目前关于秦良玉的历史记载。 这些史料从

杂编”等部分。具体来讲，在下列各类历史文献
中均有秦良玉的相关史料。 明清正史类有张廷

空间范围 看，以 记 载 四 川、重 庆 等 地 的 内 容 为
主，又突破地域限制，不仅从周边省市，而且还

玉《明史》、赵尔巽《清史稿 》； 编年实录类有《明
实录》《清实录 》； 杂史类有万斯同《明史 》、夏燮

注重对台湾、朝鲜所藏历史资料的收录。 如台
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 》、

《明通鉴》等 4 种； 纪事本末类有谷应泰《明史纪
事本末》等 5 种； 野史别史有虞山遗民《平蜀纪

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五至七十八年 （ 1966
－ 1989） 影印的《中国方志丛书 》等台湾史料的

事》、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 》等
近 50 种； 诏令奏议类有毕自严《度支奏议 》等 5

使用，成大中《华阳洞记 》、黄中允《西征日录 》、
李廷龟《庚申燕行录 》等朝鲜历史资料的使用，

种； 人物传 记 类 有 瞿 九 思《万 历 武 功 录 》等 14
种； 史钞地理类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

都是之前未见的秦良玉研究资料。《秦良玉史
料全集》的“史料卷 ”的编辑整理和史料选取严

17 种； 地方志书类有刘大谟《四川 总 志 》卷 14
《郡县志·石砫宣抚司 》、王萦绪《石砫厅志 》等

格遵循史料选取客观性的原则。 众所周知，秦
良玉作为明末清初的石砫宣慰司的首领，不同

24 种； 谱牒类有《马氏族谱 》、秦山高《忠州秦氏
家乘秦太保忠贞侯家传 》等 10 种； 文献杂编类

朝代、统治者和民众对她有着不同的看法。 因
此，秦良玉“史料卷”注重广泛收集各方观点，尝

有彭樨园居士《秦良玉传汇编初集 》等 14 种。
从秦良玉史料的收集整理看，秦良玉成为王朝

试将考古学的“多重证据法 ”引入历史文献的研
究之中，运用多视角的方法，力争客观还原历史

国家、文人学者、乡邦亲故等珍视尊重、载录歌
咏、纪念敬奉的对象，与其相关的文献资料、诗

的真实。仅以秦良玉平奢崇明叛乱这一历史事
件为例，这本“史料卷 ”所收录的《明史》《明实

文戏曲、影视创作等虽不说汗牛充栋或浩如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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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错误判断之外，还能为土司学界的后续研
究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

录》《明鉴纲目》《明史全书》《明史纪事本末 》
《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国榷 》等史
料，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记载。 或载秦良玉
怒斥奢崇明前来拉拢的使节： “贼奴敢以逆言污

三、个案研究
近十年来，笔者在研究水西安氏土司、播州

［5］（ P． 2）

吾耳耶！ ”

之事； 或详细记录秦良玉“以为
永宁土司与石砫司同棣蜀部，实有唇齿之谊，从

杨氏土司和石砫马氏土司等一个个具体的土司
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新发现和新收获。 如

其请则畔逆之名。 罄酉汇之水不能灌，不从其
请则血战之。窟动在眉睫，虽然宁伤友谊，勿负

果说水西安氏土司属于叛服不常的代表，播州
杨氏土司属于先忠后叛的典型，那么，石砫马氏

［6］
国恩，乃斩来使以徇” 的曾经动摇； 或直录“良
玉发兵克复重庆，并驰往解成都之围，因得到封

土司则是忠于朝廷的象征。 鉴于此，笔者越来
越觉得对元明清时期的“大土司 ”研究不够，需

都督佥事，充总官兵。 然而当时诸将，都是苟安
贪禄之徒，见良玉屡胜，既妒且惭，不免时为中

要下更多的功夫做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 。
（ 一） 个案研究的可能性

［7］

伤” 的尴尬境地； 或赞“已而奢崇明围成都急，
巡抚硃燮元檄良玉讨。 时诸土司皆贪贼赂，逗
遛不进。 独 良 玉 鼓 行 而 西，收 新 都，长 驱 抵 成
［8］（ P6945）
都，贼遂解围去”
时局中秦良玉的英勇行

元明清时期实施的土司制度，前后延续近
700 年。有的土司家族承袭了数十代，时间最长
的甚至有 40 代以上。 四川金川县西北观音桥

为。同样的一件历史事件，分别从土司关系、心
理活动、生存境况、各方势力等多角度进行了阐

绰斯甲宣抚司，前后承袭 41 代。 笔者根据整理
出的“中国土司家族承袭 18 代以上者一览表 ”

释，这无疑为后续研究秦良玉奠定了坚实的学
术基础。这是土司研究史料挖掘者的历史责任

统计，全国承袭 18 代及以上的土司家族计 148
家，即湖广 10 家，四川 13 家，云南 28 家，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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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担当。
（ 三） 土司史料挖掘的后续性

47 家，广西 31 家，甘肃 19 家； 其中承袭 18 － 29
30 － 39 代 2 家，
40 代以上 2 家。如
代有 144 家，

卷

从史学界的情况看，大凡史料工作做得很
久，做得很深入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生命就

18 代人就是
果按照封建社会每代人 25 年计算，
400 年。大凡一个土司政权在当地延续达 400

得到相应地延长，这充分体现了土司史料挖掘
的后续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司史料的挖

年以上，对当地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极
其深远。 有的土司家族虽然承袭没 有 达 到 18

掘、收集、整理、考辨等工作花时间越长的专家
学者，其学术研究生命周期就会得到相应的延

代以上，但由于该土司职级较高，对地方影响较
大，也可作为个案研究，诸如今四川丹巴县的巴

长。土司史料的挖掘与土司问题研究的互动 ，
有助于将土司史料与土司研究、土司学理论构

底宣慰司 （ 承 袭 10 代 ） 和 巴 旺 宣 慰 司 （ 承 袭 9
代） ，今四川西昌市的建昌府土知府安氏 （ 承袭

建有机联系起来，使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
的学术生命无限延长。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16 代） 。有的土司由于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
件，如今云南开远县的阿迷州土知州普氏，虽仅

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

承袭 11 代，历史上发生过“沙普之乱 ”； 四川播
州宣慰司宣慰使杨氏在元明两代虽然仅承袭 14

纂整理与研究》将推出大型工具书《中国土司制
度史料集成》，这不仅为土司研究工作打下坚实

代，却有著名的“平播之役 ”； 今四川叙永县西南
的永宁宣抚司奢氏虽仅承袭 10 代，却爆发了赫

的史料学基础，而且也为李世愉老师自身的后
续研究提供便利，为他本人延长学术生命提供

赫有名的“奢安之乱 ”，这些土司家族均可作为
个案深入研究。有的土司积极参加抗倭、援辽、

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土司研究的专家学者能
够另辟蹊径，将土司职官制度、朝贡制度、赋税

“征蛮”和“征贼 ”等方面的军事征调，且立下赫
赫战功。 如容美宣慰司田氏，虽仅承袭 17 代，

制度、征调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史料进行全
面、系统的挖掘、整理，除了可能带来相关研究

在明代嘉靖年间，面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烧杀
劫掠、破坏社会生产的严峻形势，容美土司带领

的突破和学术创新、改变和纠正过往土司研究

辖区土兵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倭战争，在三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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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多的抗倭战争中多次取得重大胜利 ，这无疑
可以作 为 个 案 重 点 研 究。 在 今 云 南 的 一 些 土

面提到的 10 余家比较特殊的土司家族，也就是
说，全国有近 160 家土司可以作为个案来研究，

司，如 兰 坪 县 境 内 的 兰 州 土 知 州 罗 氏 （ 承 袭 7
代） ，元阳县猛弄寨土寨长白氏（ 承袭 10 代 ） ，姚

这就给土司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
空间。 换言之，如果把全国近 160 家土司均作

安府土知府高氏（ 承袭 15 代） ，建水县纳楼茶甸
长官司土副长官普氏 （ 承袭 16 代） ，巍山县的蒙
化府土知府左氏 （ 承袭 16 代 ） 。 虽然这些土司

为个案来研究，这无疑使个案研究成为一种必
然。土司个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某个
具体土司各方面情况的阐释和深入的研究来建
构某种理论，这种社会理论应成为连接微观认

家族承袭时间或长或短，但其土司衙署至今尚
存，对当地文化影响极为深远，也可作为个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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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宏观理论、特殊个案与一般理论的桥梁，土

以探讨。另外一种现象是，虽然该土司承袭时
间不是很长，但却保留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

司个案研究的魅力和生命力也因为理论的建构
得以延伸和扩展。

且具有独特价值。 如云南耿马县的耿马直隶宣
抚司罕氏虽然统治该地仅 15 代，但该土司在清

土司个案研究应该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土
司个案研究应从理论出发，通过对土司现象的

末用傣文编写的《耿马宣抚司礼仪课赋底薄 》共
十六大类，其主要内容有礼仪规定 （ 含礼物种类

描述、事实的叙述、问题的解释，再回到理论建
构的过程。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将土司个案

及内容，还 礼 礼 物，还 有 感 恩 礼、谢 情 礼、请 兵
礼、说亲提亲迎亲礼、问候病人礼、吊丧礼等礼

研究与社会历史背景的整体认识与土司学学科
理论建构置于一个共同体中来理解。 二是将土

物礼品和还礼礼物礼品的地方性礼仪规定 ） 、祝
贺辞及答谢辞 （ 包括土司官登基、执政、结婚时

司个案研究及理论建构建立在深度田野观察的
基础上，土司个案选择须除了具有理论依据之

的祝辞答谢辞，土司官提亲、迎亲嫁娶、叩拜双
亲时的提亲辞、迎亲辞、祝贺辞及答辞，臣民百

外，还应该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三，土司个
案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或观点应该具有概括性 ，

姓向土司叩送鸡蛋礼或朝拜、谢恩时的祝辞和
答谢辞、土司及亲属死亡时的悼辞和答辞、勐与

理论论 证 过 程 也 须 通 过 精 确 的 语 言 来 清 晰 表
述。只有这样，学科理论的建构才能成为土司

勐之间友善往来时的问候辞和答辞等 ） 、书信格
式（ 包括问候信、试探联婚信、提亲信、迎亲信、

个案研究的标志性意义。
（ 三） 个案研究的系统性

安抚信等） 、课赋底簿 （ 包括耿马司署辖区的九
勐十三圈及勐简、孟定景信两陶孟辖地、耿马城

土司个案研究应该遵循系统论的思想。 按
照系统论的思想，土司个案研究就要把研究的

29 个村寨的门户银、门户稻谷、缴纳贡品的底
簿，还有数量、质量和时间的具体规定，并有向

某个具体土司当作一个总系统，深入研究该土
司的结构与功能； 主要研究该土司的各个子系

缴纳呈贡者的还礼规定 ） 、织土布和耕种衙门的
徭役夫差规定、祭地方神 （ 色勐 ） 和滴水献斋的
规定、记载耿马土司世系宗谱、记载土司娶亲时

统、各个要 素、各 种 环 境 的 相 互 关 系 和 变 化 规
律，并从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在笔者

［11］

掌握的一些土司个案中，无论是湖北咸丰唐崖
覃氏土司、湖南永顺彭氏土司，还是贵州大方水

礼物实录、宣抚司署份田登记底簿、全勐实收银
［10］（ P4 － 5）
课登记 等。
仅礼仪规定就有十五项之

西安氏土司、广西忻城莫氏土司，其内容均有某
土司的概述、政治统治、土地关系、社会经济、土

多，可谓傣族土司社会礼治之大全，在我国可能
也是绝无仅有。 因此，将这些土司作为个案来

司兵制、土司教育、生活习俗、文化艺术、改土归
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内容。 笔者

深入研究完全是可能的。
（ 二） 个案研究的必然性

《播州杨氏土司研究 》一书计十章，也非常注重
内容的系统性。该书不仅研究了播州杨氏土司

个案研究是通过对现象的描述、事实的叙
述、问题的 解 释 和 类 型 的 比 较，来 实 现 理 论 建

概况、权力运作、家国博弈、民众生计等内容，而
且还探讨了训兵备战、文治教化、艺文彰显、铤

构。从研究方法上讲，个案研究是一种实证研
究方法。如前所述，元明清时期全国土司承袭

［12］

而走险与播州终结等问题

18 代及以上的土司家族有 140 余家，再加上前

。但该书最大的遗

憾是原计划要总结元明时期中央王朝与播州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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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土司在土司制度下互动与和谐、认同与调适、
博弈与冲突的历史启示 （ 诸如顺应潮流是前提、

2010，
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J］． 贵州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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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inscription of China’

is doubtlessly a pity when it comes to Tusi studies．

s Tusi （ native officials） relics onto the list of world

We think that three issues should be noticed whi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15，Tusi studies has already

analyzing big events related to the Tusi： 1） taking

become a current topic． However，if we ignor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2） having

th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vents，

theoretical sight； and 3 ）

the tremendous amou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wareness．

having a theoretical

cas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it is difficult to

2． Uncover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realize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academic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especially impor-

第

novation． Hence，if the academic world intends to

t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Tusi system or Tusi issues．

七

find a new breakthrough in Tusi studies，enough

Therefore，digging deeper into the historical litera-

卷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nalysis of past e-

ture is urgently required in the study of China’s

vents，digging out historical materials，and case

Tusi system and culture． Being classified by their

studies—only by which can Tusi studies be

representative form，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strengthened．

the Tusi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literature，objects

1． Analysis of past events

and oral history，among which literature is recor-

Scholarly research of the Tusi in the past has

ded in scripts，and is the richest one among t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stem，culture ，and ap-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usi，including official

plication of Tusi relics for inscription onto the list

historical records，administrative achievements，lo-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but has ignored analysis

cal historical records，biographies and genealogies，

of significant even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and notes，unofficial historical re-

political right，economic benefit，and cultural in-

cords and diaries． Just taking the archives of the

filtration，there had always been competition b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an example，the Tusi

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Tusi regime

historical material include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during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aspects：

some conflicts could not be resolved through nego-

1 ）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Tusi

tiation，large － scale events or battles were the re-

system； 2）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re-

sult． Judging from current studies on every small or

strictions and prohibitions relating to the Tusi； 3）

large battl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Tusi’s way of

Tusi regime，we can see that scholars always focus

handling related issues； 4） social life in Tusi are-

their studies on the background，process，result，

as． Tusi historical material is the basis for studying

historical influence and related evaluations． Up to

China’s Tusi issues． If there are no Tusi historical

now，no scholars have written a monograph of

materials as the basis，it is difficult to conduct re-

these big even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usi，which

search on Tusi issues． Therefore，we think that un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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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ing and using Tusi historical material is the

serverd． Therefore，it is possible to do an in －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usi issues，as well as for the

depth research on these Tusi by taking them as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Tusi studies”． No

case studies．

matter if it is a scholar’s individual research or the

2） The Inevitability of case studies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Tusi studies ” disci-

It is through description of phenomena，narra-

pline，we should increase our efforts in uncovering

ting of facts，explanations of problems and compar-

Tusi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ison of types that case studies are used to construct

for Tusi literature． Taking the Tusi Qing Liangyu as

theory． Judging from this method of research，case

a case study，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issues that

studies are an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The

should be noted while uncovering Tusi historical

main purpose of Tusi case studies is to construct

materials： 1） the comprehensiveness while uncov-

some kind of theory through in-depth interpretation

ering out Tusi historical materials； 2 ） objectivity

and research into the various aspects of a specific

while uncovering Tusi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3）

Tusi． This kind of social theory should become a

follow － up work after uncovering Tusi historical

bridge，connecting micro cognition with macro the-

materials．

ory，and special cases with general theory． The

3． Case Studies

appeal and vitality of Tusi case studies can also be

While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the An Clan

extended with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usi of Shuixi，the Yang Clan Tusi of Bozhou and

3． Systematicness of case studies

the Ma Clan Tusi of Shizhu over the past decade，

Tusi case studies should follow the theory of

第

we have made some new discoveries． If we say the

systematolog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ystema-

七

An Clan Tusi of Shuixi was a representative who

tology，scholars should take a certain specific Tusi

卷

frequently rebelled against the central court，and

as an overall system，and perform in-depth re-

the Yang Clan Tusi of Bozhou was a typical case

search in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Tusi

who showed loyalty to the central court in the early

while they conduct Tusi case studies． The main

days before finally rebelling，then we can say that

content for the research should include the mutual

the Ma Clan Tusi of Shizhu was a symbol of loyalty

relations and changing rules of various sub － sys-

who always kept his allegiance to the central court．

tems，elements，and environments，in order to dis-

Hence，we feel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big Tusi”

cover their general rule．

of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not e-

In summary，the Tusi system existed in China

nough，and we need to do deeper and more de-

for nearly 700 years，and has left rich historical

tailed work on case studies．

cultural heritage． Although the related concepts，

1）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case studies

system，culture，and relics of the Tusi are very im-

The Tusi system during the Yuan，Ming and

portant in Tusi studies，if numerous and complicat-

Qing dynasties lasted for nearly 700 years． Some

ed past events，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ases

Tusi clans lasted for tens of generations，and the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re ignored，it is diffi-

longest one even lasted for more than 40 genera-

cult to achiev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aca-

tions． No matter whether these Tusi clans lasted for

demic innovation．

a long time or a short time，their Tusi mansions are

Key Words： events； historical material； case

still standing，and have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lo-

studies； Tusi studies； breakthrough

cal culture，so they could be explored as case
studies． Another phenomena is that even i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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