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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坤德浑厚，承载万物；坤元浩大，海纳百川。
中国西南，自“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至南海之滨北部湾，依势分布着复杂
的地形地貌：从雪域高原、深峡大川、大漠荒原到干热河谷、盆地浅丘、河网水
乡、海洋河口。呈阶梯状分布的地表系统，生成了立体分布的多样化动植物群落，
从而孕育了依赖不同的资源环境而生存的诸多民族。群黎百姓，逐水草而居；游
牧渔猎，依时序而作。天地养万物，万物养人。几千年来，秉承坤土之厚德的西
南诸民族，养育了形态各异、五彩纷呈的灿烂文化，使这里成为活的人类社会演
化走廊。
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为定位于西南研究的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环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这个
研究中心的首批重要成果，由张诗亚教授主编的《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绚丽多彩
的民族文化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社会所面临的冲突与挑战，为人们走进西
南、了解西南打开了一扇大门。
《丛书》第一辑包括七部专著：罗章著《放歌山之阿——重庆酉阳土家山歌
教育功能研究》、张新立著《“鹰雏虎崽”——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儿童民间
游戏研究》、廖冬梅著《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李大圣著《百
年反思——语文育人功能检视》、孟小军著《断裂与链接——西南民族地区基础
教育类型研究》、涂涛著《天地化生——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倪胜利著《大德曰生——教育世界的生命原理》。这批书的作者都是张诗亚的博
士生，专著是在他们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集中体现了张诗亚的学术
思想、治学精神和重点文科基地的研究特点。研究者从西南独特的人文生态出发，
西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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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理论视野为指导，在对西南民族传统文化及基础教育现状进行大规模田野
调查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这一旨在西南民族和谐社会建构和将西南推
向世界的研究成果。
《丛书》在理论视野方面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将民族文化看作一个生命系统，
并在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复杂关系中探索其生长和发展的机制。在西南这
个由独特的天地系统所构成的自然环境中，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关系所孕育的
文化生命，在数千年漫长的历程中，经由各民族独特的传统教育方式不断得到复
制、强化、提升、更新，成为与西南自然环境密切契合并具有特定适应性的生命
系统。与那种带有控制和强迫性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是一种受自组织原理支配的
特定时空中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是一种绿色生命。现时代我们称为“工业文明”
的那些东西，正在以其特具魔力的技术与效率改变着我们所处的星球。以机械化、
标准化、批量化的操作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模式已经遍及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的
一切领域。《节日沉浮问》的研究中所考察的代表节日原生态的云南白水台纳西
族“2、8”节之“沉”及商品化异态的云南丽江纳西族的“2、8”节之 “浮”，
以及诸如“旅游文化节”、
“美食节”等带有工业文明特征的所谓节日对民族节日
之资源环境的掠夺性侵占，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关注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教育功
能及其与自然生态密切契合的生命机制，如对彝族儿童的民间游戏、土家山歌、
摩梭人的成年礼、侗族的生育文化的考察等，是这个宏大的系列研究的基础工程。
不能忽略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而谈发展，民族的发展是在它自身存在基础上
的发展，其生存状态的改变，在于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在于可以再生的智慧资
源，这种智慧能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对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外部要素进行整合，
以不断产生新的适应性生存方式。谋求新的生存方式是每一个民族面临的挑战。
在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飓风和知识爆炸的冲击波，使任何一
个角落都不再能够保持世外桃源的风光。一个民族要做到既保持自身的特色，又
能与时俱进，就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应对突入起来的变化。从长远来看，民族基础
教育，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可以更新、可以再生、可以重
组的智力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个系列的许多相关研究，关注的是现代教育
与民族生活实际之间的断裂与链接、教育世界的生命原理等。
《丛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对民族地区文化与教育状况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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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察。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就因其开创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江
村模式”而名扬海外。马林诺斯基将其评价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
个里程碑。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将费孝通的研究模式加以扩展，在西南
广大民族地区，选取十个具有代表性的村落，建立了集田野考察、资料收集、学
术研究、信息交流、跟踪监测、网络建设、教学及实验等为一体的立体和网状的
田野工作站，对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考察。对土家山歌
教育功能、纳西族节日的胜衰、彝族儿童游戏等的研究，分别来自重庆酉阳县后
溪镇、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白水台的纳西村庄、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
实地考察。 在这些地方都有研究中心设立的田野考察工作站，丛书的作者分别
在那里进行了长期的驻站研究。他们深入民族生活的实际，与当地的人们同吃同
住同劳作，在介入当地人民生存活动的过程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而访
谈与调查多在亲密无间的对话中进行。比《江村研究》的时代更为优势的是借助
录音、录像等现代化采访手段，收集了大量真实而难得的一手资料。一些专著中
展示了许多图片资料和访谈记录，真实地描绘了不同民族的生活实况，这些具有
真实性、客观性和原创性的资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化的深度，是用历史来测量的。一件器物、一种仪式、一个风俗习惯，经
历了多少年代，那就是它的深度。越有深度，就说明生命力越强，远古的遗风能
够流传至今，足以表明其生命力之旺盛和其存在之合理性。文化基因可以超越时
空而存在，可以跨越几千年，代代相传，也可以传到千里之外，达到遥远的地方。
一种文化可以在它的诞生地逐渐式微而漂流至适合它生存的新的土壤，在那里开
辟新的生境并生根开花。西南天地系统之复杂性与多样性，为形态各异的生命系
统提供了一片热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等世界各大文明所创
造的灿烂文化，在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与民族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民族认同的灵
魂和精神支柱，就是一个明证。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在
学校教育之外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了具有终身意义的影响，这是被民族地区的现代
教育系统所长期忽视的问题。西南地区的博大，需要研究者的大手笔。《丛书》
所关注的，正是使西南诸生灵和合生存的本质所在。每一部专著都有自己研究的
主要问题，但无论是偏重田野考察的个案研究还是重在阐释的理论思考，都在较
深的层面触及了西南自然与人文生态之和谐共荣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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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厚德承载万物的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喧
嚣声中，逐渐失去往日的宁静和从容，变得烦躁不安，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丛
书》主编张诗亚在序言中指出，西南地区动植物资源和矿山资源丰富，长江、黄
河、珠江等几大水系纵贯全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动脉。人们所看到的，是西
南资源的富集和经济发展的落后，于是“开发热”盛极一时；西南民族众多，文
化异类，自然风光，景色宜人，腻味于繁华都市的消闲者和猎奇者蜂拥而至。浅
薄之与西南的博大精深大相径庭。《丛书》所做的，是在走进西南、认识西南、
了解西南、尊重西南的基础上，探询西南良性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丛书》
第一辑展示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基础，人们所期待的后续研究，是契合西南天地系
统之大德的文化与教育建构的宏伟蓝图与实践成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少年来以其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李大圣：《百年反思：语文育人功能检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廖冬梅：《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7。
罗章：《放歌山之阿：重庆酉阳土家山歌教育功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7。
孟小军：《断裂与链接：西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类型研究》，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7。
倪胜利：《大德曰生：教育世界的生命原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涂涛：《天地化生：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6。
张新立：《鹰雏虎崽：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儿童民间游戏研究》，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倪胜利，博士，1958 生。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
心副教授，主攻教育理论。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Research
© 2008 INASED

60

Miscellany
Scope of the EPASA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Research (EPASAD) is a peer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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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mail address for requesting a membership form and
submission is: members@inased.or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embers - voting members and nonvoting members. Only the member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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