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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贵州“屯堡文化”的话语和资源化的现状
The Discourses of Tunbao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塚田

诚之（马茜、邹双双译）
TSUKADA Shigeyuki

The Tunbao men are a group pertaining to the Han ethnicity. They liv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Anshun City,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Guizhou Province. According to a folk
legend, their ancestors were allocated there as station troops from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Jiangna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owever, this story is not yet verified. Currently, the locals
promote the Tunbao culture as a kind of tourist resource. Therefore, the notion that they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early Ming station troops from Jiangnan is repeatedly stated. Tunbao culture
was constructed as cultural capital, which has further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e mystery of how the Legend of Station Troop Immigration generate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ow the locals benefit from it financially, based o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findings in Pingba County’s Tianlong Township and Qiyanqiao Town’s Xixiu Block of
Anshu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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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研究动态及有关屯堡文化话语的形成
天龙镇的现状
西秀区七眼桥镇云峰地区的现状
结论

1．序言
“屯堡人”是居住在贵州省西部安顺市东部地带的汉族群体。笔者曾经研究过其起源及族群
（ethnic group）的形成 ：虽然有屯堡人是明代初期的江南屯军迁徙而来的说法，但实际上，屯堡
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出身背景和来历聚集到贵州。这些人在清末往往被看作是非汉族或被他者认为
是非汉族，而在民国期间主张加入汉族，由此逐渐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此外，笔者探明了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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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和非汉族临界线上的屯堡人在迁居地及再迁居地处理与他者的关系过程中产生了认同，从而
形成汉族支系这一历史过程（塚田 1998ab）
。也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他们是纯
粹的明代屯军的后裔（例如（周2002）
）
。但是，2001年以后，由于“屯堡文化”被旅游资源化，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明代初期从江南因屯军迁至此处这一说法被固化，并且有反复被强调的倾
向。现在，带有这种“历史”背景的“屯堡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被开发成旅游地区，成为众多游
客游览的观光地。本文将回顾“屯堡人”的研究史，在整理屯军移居这一传说如何成为定论的基
础上，以现已成为旅游胜地的安順市平坝县天龙镇、以及正处于摸索中向旅游地转变的安順市西
秀区七眼桥镇云峰地区为例，分析有关屯堡文化的话语及被资源化的现状1）。

2．研究动态及有关屯堡文化话语的形成
关于屯堡文化，吴羽、龚文静整理了1983年到2007年期间相关的中文论文以及被翻译成中文
的海外论文共400多篇，总结了有关屯堡文化的研究史。并根据研究对象、视角、研究方法、出
版年度及作者分类，统计出各项的论文数量。以研究对象、视角及研究方法划分的类别中，被分
成了三个时期 ：①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安顺本地的研究者和部分贵阳的研究者通过“地
戏”等民俗活动研究了屯堡文化的表层特征，并开始着手研究其来源。②20世纪90年代―21世纪
初。研究者的范围开始扩大，不仅有国内学者，还有国外学者（笔者）参与研究。导入民俗学、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制度文化、族群、文化传承等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③21世纪初―现在。
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导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研究逐渐倾向于关注现实及理论化问
题，研究对象包括新农村建设中必要的屯堡文化在内的资源、组织构造、村落的公共空间、文化
传承与结构、宗族与社区、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等。论文数多为2001年后出版，共计224篇，其中
。这种现象的出现和2001年在平坝县天
2006、2007年两年间激增了102篇（吴、龚2009 ：62－70）
龙镇开始的旅游开发、其他地方的相继开发、以及与屯堡人知名度的提高有着密切关联。2001年
5 月，安顺学院中设立了“屯堡文化研究中心”
，当地的研究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2）。
关于屯堡人的来历，在《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 • 屯堡人专辑》中收录了有关屯堡人的数篇
论文（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1995）
。其中指出，多数屯堡人并不一定是明
代“调北征南”过程中来此地的屯军后裔。另外，周耀明也指出，安顺市本寨的金、杨、王三姓
乃是清代中期因购地移居至此，被周围的屯堡人称为“客民”
，并没有被承认是屯堡人（周
2002）
。与上述不同的是，蒋立松认为，明代屯军及其后裔是其核心，屯军以外的江南汉族移民
与其相融合，形成了屯堡人的认同（蒋2004、2009）
。此外，吴晓萍也认为，虽然也有明清以后
的汉族移民，但明代的屯军后裔是其核心组成（吴2007）
。
关于屯堡的文化，周耀明强调了屯堡人文化的独自性，指出他们与周围苗族等民族不相往来
的“封闭性”
，论文题目中的“族群岛”一词即体现了此点（周2002）
。孙兆霞等学者也指出屯堡
人内部的封闭性（孙等2005）
。对于这点，蒋立松则认为文化并不具有封闭性，还需要讨论他们
与周边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蒋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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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来历，在作为旅游地的天龙繁华的大街上建立了新刻的“四公亭”石碑，石碑上刻着具
有明初驻天龙屯军后裔的传说的四个姓氏始祖的功绩。导游的解说同新建的石碑碑文如出一辙。
云峰区屯堡文化博物馆的展览也强调了来源于明初屯军这一说法。另外，在面向普通人的有关屯
堡文化的网站和报纸报道中，关于来历的传说被描述得如同史实一般，他们的生活习俗往往被宣
传成600年前的“活化石”
。吴晓萍指出，对于女性的服装、石砌的古建筑、
“地戏”的表述，网
。针
页上也多用“600年”
、
“明代文化的活化石或标本”
、
“江南文化”来表述（吴2007 ：10－11）
对此种风潮，尽管范松等人表示反对（范2010）
，但持反对意见的仅为少数，研究成果并没有在
观光现场中反映出来3）。有关屯军的移居、生活习俗方面的讨论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中，也被媒
体和观光现场中的活动固化，从而成为权威说法。屯堡的古建筑、生活习俗虽实际上并未经历数
百年的历史，但游客们被“600年不变”的宣传所吸引。如前所述，强调其对外封闭性的研究者
并不在少数。

3．天龙镇的现状
首先简略回顾一下天龙的开发史。据《天龙镇地方志编纂资料》记，陈云（原平坝县政府官
员）得到县政府及天龙镇政府、天龙村村民委员会的支持，2001年 5 月获得市、县、镇人民政府
的批准，着手开展天龙屯堡的旅游开发。并成立平坝县天龙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陈云任总经
理，村里的退休教师、贵阳风情旅游公司的职工也参与其中。通过陈云等人的投资及政府协助的
项目开发，建立了风景区，并做了宣传。政府负责制定方案及保护，公司负责市场管理、经营投
资及宣传，旅行社则组织旅行团，
“农民旅游协会”
（从村民中选拔）负责村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
从而形成所谓“天龙模式”
（呂2007 ：148）
。2001年 9 月25日，天龙屯堡正式对外开放。最初的
两年，年游客量都在 3 万以下，2003年还受到了非典的影响。但是，由于公司增加投资建设风景
区，扩大市场宣传，2004年以后游客突破10万人。2005、2006年甚至达到了20万人次。这期间，
公司又新建餐馆，雇佣更多的当地老百姓作为职员。2008年被国务院认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4）。从这以后，又通过街道绿化和河川疏通工程进一步美化天龙镇，使之成为一大旅游胜地。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天龙镇。从贵阳市出发向西行60公里，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一个小
时即可到达。村里共有1,215户，总人口约4,300人。天龙街区后面有很大的停车场，从这下车后，
再到挂有“天龙屯堡”匾额的大门前购买60元的门票，即可进去观光。
（照片 1 ）
门票由前文所提到的实施旅游开发的平坝县天龙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现贵州省安顺市云
峰屯堡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统一简称“公司”
）出售。门票为通票，包括天台山、天龙
古镇风景区。团体游客的门票为38元。一张门票的收入， 2 元交给镇政府，作为谢礼给旅行社12
元， 1 元给农民旅游协会。剩下的20元除了要养活公司职员外，还要用于村民的水电、集体娱乐
活动以及对医疗费的补助等。在停车场的一角修建了名为“屯堡食坊”的大餐厅。据说停车场和
餐馆在建筑施工时，镇政府也投了资。
入场的游客穿过“屯门”
，可以踏着铺满石板的小道漫步在古朴的街道上。石砌的老房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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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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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偶尔也可以看到被石墙围住的木造老房子。再往前走，鳞次栉比的店铺对面小河流淌，座座
石桥横越其上，游客可以自由地去往街区中心5）。售卖木雕工艺品、面具等的店铺在2002年后接
连开业。在这之前，尽管可以制作却苦于没有销路。据说木雕店铺有八、九家，售卖由木根雕刻
而成的工艺品或茶具等。
“地戏”面具的店铺有十家左右，银饰品店铺也有十几家左右（照片 2 ）
。
银饰品以项链、手链、戒指等首饰类为主。还有六、七家店铺出售蜡染、屯堡人“花鞋”等
刺绣品以及两、三家卖水牛角制梳子等物品的杂货店。这些店铺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中也有不少
来自外地6）。每个店里的女店员都穿戴着屯堡人的服饰，让人感到这里是旅游景点。
出售木雕、银制品的店铺数量，实际上比起笔者短期调查7）所得的数量，让人感觉有更多。

照片 2

天龙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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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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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固定的店铺以外，还有不少露天商铺贩卖杂货、小吃，有过度商业化的迹象。
游客能欣赏古老的建筑（照片 3 ）
，享受购物带来的愉悦，又能在入口处公司经营的“屯堡
食坊”里进餐8）。
尽管离大都市贵阳不远，但仍设有旅馆。较大的家庭旅馆有 5 家，小的也有 5 家，全部是村
民开的。大的家庭旅馆的房间里配有电视、淋浴室、厕所，一晚50到60元左右。游客的70％到80
％为团体客，其中国内游客占90％以上。国内游客又多来自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沿海地区。
尤其是浙江和江苏，据说由于和屯堡人的历史起源有关系，所以来的游客很多。外国人以美国、
日本和韩国居多。游客集中的旅游旺季是 8 月到10月间，另外 3 月到 5 月间游客也比较多。
街上穿着屯堡人服饰的年轻女性导游引领团体游客的景象很引人注目。导游“解说员”现在
有25名，其中半数来自周边村落。年龄为17、18到23、24岁左右，是未婚时期可以从事的一种职
业9）。听说导游的基本工资为650元，根据所带领的团体游客数量可提成，最少也有800元的收入。
屯堡文化的代表之一“地戏”会在“演武场”上演。2008年，演武场由公司出资63万元修建
而成。每天 8 ：30－18 ：30上演。场地在院子里，庭院部分放有10多条长凳供游客使用。看完所
有剧目需要半天时间。出演者11人，听说其中有几人是附近的村民10）。
屯堡人旅游中不可欠缺的是店员、导游及女性居民所穿的服装（照片 4 ）
。
屯堡人服饰是屯堡人特有的，和街景融为了一体11）。公司从事旅游业的职员有120人，包括
导游、门票售票员、保安人员、卫生人员、地戏表演者、天台山的工作人员、餐馆的服务员、厨
师等。公司职员以外，还有商店的店员等，多达300到400人。不管怎么样，在天龙，包括公司职
员从事旅游业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全村有276户与旅游有关联，其中46％的劳动人口在直接或间
接的从事旅游业。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人平均年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村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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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屯堡人服装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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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小型货车、摩托车的人也增加了12）。到外地打工的人只占 7 ％左右，约300人13）。在商店街
有自己店铺的人基本上不去外地打工。相反，天龙周边村落的人大部分都会外出打工。这些周边
村落的老百姓或多或少以店员或导游的方式支撑着天龙的旅游业。
此外，如公司所强调的，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也改善了环境和卫生条件，并完善了水电设施。
旅游业发展以前，从事水稻生产的人多达90％以上，生意人极少。以前，牛、马、猪大摇大摆穿
村而过，卫生条件很差。现在，人们在村外圈养牛、猪、鸡，农业生产采用了机械化14）。
但是在一排排老房子的村里也出现了新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屋的老朽化。居民虽然想住
现代式的新房子，但基于旅游业，不能翻新改建。违规建造的房屋公司会出资拆除，然后给予赔
偿。而且，政府虽然对因老朽濒临倒塌的老房子有修理的计划，但有时候得不到批准。在这种情
况下，居民只好迁居，另租房子以等待政府的修理。诸如此类的村民和公司对立的情况也时常发
生。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仅仅一部分村民成为受益者。
“农民旅游协会”属于村民委
员会，其成员虽然是由村民投票选举而来，但当选者非常有限，在2007年12月仅有 7 名当选。商
店的经营者也只有一部分是村民。另外，刘超祥指出，对天龙居民所作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多
达70％的村民回答没有从旅游业中获益，此外，也可一看到住在街区以外的村民得不到利益分配
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刘2007 ：203）
。

4．西秀区七眼桥镇云峰地区的现状
从高速公路由天龙往西前进，在安顺市区前的“安顺东”收费站下了高速公路后，再开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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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10公里左右，即可见云峰屯堡文化博物馆。博物馆和附近的本寨、云山屯构成一个观光带，
从安顺市街区往南行18公里左右即可到达。博物馆展示并介绍屯堡人的历史和生活文化15）。旁边
的休息处设有和天龙一样的“地戏”的表演场所，大多是简单的表演，不如天龙那样正规。有几
家旅游纪念品店，和天龙店隶属于同一家公司。2005年刚刚开发，晚于天龙16）。云山地区除本寨、
云山屯以外，还有六个屯堡人村落。但被开发成旅游地的只有部分村落。这几年游客约为 5 到 8
万人，比天龙的游客少。和天龙一样，游客多来自于江苏、安徽、江西等江南地区及广东地
区17）。门票是70元，可以参观游玩云峰地区的两个村落和博物馆。
本寨的人口约在200户左右，900多人，如前面所提到的（周2002）所述，虽并不是纯粹的明
初屯军后裔，但被看成是屯军后裔而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这是因为，这里除有古建筑、 7 个碉
楼、 1 户四合院、 1 户三合院外，至少古建筑比天龙要保存得好。虽不及天龙，但旅游纪念品店
也遍地皆是，游客纷至沓来。商店共有12家，其中银制品 7 家，木雕店 3 家，奇石店 2 家。
“农
家乐”和杂货店、家庭旅店等全部在村外。因此感觉这里俗化的程度没有天龙严重，但村内外到
处可见新建的水泥房屋。看来此处也存在居民的要求和公司对立的情况。
云山屯位于本寨旁边的小山丘上。现在行车道可以通到村口。村的出入口部分被石墙高筑的
城门所覆盖。进门便可见房屋依主道而列。人口共189户，800多人。这里不是纯粹的明初屯军后
裔的村落，而是清代为躲避战乱逃离至此的人形成的村子（塚田 1998a ：58）
。道路由石板铺装
而成，设有路灯，村口建有花坛。村里祥和宁静，几乎没有商店，具有独特的氛围。但可见废弃
的房屋。2001年，这里的古建筑群成为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有不少房屋好像就要倒塌。不必说
与天龙相比，即使与本寨相比，云山屯散发出来的生活气息不是很浓烈。这也情有可原，居住在
村里的只有480人，其他人到外地经商或打工去了。留守的人多为老人和孩子。生意人去贵阳、
上海、昆明买卖衣服、茶叶等，打工者去了上海、广东。
本寨、云山屯相比天龙，虽然没有被过度商业化，但交通不便。对散客游人来说，需要转乘
巴士。而且，云山屯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景象，本寨的居民则更倾向于居住水泥建造的新房子，而
不是游客希望看到的古建筑。

5．结论
本文考察了有关屯堡人的研究史、有关屯堡文化言说的固化、以及旅游开发的历史和现状。
天龙商店鳞次栉比，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今后可能会愈发俗化。另一方面，云山屯的居民
因经商或打工而外出，废弃房屋的现象比较明显。由此看来旅游开发还没有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说到底，众多的屯堡人村落中只有一部分被资源化，而被开发的村落中，又像天龙一样，仅
有部分人得到了实惠。被旅游地化的村落和没有进行旅游开发的村落，出现经济上的差别。没有
进行旅游开发的村落居民只好成为观光地某些设施场所的职员，或外出打工。即使在旅游地化的
村落里，也有村民因不成功而外出打工的情况。
此外，还发现居民与公司、政府之间有利益冲突的现象。居民想要居住现代化的房屋，但由

100

塚田

诚之

于政府、公司为了保护古建筑以及推进旅游开发的政策，使得他们不能轻易翻建房屋。面对诸多
问题的屯堡村落以及屯堡文化今后将如何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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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屯堡人的人口推测约为30万多，分布在贵阳—安顺之间的屯堡人村落有300多个。
2） 2008年成立了贵州省屯堡研究会，第二年举办了此次大会。近年来，随着长期的、有组织性调查的展开，
当地文献的发掘、整理工作的推进，研究得到了深化。比如，
《屯堡乡民社会》是作为“中国百村调查”
的一环，近40人的人员从2001年开始的三年半时间里，对安顺市西秀区九溪村进行了持续调查研究后所
取得的成果（孫兆霞等2005）
。此外，
《吉昌契約文件汇編》是以孙兆霞为首的贵州民族学院的调查队于
2009年在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吉昌村收集整理的清代中期至1961年的200多年间的契约文件（孙兆霞
等编2010）
。
3） 笔者认为，天龙的四大姓郑、陈、张、沈中，至少陈姓的迁来晚于其他三姓（塚田1998a ：53）
。另如前
所述，对于屯军由来一说，包括笔者在内，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范松指出，屯堡人中有从江南以外的湖
广、长沙一带迁来的，石砌房屋乃在基于当地建筑文化所建，服饰则有可能是和当地的民族文化长期交
流后的产物，
“地戏”和当地民间的祭神仪式相关联，因此它否定了屯堡文化的封闭性（范2010 ：37－
40）
。对于“活化石”一说，论文仅在2006年注册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顺“地戏”中使用，
而最近的媒体则有扩大其使用范围的倾向。地方志编纂的“天龙镇地方志编纂资料”中也只是说服装（凤
阳的汉装）
、石造的房屋、
“地戏”等保持了明代的生活特征。
4） 2010年获得了“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称号。现在还有“中国屯堡文化之乡”
、
“中国十大古村”
、
“世
界最美古村落”等称号。
5） 旅游纪念品店建在一路延伸下去的主道建在街的后面，在与旧国道之间形成了街区。
6） 属于本屯人的木雕店只有一家。面具店中有 4 、 5 家由周围的刘官屯、宋官屯经营，其他店的工匠师傅
也是从周官屯雇来的。据说天龙村已经没有会制作面具的工匠。笔者在某店发现了奇石的首饰，但石头
却是产自贵州铜仁县的“紫袍玉带石”
，并不是当地的产品。银制品店中只有半数是本屯人的开办的，
工匠中也有来自地道的银制品加工地的黔东南的人（也有苗族）
。
7） 调查施行于2012年 8 月26日－28日，对村民的一部分和公司人员做了概要性的访谈调查。
8） 除了入口处的餐馆以外，只有 3 家“农家乐”
，离风景区较远。餐馆的食物材料都是从价格便宜的平坝
县农贸市场采购而来的。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菜，有腊肉、腊肠、血豆腐等。贵州有名的辣椒用得很多。
9） 公司采用面试招聘，招聘条件是能说流利的普通话，高中或中专毕业，有文化知识，样貌端庄。公司拟
聘25人，应聘者却多达400人。此外，导游也有多达40人以上的时候。
10）剧目多为三国演义的“三英战吕布”
，宋代说岳演义中的“双枪陆文龙”
，说唐演义中的“薛仁贵征东”
等武打场面，多达10－20多场。另外作为观光设施，不知为何还有展示奇石、化石的“石博物馆”
。石头
是从别处运过来的。
11）公司为了宣传屯堡文化，每年制作20－30套的服装赠与村民。现在据说一套服装（花鞋、衣服、裤子、
围裙）要200元。老人则自己制作。
12）本屯有小货车200台，摩托车1000辆以上。
13）天龙村中也有不少人居住在天龙街区周边。
14）全村共有287亩田地，村民自耕自种，商店经营者则将耕作活委托给亲戚或其他人。
15）2005年由西秀区旅游局建造。现由公司经营。另外，现在的公司同时负责天龙和云峰区。
16）据西秀区旅游局介绍，2007年由贵阳南风公司开发，2010年变成了由现在公司经营。2007年以前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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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着手进行开发。
17）这个数字来自于公司，也有信息说不足 1 － 2 万。旅游路线中，团体游客多将其与黄果树瀑布、龙宫洞
窟等风景区组合到一起，没发现有天龙与其他屯堡人村落组合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