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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道路研究現狀的批判性評述，試圖結合功能主義的實證分析和

現代性視角下的時空分析兩者之長，將漢藏公路視為複雜動態的社會空間，從公

路的生產、使用、建構和消費四個角度對現有的分析框架加以擴展，從而建構一

個全新的、跨學科的「路學」框架。「路學」框架不僅關注道路的修築過程及其相關

社會歷史因素，同時注重其象徵性層面上的文化符號建構；不僅強調道路的實際

使用功能，而且注重其更加廣泛的消費價值，以彰顯道路的現代性意涵。本框架

採用「點」「線」結合，「動」「靜」結合，「質」「量」結合和「史」「志」結合的具體研

究方法，以期得出對漢藏公路空間的時間性、社會性、開放性和移動性的總體描

述和剖析，以推動「路學」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路學」　漢藏公路　社會空間　現代性　移動性

從成都駕車向拉薩進發，318國道成都至雅安段全程高速，路況良好，車

流量也大，和走在內地高速公路上沒有多大差別。進入雅安首先看到的是路

口以茶馬古道為主題的雕塑，凸顯此城曾是茶馬互市的重要節點。下午途徑

瀘定，因水電站建設道路管制，等了兩個多小時才輪到單邊放行。出城後沿

大渡河岸繼續前行，沿途水庫淹沒區的農舍和去年相比，許多已被拆除，斷

簷殘壁，甚是荒涼。當晚夜宿來過多次的康定小城。第二天出城一路向西，

翻越折多山時，載重卡車在坡道上喘着氣緩慢又堅持地爬行，成了騎行摩托

的當地人喜愛的超越目標。路邊甘孜州政府樹立的「打造生態景觀大道」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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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標語牌和家鄉滬寧高速邊鱗次櫛比的廣告牌相比，顯得有點孤單。沿途還

看到幾輛旅行社的大客車開往前方景點塔公寺。不過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

路邊隔三岔五可見的騎行者（還有少量的徒步者）。這些人的最終目的地是拉

薩，通常從成都出發，海拔3,000多米的折多山將是他們路程中面臨的第一次

嚴峻考驗。在岔路口新都橋鎮吃午飯後，向北轉向德格方向。沿途車流量明

顯減少，偶爾還得給走在公路上的犛牛群讓路。

夜宿爐霍縣城，從那裏接川藏北線（317國道）繼續行程。這一帶的地貌

是海拔較高但相對平緩的高山草甸，公路沿着高原向西北蜿蜒延伸，不時可

見兩邊高坡插滿五顏六色的經幡，常常數百面擺成整齊的幾何圖形，迎風招

展，蔚為壯觀。有的高坡上鑲嵌着水泥白灰製成的巨大的六字真言，藍天白

雲之下非常醒目。突然間，半山坡上開下來一排排看不到頭的綠色軍車，打

頭的車頂上擺着醒目橫幅：川藏線運輸團。上百輛車魚貫從面前開過，整

齊，威武，在高原上形成一條流動的長龍。車隊過後，繼續前行。看見路上

兩位朝聖者，雙手前伸，匍匐倒地，磕頭後再站起來重複同樣的動作。幾個

家人或同伴拉着裝有帳篷炊具的大車跟在一旁。看到這種景象，情不自禁地

停車拿出相機拍照。抵達德格前翻越海拔6,168米的雀兒山，盤山公路上開了

近兩個小時，快到豁口時感覺胸漲氣悶，典型的高原反應症狀。看到路邊的

養路工人，油然心生敬意。下山時遭遇大雪，好在有驚無險，平安抵達德

格。休整一天後繼續沿317國道開往昌都，剛滿懷激動地駛過橫跨川藏分界線

的金沙江大橋，卻被檢查站武警攔下告知，因為修築新路，前方限行。剛才

的興奮一下子變為沮喪，原定去拉薩的計劃不得不改變。

——筆者2011年6月田野調查筆記

一　研究問題的提出

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見證了規模空前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筆者自

1990年代起在中國西南從事人類學研究，對當地交通發展在短短二十多年間

的突飛猛進印象深刻，同時又受道路所帶來巨大變化的啟發，在2006年啟動

了道路研究課題，並進而提倡建立跨學科的「路學」（Roadology）研究1，轉眼

已歷時十年，行程數以萬里。以上的田野筆記只是諸多次田野調查旅行的一

個片段而已。這裏除了顯示人類學研究中充滿不確定因素之外，更意在從一

個側面顯示道路作為研究對象的複雜多樣性，並坦陳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面對

的最大困難，即如何處理道路擁有的豐富又流動的現象和材料。

以上面提到的短短幾天路程為例，筆者在途中見到了卡車司機、摩托 

車手、遊客、騎行者、汽車兵、牧民、朝聖者和養路工人等不同的道路使用

者。就道路的用途而言，交通、運輸、旅遊、軍事、宗教和政治層面清楚 

可見。就道路的利益相關者而言，軍車、武警和標語牌是最直接的國家在

場，牧民、朝聖者和摩托車手是當地人的代表，而騎行者和遊客則是晚近出

現的新角色。就道路的作用和影響而言，最直觀的是當地旅遊業及水電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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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學術論文 礎設施開發的快速發展。對研究者而言，如何制訂適當的研究計劃去梳理紛

繁複雜的現象是關鍵，而選定研究對象則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在跑遍西南中國之後，筆者最終選定川滇藏交界區的漢藏公路作為研究

的重點。所謂「漢藏公路」，指的是連接漢族為主體的地區和藏區的道路，最

為聞名的當數通往拉薩的青藏、川藏和滇藏公路2。至於採用「漢藏公路」這

一叫法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這樣指稱最為直觀明確；也曾經考慮過使用「藏

邊公路」，但最後還是放棄——一方面是由於此叫法只突出了藏區一面，有以

偏概全之感；另一方面也避免引起藏邊到底屬於「內邊」還是「外邊」的爭議。

「漢藏公路」的字序，除了反映歷史上由漢區向藏區修路的通常走向外，並無

重漢輕藏或其他特殊含義。眾所周知，由於青藏高原的特殊地貌，進出藏區

山高谷深，道路崎嶇。但歷史上這一地區仍然擁有一個頗成系統的路網，與

周邊地域互聯互通，著名的有「茶馬古道」和「唐蕃古道」等3。本研究的對象

定位於能供機動車行駛的現代公路，古代和近代漢藏地區道路不在研究之列。

漢藏公路作為研究對象具有幾個顯著特點：首先，歷史相對短暫。和中

國其他地區比較，藏區是現代公路最晚到達的地區。從1930年代公路在藏區

邊緣出現算起，迄今只有八十年左右的歷史；第二，發展迅速，尤其是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1950年代見證了青藏、川藏

和滇藏公路的修築，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沿途路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級和加

密；第三，超乎尋常的知名度和媒體曝光度。幾條漢藏公路（包括2006年開通

的青藏鐵路）被譽為「天路」、「朝聖之路」或「中國最美公路」，相關題材的遊

記、歌曲、攝影作品層出不窮，成為當地旅遊業最好的廣告。

根據研究對象的以上特點，筆者制訂了一個初步的研究計劃：首先給漢

藏公路八十年發展歷史做一概述，着重討論修築公路的目的和過程；其次檢

視漢藏公路的作用，包括其具體使用情況和效果；最後考察公路帶來的影響

和變化，包括社會、經濟、環境和文化諸多方面。然而具體着手後發現困難

重重，主要的挑戰包括如何找到合適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

就研究方法而言，完成此課題的田野調查和通常情況不同，範圍遠遠 

大於人類學者常常關注的某個村莊、社區、人群、機構或城市。雖然調查的

區域聚焦在滇西北、川西和藏東交界處，但這仍是一片幅員廣大的地區，總

面積超過許多歐洲國家的領土，顯然無法採用人類學者待在一地做長時間 

參與式觀察的傳統方法。1980年代以來流行的「多點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當然可以考慮4，但筆者在進行了多次不同地點的田野考察

旅行後發現，要了解一條公路的全貌，還必須同時進行線狀考察。漢藏公路

研究範圍的廣度和深度要求研究方法的創新。最終筆者決定採取「四結合」方

法來完成研究：即「點」「線」結合，「動」「靜」結合，「質」「量」結合和「史」「志」 

結合。詳細來講就是既考察公路全線又觀察沿線多點，既有相對固定的參與

式觀察又有動態流動的田野工作，既用質化也用量化研究方法，既回溯歷史

也注重當代民族志。

解決了研究方法問題以後，更大的挑戰是採用何種理論框架來覆蓋鮮活

流動的日常道路景觀並分析梳理其豐富複雜的內涵。中國大陸專門探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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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著數量不多。1980年代交通部組織各省編寫的公路交通史或公路史，以

資料收集整理見長，對理論框架的討論基本付之闕如。近年來聲名鵲起的一

些熱門道路，如茶馬古道，雖然受到了廣泛關注，但大多數論著流於空泛 

平淡5。本研究的目標在於另闢蹊徑，採用適合的理論分析框架，從新的視

角對漢藏公路進行總體描述。而要達到這一目標，有必要對現有的道路研究

主要理論框架先作一簡要的評述。

二　道路的現代性：現有研究框架評述

由於道路和社會生活關係密切，相關文獻汗牛充棟，所以在此做一歸納

性的概述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反諷的是，和道路在人類生活扮演的重要角

色相比，學者對它的研究卻不夠深入，現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道路史範疇，

讓社會科學研究者舉出一兩本稱得上經典的研究道路的著作，是頗具挑戰性

的任務，這從反面彰顯建立「路學」的緊迫性。以人類學為例，由一群英美學

者撰寫的《移動的景觀：人類學視野下的小徑、寬道和大路》（Landscapes of 

Movement: Trails, Paths, and Road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是迄今為止

少有的專門討論道路的論文集。三位編者提供了一個從考古學角度對道路研

究所作的概述，其中對古羅馬帝國時代的討論最為詳盡。他們還對前哥倫布

時代美洲道路，包括印加、瑪雅文明及其他印第安地區的道路着墨甚多，遺

憾的是世界其他地區被寥寥數筆帶過，而中國和東亞地區則被整體忽略6。

如果勉為其難地對現有的道路研究做一概括，不難發現一個總體性的思

路——傳統的功能主義框架——注重分析道路的目的、功能、使用、後果和

意義。道路的交通運輸功能及其經濟效益首先被強調。「要致富，先修路」，

這句當下中國廣為流傳的口號是功能主義最直接和生動的註腳。無論是美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規模的高速公路路網建設，還是中國當今令人驚歎的

高速公路的發展，從功能主義角度進行分析似乎都順理成章7。除經濟領域

外，道路和政治的關係也廣受關注。國家使用道路來加強統治、實現政治 

目的的案例，從中華帝國的驛道到古羅馬和瑪雅帝國的路網，都不乏專著討

論8。值得一提的是，相反的案例也為學者關注。耶魯大學著名政治人類學

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就發現，拒絕修路甚或有意破壞道路，是東南亞山

地民族抵制國家權力入侵的條件和手段9。

台灣學者蔡龍保所著《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台灣道路事業之研

究，1895-1945》一書，詳細檢視了台灣道路和汽車運輸業的發展。該書以基礎

建設與作為殖民地的台灣「進步」與「發展」的關係作為討論主線，認為「道路

事業是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其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之影響漸

進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總督府透過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方面，統治日

趨鞏固」bk。蔡龍保關注的中心是道路對政治權力整合、經濟資源開發、貨物

人口流動、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談論的主體往往是修路決策者、修路的動

機和目標，以及修建後的影響和功效。該書材料詳實，立論公允，展現了功

能主義分析框架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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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術論文 然而，道路和社會文化的關係涉及面很廣，除了經濟、政治外，文化變

遷、宗教流播、社區解體、人口遷徙、城市化、區域整合，環境衝擊等問

題，吸引了學者從文化、旅遊、人文地理學甚至生態學角度加以探討。新興

的道路生態學以「點效應」、「廊道效應」和「網路疊加效應」等概念分析路網對

環境的影響，功能主義傾向明顯bl。1993年法國西班牙之間的朝聖道路——

岡斯特拉的聖地亞哥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被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引發了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COMOS）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的專家學者使用「文化線路」的概念。根據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

2008年通過的《文化線路憲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文

化線路」是「清晰物理界限的陸地、水路或其他形式的交通通道，具有自身動

態的和歷史的功能並服務於特定和明確的目的」；不僅如此，這些交通通道還

必須滿足以下條件才能稱為「文化線路」：第一是源於並體現了不同貨物、人

群、思想在不同地域互動交流的長期歷史過程；第二是促進不同文化在時空

中的相互交融並體現在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中；第三是通道凝聚的歷史關係和

文化特質已經整合成為一個動態系統bm。相對於以往，「文化線路」視角對總

體文化背景、物質和非物質遺產、跨文化交流、動態過程和具體情境的同時

強調，給道路研究以新的啟示。但由於將道路定位於文化遺產，具體研究仍

多局限於編寫保護歷史「文物」和維護傳統「功能」操作指南的層面，迄今還沒

有出現更具理論批判性的成果。

簡言之，現有研究雖然愈來愈多地將道路置於政治、社會、經濟、文化

和生態的大背景中加以討論，但常常將其作為分析的配角，以它的影響功效

作為關注中心，從而束縛了探討問題的廣度和深度。筆者在此推介一種較新

的思路，可稱之為「現代性角度的時空分析框架」，起源於歐洲學者對現代性

的理論思考。「現代性」（modernity）是歐洲思想家試圖在總體上把握現代和中

古歐洲社會的本質差別時提出的概念。雖然有關「現代性」的定義五花八門，

但是英國學者湯林生（John Tomlinson）提供了一個精練的概括。他認為現代性

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以科學知識、理性和個人主義為主的新意識

形態，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新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新政

治體制，以及源於城市化和大眾媒體的新時空意識bn。人們對時間和空間的

新的感知方式被視為現代性的根本構成要素之一。就時間緯度而言，社會史

家討論了「加速」與消費的關係bo，哲學家討論了「速度」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聯

繫bp，而社會學家則分析了「移動」方式與技術發展的關聯bq。

在社會科學家當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維（David Harvey）將

時空兩者結合起來加以討論，尤為值得注意。吉登斯用「時空分延」（time-

space distanciation）這一概念來界定現代社會與全球化時代的本質特徵。由於

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人與人的交往和社會關係的形成可以擺脫必須在場的

限制，從而得到極大拓展br。哈維則用「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的概念來描述自197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流動和生產的加速，並以當代交通與

資訊技術的革命性飛躍作為基礎，將人們對時空的這種新感受視為後資本主

義社會轉型的標誌之一bs。

c148-1502021.indd   22 15年4月1日   上午11:42



		 	 漢藏公路的	 23	

		 	「路學」研究	

吉登斯和哈維的探討偏重時空觀的宏觀理論bt。在更為具體的層面，對

空間與社會問題闡述最全面和最有影響的理論家當推法國的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他以馬克思主義為出發點，提出了「社會空間生產」的理論，從空

間視角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更加注重空間與社會因素的具體互動。他提

出空間具有社會屬性，本身是一種社會關係，它在生產新的社會關係的同時

又被它們所生產。他認為資本主義所生產的空間具有不同功能，既是生產工

具，也是消費對象；生產空間和消費空間可以轉換。此外，空間也是國家政

治工具，用來維護對地方、等級、階級等的控制ck。列斐伏爾對政治經濟學

因素的注重和傳統功能主義的關注有交叉之處，同時他的社會空間分析框架

彌補了後者常常流於經濟化約主義的簡單化傾向。

2012年，由主張從「移動」這一視角來研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現 

象的地理學刊《移動性》（Mobilities）出版的專輯「道路與人類學」（Roads and 

Anthropology），集中體現了人類學者從時空角度分析道路的努力。專輯編者

在總論中指出，愈益增加的流動性已經成為界定當代生活特性的重要標誌，

而對道路的民族志研究可以跨越傳統社會學概念的固定預設，考察那些橫跨

物質與文化、社會與個人、跨國公司與地方社區、基礎設施發展政治與人們

日常生活範疇的現象。相對空間而言，專輯作者更注重時間緯度，關注流

動、停滯、速度、移動、摩擦、張力和旅程等概念。他們強調道路在社會現

實中呈現的複雜性，表現在其既能夠增進聯通性，也可能增加隔離性；既可

以增強移動性，也可能帶來固定性。修路允諾能帶來的預期益處往往難以兌

現，反倒成為現有政治經濟秩序鞏固自身利益的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專輯

中包含兩篇涉及中國在蒙古和非洲莫桑比克修路的文章，不約而同地得出中

國修路活動導致了與當地 /當地人空間和社會關係進一步的隔離而不是聯通的

結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方學者的分析傾向cl。

此外，也有學者提出移動性和速度的增加甚至會帶來社會關係的虛無

化。法國人類學家歐傑（Marc Augé）曾經討論過法國傳統城鎮的空間布局，一

般而言主要大街交匯於城鎮中心，在附近集中了教堂、市政廳和集市、市場

等建築，形成了社會關係交流最密集的空間。傳統的道路規劃通常將主幹道

引向各個城市中心，使得主要城鎮成為全國路網節點一部分。二戰後高速公

路的修建常常以立交和外環線直接繞城鎮中心而過，而這些立交橋和機場、

地鐵站等場所，一概被他稱為「虛無場所」（Non-Places），指的是後現代社會

中那些格式化、標準化，以追求效率和速度而失去了深度社會關係交集的空

間。從這個角度而言，道路數量的增長、社會關係的減少、虛無場所的增多

是現代社會空間關係變化的特徵之一cm。

美國人類學家洛（Setha M. Low）在微觀的層面，提供了可供道路研究借

鑒的具體空間分析角度。她在分析公共空間時，將空間的實際生產和空間的

意義構建加以區分cn：

空間的社會生產包括那些意指將空間變成實體性物質平台的因素：社會

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和技術的。社會生產這一術語對唯物主義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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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術論文 的強調有助於界定都市空間形成的歷史緣起和政治經濟形塑。社會建構

可以更方便地用來指稱空間的現象學和象徵經驗，這些經驗常受諸如交

換、衝突和控制等社會過程的調和。所以空間的社會建構是空間的一種

實際轉型，其間空間經由人們的社會交換、記憶、影像和對物質平台的

日常使用成為傳遞象徵意義的場景和行動。

簡言之，她將空間視為同時受硬性社會因素決定（生產）和軟性意義包裝（建構）

的相輔相連的一體兩面過程。

總而言之，無論是傳統的功能主義還是現代性時空視角下的分析框架，

都各有所長。前者適合對道路涉及的社會因素、具體過程和前因後果做直觀

實證的討論，後者則揭示道路在生產現代性空間的同時又為後者所生產和消

費，將它提高到新生活方式這一更宏觀、更抽象的層面加以討論。筆者所提

倡的「路學」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兼收並蓄是其精神，跨學科性是其核心取

向，全方位整合性的研究是其目標。以下的漢藏公路研究綱要正是「路學」研

究的一個嘗試。

三　漢藏公路的「路學」研究綱要

漢藏公路的歷史和現狀要求一種能從總體上展現其特點的分析框架和思

路。綜合以上討論，漢藏公路的「路學」研究視道路為一種特殊的空間，兼具

時間性、社會性、開放性和移動性：時間性表明道路空間存在於歷史語境

中，並隨歷史進程而變化和轉型；道路空間的社會性反映道路不僅僅是物理

性的存在或社會活動的載體，而且是社會關係互動的結果和再生產工具；道

路空間的最大特點是它的開放性和移動性，它不只是一個具有固定邊界並靜

態地呈現社會關係和實踐的平台，而且是一個移動的、延伸的、進行時態的

空間，人與物、人與人、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不斷演變、互動、展開和衝

突。道路空間不斷被生產、使用和消費。作為一種特殊的消費品，道路空間

更注重符號象徵性的意義建構，而追求新穎體驗的個人成為消費的主力。

除了社會空間，道路也是一種交通傳播媒介，具有不可否定的功能。道

路的延伸打破自然、地理、政治上的阻隔，不斷擴大社會交往空間。道路可

以加速不同空間之間的互動，縮短社會交往所需的時間。路網的發展和完善

不僅使得社會交往變得繁雜交叉重疊，而且社會時空同時呈現擴展和收縮的

狀態，實實在在地影響着人們的現實生活、感官感受和思維角度。道路空間

中政治和權力關係佔據重要地位。決策者、修築者、使用者、消費者以及社

區成員各自具有不同的動機、目的、策略、體驗和後果，是整個社會關係過

程中的利益相關者。

在具體的分析層面，漢藏公路研究將圍繞兩對坐標展開描述和剖析——

「生產vs建構」與「使用vs消費」，將道路的具體修築和意義建構加以區分，將

道路的實際使用和消費享受加以區別，從四個角度考察漢藏公路八十年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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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道路的生產、使用、建構和消費在現實中密不可

分，將它們單列開來只不過是便於討論，如果假定它們是各自獨立的四個實

體將大錯特錯。

（一）漢藏公路的生產

公路生產着重考察漢藏公路自1930年代以來八十年間幾次快速發展時期

推動修路活動的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和技術方面的因素。縱觀八十年漢藏

公路歷史，顯然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修路動機和目標，可以粗略劃為四段。

1950年代前為初始期，以剿匪和固邊為名在川、青、康、甘地區開始了零星

的修築co。1950至1960年代為第二階段，其間青藏、川藏和滇藏公路的修築

主要服務解放軍進軍西藏、平叛和應對中印邊境衝突。可以說，此階段的築

路活動是構建新興民族國家的手段，政治軍事目的佔了主導。1970年代至

1990年代中期為第三階段，藏區的公路網絡得到進一步擴展。當時計劃經濟

的機制使得調撥藏區的資源合理化，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目標無疑是這一

時期的重要考慮。據統計，西藏公路通車里程從1954年的1,968公里，分別增

長到1969年的15,098公里和1984年的21,611公里cp。再以和西藏相鄰的雲南

迪慶州為例，公路里程從零起步，1960年年底達到721公里，1995年再增至

1,986公里cq。

而進入1990年代後期的第四階段以來，漢藏公路修建規模空前，各級政

府的動機和目的更為複雜。除了政治國防戰略考慮外，通過促進旅遊發展地

方經濟，成了地方政府積極參與修路的直接動力。在各地發展面臨的環境壓

力面前，旅遊業被視為「無煙工業」而被大力提倡。和以往的現代化發展理念

相比，當代的修路活動折射出後工業社會的價值取向。就西藏自治區而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見證了其築路的高峰期。2000年，西藏的公路通車里程

為22,503公里cr，而據新華社報導，截至2013年年底，里程數已達到70,591

公里，增長速度驚人cs。相應地，雲南迪慶州的公路里程到2008年末已增加

到4,425.5公里ct，尤其是在「十五」計劃期間（2001-2005）建設了328公里的旅

遊專線dk，反映出修路活動的一個新亮點。這些統計折射出漢藏公路生產過

去十多年來突飛猛進的態勢。

（二）漢藏公路的使用

從傳統功能主義的角度看，公路的使用價值是物質性的和可觸見的。道

路的開通有助改善交通運輸條件，促進人員物資流通，服務不同政經目的。

如前所述，漢藏公路作為連接西藏的戰略公路，其政治和軍事意義不言而

喻。在進軍西藏、平叛、應對中印邊境衝突以及1980年代藏區騷亂時，漢藏

公路保障了人員調動和後勤補給，前引田野筆記中提及的川藏線運輸團的景

象是一個形象的印證。1970年代以來，漢藏公路被用來運輸礦產和木材，礦

區和林區公路成為道路修築和使用主體。以四川為例，從1949至1985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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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術論文 省共修築林區公路7,419公里，其中藏區所在的阿壩和甘孜州分別修路2,764

和1,393公里，佔了全省總和一半有多dl。

當然，漢藏公路也為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所用，便利出行、經商、放牧、

勞作。對於朝聖者來說，新修的公路也提供了通往朝聖目的地的一個新的選

擇。個人既可以採用傳統「磕長頭」的方式沿路前行，也可以搭乘各式機動車

快速抵達目的地。但是所有以上的道路使用方式看上去都還是「實實在在」和

「平平常常」。1990年代以後旅遊業的興起，給漢藏公路帶來了一種新的使用

方式。因為對旅遊者而言，公路不僅僅是達到其他目的的功能媒介，而且也

變成使用目的本身。旅遊者更為關注的是公路含帶的歷史、文化、宗教、景

觀、記憶、象徵意義。換言之，對以往的使用者而言，公路是必需品；而對

旅遊者而言，公路本身變成了消費品。對公路不斷進行形象和意義建構成為

保持消費品吸引力的不二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漢藏公路的建構和消費成為

一個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值得加以仔細地審視。從以往強調生產和使用，

到近年來的建構和消費，標誌着漢藏公路歷史上的一次重要轉型。

在轉入下面討論之前，有必要強調公路的生產和使用過程充滿變數和偶

然，採用傳統編年體式的敍述難以展現其複雜性。不同的動機和目的，勢必

引起修路過程中種種社會關係的連鎖變化：決策者可以由中央政府轉為地

方，由軍事機關轉為企業廠礦；修建者由士兵和居民轉為工程師和專業工

人；使用面擴大，由單純軍事運輸到商業貿易和朝聖旅遊；使用者包括軍人、

商人、企業家、旅遊者、朝聖者、當地人，甚至養路工人。他們以不同方式

使用公路，獲取不同體驗，感受修建公路帶來的影響和後果。這些體驗和 

影響又反過來對決策者、對修路目的和動機加以修正，形成一個動態的互動

過程。

（三）漢藏公路的建構

任何道路的修建，都包含硬性的物理性鋪設和軟性的意義建構兩個方

面。道路的建構賦予空間行動和策略以象徵意義，尤其強調個人體驗和記憶

的重要。事實上，在旅遊業沒有到來之前，漢藏公路的意義建構早已存在。

1930至1940年代，修建漢藏公路常常被賦予溝通、開發、馴化「蠻荒」邊陲之

地的含義。1950至1960年代，一方面，革命成為修路意義建構的主題，當年

築路大軍勇敢無畏、排除萬難的革命精神被廣為宣傳，幾條漢藏公路被賦予

「英雄」之路的含義。1950年的歌曲《歌唱二郎山》使康藏線隨着歌聲名聞遐

邇：「二呀二郎山，高呀高萬丈⋯⋯解放軍，鐵打的漢，下決心堅如鋼，要把

那公路修到那西藏」，這些廣為傳唱的歌詞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紅色記憶的一部

分。同年出版的戈壁舟的長詩《把路修上天》，可能是青藏公路被冠以「天路」 

之名的濫觴dm。另一方面，閱讀當時的回憶錄，漢藏公路往往促發人們以下

的聯想：高海拔、路況糟糕、危險艱難，人們常常無法完成旅程dn。這種貌

似矛盾的革命講述和實際體驗構成了漢藏公路豐富的內涵，成為道路意義建

構的一部分。1994年解放軍總後勤部電視藝術中心和中央電視台為紀念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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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通車四十周年攝製的七集電視連續劇《天路》，形象地再現了當年探路、

修路、護路的歷史場面。其片首語宣稱修通內地到拉薩的公路，是為了「保證

西藏地區的民族團結，和平發展，鞏固西南邊疆的國防建設」，複述了青藏公

路政治意義的官方建構do。

當前漢藏公路建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殊途同歸。無論是

地方政府、商業資本還是專家學者，似乎都齊心合力地將其建構成具有豐富消

費價值的空間，以滿足各種人群的需要。當代西方對西藏及藏傳佛教的建構和

國內的商業利益合流，大眾媒體對漢藏公路進行全面的形象塑造和包裝。歷史

不斷被創造和再創造，茶馬古道與漢藏公路時而重疊為一體，時而又獨立成

路，起相互推介之用。宗教文化的因子被刻意放大，漢藏公路被建構為朝聖之

路和聖潔之路。同時，一些自然景觀被反覆強調，用來凸顯漢藏公路的險峻 

壯美dp。愈來愈多的遊客被這一空間建構吸引而來，其後又以口傳、影像、博

客、遊記的形式貢獻於漢藏公路的進一步建構，完成空間形塑社會行為同時 

又被社會行為生產的雙向循環。前引田野筆記中康定路邊標語牌上的「打造」  

兩字，完美地揭示了當下漢藏公路建構過程的主動、創意和志在必得。

（四）漢藏公路的消費

漢藏公路不僅被建構成純淨、聖潔、壯美的空間，同時又被視為具有滿

足人們觀賞、懷舊、思索、反省、昇華、轉變和挑戰自我的需要，導致了漢

藏公路「消費者」的日益增多。這一現象當然應該置於消費文化、尤其是旅遊

休閒業在中國興起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我們同意法國社會思想家鮑德里

亞（Jean Baudrillard）的觀點，即當代消費社會的重點已經從對物的使用價值的

直接消費轉為對其符號價值的「解碼」dq，那麼數十年來漢藏公路的文化建構

則可以視為一個不斷「編碼」的過程，符號密碼的豐富性決定了消費行為的多

樣性。基於對二百餘名漢藏公路上騎行者的初步調查，筆者發現他們前往藏

區的目的各異，有「消費」文化的，有觀賞自然的，有想藉此歷練人生的dr。

絕大部分騎行者年齡在三十歲以下，在消費文化氛圍中長大，他們似乎以一

種特殊的方式來「消費」漢藏公路。值得注意的是，騎行者行程的計劃、旅伴

的組合、沿途的互動，因為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呈現出和以往空間社會關

係不同的特色。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在促進旅遊方面政府和資本目標一致，漢藏公路成

為消費空間的過程卻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就騎行者而言，他們對漢藏公路的

消費體現出潛在的悖論：一方面是對同質性消費社會的逃避甚至挑戰，騎行

者沿途的塗鴉書寫和口號往往顯示「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的特性ds；

另一方面受休閒、時尚和商品化宗教體驗的吸引，往往又不自覺落入消費主

義的窠臼，生產出另類的同質性空間。沿線藏族地區主要被建構成服務性消

費空間，體現了對漢藏公路的消費也是一種空間秩序的重建和固化，隱含了

內在的不平等和不合理性。具體而言，當下對漢藏公路的消費很大程度上是

以漢族為主體的一種單邊性行為，沿線藏族的歷史文化自然景觀通常被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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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學術論文 和被消費，鮮有研究者關注當地人的發聲、參與和反應。所以漢藏公路研究

應該強調消費過程的複雜性，對不同群體的不同感受、體驗，應對甚至反堵

做多面性考察。

四　結語

漢藏公路雖然只有短短八十年的歷史，卻可以根據不同的修路動機和目

的粗略分為四個階段：1950年代之前是濫觴期，漢藏交界區只有零星幾段公

路。1950至1960年代，修路成為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手段，見證了青藏、川

藏和滇藏幾條通往拉薩的主要公路的修築。1970至1990年代中期，現代化的

追求成為修路的主要動力，林區和礦區公路在這段時間內發展較快。1990年

代後期以來，修路活動達到空前規模並呈現愈益複雜的動機和後果。一方面，

「要致富，先修路」的功能主義發展觀為人們廣為接受；另一方面，修路也用

來發展旅遊和保護環境，以維護可持續發展。這一時期隨着漢藏公路網的升

級和加密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即人們的注意力逐漸從道路的物質性存在和

實際使用功能轉移到對其歷史文化內涵的符號打造和消費。漢藏公路在發揮

傳統政治軍事和交通運輸作用的同時，成為不同人群尤其是外來旅遊者的消

費對象。考察和分析漢藏公路的這一歷史性演變是「路學」研究的重中之重。

面對漢藏公路這一特殊的研究對象，筆者試圖結合功能主義的實證分析

和現代性視角下的時空分析兩者之長，將漢藏公路視為複雜動態的社會空

間，從公路生產、使用、建構和消費四個角度對現有的分析框架加以擴展。

不僅關注道路的修築過程及相關社會歷史因素，同時注重其象徵性層面上 

的文化符號建構；不僅強調道路的使用功能，而且注重其對不同人群的消費

價值。同時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具針對性地採用「四結合」方法來開展田野

調查：即「點」「線」結合，「動」「靜」結合，「質」「量」結合和「史」「志」結合。總

之，筆者期望運用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得出對漢藏公路空間的時間性、

社會性、開放性和移動性的總體描述和剖析，以推動「路學」的進一步發展。

限於篇幅，本文在此着重闡述總體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而漢藏公路具體

的生產、使用、建構和消費，筆者將分別撰文加以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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