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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論 
 

（一）近代內蒙古的變遷與視覺史料 
內蒙古地連外蒙、東北、華北、西北，是一個以高原為主體的地區。境內

高而坦蕩，大部份地區廣布荒漠、草原、沙漠和剝蝕的丘陵，唯在高原的南緣

和東邊點綴有山林和平原。本區古來即為亞洲遊牧民族重要的活動地區，其南

緣則是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來往交綏或並居共存的臨界空間，自古即呈顯頻繁

的南北民族流動現象。以陰山前套地區歷代人文活動的型態而言，無論是北方

民族角逐於斯, 競爭主控權，然後據地擴張南下中原；或是中原王朝於此拓邊

防禦，進行軍事佔領和行政建置；還是非戰爭狀態下的農牧並存，互市貿易；

皆不離北牧南農二大文化系統在本區的控制和互動。但過於密集的民族流動和

連連戰火，歷代一個個曾經出現於此的城鎮和文明無不遭到毀壞，各種曾居此

活動的民族也消失無蹤，徒留族名於史冊。1 

 

    直到明代中葉蒙漢締約和貢互市，俺答汗在前套平原建立了歸化城；再加

上滿清執政後陸續在內蒙古各地建立城鎮，才終結了亙古以來農牧民族的征戰

衝突。廣大的草原社會也因此發生質變——過去為草原社會重要元素的大規模

遊牧和軍事征戰，已為分區駐牧和城市貿易所取代；數千年來難以積累的城市

文明，已在內蒙古草原生根穩固。城市的穩定發展，不但牽動著廣大草原和城

市文明的聯繫，城內的市、街、廟、府也成為各族人口熙攘匯聚的具體空間。

這一切都象徵歷史上農牧民族的軍事衝突，已為共生並存的聯繫、交換、協商

和溝通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清代內蒙古地區固然仍多保有草原民族社會和生

活文化的重要特質，唯既已為中華帝國體系的一部份，其政治、經濟、社會的

組織結構和相應的符徵都不免有了新的變化。 

 

降至近代，內蒙古的社會人文風貌再度出現劇變——它除了已有的中國天

朝體制的符徵，亦因隨著中國被迫進入世界經濟體系，而出現西力的影響和現

代事物。不過，本區獨特的天候地理因素，在這多重的變遷中，仍一貫發揮其

對人文發展的制約性影響——除了自然環境艱苦依然之外，內蒙古固然由於位

於邊疆，容易受到國際列強競逐的影響，卻也因地處內陸、民族多元以及生活

資源困乏的限制，其現代化進程較為波折，其傳統的文化及固有生活方式的延

續強度，明顯高於中原內地。因而在人文景觀上，表現出更為鮮明的傳統與現

代並存的對比。但從另一面說，內蒙古的城市文化畢竟已經穩固發展，城市即

                                                           
1 黃麗生，《由軍事征掠到城市貿易：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  

  初）》，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專刊（25），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印行， 

  台北，民 84 年，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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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大遊牧社會和現代世界互動的窗口。往後，不但內蒙古的蒙、漢民族都經

由此產生新的知識和技術階層，為本區農牧民族的互動關係和社會結構開啟了

新的里程碑；也使本區在特有的地理環境和強韌傳統的影響下，得以不斷注入

現代的變化。 

 

    自十九世紀中葉後，陸續有中外探險隊、學者或調查員，進入內蒙古地區

從事各種不同性質的考察。迄至二十世紀初 1908 年左右，主要係就地理、民

族、歷史文物等方面進行概觀性的調查。此後歷經十年的空白期，直自 1922 年

後，國際上又出現在內蒙古地區進行地質、古生物、氣象、天文、考古、人

類、民族等學術專業化的探查活動。2 這些調查中，有一部仍對前述近代內蒙

古地區傳統生活逐漸與現代事物交錯並存的情景，攝下了珍貴的照片或手繪圖

片；它們一方面留存了當地人民傳統生活的環境和樣貌，以及蒙古社會最後一

個古代的影像；另一方面也突顯了當地人文景觀的變遷與居民在現代變遷中的

處境。成為近代內蒙古地區首批第一手視覺史料的重要來源。 

 
    筆者所見有關近代內蒙古地區的視覺史料，主要出自於中、日出版品，少

部份為英國攝影作家的作品。中文出版品包括《東方雜誌》、《申報月刊》、《張

北縣志》、《內蒙古紀要》、《內蒙古之今昔》、《內蒙古文史資料》、《呼和

浩特文史資料》等；日文出版品包括《蒙古高原橫斷記》、《蒙疆隨筆》、《北

支‧蒙古の地理》等；至於英文出版品則以英國攝影專欄作家 John Thomson 於

1868-1872 年間在中國旅遊的作品為主，包含原書於 1873-4 年間出版，民國 73
年羅智成節譯為中文的《中國最後一個古代》，以及原著者於 1898 年重新編著

的 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等。上述視覺史料跨越 1868 年至 1940 年代的時

期，但主要集中在民國 20 年代。這是因為在攝影剛開始出現於中國的時期，有

關內蒙古事物的照片在文書媒體上所能佔有的篇幅，畢竟與它作為一邊陲的地

位相對應；直到民初內蒙古遭受外蒙古軍隊侵犯，以及稍後於民國 20 年代內蒙

古自治運動興起、中日戰爭爆發等重大事件後，內蒙古才開始在全國性的中文

媒體上有較多的影像出現。而日本則是早在清末 1906 年有鳥居龍藏夫妻、1908
年有桑原騭藏和矢野仁一等學者前往內蒙地區進行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調查；3 
但出版品質較好的攝影和手繪圖片，則是在民國 20 年九一八事件爆發以及東

北、華北相繼淪陷，日本勢力更便於進入內蒙古之後。 
 

上述視覺史料以照片為主，手繪圖片為輔；其中又以《蒙古高原橫斷記》的

攝影作品最為量多質精。該書係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於 1931-1935 年間，集合日

                                                           
2 【日】江上波夫，＜モンゴリア探險史＞，《北アジア諸民族の歷史と文化》（江上波夫文

化史論集 4），山川出版社，東京，2000，頁 608-612。 
3 同上註，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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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蒙古語、考古學、人類學、地質學、攝影師等專業菁英集體考察的日記，並

以攝影版本出版。其中包括 1931 年（昭和 6 年）由橫尾安夫（人類學）、松澤

勳（地質學）、江上波夫（考古學）、竹內幾之助（蒙古語）、田中周治（攝影）

的「蒙古調查班」以及臨場加入的田村實造（東洋史）等，集合各領域學者和專

業人士的調查日記；以及 1935 年（昭和 10 年）東亞考古隊員赤堀英三和江上波

夫隨同日本東亞產業協會所組成之綏遠地方調查隊，前往內蒙南部的調查日

記，4 共附有兩次調查的攝影和手繪圖片三百餘幀。英人 John Thomson 的作品

也極佳，但畢竟關於蒙古的事物極為有限。至於中文出版品，無論是早期的《東

方雜誌》，或稍後的《申報》，所附插圖（照片）並不多，且屢經翻印畫面品質

不佳，唯仍具歷史解讀的價值。近年出版的《內蒙古文史資料》等所附圖，品質

參差不齊，但多少有助於今人認識近代內蒙古人民生活的具體樣貌。 

 

這些照片和手繪圖片的史料價值，為空前僅有，因為它的具像性為文字史

料所無，而可由視覺直接觸動當代觀閱者的心靈的——對不曾居住在蒙古高原

生活的外地人來說，過去只能藉著文字敘述所構想、認知的草原和沙漠生活，

本來就是新奇、殊異的；如今藉著圖像，它們從文字的想像世界中跳躍出來呈

現在眼前，能使這種殊異感更為具體真實，印象鮮明,並引發新的問題意識。對

後代的觀閱者而言，圖像凍結了歷史的剎那，這一剎那真實的影像，更能直接

對比出什麼是內蒙古高原長期不變的歷史樣貌，什麼是過眼雲煙的無常變化。

這些效應都不是傳統的文字史料所能具有，而且對地處偏僻、史料資訊向來貧

乏的內蒙古高原來說，尤具意義——當地長期以來一直是外界較難熟悉的世

界，但近代攝影和圖片的出現，使它得以向全世界呈現其具體的形貌和人民的

起居作息，而能被更明確的了解。就這點而言，也不是文字史料所能完全取

代。 

 

按德儒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說法，照片是提供人們認知歷史、社

會和生活的重要資源。人們在照片中往往遇見新奇的事物，照片中的人是如此

活生生、真實的存在著；攝影捕捉了人們日常生活中微小、隱匿而快速流失的

影像，以及社會上各行各業的寫照，提供了無數研究材料，助於人們了解社會

的本質、組織和歷史。而這些經由鏡頭忠實記錄的表象背後，其內在真確性所

賦予的啟示，亦震憾著觀閱者。因此，班雅明認為人們應習於根據個人的出身

背景，被觀看或觀看他人的照片，以增進對社會各式人等不同生活的了解。照

片不應僅僅是相簿，而是認識社會和歷史的訓練手冊。5 此外，班氏也認為說

                                                           
4 【日】江上波夫，＜新石器時代の東南蒙古＞，《北アジア諸民族の歷史と文化》（江上波

夫文化史論集 4），頁 6；【日】赤堀英三、江上波夫，＜第二章  ウラン‧チヤツプ紀行＞，

東亞考古學會蒙古調查班，《蒙古高原橫斷記》，朝日新聞社刊，昭和 12 年，大阪，頁 235。 
5 Walter Benjamin , “ Lit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 ” in  Walter Benjamin : Selected Writ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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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照片內容的題詞或敘述，乃是攝影重要的一部份；有了文字的說明，在歲月

中沉寂數十年的照片，依然可以釋放它的歷史張力。所以現代文盲不僅不能讀

寫，也會因無法看懂照片而無知。6 班氏藉此強調文字說明對理解照片的重

要，以及照片對歷史理解的價值。其觀點說明了視覺史料和具體圖像對進一步

認識歷史的重要，亦指出圖像附帶的文字說明，有助於了解圖像產生的狀況，

以及與其密切相關的時空訊息，使人們能更精準地掌握圖像所表現和傳達的歷

史真相。前文所述近代內蒙古視覺史料，即多具有文字說明，這對本文透過圖

像進行歷史的理解有重大貢獻。 

 

班雅明認為人類所有的作品都是歷史的產物，也代表著某個社區或公共領

域的共同物質內容；而且其必對當代世界繼續產生可能的影響。因此，必須透

過對歷史效應 (historical effects ) 脈絡的重構 (reconstruction) 以及系

統的評註 (commentary)，才能將作品內容的真實和價值呈現出來。7 同理，對

在特定時空環境剎時留下影像的視覺史料，我們也須透過「歷史的」解讀和詮

釋，才能呈顯其表象背後的意義內涵和時空深度。否則，由視覺傳達的只是影

像，未必能深化觀閱者對該照片的歷史認知、想像和思考。簡言之，視覺史料

必須經由解讀、詮釋的過程而被了解；研究者亦應以廣闊整體的理解向度，回

應視覺史料所傳達的問題意識，與恍然所悟的新異感，由而形成「開啟視覺史料

的問題意識——解讀詮釋歷史圖像——進行歷史理解」等連帶相關、循環相持的

理解行動。所以視覺史料的重大價值，還在於它刺激了歷史研究的新問題與新

需要，進一步拓展了歷史研究的領域。 

 

有關「圖像」對歷史理解的價值，當代德國詮釋學大師加達默爾 
( Hans-Georg Gadamer ) 的看法亦甚具啟發性。他認為「圖像」( picture) 有其自

身的存有論 ( ontological ) 意義。首先，「圖像」並不是對原事物 ( original ) 的
複製 (copy )，而是與原事物有本質關聯的一種「呈現」 ( presentation ) 。「圖

像」藉由其呈現的方式，訴說著有關原事物的種種情狀，使現實世界存在的真相

更為顯著；原事物亦因得以被「圖像」呈現，而增進其本身的存在意義。再者，

「圖像」的呈現本身，乃是一種公開的展示；原事物一旦圖像化，就不再只屬於

                                                                                                                                                                      

edited by Michael W. Jennings , Howard Eitand , and Gray Smith ,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and the others , The Ba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and 

London , England , 1999 , pp., 510 ; 517 ; 520 ; 527. 
6 Ibid., p. 527.  
7 Sandor Radnoti , “Benjamin’ s Dialectic of Art and Society ,”  in Benjamin : Philosophy , History , 

Aesthetics , edited by Gray Smith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icago and London , 1989 ,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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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身，而被「圖像」呈現的方式決定它的形貌。8 因此，若只把「圖像」視為

美學意識的對象，將無法得到適當了解；而必須從其所呈現的現象出發，就其

存有論的結構（ontological structure）加以把握。「圖像」之呈現世界存在，使

它顯而易見的本身，是富有意義的；每個「圖像」都與它所呈現的世界有著深遠

的關聯。9 加達默爾對「圖像」本質的說明，有助我們認識「圖像」對呈現歷史

過往的重大意義，並引發我們對「圖像」所涉及之廣大世界的關注。由此理路出

發，視覺史料中看似片斷零碎的影像圖片，就不會是孤立無義、聊備一格的附

圖，而為具有獨特意義之歷史理解的資源——從所呈現的世界去把握「圖像」的

意義，並理解「圖像」與所呈現世界的內在關聯，乃為解讀、詮釋「圖像」的重

要進路。 

 

由於近代內蒙古視覺史料，包括大量蒙古高原上傳統人民的生活、周圍環

境以及逐漸滲入的現代事物，共構成「古代」和「現今」同在並存的影像世界，

有如數百年時空，剎那間壓縮匯聚在蒼茫高原之上，呈現出多元的時間距離和

豐富的歧異、對比性。按照加達默爾的說法，這些正是詮釋者進行歷史理解和

詮釋的絕佳要素。他指出：詮釋工作實建基於我們對傳統熟悉與陌生、疏離與

歸屬的對比之間，這正是詮釋學真正的重心所在。時間的距離不但不是理解的

障礙，而是積極促進理解的創造性條件，因為它充滿了習俗和傳統的連續，提

供了詮釋活動豐富的前見 (fore-conceptions ) 基礎。10 除了時間距離外，他

也強調文化距離、階級距離、種族距離、抑或個人的距離，對促動理解和詮釋

的重要。11 「距離」本身即代表差異和對比，也就是引發詮釋需要之問題意識的

所在。內蒙古以其獨特的人文和地理背景以及近代變遷的巨大衝擊，現存視覺

史料所表現之文化多元、民族複雜、階級嚴密、貧富懸殊、新舊並存等豐富的

距離和對比性，正亟待世人予以理解與詮釋。因此，近代內蒙古視覺史料的重

要性，不僅是因為它們留下了蒙古最後一個古代的影像，更因為它們召喚觀閱

者去理解並解釋影像背後歧異多元，古今同在、豐富獨特的歷史世界。 

 

（二） 「生活世界」和「整體歷史」的詮釋理路 
如前所述，「圖像」內容的真實和意義，須從所呈現世界的歷史脈絡中去把

握；針對於此，本文將從「生活世界」和「整體歷史」的思想觀點出發，將所見

                                                           
8 Hans-Georg Gadamer , Truth And Method , Second , Revised Edition ,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 New York , 1994 , pp. 

137-142.     
9 Ibid., p. 144.  
10 Ibid., pp. 295-297.  
11【德】加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原著，洪漢鼎。夏鎮平譯，《詮釋學 II：真理與方法⎯

補充和索引》，時報文化，台北，1995，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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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史料定義為「生活圖像」，以之為解讀近代內蒙古歷史圖像的詮釋視域

（horizon）和問題結構的基礎。這是因為「生活世界」和「整體歷史」的概念，

有助於本文進入豐富多元之「圖像」所呈現的廣大世界，闡釋「圖像」所呈現的

意義，並以解讀和評述過程，對「圖像」進行再呈現（representation）。茲藉

相關概念的引述，說明本文解讀「近代內蒙古人民生活圖像」的詮釋理路： 

 

1.「生活世界」及其相關概念 

    「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 world)的概念原為現象學大師胡塞爾

（Edmund Husserl）所首創，意指個人或團體生活於其中之現實而具體的周圍世

界。胡爾塞認為：人可通過感官知覺、思考、意念發現或經驗此世界中種種的

現實事物；這個世界不只是純事物的世界，也是價值的世界、善的世界和實踐

的世界。12 在此世界中，個人生活在社會的框架之中，並組成各種不同形式的

共同體，如家庭、民族或國際等；人們在其中有目的的生活，表現精神的創造

性，並在歷史中創造文化。13 胡爾塞又指出：生活世界具有雙向時間無限的延

展域，也就是它的已知、未知的直接現存的和未現存的過去和未來，所以人們

可以直覺現存物，也可以追溯包圍這個當下現實的關聯體；也就是改變個人的

時空觀點，以獲得新的、豐富的知覺物、再現物或某種清晰度的圖像，藉之直

觀某個時空下可能的事物。14 按此，「生活世界」不僅是代表生活周圍的種種事

物，更是歷史的、人們直觀所及的，是由一個主體到客體、以及交互主體以至

於整個自然和社會的視域的總和，也就是世界的視域 (world horizon)。15 

 

胡爾塞提出「生活世界」的概念，原意在以「生活世界的自然態度」和「哲

學世界的反思態度」、「科學世界的客觀態度」相區隔，並主張客觀科學的探索，

必須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明証，才能呈顯它的真理性。16 胡塞爾並不以「生活世

界」為哲學的課題和目的，但他對「生活世界」概念的闡述，引發人文學者對人

之生活總體和周遭世界本質的關注，開始重視探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處

境、人與生活世界的互動情形，生活世界的動態發展，乃至於生活世界中個別

現象的價值意涵等問題。胡塞爾的相關論述提供了以「生活世界」為關注、發

問、觀察、反思的基礎，於焉開拓了人文社會研究的新視野。 

                                                           
12【德】胡塞爾(Edmund Husserl )原著，【荷】舒曼( Karl Schumann )編，李幼蒸譯，《純粹現象

學通論》，商務印書館，北京，1996，頁 89-91。 
13【德】胡塞爾( Edmund Husserl )原著，陳中人、結構群譯，《現象學與哲學的危機》，結構群，

台北，1989，頁 174。 
14 【德】胡爾塞，《純粹現象學通論》，頁 90。 
15 倪梁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三聯書店，北京，1996，2 刷，頁

354。 
16 倪梁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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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哲學大師哈伯瑪斯(J. Habermas）的溝通理論就與「生活世界」概念密

切相關，其並將「生活世界」概念內涵作了新的發展。哈伯瑪斯認為「生活世界」

乃是由個體能力、直觀知識和社會實踐，以及一些以平凡方式就能意識到的背

景信念所構成。正是因為這種熟悉的背景，人們之間的相互理解才有可能。此

外，這個背景具有總體化的力量，它既是指社會空間的整體（如村鎮、地區、國

家、民族、國際社會等等），也是指歷史時間的總體（如社會的世代相傳、各個

歷史時代綿延不絕、個體生活的歷史等等）；它是一個交互主體的世界，由每一

個個體和社會，共同交織在「生活世界」的結構中，並一同參與對此結構的總體

化，使「生活世界」成為一個不可分割的錯綜複雜的整體。17 

 

無論是胡塞爾以「生活世界」為一個世界視域的啟發，還是哈伯瑪斯發揮「生

活世界」概念於社會實踐的論述和典範，都導引本文以「生活世界」為視域，持

其所含具的豐富概念，來看待近代內蒙古視覺史料中所呈現種種不同時空的圖

像，並由此興發不同層次的問題意識和理解向度。在此背景下，圖像中無論是

如高濤地伏般的沙漠、山嶺中牛群聚飲湖畔的靜謐景象、曠野中的馬群、巡境

的喇嘛、孤獨的尋馬人、蒙古包內的漢商和琳瑯滿目的商品、沙漠中千年榆木

的殘跡……等等，都不再只是孤立的、可有可無、沒有多少意義的、只是在剎

那間留下的歷史片斷，而是屬於蒙古高原上整體意義世界的一部份，它們各自

以不同的影像形式呼應、共構該意義世界的整體。如此一來，每一幀圖像都充

滿了等待詮釋的張力，而不再僅僅只是單純的影像。借用加達默爾的說法，這

就是詮釋「前見」的作用。對本文而言，這樣的「前見」孕生於「生活世界」的

視域之中，並由此為即將進行的圖像詮釋，預先籌劃整體意義的基礎以及問題

結構。18 簡言之，本文所謂「生活圖像」，正是意謂將以內蒙古地區人民生活世

界的總體為前見，以為詮釋圖像的準備。 

 

    2.「生活方式」概念和「整體歷史」的觀點 

除了胡塞爾和哈伯瑪斯的「生活世界」概念之外，人文地理大師維達爾(Paul 

Vidal de la Blache ) 的「生活方式」(genre de vie，life style)的概念，

以及當代年鑑學派的史學理論，尤其是「整體歷史」的觀點，對本文進行實際歷

史理解和具體的詮釋活動，亦有重要啟發。維達爾所謂「生活方式」是指人類群

體日常活動的複合體，它提供該群體得以生存的基礎，並呈顯出該群體的獨特

                                                           
17 倪梁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46-352。 
18 加達默爾引用海德格「按照前有、前見、和前把握來說明存在的詮釋學境遇」，認為任何詮

釋都需要預先籌劃整體意義，通過這種預先的籌劃，才能產生對文本的理解。而預先籌劃，就

包含建構理解前見的問題意識。詳見【德】加達默爾，《詮釋學 II 真理與方法—補充和索引》，

頁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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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此一複合體包含文化中各種物質和精神的要素，也就是在特定區域中實際

應用自然資源維生的技能和習俗，並經由世代相傳，使該群體的成員有能力在

特定的環境生存。19 因此舉凡一個民族的風俗、制度、態度、目的、社會結

構、經濟組織、宗教信仰、價值思想、心靈意識以及適應自然環境技能的穩定

性和延續能力……等等，都是「生活方式」之複合體構成的一部份。20  

 

易言之，「生活方式」亦指人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下發揮創造力以持續生存發

展，並經過歷史演進的過程，與當地自然環境整合的產物，是人文、自然、歷

史三大面向在一個區域中整合展顯的積累。21 「生活方式」的各種文化要素雖有

其不同的規則和秩序，但終究會達成一總體的平衡，以確保其內部的連結，並

成為其基本特質可延續的符徵。22 因此，維達爾「生活方式」概念，實是文明整

體論和區域整體論的綜合產物，開啟了人文社會研究對日常生活及人地關係價

值的重視，從「生活」出發，飲食、衣著、醫療、心理、交通、城鎮、氣候、生

態、物產、商貿……都可為人類文明整體的研究對象，並在地理空間論述中呈

現出它們的整體性。 

 

維達爾的人文地理學對年鑑學派建構「整體歷史」的理論和研究概念有重大

影響，布勞岱( Fernand Braudel)對此曾多有說明。23 年鑑學派主張歷史是研究

人一切過去的科學，並體認人的現實生活有多重性、複合性、和多維性，24 而

且社會的每一件事都互相牽制關聯，如政治與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宗教信

仰、心靈活動……等等，均彼此互動形成一綜合體。25 他們強調歷史研究應以

「生活」為師，生活是整體的，歷史也是。史家應重新發現生活中的種種力量怎

                                                           
19 Max Sorre ,“The Concept of Genre De Vie, ” in Reading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dited by Philip 

L. Wagner and Marvin Mikesell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icago and London, 1967, 

p.399.  
20 Max Sorre , Ibid., pp. 400-409； P. E. James , 原著，李旭旦譯，臺灣商務印書館，台北，

1982，頁 140-144。 
21 A. Buttimer ,“Charism and Content : The Challenge of La Geographie Humaine ,”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 Prospects and Problems , edited by David Ley＆Marwyn S. Samuels , Croom Helm , 

London , 1978, pp. 58-63；潘朝陽，＜地理學方法論中的非實證論傳統＞ ，（臺灣）師大地理研

究報告，第 13 期，民國 76 年 3 月，臺北，頁 186。 
22 Max Sorre , Ibid., pp. 400-401. 
23 Fernand Braudel , On History , translated by Sarah Matthews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 pp. 17 ; 51-52 ; 114-116 ; 147.  
24 Fernad Braudel , Ibid., p. 72. 
25 Marc Block , （布洛克）原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 s Craft），遠流

出版公司，台北，1989，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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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匯合？怎樣交織和衝突？以便在歷史的整體中重新安置日常生活的意義。此

外，歷史也應把握社會生活的總體，努力匯聚歷史的各種層次、時段、結構、

局勢和事件形成一種總體的平衡。布勞岱主張將歷史分為一系列的時間層次，

以不同的「時間」量器為詮釋手段，呈現歷史實體的完整性。這些歷史的時間層

次包括：地理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26 因此，年鑑學派的歷史研究包

含了人類日常生活的種種題材，亦重視社會經濟因素和地理環境對歷史發展的

重大影響。 

 

對年鑑學派的史家而言，歷史的研究既要有宏觀性，把歷史視為一個多面

向、多層次的複雜結構整體，而且此一整體會隨時間的消逝而發生局部或整體

的變動；也要具有微觀性，能在特定時空中，看到不同層次的歷史亦有其自身

的結構，並經由這些局部結構揭示歷史整體的一部份意義。布勞岱提出多元時

段的觀點，來配合這種兼具宏觀和微觀的歷史研究視野：（一）表層是短時段的

歷史，即前述所謂個人的歷史，包含事件和個人活動等。（二）中層是中時段的

歷史，即社會的時間，如社會、經濟、政治、人口的結構或局勢，常循著寬廣

緩慢的節奏在進行。（三）最底層的長時段的歷史，也就是地理的時間，長期穩

定，幾乎恆久不變，例如生態、地理等自然因素對歷史的影響，以及長期延續

的文化結構、價值觀念和心態特質等。這三層歷史時段彼此配合，相互依存，

呈現了歷史豐富的面向和內涵；人們可藉此調整不同的視域，重構自身的認

知，進行新的歷史思考。27 

 

無論是胡塞爾和哈伯瑪斯的「生活世界」概念，或是維達爾的「生活方式」，

與年鑑學派的「整體歷史」觀點，都是本文預構詮釋視域和理解「前見」重要的

思想背景。它們雖各就不同的學術要求發言，各顯精彩；但皆從「生活」出發，

以「生活」為依歸；並由時空整體含攝局部因素，由各個交互主體價值把握總體

意義的特質。在此思路之下，那些在時空中凝結一般的片段圖像，才有機會被

解凍而回到延續的歷史之流中為世人所理解，並且傳達圖像所要向當代人訴說

的內容和意義。本文以「生活圖像」為進路，即是欲將近代內蒙古視覺史料回歸

到如此這般的歷史之流，以便讓每幀「圖像」都有重新向世界訴說的機會。 

 

本文所要詮釋的近代內蒙古人民生活圖像，主要取材自日本東亞考古學會

蒙古調查班所撰，日本朝日新聞社於昭和 12 年刊行的《蒙古高原橫斷記》，少

部份出自前述的其他視覺史料。《蒙古高原橫斷記》除了附有文字說明的大量的

攝影和手繪圖片外，更包括詳細的考察日記，對攝影作品和手繪圖片作了直接

                                                           
26 Fernand Braudel , Ibid., pp. 4 ; 16 ; 76. 。 
27 Fernand Braudel , Ibid., pp. 74-77；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流—從年鑑學派到新史學》，遠

流出版公司，台北，1988，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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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背景的說明，反映了作者對目睹景象的理解及其「視域」。因此本文將不僅面

對圖像，亦參考了實地考察者和攝影者的文字記錄，由而營造了多重視域交會

的詮釋情境。筆者檢視所見視覺史料，概可分為以下三類： 

 

（一）蒙古高原的自然景觀：包含滋養生命延續文化的草原河湖，以及摧

毀文明和限制發展的沙地和荒漠。展現出蒙古高原大地的力量，具

有既承載又限制的雙元辯証特性。 

（二）不同的居所、生活作息及其周遭情景：包含本地人民生活方式之多

元、互動、具有混合而各有特色的性格。 

（三）人們匯聚的城鎮和寺廟，以及各種方向不同、性質殊異之來往遷行

的活動。反映了當地地理空間的遼闊格局和人文空間疏離而又流動

的特性。 

 

在前述詮釋理路的基礎上，不同類別的圖像引領觀閱者從不同的角度進入

蒙古高原人民的生活世界，並從中理解生活世界中各種因素的交往互動。本文

將根據筆者對明清以迄近代內蒙古歷史長期發展的理解為基礎，並從今人面對

歷史的當代關懷出發，擬就高原大地的特質與力量、不同的居所與作息、人們

的匯聚與遷行等三大面向，嘗試探索並解讀所見圖像的歷史內涵與意義，重新

呈現並詮釋近代內蒙古人民的生活世界；並且藉此一理解經驗，省思該生活世

界對當代人的關聯與意義。 

 

二、高原大地的特質與力量 
 

自古以來，無論歷史如何演變，內蒙古地區遊牧部族的生活方式基本上維

持長期一貫的特色，說明天候地理因素對本區人文社會的發展，比起其他文明

型態，有更明顯的制約性影響，布勞岱所言歷史之「長時段」或「地理時間」的

說法，在此得到有力的印証。本區也是人類活動史上自然環境較為艱困的地帶

之一，歷代在蒙古草原活動的民族都得在大自然嚴酷的考驗下，爭逐有限資源

才能繁衍族脈。歷代蒙古高原的居民固然也發明器物，利用自然；但自然環境

的制約力量恆大於人文的發展。此地的人文活動只能謙遜地在自然制約力量能

夠容許的範圍之內展開。自然環境對本區的人文發展表現出承載與制約的雙重

辯証性格。 

 

高原大地的力量，對內蒙古歷史的發展，就如同希臘悲劇中命運的「必

然」。希臘人認為人無法違抗或逃避命運，唯有藉著對命運之「必然」的理解，

以及坦然面對「必然」的種種考驗，才能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和光輝。同樣

地，蒙古高原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都是勇敢面對大自然之「命運」

考驗的產物，只有在意識到蒙古高原大地的特質與力量時，才能真正了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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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困生活和平凡日常經驗的可貴與價值。 

 

（一） 遼闊坦蕩的高原 
    內蒙古為一幅員遼闊的典型高原，東西綿亙於大興安嶺至狼山、賀蘭山之

間，長逾 1600 公里，寬約 300-600 公里；地勢坦蕩，地景單調，只有橫亙於中

南部的陰山山脈和東部的大興安嶺形成低山和丘陵，才使局部地貌稍見複雜。28 

它位於各大區域之間，有通達四方之便；但當地的人文活動和發展，首要克服

遼闊空間所造成龐大的距離成本——在蒙古高原上，人由活動起點前往目的地

的距離，通常遙遠而不易速至，不利於文化、資訊的交流和傳播，故為人文發

展緩滯的因素之一。此外，由於本區處於濕潤區至乾旱荒漠區的過渡地帶；雖

有豐茂植被的區域，卻更不乏貧瘠的荒漠與沙原，生存資源極為有限，增添了

人們在此廣大幅域中活動、繁衍、和渡越的困難。因而使其人文活動在地表的

分布密度極小，小到似乎已然隱沒在大自然之中。在廣角和遠距的視野下，尤

能見到這種人文在自然之前的謙遜景觀。 

 

圖 2-1（1931）是錫林郭勒盟蘇尼特左旗王府東南方，一處廣大平坦台地的

雄偉景象。圖中遠方近天際處的丘陵形成一平緩的直線，這是蒙古高原上丘陵

型態的典型特徵。鏡頭右端的深色形影，是一座藏式建築的佛寺。
29 目睹者描

述所見道：「台地上舉目所見，盡為綴有稀疏草叢的荒涼沙原。」30 「自六公里
以外的遠處望去，靜態的建物在此遼闊坦蕩的地景中，顯得沈默死寂」31。「荒

涼」是沙原中絕少生物的貧瘠寫照；而「沈默死寂」固為形容人文活動在當地的

稀疏零落，以致在廣闊大地上顯得謙卑安靜，彷彿已融為大自然一部份的情

景；也是因為目睹者隔於遼闊的距離，不易以視覺結合其他感知系統，捕捉遠

處建築物中人文動態的實際音聲、行動、活力及其與外界聯繫狀況，而有「沈默

死寂」的感受。這樣的感受正提醒人們注意到距離因素對本地人文活動發展的限

制，以及它們稀少珍貴，而不易為外人所知的處境。 

 

    間或有奔馳的座騎，劃破遼闊大地的寂靜——在蒙古高原上，人文活動需

以極快的速度壓縮空間，彌補距離成本過大的缺陷。但「遙遠」卻是當地人日常

生活中（胡塞爾所謂的）「周圍世界」的空間特性，彌補距離過大所要付出的代

價十分高昂。如圖 2-2（1931）所示，隻身孤影的尋馬人，在一望無際的沙原中

                                                           
28 馮繩武，《中國自然地理》，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1989，頁 229-230。 
29 東亞考古學會蒙古調查班，《蒙古高原橫斷記》（以下簡稱《橫斷記》），＜寫真‧雄大の 

  台地＞，頁 18-19；154。 
30 《橫斷記》，頁 154。 
31 《橫斷記》，＜寫真‧エンゲルド廟全景＞圖片說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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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驅駱駝而過，極目所見卻無任何馬匹的蹤影，32 反映出人在此間移動能力的

薄弱有限。如果沒有大自然所賜予的馬匹為快速座騎，人所能償付距離成本的

能力將更為渺小，只能以時間的累積和意志耐力克服空間的挑戰。出現在圖

2-3（1931）沙原高處的二位蒙古僕役，就是遠自二日行程外的阿巴噶王府來到

此處，尋找走失的牲畜而不得。33 類似這樣的畫面，自古以來就不斷在當地人

民的平常生活中出現。「日」，在蒙古高原，不只是時間刻度，也是空間刻度，

反映出本地「遼闊」的地理特性對人文活動效率的制約程度。如前所述，這種制

約即是照片中人文彷彿消融於自然，天地一片寂靜之所由來；也襯托出孤獨身

影、快速座騎、遙遠行程等此地特有的人文景觀背後，牽繫著一個牢固龐大的

自然和生態結構。 

 

（二） 沙地與沙漠 
    再遙遠的「周圍世界」都還能以快速的移動、時間的積累和不懈的意志耐

力，來償付距離的成本。但蒙古高原上還有人類更難以抵抗的大自然的力量，

一再限制、甚至是摧毀當地歷史文化的發展與演化。它就是蒙古高原上特殊的

氣候和地理環境孕生的風沙或沙暴現象。前述二位捕馬蒙古僕役騎下所踩的裸

露沙地上，有著零落生長的草叢，具體呈現了蒙古高原上常見的一種地貌。蒙

古高原上概有沙地、草原和湖泊等不同的地貌，其形成與氣候因素極其有關。

內蒙古大部份地區屬於溫帶大隆性氣候，其溫度分布的趨勢是自東北向西南遞

增；年降雨量的分布趨勢則與溫度分布相反，從東北向西南遞減，因而形成在

熱量最多的地區降水最少，熱量最少的地區降雨最多的不平衡格局。又由於夏

季季風的最北界限在大興安嶺——河套——河西走廊一線。溫暖的夏季風受阻

於大興安嶺、陰山、和賀蘭山，使內蒙古大部份地區處於半乾旱和乾旱氣候

區；
34 全區降水稀少，降水率不穩定，乾旱嚴重。再加上西風和北風強大，35 

形成本區沙地遷移和風成湖泊等自然景觀。36 

 

    風沙過程使內蒙古高原的部份地區成為沙地，或使大面積地區成為沙漠。

沙漠又稱「瀚海」，蒙語稱「戈壁」，是乾旱地區特有的地貌。內蒙古的沙漠是

自第四紀，尤其是晚更新世以來，強大的西北風通過賀蘭山南北缺口，以阿拉

善沙漠和本地的砂質為源，向東擴展，形成庫布齊沙漠和毛烏素沙地等。又由

於內蒙古高原地形坦蕩，風沙擴散和就地起沙的範圍，都遠大於內蒙古高原以

外的地區，因而也會在東部水草向稱豐美的草原區出現沙地，如在錫林郭勒的

                                                           
32 《橫斷記》，＜寫真‧エンゲルド廟附近の沙原を疾驅する駱駝上の西藏人＞，頁 18。 
33 《橫斷記》，＜寫真‧長大な補馬竿を有つて＞，頁 19。 
34 李容全等，《內蒙古高原湖泊與環境變遷》，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北京，1990，頁 8。 
35 王文輝，《內蒙古氣候》，氣象出版社，北京，1990，頁 1-2；26-28。 
36 李容全等，前引書，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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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善達克沙地、昭烏達盟的科爾沁沙地、乃至呼倫貝爾都有沙地出現。唯因該

處水氣相對較豐，使新移入的風成沙地能生長植被，而成為半固定狀的沙丘。

總之，風沙作用使內蒙古乾旱區以東的廣大土地，成為自然生態極為脆弱的地

帶。37 因此在察哈爾和錫林郭勒交界處原本應為水草豐美的地區，也會出現像

圖2-4（1931）所示高達20至 30公尺的巨大沙丘，如「波濤洶湧般地橫亙綿延」。
38  

 

    此外，自陰山以北至內外蒙古邊境之間廣闊的高原盆地，俗稱「瀚海」的戈

壁荒漠，乾燥多風沙，也是內蒙古風蝕作用強烈的典型地形區。風蝕作用一方

面帶走地表的細粒物質，造成不少大小不一的寬淺窪地；另一方面也產生風沙

作用，累積了連綿不斷的沙丘。故地表上既有砂礫層，也有新覆蓋上的近代沙

漠；沙漠的邊緣則有剝蝕的高原、低山與丘陵。有大量的固定沙地，也有零星

的半固定沙地。39 連綿於戈壁南端的沙丘，「暗雲低迷下有如波濤般起伏」40， 

它們在風力作用下形成清楚的稜線，一面是斷崖，另一面是和緩的斜面。41 進

入沙漠只能行此斜面，而且只能以最原始的人力或畜力代步，如以現代的機動

汽車，將徒勞無功。以人力登上 35 公尺高的沙丘頂上，可見沙丘「峰峰相連，
難以渡越，反身俯瞰沙丘底下的人車則顯得極為渺小。」42 可見內蒙古高原的遼

闊坦蕩，不僅在空間上以遙遠的距離制約了人文活動的效應，也在地表上以實

質的沙漠之海，增加了人類行動遷移的困難和阻礙，即使是現代化的器械也未

必有所作用。反映現代文明的發展，在本地自然環境的限制下，並不能在其他

地區一樣能居於宰制性的地位。 

 

    雖說戈壁的環境並非全然寸草不生，但環境惡劣，在陰山山脈左段的狼山

所能遠眺的附近廣漠，即已無蒙古人部落。
43
 當代學者札奇斯欽嘗謂：「戈壁的

橫隔，在古代曾阻止了農業民族的佔有，可也限制了遊牧民族力量的集中。」
44 

其實，從沙漠覆蓋的湖、河、草原、樹叢，以及無數曾遭掩埋的史前文明遺跡

來看，沙漠或荒原豈僅是對蒙漢民族的活動造成阻絕而已？東亞考古隊的成員

曾在多處巨大起伏的沙丘中，發現許多細石器的遺跡。驚訝之餘，不禁慨歎：

                                                           
37 李容全等，前引書，頁 10-13。  
38 《橫斷記》，＜寫真。ヌフス河畔の砂丘地帶＞及圖片說明，頁 14。 
39 ，馮繩武，《中國自然地理》，頁 230；239。 
40 《橫斷記》，＜寫真‧戈壁の南端＞圖片說明，頁 94。 
41 《橫斷記》，＜寫真‧砂丘の稜線＞圖片說明，頁 95。 
42 《橫斷記》，＜第二章  第八十七圖  三德廟西南砂漠に於ける難行＞及文字說明，頁 264。 
43 《橫斷記》，＜寫真‧黑い太陽の山西脈の遠望＞圖片說明，頁 94。 
44 札奇斯欽，《蒙古文化概說》，中央文物供應社，台北，民 75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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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寥的沙漠之地，不知幾千年以前，原來曾為人類棲息之所。令人感到不可
思議。」45 沙丘起伏之間，不知何時被堙沒的文物殘跡，恰印証這片「原為人類

棲息之所」的土地，久經風沙作用，已為生物難存，人力難渡的荒漠沙原。可見

大自然對此地人類文明發展和生命力的制約，實恆久而無情，不分時代、人

種、物群。 

 

    但大地的制約，也有其自然的界線。圖 2-5（1931）攝於戈壁南緣的百靈廟

北郊，照片中長期風蝕下裸露的花岡岩，形成無數巨石累疊的奇巖峭壁，堅硬

的岩石質地，一方面呈現大自然強烈的力感，一方面因著「石巖之麓有美麗的榆
林」點綴，

46 顯示在冷漠的巨石間隙，尤能容得生命的成長，大自然畢竟不是只

有制約的力量。由此巨巖頂峰向南眺望，果然出現「展延至地平線外，遙望如汪
洋般的大草原」47。瀚海戈壁的風沙，在此稍為陰山所阻擋，因而在單調空曠的

蒙古高原周邊，出現了苦寒貧瘠與溫暖豐美接壞並存的局部區域，也使陰山成

為各草原民族之間，及農牧民族之間交鋒征戰的掠奪空間。中國歷史上的許多

重大戰役曾在此地發生；也曾有過農牧相安，不同民族在此共生並存的和平局

面——霍去病曾由此出征匈奴；鮮卑拓跋氏在此生聚教訓，發展壯大，以為入

主中原的準備；隋唐兩代皆在此優撫突厥，締造了胡漢一家的局面。而遠從西

方來的突厥後代汪古部，早在五代之後就在此繁衍族部；契丹和女真在入主中

原的同時，亦將轄地擴展至此，作為牽制西夏和蒙古的前線。降至明朝，漢人

選擇退出河套，蒙古部落則趁機南下重返陰山放牧，以此地為與漢民族競奪生

存資源的基地。入清以後，漠南復出現農牧交錯、蒙漢共生並存的景象。這就

是在堅冷的石巖和美麗榆林、荒涼大漠和豐美的草原之間，有著鮮明對比的圖

像所透露的歷史真實。 

 

（三） 河湖與草原 
 
    如果說沙地和沙漠是內蒙古高原上大自然對生命制約力量的展現，那麼河

湖和草原便是高原大地持載萬物，生生不息的象徵。再多的沙地縱使曾掩埋各

式物種和文明，也因為有了河湖的水氣及其滋生的草原，而復有生機。前文所

述圖 2-4（1931）所見連綿的巨大沙地，就是沿著諾呼斯河（在蘇尼特左旗南方）

東側發展起來的。波狀起伏的沙浪之間，到處可見陶器和細石器的遺跡，訴說

著此地曾有文明興衰、滄海桑田的變遷。「沿著河谷可見到沙丘下面厚層的黃土

                                                           
45 《橫斷記》，＜第二章  第八十八圖  三德廟西南方發現細石器＞，圖片及文字說明，頁

264。 
46《橫斷記》，＜寫真‧百靈廟北郊に在る花岡岩の大露頭＞及圖片說明，頁 102-103。 
47 《橫斷記》，＜寫真‧シレ－ン、オボ巖山＞及圖片說明，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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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河水在百米以下的斷崖底下通過，河床上覆蓋著繁茂的楊柳；在溪谷東
側的火山灰水成層中，則可見到淡水貝殼的化石。」48 黃土和河流都是人文、生

物發展棲息的憑藉。但此處巨大沙地掩埋了黃土，以及河流只能在斷層處出現

於地表，都說明風沙作用對該地原有生態的摧殘和改變。但畢竟因為仍有河流

水氣，繁茂的楊柳，象徵荒涼的沙地，終能再現盎然生意，並吸引人們到此採

取柳條，作為搭建住所的材料。（詳見後文） 

 

    內蒙古的河流除了大興安嶺以東和陰山以南的水系為外流區外，餘皆為內

流區。河網由東向西，隨著乾旱的程度而遞減。內流區的河流，多半水少而

短，它們或注入內陸湖中，或消失在沼澤窪地。49 徑流能匯入河床者甚少，不

少古代河床已經乾涸為缺乏流水的狹長窪地。如河川未能切割至含水層與地下

水匯合，便經常斷流成為季節性的河流。50 諾呼斯河即因河谷下陷，深入地下

的含水層，故能匯合成流，並且注入了庫爾察汗湖。51 河湖的存在使附近的沙

地有機會形成植被，可稍緩和風沙作用的負面效應。 

 

    尤其是內蒙古高原東面近大興安嶺西側的地帶，河網稍密，有較豐富的水

流現象。圖 2-6（1931）是林西盆地的西拉木倫河的上游支系，在山嶺平地間蜿

蜒流貫，孕育兩岸綿延的草場，形成美麗壯觀的景象；52 圖 2-7（1931）則是該

河在白塔子附近的上游部份，它「流經山嶺之間，水相豐盛清洌，岸邊白楊繁
茂」53；皆遠比前述西邊的諾呼斯河岸，有更茂密的植被和生命現象；這對屬於

嚴重貧水區的內蒙古高原而言，不啻為大自然的珍貴恩賜。與高原西面的沙漠

地區形成強烈的對比。亙古以來遊牧民族角逐水草，征戰不斷的生存經驗，正

是這強烈對比下的產物。 

 

    高原上較大的內陸河概能注入大大小小的湖泊。內蒙古的湖泊中，有不少

為風成湖，也就是由風沙作用塑造而成的湖泊。它們的特點是數量大，規模

小，有著西老東新的規律，而且隨著沙丘的移動而移動。
54 圖 2-8（1931）是「庫

爾察汗湖畔茫無邊際，如浪花翻滾般的連綿沙丘；沙丘之濱，有著如漣漪般細
緻美麗的波紋；在這沙波之上，散布著無數以碧玉、石英、瑪瑙等作成的細小

                                                           
48 《橫斷記》，＜第一章  六、錫林郭爾に入る＞，頁 151-152。 
49 鈕仲勛等，《中國邊疆地理》，人民教育出版社，北京，1990，頁 62。 
50 馮繩武，《中國自然地理》，頁 232-233。 
51 《橫斷記》，＜寫真。ヌフス河畔の砂丘地帶 ＞及圖片說明，頁 14。 
52 《橫斷記》，＜寫真‧林西東郊黑山上より 西方を 望む ＞及圖片說明，頁 54。 
53 《橫斷記》，＜寫真‧白塔子土城東門外＞及圖片說明，頁 60。 
54 李容全，前引書，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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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它們在太陽的餘暉中閃耀，有如滄海中的珍珠與珊瑚。」55 照片中的景象

動人，目睹者的敘述如詩，但它們同時也指陳了圖像背後的另一種真實：風成

湖畔連綿沙丘的壯觀美麗，固然呈現了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奇力；沙波之上無數

碧玉、石英和瑪瑙作成的細小石器，則印証內蒙古高原生態環境脆弱，自然與

人文俱顯變遷無常的命運。 

 

    內蒙古的風成湖又依氣候乾旱的程度，由西向東形成鹹水湖或乾鹽湖、半

鹹水湖、微鹹水湖，以迄濕潤區的淡水湖。其中鹹水河和半鹹水湖能生產食

鹽，最東可達錫林郭勒的達來諾爾湖一帶。圖 2-9（1931）即是浩齊特左旗豐白

湖及其產鹽、運鹽的景象。56 湖岸邊高亙連綿的沙丘已為豐美的草原所覆蓋，

上有放牧的畜群，顯示湖泊的水氣不但固定了沙丘，也孕育了草料。雖然內蒙

古高原上的湖泊水質不良，甚至不能飲用；不過它可能為食鹽的重要產地，而

且湖邊或也能衍生草原，乃成為各種物群維生的資源。如圖 2-10（1931）所見，

在大興安嶺中之淡水湖邊廣大的平野，吸引牛群來到湖濱徜徉憩飲，形成「優美
閑靜令人欣悅的遠景」57。湖泊四周綿延的山脈敷蓋了無盡如茵的草原，舖陳出

大地承載生命，物群在自然中各得其所，豐足安詳的和諧。因為豐足所以安

詳、和諧，也才有令人感到優美閑靜、欣然喜悅的美景。所以說河湖草原即是

內蒙古高原持載生命的象徵，也是人文活動最為旺盛的所在。 

 

    內蒙古的草原，概以蘇尼特左右旗至包頭和托克托旗一線為界；其線以東

為溫帶乾草原，植被以耐旱耐寒的多年生草本植物組成；西部則屬於溫帶荒漠

草原，植物稀疏矮小，以針茅類的旱生灌木為主，極少有溫帶乾草原常見的根

生的禾本植物。58 以此分界線為準，錫林郭勒盟的東南半壁和烏蘭察布盟的東

南方概屬於乾草原帶，根生的禾本植被豐茂，在大興安嶺山脈兩側形成豐美的

水草區。類似圖 2-11（1931）所見豐美的草原，遍布大興安嶺東西兩側，為牧

民提供了較好的畜牧環境。 

 

此外，圖 2-12（1931）所示較為開闊，一望無際的錫林郭勒草原，則更顯

天高馬肥。59 在此，遼闊坦蕩的空間特質，鮮明地展現了它對人類文明發展制

約又持載的兩面性：一是它代表對外聯繫遙遠的距離成本，以及單調有限的物

產；二是它象徵只有綿延天際的廣闊空間，才能提供足夠的生存資源。無論是

針對那一種特性，人類要在此生活繁衍，都必須發展出適應此空間特質以有效

                                                           
55 《橫斷記》，＜寫真‧フル 。チヤガン。ノ－ル 附近の砂の波浪＞及圖片說明，頁 23。 
56 《橫斷記》，＜寫真‧湖鹽を運ぶ約百台の支那人牛車隊＞及圖片說明，頁 45。 
57 《橫斷記》，＜寫真‧興安嶺山中のアハタイ湖＞及圖片說明，頁 51；201-202。 
58 馮繩武，《中國自然地理》，頁 229；234-235。 
59 《橫斷記》，＜寫真‧天高く馬肥ゆる際涯ない蒙古の草原＞，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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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當地物產資源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以行遠無定的移動放牧，來遷就遼闊的

自然環境，於是發展出獨特的遊牧生產系統和文明形式。因此，遊牧社會始終

是在大自然強烈的制約條件下，且移且牧，順應而利用草原有限的承載力，繁

衍族群，發展文明。 

 

河湖和草原是本區各種物群維生的主要資源，草原的生意盎然首先表現在

生長於其上各式各樣的草本植物，開著桃、黃、紅、紫、黃綠、紫藍等各種顏

色的花朵，將單調的草原或沙丘點粧成夢幻般的彩色花園；60 尤其重要的是草

的種類甚為繁雜，提供畜群豐富的營養；其中還包含野蔥、野蒜、以及珍貴的

中藥材等，可供人們食用。此外，即使在荒漠草原上所生長的矮灌木，也可供

為燃料；阿拉善沙漠和戈壁中甚至有些駱駝愛吃的矮叢。在山脈的陰面則長有

松、榆、白楊、白樺、乃至杏、桃、野梨及柳木等。一般河川地也長有灌柳，

為牧民架構蒙古包的基本建材。草原上除了牧民畜養的牛、馬、羊、駱駝之

外，還有野生的黃羊、野免、野鼠、狐、狼以及少數的蛇等；草原中除了雲雀

和雕鷹外，在湖沼河川附近亦可見到野鴨、大雁、鴛鴦及其它候鳥和蛙；較大

的河川和淡水湖甚至有些可供食用的魚類。這些都成為草原民族在畜牧之外進

行狩獵活動的重要對象。61 換言之，我們在圖像中所見浩瀚無垠的草原荒漠，

表面上看，雖是單調一致的空曠景象；但實際上，在不同的地表局部，也舖陳

著繁複多彩的生命樣貌，並展現人地之間，物群之間，互動相依之獨特的生態

系統。這才是河湖草原景觀的真相。 

 

草原民族在這的環境下生養孳息數千年，已經，而且必須，成為此生態機

制的一部份。前文已述內蒙古高原是生態極為脆弱的地區，如果人文的活動逾

越了草原所能承載的限制，大自然的反撲恆久無情，難以回復；強大的風沙作

用，會使曾是美麗草原和人煙稠密的城鎮，成為平沙無垠，人跡罕至的沙漠。

例如綿亙在陰山和賀蘭山之間的烏蘭布和沙漠，在漢代時原為人煙熾盛，經濟

富足的農業區。但長期的墾植使土地沙化，後來逐漸成為沙漠。如今在沙漠之

下，除了已發現大量的漢墓群外，還有平整肥沃的黃色土壤，顯示該地曾是漢

人的農耕範圍。但如今長埋沙漠之下，已不復再有人居的可能。而且沙漠的範

圍卻不斷擴大，現在已達黃河岸邊，每年還有大量沙子吹進黃河。62 其對生態

的破壞，深刻久遠，無法復原。 

                                                           
60 《橫斷記》，第一章，＜二、張家口出發＞，頁 125；＜五、呢總管出發＞，頁 135；137； 

    143；＜トウルトウ 。ウラン。ノ－ル滯在＞，頁 125。 
61《橫斷記》，同上註，頁 124；141；144；札奇斯欽，《蒙古文化概說》，頁 6-7；鈕仲勛等，

《中國邊疆地理》，頁 66。 
62 鈕仲勛等，《中國邊疆地理》，頁 66；周清澍，《內蒙古歷史地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呼和浩特，1993，頁 38。 



 19

 

可見內蒙古高原固然在東面和南緣的局部地區包容了農業的開墾（參見後

文），但歷史也已証明，大自然會展現更強大的阻絕力量。相對於此，草原民族

以遊牧融入本區生態系統，以利用有限資源的生活方式，反而比較經得起歷史

考驗，持久而不被取代。這說明歷代的遊牧民族，其實是以堅韌的生命力和人

文的智慧，實踐對大自然的順服與謙卑，因而成為內蒙古高原有限資源的享用

者，以及這片大地的真正主角。 

 

三、 遷移不停的居息 
 

（一） 蒙古包：移動的居所 
    在遼闊的內蒙古高原上，歷代的草原民族在此逐水草而居，發展出便於

遷移行遠的居住方式——蒙古包的牆壁和屋頂都呈圓形，在高原上最能抵抗強

風，是人們居息於草原最實用的住所；蒙古包既便於移居，在足蔽風雨的基本

條件下，它的任何部份都必須是輕便易於安裝和拆卸，而且所有的建材都取自

於草原。例如圖 3-1（1931）所示，柳條作的枝架、細樺木排作成的活動牆壁、

皮線、駱駝毛繩、敷蓋在支架外的羊毛氈、木門、以毛氈製的門廉等等。但即

使如此簡便的住所，蒙古包都能滿足採光通風和冬暖夏涼等溫度調節的需求：

在傘骨形的屋頂上，設有一個活動的天窗，以便採光通風，遇氣候變壞，可使

之覆蓋，以防風雨；在牆壁下端的氈圍，夏天捲起，可使清風通過，冬天則用

土培起，以防寒氣侵入，並在屋外再蓋上二、三層毛氈，加強保溫。蒙古包的

門，一律開向東南方，以避開高原上常有的西北風，這是沿自於匈奴時代的草

原傳統。
63 它們的製作原始簡單，卻處處可見滿足基本所需的智慧。 

 

    蒙古包便於在遼闊的高原上遷移，常見它們三三兩兩地駐紮在空曠的平野

或湖畔山邊，但相對於包外土地的寬闊，蒙古包的內部卻以最簡省的方式發揮

空間的最大效用。圖 3-2（1931）所示：這裏既是起居室、客廳、臥室，也是廚

房、儲物間，既有供奉佛像的祭壇，也有放置獸糞燃料的角落。其內部配置，

一般會在室中央置地氈，面對正門的是主人的位置，富有者會在這裏設坑或小

床。在一般普通人家，這通常也是主人的臥處。蒙古人以右為大，其右手邊為

來客所坐之席，以示禮敬；女主人則坐其左手邊；左右座席亦為普通臥處。室

內的西北角，也就是男主人座席的右方，是佛壇所在，為這個有限的室內最神

聖的空間。沿靠著牆壁，則放置有收納物件的大小木櫃，其中餐飲器具的櫥

                                                           
63 札奇斯欽，《蒙古文化概說》，頁 31-32；臨川花楞，《內蒙古紀要》，（民國五年北京經 

   緯書局版），南天書局景印，台北，民 76 年，頁 39；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 

  《內蒙古高原橫斷記》，頁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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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放置在東側近門的壁下（見圖 3-3，1931）。天窗下方的中央空地，則是築

灶生火，炊爨取暖的鐵製火架(gholomta)，上接煙囪通於天窗；按蒙古人的習

俗，火是聖潔的，火架是家族繁衍的象徵，所以是蒙古包內除佛壇外極重要的

配置物（見圖 3-4，1931）。生火的燃料獸糞則堆置在近門底下的角落或是火爐

邊。64  

 

    為便於遷徙，每戶人家均備有牛車，少則五、六部，多則十餘部；一般多

將車置在蒙古包四周，蒙古包內放置不下的家具物件常放在屋外的牛車之上，

以便隨時取用和遷移。多餘或儲備過冬的獸糞燃料，也堆放在蒙古包門外或四

周的空地成為小丘或一堵外牆，和牛車一塊圍成院落(kuriyen)（見圖 3-5，

1931）。蒙古包有大有小，一般而言，有十二個活動牆壁的已算是最大的；平均

一個蒙古包不過四、五人居住。一戶人家通常有二、三座蒙古包，其中有一包

為置物間和客房；稍富裕者或有七、八座包；王府則有七、八座，甚至十餘座

包。最右的那一座，通常為長者所居，或專門禮佛之所。為便於機動性的移

牧，像漢人大規模聚族而居的較大聚落，除了在王府附近或寺廟外，甚為少

見；一般百姓的村落多不過二三十戶，少不過二、三戶，遠隔數里或數十里。

在牧草較稀疏的時候，有時三、四天就得遷移，所以不可能發展出過密的集

村。65 為了因應這種短期即行遷移的畜牧需要，還有賴一種旅行用的帳幕

（maikhan), 它只用二根支柱撐起來，正面呈三角形。一律用藍布作面，白布

作裏；有時還會在藍布上用白布縫出花紋。如圖 3-6（1931）所示，即是在藍布

面上，縫漢式吉祥圖案和蒙古特有的雲紋。66 

 

    像這樣數千年來移動或安紮在內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包，乃是最貼近當地自

然環境的居息方式。當高原上歷代無數輝煌的城鎮寺院，或遭戰火毀壞，或受

風沙堙沒，或因人煙不興而被廢棄，無不成為片瓦殘跡後，它們仍以靜謐輕小

的身姿出現在高原各處；既對照著高原大地的雄健偉闊，也呈現出人對自然順

服敬畏以孳養生息的態度，亙古如新。實際上，無論從蒙古包的建構取材，包

內空間的簡省節制，包外院落的實用儉約，乃至於蒙古包群的有限規模，在在

皆印証這一種順服敬慎、節用自抑的居息的特質。以蒙古包的建構取材而言，

它本來就是為了遷就高原的遼闊而便於移牧防風的產物；其建材取之草原，還

諸大地，不會有不可回收和污染性的廢棄物質。再者，蒙古包空間的簡省有

效，一來符合人口本非繁密的蒙古家庭（蒙古人口的有限也是環境制約下的結

                                                           
64 札奇斯欽，前引書，頁 32-33；臨川花楞，前引書，頁 40；譚惕吾，《內蒙之今昔》，上海 

   商務印書館，上海，民 24 年，頁 114；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頁 362。 
65 札奇斯欽，前引書，頁 35；臨川花楞，前引書，頁 38-39；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

＞，頁 357。 
66 札奇斯欽，前引書，頁 33；《橫斷記》，＜寫真。蒙古人の旅行用天幕＞圖片說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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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二則也使建材的消耗減到最小，恰正適合於資源極為有限的草原生態。 

 

    由牛車和獸糞圍成的院落，是蒙古包周遭的特殊景觀。它一則成為住所和

外界區隔的緩衝空間和擋風牆；二則成為蒙古包的外延區，有時可取代室內，

從事佔地較廣的群體活動。圖 3-7（1931）四位蒙古男女在包外的陽光下，共同

分擔宰羊料理的工作。67 它一面呈現出草原人民集體勞作，共飲同食的豐足

感，也反映出人與大地原始無隔的親近感。如此的院落,有如蒙古包主人向空曠

原野，謙遜暫借的一方角落，亦一貫具有實用儉約，接近自然，而非美觀享受

的性質。 

    蒙古包的簡省空間、或加上不大的院落、以及稀疏零落的蒙古包群，處於

遼闊空曠的蒙古高原之上，兩相對比，尤能觀照出此居息方式所反映之人文特

質： 

（一）人之居息活動與空間，在龐偉的大自然之前顯得微小有限；對高原大地

的有限資源和制約力量，只有順從和適應。 

（二）藉由「遷移」，遼闊的草原皆可為人力馳騁之地，人文的活動和空間亦得

以延續拓展。 

（三）牧民們以意志、創意和體能自處於上述兩相對反的張力上，並以此表現人 

      文的活力：其一是在起居給養的質量和空間上，極其敬慎儉約；其二是

勇於移動不息，以遷就自然來表現生存能量的旺盛不絕；其三，發展出

共同使用，而非個體佔有大地資源的群體合作和資源利用的倫理觀。 

 

    在此理解的基礎上，我們觀閱蒙古遊牧生活的圖像，所有看似簡陋、原

始、乃至於文明發展幾近停滯的現象，其實都有它們獨特、可貴的意義；甚至

突顯出近代以降舉世奉行之現代文明適用性的侷限—所謂現代化的衡量標準，

在此其實派不上用場。 

 

（二）定區移牧的作息與歷史真相 
    蒙古包和移動式的居息文化特質，亦反映在牧民們逐水草而居的日常生活

和社會關係上。以一戶五口之家的蒙古牧民來說，大約得畜養 50 頭羊、8 頭

牛、2 匹馬，才能過最起碼的經濟生活。除了畜養百來頭牲畜的一般工作外，

日常生活所需的種種物件，得利用其間的空檔，自家製作。例如必須配合牲畜

生理的情況，在夏季擠牛羊之乳，製作奶品；春秋各剪羊毛一回，織製毛氈；

尋常的日子皆要儲備草料，採集牛糞加工，以供日常，尤其是過冬所用。68 這

些工作需配合季節進行，延遲不得，辛苦瑣碎固不在話不，卻也充滿了自然的

韻律。因為夏季水草豐美，牧民們常在此一時節與別戶人家共同放牧，形成夏

                                                           
67 《橫斷記》，＜寫真‧羊を料理している男女＞及圖片說明，頁 26。 
68 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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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臨時性的聚落，甚至共同從事野外的活動。圖 3-8（1931）即是阿巴噶王府附

近人家，夏季在野外共同刺繡一大張毛氈的情形；「年輕的蒙古男女們，用褐色
的駱駝線在白色的毛氈上，繡上許多幾何圖案。」「女子們穿著蒙古短衣，垂著
美麗的髮飾，當鏡頭對著她們時，毫無猜疑地露出了動人的笑容，煞是好看！」
69 沒有猜忌的美麗笑容，是健康自然的寫照；共同刺繡則營造了和悅的人際關

係，以及創造審美的精神活動。所以看似單調的例行工作，也有人文的活力盎

然其中。 

 

    這樣的活力，在夏季裏顯得特別醒目。藉著共同放牧，許多宗教活動，像

陰曆六月的打鬼廟會、一年一度的鄂博祭、及其應景的賽馬、射箭、套馬、摔

跤等競技餘興節目，也由此展開。70 藉由法會上喇嘛動人的樂音和吟誦（見圖

3-9，1931）、打鬼舞戲的趣味（見圖 3-10，1931）、鄂博祭敬祀天地的莊嚴（見

圖 3-11，1931）、觀賞並競試馬群在原野上的疾速奔馳的暢快與力感，乃至於

牧民們神妙無比的射箭和套馬等絕技（見圖 3-12，1935）71....等等淋灕盡致的

演出，無論是宗教的祈求，心靈的肅穆、情感的愉悅，以及意志的考驗和身體

的動能等，都有了抒發的機會。圖 3-13（1931）是背著弓箭的蒙古人英姿。蒙

古人向來即擅於騎射而自豪，雖然在二十世紀的三十年代，弓箭已不再實用，

但遇有鄂博祭等慶典的場合，就成為弓箭競技的絕好時機。72 早在內蒙古為清

朝統治之後，蒙古牧民大多已遠離征戰，沒有多少機會實踐蒙古擅於戰技的傳

統，只有在節慶競技時得以發揮和保留。因此，因廟會聚集而有舉辦的競技活

動，其意義就不只在餘興的樂趣，還在於蒙古遊牧傳統文化的傳承。 

 

    再者，王公、喇嘛、牧民百姓，乃至漢籍商人也藉此匯聚相歡、來往商

貿，如圖 3-14（1931）所見，這個場合不但是選手們一展長才，將平時放牧本

領競技爭鋒的良機，也是離多聚少的高原居民們重要的社交機會。圖 3-15

（1931）為一對自遠處輕騎來此參與法會的蒙古夫婦，盛裝的打扮和衣著，騎下

一對和睦的親子馬，以及出現在綠野中的英姿，
73 無不洋溢著對盛會的重視和

喜悅。如此這般活躍多元的節目，全部集中在活動最旺盛的夏季，將一整年辛

                                                           
69 《橫斷記》，＜寫真‧野外に毛氈の敷物に刺繡している蒙人男女＞及圖片說明，頁 26； 

    第一章  九、阿巴噶大王府＞，頁 167 
70 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頁 350。 
71 套馬是蒙民的特技，能從奔馳的群馬中，套出指定之馬。此在蒙古地方為牧民經常遭遇之極 

  為勇壯的景觀。見譚惕吾，前引書，圖 28 及圖片說明；《蒙古高原橫斷記》，＜第一章   

  二、張家口出發＞，頁 126。 
72 《橫斷記》，＜寫真‧弓箭を負つた蒙古人＞及圖片說明，頁 47。 
73 《橫斷記》，＜第一章  第三十三圖  馬上の蒙古人夫婦＞及圖片說明，頁 183， 

   ＜十、貝子廟滯在＞，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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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勞作之外的潛能一齊釋放，展現了高原上單調地表的背後，實有多彩豐富的

人文活力。所以目睹盛況的日本考察隊員，記下令人印象深刻的夏季：「蒙古人
說：『一年當中，所有的行事，都在夏天舉辦。』洵非虛言！」74 一旦冬季來臨，

草料凋枯，牧民得各自帶著備妥的乾草，遷移至能躲避風寒的山腳過冬。曾經

喧鬧一時的夏季原野，隨即轉變為清冷白茫的大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

孤靜座落於山邊的蒙古包，偶能見到天窗外正升起梟梟炊煙；炊煙下，溫暖的

圍爐與和煦人語，俱在山邊曠野一片寂靜的雪白中消融！75 蒙古高原的牧民，

就這樣在居所作息之間，隨著自然律動展現獨特生動的人文景象。 

 

    但近代所見這樣冬夏遷移的放牧和移居，其實已是只能限於固定牧區境內

的活動；並且這是近世以降，蒙古社會結構不斷演變的產物。古時草原民族逐

水草而居，且從事大範圍遊牧，來往遷移的距離較遠，遊牧的範圍和住處本無

一定，全靠集體生存競爭的實力，取得較好的水草。但元亡後，明代蒙古逐漸

形成分立駐牧的局面，76 由而產生了新的屬地主義的結合體，牧民的居息生業

愈傾向於定著在某個有限的區域之內活動。77 例如十五世紀後，蒙古社會所出

現的「鄂托克」組織，78 就取代了元朝所遺，已難以運作的千戶制度，79 而成為

蒙古區域結合之穩定的地方勢力。每個蒙古牧民都得加入此一組織，以完成參

與當地的社會經濟活動。80 此「鄂托克」以「共同牧地」為組成結合體的根本前

題，因而反映了蒙古社會某種程度的土地價值意識，81 以及向地方分化的趨

勢。這些都為清代以後蒙古社會走上定牧或定居文化，孕生了預備條件；82 而

日益成熟的區域意識，也有助於清朝統治後，蒙古社會由部落結構向地方行政

系統，也就是盟旗制度的演化。83 

 

    清朝以盟旗組織為統治蒙古的地方行政單位，所謂旗，即是以蒙古原有的

                                                           
74 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頁 350。 
75 此實為筆者於 2000 年 12 月在外蒙古零下廿幾度的高原上親歷其境，親目所睹的景像；在此 

   借為描繪內蒙古高原在冬季時的相同情景。 
76 可參見黃麗生，前引書，＜第三章  第一節  明代蒙古分立駐牧社會的形成＞，頁 95-121。 
77 同上註，頁 137。 
78 （俄）烏拉吉米爾卓夫原著，（日）外務省調查部譯，《蒙古社會制度史》，原書房，東京， 

   昭和 55 年，頁 299-300；（日）田山茂原著，潘世憲譯，《清代蒙古社會制度史》，＜第 

   二章  明代蒙古的“兀魯思及鄂托克的機構＂＞，商務印書館，北京，1987，頁 31-36。 
79 （俄）烏拉吉米爾卓夫，前引書，頁 299-303。 
80 同上註，頁 301。 
81 同上註，366-370 
82 黃麗生，前引書，＜第三章  第二節  明代蒙古分立駐牧形勢的社會經濟特質＞，頁 141。 
83 黃麗生，前引書，＜第三章  第一節  明代蒙古分立駐牧社會的形成＞，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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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為基礎，在分而治之的原則下，加以改編為一旗或數旗，84 由清廷指

定的世襲札薩克為最高行政長官。此外，再配合上畫定駐牧地界，編審地方戶

口的措施，規定各旗牧民不得隨意越界遊牧。札薩克旗的行政職能即包括：編

審人丁，統計戶口；給其耕牧，分配遊牧場地；釐其戶籍，防止人口流動，穩

定社會秩序等；85 進一步強化了蒙古牧民在固定區域共同放牧的結構，數百年

前曾經有過的大規模、大範圍的遊牧，已完全被有限區域的移牧所取代。 

 

    但像這樣在有限範圍內放牧的產業方式，勢必面臨產業過於單一和產能受

限的困境，必須向外界尋求各種農業、手工業等生活物資的交換，甚至仰賴支

援，才能持續下去。明代中業以前，蒙古人以不斷的掠奪、征戰、甚至與明朝

的漢人進行走私貿易來解決這樣的問題。俺答汗也在此壓力下向明朝求貢數十

年，終於達成和貢貿易。俄國學者以為：正是由於蒙古對明朝的掠奪與和貢貿

易，多少補充了草原經濟不足，成為「鄂克托」等區域性組織得以繼續維持的重

要條件。86 但事實上不僅如此，隨著明代蒙古封建社會分化愈甚，食口愈繁，

各「鄂托克」牧地的愈形有限，位於漠南草原緊臨漢人農業區的蒙古部落，開始

追求有限土地的更大效益，願意主動引進較具產能的農業。故俺答汗積極招納

邊境的漢人為之耕墾，形成所謂「板升」的農業聚落，成為蒙古人重新在草原建

立城市「呼和浩特（歸化城）」的基礎。 

 

    總之，自明代中葉起，近長城邊外的蒙古牧地，就在分區定牧的歷史趨勢

下，開始延納漢人開墾、建村、築城，並引進手工業、建築、商貿...等其他生

活文化，形成了農牧並存的多元社會。87 自此以降，近長城邊外的蒙古人即與

漢人產生密切的互動；長期以往，不免出現部份蒙古人漢化，漢人蒙古化的生

活面貌。這樣的發展，在清朝統治將內蒙古與中原一統，併為帝國的版圖後，

更具有沛然莫之能禦的勢態。清廷一來延用並強化了自明蒙互市以來，以商貿

代替征戰的治蒙政策，並對蒙古王公喇嘛待以優遇的政經資源，使大量的中原

事物進入蒙古高原；二來也一再解禁或默許漢人前往耕墾。因此，十五世紀以

來就已出現的單一產業和在有限範圍內駐牧的困境，得以前所未有的抒解，也

就深化了蒙古社會結構區域分化、牧民在固定範圍內遷移、以及蒙漢共生並

存，互動更切的特質。 

 

                                                           
84 盧明輝，《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1990，頁 67-70；內蒙古社科院歷史所 

   編寫組，《蒙古族通史》（中），民族出版社，北京，1991，頁 772-773。 
85 趙雲田，《清代蒙古政教制度》，中華書局，北京，1989，頁 74--76；86-90。 
86 （俄）烏拉吉米爾卓夫，前引書，頁 79-82；292-295。 
87 參見黃麗生，前引書，＜第四章   草原城市的再現：明代歸化城的興起與意義＞，頁

21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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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前文所述移動的蒙古包，雖說是為了畜牧而不停的移轉，但只是限

在本旗境內的冬夏兩個營地來回遷徙，而且遷移的住所也大致已經有定。牧民

們大抵自春雪初融，即擇高原中較低濕之地，逐水草而居；至冬季冰結，則選

擇向陽背風的山谷避寒。88 這樣的景像，其實有其背後數百年發展的歷史縱

深，以及對外聯繫互動的橫向關係，而非一時偶然的出現。至民國初年，移動

的蒙古包，尚見於內蒙古的多在錫林郭勒盟的烏珠穆沁、浩齊特、阿巴哈納

爾...附近以及其他不便發展農業的盟旗。89 它們簡單的影像背後，其實關聯著

亙古以來，高原上遊牧生活之長期不變的基本結構，以及與時俱遷的局部變

化。 

 

四、農牧交錯的生活與屋舍 
 

（一）漢人的移墾和屋舍 
    由於明代中葉以降，就有漢人越邊為蒙古人耕種；因此在內蒙古高原的近

邊地區，就一直有農村和田園的景觀。雖然清廷在立國之初，曾定有蒙漢隔離

的政策，但漢人前往塞外墾殖的趨勢卻與清朝的歷史相始終。先是歷朝曾以軍

事需要、增闢財源便於結養、皇室公主和蒙古王公喇嘛招徠、以及抒解內地飢

荒和人口壓力等理由，陸續開放漢人移墾；90 因而在康、雍、乾時期，內蒙古

西部的土默特平原，黃河流域的前、後套地區，察哈爾各旗，以及內蒙古東部

西拉木倫河流域的昭烏達盟、哲里木盟南部地區以及卓索圖盟等地區的土地多

已開發。91 迨至清末，由於移民實邊，鞏固國防的考量，清廷愈加積極開放漢

人移民，墾殖的範圍更為擴大。放墾後的十年中，西自前、後套、土默特平

原，經察哈爾，東迤大興安嶺東側的昭烏達、卓索圖、哲里木等盟旗，不是已

成為純農區，即為半農半牧區。92 

 

    數百年來，漢人出塞開墾一直是走在朝廷管制之前，毫無支援的，從無到

有的進行開疆闢壤的工作。這樣的情景至民國二十年代，仍然可見。 圖 4-1

（1935）是一批初移墾蒙古的漢人農民，面對著新未來的面容。「他們是新地的

                                                           
88 札奇斯欽，前引書，頁 33；臨川花楞，前引書，頁 38-39；譚惕吾，前引書，頁 114。 
89 臨川花楞，前引書，頁 26。 
90  黃麗生，前引書，＜第五章   第二節   牧業和農業消長與手工業的發展變遷＞，頁

384-395。 
91 盧明輝，＜清代內蒙古地區墾殖農業發展與土地關係的嬗變淺析＞，《內蒙古墾務研究》，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0，頁 17。 
92 王龍耿，＜近代內蒙古農業的興起與蒙古族人民對農業的貢獻＞，《內蒙古墾務研究》， 

   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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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者，每一位都懷著像是要溢出肉體的元氣。」93 日本考察隊員攝下他們，並

寫下了這樣的觀感。其所描述的大概也是數百年來，不斷前往蒙古移墾的漢人

農民的樣貌。長久以來，漢人在原本是草原的廣大平野上耕墾，使得內蒙古部

份地區在清朝時，就已經成為抒解華北糧食壓力的穀倉。圖 4-2（1935）是察哈

爾商都附近五台地區廣大農田的情景。「漢人農夫露出曝曬成赤銅色的筋肉，勤
勉地收割燕麥」94 的影像，傳達了高原上另一種人和土地結合的生命力。這樣的

景觀在近代的內蒙古，由於農業的更廣泛開發而屢見不鮮。甚至在大興安嶺的

深山裏，都能見到漢人種植的蕎麥田。漢人不斷的發展力，令在現場觀看的日

本考察隊員驚訝不已：「我們對默默無名的農民，就這樣地手持鋤鍬征服自然，
而感受到人類生活之壯烈嚴肅的教訓。」

95 征服自然之說是當年的典範，今人已

不能苟同；但其言生動地描繪出，漢人遠離原鄉，胼手胝足，向蒙古高原乞討

一方田畝的意志及其背後巨大的生存壓力。 

 

    不過，降至民國二十年代，風景優美的大興安嶺山區，除了五穀雜糧外，

也出現廣大的罌粟花田。如圖 4-3（1931）所見，連綿起伏的群山腳下，盛開的

罌粟花延展至平原的盡頭，構成令人賞心悅目的美景。目睹者解說當時鏡頭的

記錄這樣寫著：「從亂雲之間升起的黎明微光，映照著白花，美極！」96 但如此

壯美的景像，對照著黎明時安靜的大地，卻令人不安。因為大片白色罌粟花的

後面，是鴉片的厚利以及蒙古隨著整個中國被併入世界經濟體系，列強進行經

濟侵略的危機。圖 4-4（1931）中，在罌粟花田裏辛勤工作的農民們，實已進入

他們難以了解、複雜多變、已不能單靠手持鋤鍬和堅韌意志就能應付得了的時

代。早在 1904 年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後，就在東北的租借區實施鴉片專賣制

度。初期還給予個人製造及銷售之特許，1915 年後，為避免日本受到國際責

難，更假借中國人所設立的慈善機構「大連宏濟善堂」戒毒局的名義，給予進口

及銷售的特權，而由日本殖民當局直接監督。日本殖民政府由此所收取的特許

費，高達 400-500 萬（日）圓。1928 年後，日本更在大連設關東州鴉片專賣廳，

鴉片收入佔該州歲入的 10％-16.3％。1931 年扶植滿洲國建國，亦實施鴉片專

賣；其鴉片收入的預算就高達 1000 萬（日）圓，佔滿洲國歲入之 16％。97 日本

實施鴉片專賣，大肆收購鴉片，從中獲取暴利，才是美麗的罌粟花綻放在內蒙

                                                           
93 《橫斷記》，＜寫真‧支那農民の群＞及圖片說明，頁 68。 
94 《橫斷記》，＜寫真‧五台附近の廣大な農耕地＞及圖片說明，頁 68-69，＜第二章   

    二、蒙古人地帶に入る＞，頁 241。 
95 《橫斷記》，＜第一章  十三、興安嶺越え ＞，頁 202。 
96 《橫斷記》，＜寫真‧興安嶺山中支那農民の罌粟島＞及圖片說明，頁 53。 
97 【韓】朴橿原著，游娟鐶譯，《中日戰爭與鴉片（1937-1945）—以內蒙古地區為中心—》，

國史館印行，臺北，1998，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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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草原的真相。 

 

    隨著農田出現在蒙古高原的，是越來越多的漢人土屋和村落。漢人將華北

老家的住屋，原樣的跟著他們遷到這裏。他們或以黃土建成夯土屋，或利用斷

崖山壁鑿成窯洞。這種令中國南方人感到陌生的建築，隨著漢人深入開墾蒙

地，而散布在內蒙古高原上能夠耕種的角落。從大興安嶺山脈中的林西近郊，

到陰山以南的固陽地區，都可以見到漢人居住的窯洞和土屋。圖 4-5（1931）
98 

是張北縣北郊一處的漢人村落，擁擠的土屋泥牆，與鑿在崖壁中的窯洞連在一

起，具體地呈現從華北延伸到內蒙古地區的漢式農舍建築。圖 4-6（1931）99 係

攝於昭烏達盟林西西郊，這一帶是蒙漢人民交錯雜居的地區，但照片中以黏土

燒成的陶製甕、缽，飼養的小驢，以及莊稼漢正在出入的窯洞，都是漢人生活

的印記，與華北黃土高原上的窯區幾無不同。圖 4-7（1935）是固陽附近位於河

床斷崖處的窯洞，窯洞前的豬圈、堆集的柴薪、和走動的人影，在窯洞上面長

有稀疏草叢沙地的襯托下，顯得艱困卻有生氣。日本考察隊評論道：「這些在河
床黃土斷崖上掘洞穴居的漢人，養了豬，檢了柴，就算是過著氣派的生活了！」
100 此話說來不無譏刺意味，恰正如實描述了內蒙古的漢人農民，過的是怎樣艱

辛不易的日子。侷促的夯土屋、簡陋的窯洞、庸碌於糊口的作息、以及生活細

節不可少的甕、缽、豬、驢……，就是內蒙古許多田園景觀背後，漢人農民起

居生活的真實面貌。 

 

    土屋雖然簡陋，但易於建造和便於定居業農的特性，使它們也成為蒙古人

的住屋。在早已純農業化的地區，漢人和蒙古人交錯雜居，許多由牧業轉營農

業的蒙古居民，就完全住在土屋，不用蒙古包；他們的起居作息，言語、衣著

概也與漢人無異。 圖 4-8（1935）攝於長城邊上豐鎮附近，涼城地區的花家營

子一帶。畫面中，正在以驢子牽動石碾的農婦，穿著漢服，住在碾子旁邊的漢

式土屋裏，乍看之下和漢人沒有分別；只有從她頭上的蒙古髮飾，和蒙古包型

的穀倉（見圖 4-9，1935），才能辨識她的蒙古人身份。
101 圖 4-10（1935）也

是涼城一帶的蒙古農民，他們和漢人雜居，生活已經完全漢化，幾乎與漢人無

所區分。102 其衣著與半農半牧區和純牧區的蒙民相較（見圖 4-11，1931），已

                                                           
98 《橫斷記》，＜寫真‧張家口北郊數家舖に於ける斷崖下の半穴居聚落＞及圖片說明，頁 2。 
99 《橫斷記》，＜第四十九圖  林西西郊の穴居＞，頁 210。 
100 《橫斷記》，＜寫真‧河床黃土斷崖に橫穴や掘つて穴居している支那人＞及圖片說明，頁

77。 
101 《橫斷記》，＜寫真‧驢馬に眼隱をして、碾子を牽かしている蒙古農婦＞及圖片說明， 

   頁 110；＜第二章  十二、涼城‧豐鎮へ＞，頁 305。 
102 《橫斷記》，＜寫真‧涼城附近の蒙古農民＞及圖片說明，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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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區域差異。103 由此可見營生型態的改變，對蒙古人民生活文化影響之

一斑！早在 1884 年至歸化城旅行的法國傳教士，就曾在其遊記中敘述這一帶蒙

古人漢化成為農民的情形。104 則圖4-10中，外表上已經漢化的蒙古農民容姿，

就不只是民國二十年所留下的，剎那時空的具體影像，而是近半世紀、甚至更

為久遠的歷史的縮影——歸化豐鎮地區，在明代就已有漢人耕墾，本就是內蒙

古最早有蒙古農民、蒙漢雜居的地帶。 

 

（二）固定的蒙古包和蒙漢混合的生活方式 
    漢人移墾固然是蒙古農業範圍不斷擴大的重要因素，但也有不少的蒙古農

民曾參與其中。前述蒙古社會區域分化的結構，不但使蒙古牧民習於在固定的

牧區放牧，也導引他們在固定地區轉牧為農，過著定居的生活。在內蒙古東、

南部長期發展所形成的農業區或農牧兼營區，不僅有大量的漢人移入，亦有許

多定居的蒙古農民，或純粹業農，或兼營牧業。由於學習漢人的耕作技術，可

提高自己的收益；又因農業產能顯著高於放牧，許多王公亦鼓勵牧民轉營農

業；再加上可以比漢人少負擔押荒銀和地租等種種誘因，遂吸引大量蒙民從事

農耕；
105 部份蒙古農民甚至接受其他盟旗王公的違法私招，越界移墾。這種現

象在光緒中葉已十分普遍，因而擴大並深入了內蒙古境內的農業開發。106 

 

    因此近代內蒙古除了新移入的漢人外，蒙民的農業人口也大幅增加。尤其

半農半牧的蒙民，結合農牧的技術資源和多角經營，不但使土地的產能效益大

增，蒙民也不須完全放棄傳統牧業而能改善生活。在此誘因下，牧民們兼營農

業的意願得以增強：由於牧民已經定居，牲畜也有了棚圈，而免受凍傷、狼

害；牧業不但為農業提供的充份的耕牛、車馬，畜糞也成為農地的重要肥料；

莊稼收割後，利用地裏的殘穫放牧，冬季還可用穀草秫梗飼餵牲畜。這些有利

的因素，乃使蒙古牧民的定居農村，穩定地留存下來並持續發展。清末，蒙古

族的農牧業人口中，半農半牧的已佔一半以上，而且這種比例一直維持至今。
107 可見這種營生方式在歷史不斷演變的考驗下，已成為內蒙古的優勢。 

 

    當蒙民的農業人口大幅增加，漢人建築也大量湧進內蒙古時，有些以農為

生或半農半牧的定居蒙民，並沒有完全放棄他們的蒙古包，只不過將它們改造

                                                           
103 據江上波夫觀察，純牧區和半農半牧區蒙民的衣著，亦有顯著不同。見氏著，＜內蒙古高原

の生活＞，頁 359。 
104 《橫斷記》，＜第二章  十二、涼城‧豐鎮へ＞，頁 305。 
105 盧明輝，＜清代內蒙古地區墾殖農業發展與土地關係的嬗變淺析＞，《內蒙古墾務研究》，

頁 17。 
106 王龍耿，前引文，頁 41。 
107 王龍耿，前引文，頁 44。 



 29

固定下來。固定式的蒙古包多分布在大興安嶺以東，如巴林、克什克騰旗一帶

的地方；蒙民們常在家屋附近開有幾畦耕地，但仍以畜牧為本業；這樣的蒙古

村落，多不過二、三或四、五戶人家，很少見有較大的聚落。108 固定的蒙古包

保留了原有的外型和天窗的設備，但屋頂上鋪蓋以稻草或蘆葦，牆壁則是在編

紮的柳條塗上泥土砌成，也有的再圍上葦草編成的簀板。圖 4-12（1931）即是

昭烏達盟，林西縣東北方，巴林左旗白塔子（為遼代慶州遺址）附近蒙古村落的

實例。109 熱河一帶的蒙古人也有不少居住草葺和土造的固定蒙古包。110 

 

    興安嶺一帶已經兼營農業的蒙古牧民，在自家固定的蒙古包附近，更設有

由驢子拉牽石臼磨穀的「碾子」（見圖 4-13，1931）。當地蒙古人的定居化和

農業化，由此可見一斑！111  碾子和驢子皆本非蒙古之物，而是由漢人引進；

定居的蒙古人不只在農耕事務上，採用漢人帶來的東西，在生活的許多方面也

受漢人不少影響。圖 4-14（1931）中挑擔水桶的婦女，是住在白塔子東面不遠

處，只有四、五個蒙古包小村落的蒙古人。該村在附近的山間只闢有旱田，田

裏種著南瓜和胡瓜。村中的固定蒙古包，內部的擺設已和傳統蒙古包有很大的

不同——有一半的空間，已砌上了由泥床作成的高坑；坑前泥土地上的右手

邊，則置有土灶，概與漢式的土屋內部沒什麼兩樣。村中的蒙古人，無論男女

都說漢語、著漢服，已經非常漢化。比較特殊的是，圖中挑水的蒙古婦女，梳

的是滿族婦人的高髻髮式，引人注目。112 滿族式的高髻頭，是前清北京城裏蒙

古貴婦流行的髮式（見圖 4-15, 1898）113。滿清統治蒙古二百多年，其儀表文化

對蒙古人民的影響深遠；清朝雖已滅亡廿年，蒙古的上層社會仍在正式場合著

清朝官服（詳見後文）。但如圖中所見，內蒙東部山區已經相當漢化的蒙古村

婦，仍在日常中留梳滿人的髮式，可見受清朝統治影響浸習之深。這和他們早

就習以為常的漢化的語言、衣著和作息一樣，皆是由來已久，並非朝夕之事

了。 

 

    固定的蒙古包，和農牧兼營的生活，並非定居蒙民的專利。大興安嶺西拉

木倫河流域的漢人村落和蒙古村落交錯散布，來到這裏移墾的漢人，也飼養起

                                                           
108 臨川花楞，前引書，頁 26。 
109 《橫斷記》，＜寫真‧白塔子北郊の蒙人部落＞及圖片說明，頁 60。 
110 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頁 357。 
111 《橫斷記》，＜第一章  第五十四圖  碾子を用ひている興安嶺東側の蒙古人＞，頁 215； 

    ＜第一章  十四、林西滯在＞，頁 215-216。 
112 《橫斷記》，＜寫真‧興安嶺東脈山中の井戶と水汲みの蒙古婦人＞及圖片說明，頁 61； 

   ＜第一章  十五、白塔子＞，頁 222-223。 
113  John Thomson  , 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  Westminster A. Constable & Co. , 1898 ,  

   reprin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 Inc. , San Francisco , 1974 , printed in Taiwan , p. 2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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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114 有的甚至入境隨俗地搭建了固定的蒙古包，像

白塔子西南面附近，一處叫作「十二家子」的漢人村落，除了漢式的土屋外，也

有不少固定式的蒙古包（見圖 4-16，1931），村民和蒙古人一樣，將燃料用的

牛糞堆得老高。不過，他們養雞、吃蛋。115 一位蒙古總管曾戲謔地說：「只要
有漢人的地方，就到處是豬。」116 此話雖暗示農牧共存下，可能不免有蒙漢民

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但也明確指出內蒙古農牧交錯、蒙漢混居的地帶，雞鳴豬

影，乃是判知漢人村落的標幟。117 顯示當地蒙漢民族固然是混居並彼此互動影

響，但在日常生活之間，仍各自保留了族群辨識的依據。 

 

    在內蒙高原上，固定式的蒙古包經常和漢式建築混在一起使用，而且並不

限於半農半牧的漢人村落，尤常為蒙古各階層所用。由於定牧制度由來已久，

有些牧區也出現固定蒙古包和漢式建築混用的情形。察哈爾一帶的固定蒙古包

在外形上還是披蓋著毛氈，但它的基座是由好看而固定的圓形土壇作成，包內

也有固定的土製爐灶。通常一個家庭有二、三個包供住家用，再加上一、二棟

漢式土屋供作客房、奴婢房和庫房使用；再於東、北、西三側圍砌土牆或堆積

牛糞為牆，就是像樣的宅第了。這樣的情景很多，如果連圍牆都沒有的單個蒙

古包，大概只限於貧苦者居住。118 以多倫附近的色總管邸、和附近有著兩三包

的蒙古人家，以及散落在遠處曠野的二、三村落來說，沒有一家不是用毛氈製

的固定蒙古包併用漢式土屋。119 

 

    圖 4-17（1931）是色總管邸的平面配置圖及其說明，120 可更清楚地觀察蒙

漢並用住所的結構。這座宅第在漢式家屋之前並列有三個蒙古包，外表與一般

移動式的蒙古包並無不同，但實已固定在高土砌成的基座上，入口處還敷設有

石塊階梯，而且內部的圍爐也已固定。中間一座稍高大，外觀上表飾有貴族階

級的標示，是主人及其家屬的居室（見圖 4-18，1931）。最右一包是佛壇，有

著漆成紅色的木門，表示這裏是特別重要的地方，內部裝璜華麗。左邊的一

包，置有固著的土灶，是製馬奶酒的廚房。
121 三座蒙古包的位置，完全依循前

                                                           
114 《橫斷記》，＜第一章  十四、林西滯在＞，頁 216。 
115 《橫斷記》，＜第一章  第五十五圖  十二家子支那人部落＞，頁 216；＜第一章   

    十五、白塔子＞，頁 216。 
116 《橫斷記》，＜第一章  三、トウルトウ 。ウラン。ノ－ル滯在＞，頁 134。 
117 《橫斷記》，＜第一章  十三、興安嶺越え＞，頁 202，203。 
118 江上波夫，＜內蒙古高原の生活＞，頁 357。 
119 《橫斷記》，＜第一章  三、トウルトウ 。ウラン。ノ－ル滯在＞，頁 123。 
120 《橫斷記》，＜第一章  第四圖  トウルトウ 。ウラン。ノ－ル色總管邸配置圖＞，頁 130。 
121 《橫斷記》，＜第一章  第五圖  色總管邸蒙古包＞及圖片說明，頁 131；＜第一章  三、

トウルトウ 。ウラン。ノ－ル滯在＞，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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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述的蒙古人尚右的傳統，與一般蒙古包內，佛龕在主人右方的情形一致。

按其平面配置圖，蒙古包後的漢式建築，具有三合院的格局；正面的主廳為主

人房及客房，廂房為奴婢房，亦大致符合漢人的尊卑的缺序。整體而言，這種

蒙漢混合的住所，仍以蒙古包為主要的起居空間，漢式房舍實為附屬。 

 

    由此可知，在這座蒙古中等階層的宅第中，其居住的倫理觀大致是蒙漢兼

顧，而以蒙古習俗為宗的。許多蒙古牧民雖建有漢式土屋，但仍以蒙古包為其

主要的住所，而常將漢式的屋室當作倉庫。甚至早在清代就有遠行販售皮件和

牲畜的蒙古人，將這種習慣帶到北京。圖 4-19（1868-72）攝於北京城，照片中

的蒙古人在冬季由草原來到京城販售牲口和獸皮。北京有處蒙古人的市集，照

片中的蒙古家庭在租來的漢人民房裏養著他們的牲畜，自己卻在屋外的院子裏

搭建蒙古包居住。122 

 

    除了住所之外，住在蒙古包和漢式建築併用的蒙古人，在生活上也有非常

明顯的蒙漢混雜的色彩。色總管邸的男子，全都穿著漢式服裝，不繫腰帶；只

有腳上穿的蒙古皮靴，才能使人認出他的蒙古人身份。女子亦著漢式風味的藍

色或黑色長褂，梳著漢式的髮髻，但又戴著蒙古式銀製的瑤珞髮飾。附近的蒙

古人連說話都夾雜著山西方言和蒙古語。總之，多倫諾爾一帶的察哈爾蒙古人

的生活，由住所、服飾、食物到送葬等習俗，都是蒙漢併用。123 不僅如此，連

遠在錫林郭勒的蘇尼特左旗地區，也出現了摻有漢式風味的蒙古鄂博。如圖

4-20（1931）所示，在蒙古人祭祀天地的鄂博之前，可看到搭建有木製的漢式祭

祀小屋和供桌，桌上供有銅製的香爐和鐵鑄的壺，並放置了一對石獅；但在木

板釘成的屋頂下，卻攔上稻草繩，懸掛著人的頭髮和獸毛。124 它既明顯地採用

了漢人祭祀的部份方式和器具，亦保留了蒙古古老的薩蠻信仰，因而產生了蒙

漢混合、形式特異的鄂博祭祀景觀。 

 

    王公府邸和衙門，亦概為蒙漢混合的建築，而且規模更大，也更講究。一

般王爺除了有豪華的蒙古包外，還有以木石磚瓦所建，式樣略同於清代宮殿的

漢式建築為住所，125 不像一般蒙古平民，只將漢式的土屋作為奴僕房和倉庫。

圖 4-21（1931）是位於更北方阿巴噶王府的全景。該王府面向東南，由六棟漢

                                                           
122 John Thomson , Ibid., p. 267；John Thomson 原著，羅智成譯，《中國最後一個古代》，時

報， 

   台北，民 73 年，頁 230。 
123 《橫斷記》，＜第一章  三、トウルトウ 。ウラン。ノ－ル滯在＞，頁 123-124；129。 
124 《橫斷記》，＜寫真‧ヌフス河畔のノイン。モド。オボ＞及圖片說明，頁 16。 
125 王華隆，＜內蒙古人民生活之狀況＞，《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號，民國 11 年 5 月 

    25 日，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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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家屋和八座蒙古包組成（見圖 4-22，1931），其中不但主要的蒙古包，尤其

是王的居室和佛壇，甚為氣派外；兩座主要漢式建築各有磚牆圍繞，並築有大

門，各是王爺和少王爺的漢式住所，院落外還立有代表王公居處的木桿。牆外

的僕役房和漢式廚房則等同於一般的漢式土屋，由於奴僕眾多，規模也不小；

富有的王爺甚至擁有汽車和受過現代教育的司機。126 王府中專門接見來客的蒙

古包內，裝飾華美，坐床鋪有蒙古絨氈，周壁則懸繞有紅緞。年輕的阿巴噶少

王，身著質地極好的滿清服裝，（見圖 4-23，1931）127 在此說著蒙古語，以漢

式的茶點接見來客，陪侍在側的是身著瀟灑的漢人服飾的汽車司機。128 這樣的

居所和作息景像，說明蒙古王公上層的生活，有更鮮明的蒙、漢、滿兼具的混

合特質。這與圖 4-24（1931）所見一樣，居漢式豪宅、著清朝官服、穿戴蒙古

華麗服飾的形像，就近代是一般蒙古王公日常生活的縮影，而且迄至民國二十

年代，仍可常見於內蒙古高原。129 

 

    不過蒙古貴族富足多元的生活品味，除了外來政、經、文化的因素外，還

有蒙古社會久遠的封建傳統的影響。在人類文明史上，所有精緻華美的精神或

物質文化，都是資源高度集中的產物，在資源相對有限的蒙古高原上，尤為明

顯。蒙古社會中千百年來沿用的封建和階級制度，使世襲的貴族們成為此物質

集中的使用和分配者。他們從容不迫的教養儀態和優渥華美的生活背後，其實

有一大部份是地位低賤的奴僕們以辛勤齷齪的一生，貢獻累積而成。此情形一

直到民國二十年代基本上都還存在。對照貴族們的雍容華貴，蒙古奴隸則極其

污穢艱苦；二者之別，有如天壤。 

 

    圖 4-25（1931）是浩齊特左旗王府的二位奴婢，衣著骯髒，雙足赤裸，長

久曝曬的皮膚加上污垢滿面，使其容顏已幾近於黑褐色；但隱藏在衣服下的皮

膚，卻白裏透紅。130 這樣的對比，正突顯她們也曾經青春，但極其操勞卑微的

人生。奴婢們艱苦的工作和生活，也可由圖 4-26（1931）中女子的形影看出一

二端倪。圖中這位「有著恐怖外表的少女，蓬頭垢面，只有眼睛發出亮光；她衣
衫襤褸，赤裸的雙腳佇立在牛糞牆邊，正將水混到牛糞裡，再和著泥攪拌揉摶
成燃料，然後用手將它們貼著在牛糞牆上晾乾。」

131 這些鉅細靡遺描述照片影

像的敘述，強化了觀閱者對該圖像的印象，也反映目睹者在攝影當時，接目剎

                                                           
126 《橫斷記》，＜第一章  第二十五圖  阿巴噶大王府配置圖＞及圖片說明，頁 168。 
127 《橫斷記》，＜寫真‧阿巴噶大王府にて＞，頁 25。 
128 《橫斷記》，＜第一章  九、阿巴噶大王府＞，頁 167，168。 
129 《橫斷記》，＜寫真‧阿巴噶納爾の貴族家庭＞及圖片說明，頁 36。 
130 《橫斷記》，＜寫真‧東浩齊特王府の下婢＞及圖片說明，頁 48。 
131 《橫斷記》，＜寫真‧恐ろしい風體の少女＞，頁 8；＜第一章  四、蒙古人地帶に入る＞，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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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間所受到的震憾——蒙古奴隸不再是文字記載的制度，而是活生生、有血有

肉、正在勞動的生命；且竟以亙古以來的歷史形象，出現在二十世紀現代文明

的鏡頭之前！她外表恐怖，而眼神光亮。攝影者如此敘述，更提醒觀閱者，關

注到她處境的極其卑微，以及生命意志的可能力量。牛糞是蒙古高原重要的燃

料來源，一般沒有奴婢的平民百姓，也得自己動手撿拾和加工。但圖中女奴正

在勞動的身影和污穢襤褸的外表，仍讓人感到觸目驚心！不只是獨特的工作內

容和環境，而是工作者被對待、和生活的方式。這些民國二十年代蒙古奴婢的

影像，其實就是千百年來遊牧社會奴隸生活的寫照，現代攝影使她們終於能在

歷史中具體現身——照片中污穢而無畏於鏡頭的堅定神態，以及蓬頭垢面下發

光的眼神，在在令人無法不正視她們長期以來在卑賤的地位之後，也有被世人

遺忘的，亦生為人的，努力生存的力量和尊嚴；以及他們在蒙古人民生活史上

不可輕忽的份量。 

 

    內蒙高原上的蒙古人接受漢人生活文化的影響，層面甚為廣泛，雖然並不

限於農業區或半農半牧區，也不限某個階層；但由於生活型態和社會階級的差

異，而有不同程度和層面上的表現。但無論如何他們皆能保留蒙古的某些基本

傳統。就基層蒙民的生活圖像而言，一方面反映出長久以來，蒙漢之間的互動

普遍而深切，甚至也吸收了一些滿族統治的影響，說明蒙古庶民對外來文化具

有相當的容納、融合能力又不失主體性；另一方面，也說明蒙古民族在內蒙高

原的生活，有其外來因素難以完全取代的獨特性格。 

 

    至於蒙古王公等上層社會對滿漢文化的吸收，則更為廣博深入。此為滿清

統治蒙古，對上層王公貴族除與滿清王室通婚外，亦施以滿、漢、蒙等多元的

教育影響所致。從圖像所見近代蒙古貴族，除了蒙古文化本為自身傳統外，著

滿官服，習滿文是統治階級的象徵；習漢文儒學，住在漢式的宮殿或豪宅，則

是隨著大清王朝進入中華體系，成為中國統治科層之後的必然結果。圖 4-27

（1904-05）所見，即為清末民初甚為活躍的喀喇沁貢桑諾爾布親王的身影和手

墨。相片上中立在貢王及其福晉的，是貢王的日本教席；漢文的書法手稿則為

其致予該日籍教師的詩作。132 此例反映出蒙古上層社會對漢文化的吸收，已遠

不僅止於在物質日用的層面，而且及於精緻文化生活的形式品味，甚至也應用

在對現代文化和外來事物的接觸與之上。 

 

             五、人們匯聚的城、寺與來往遷行 
 

                                                           
132 有關貢王的事跡，可參考吳恩和，邢復禮＜喀喇沁親王貢桑諾爾布＞及附圖，收於《內蒙古 

   近現代王公錄》，內蒙古文史資料，第三十二輯，內蒙古文史書店，呼和浩特，1988， 

    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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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與寺廟是內蒙古高原上，人文匯聚、往來集散的的所在，呈現了有別

於農村和牧區的蒙古生活風貌，殊類並存的人和事物集中於此互動，於是單調

的地表上出現了複雜的人文景觀。連接一個個城鎮和寺廟的，則是人們此來彼

往的遷行。來往遷移，本為回應高原遼闊特質的必然活動，人們以不同的理由

和方式來行走於不同的通路上，亦構成獨特的生活景像。城、寺和遷行的形

構、變化與活動，俱為人民生活世界及其歷史縱深的一部份。在高原上，城、

寺的靜立，與人們遷行的動態，共同反映了此地人民匯聚與行遠的生活面向。 

 

（一）城、寺的面貌與事物 
    歸化城是元朝覆滅後，蒙古人在草原上重建的第一個城市。當年俺答汗為

推動城市貿易和弘佈佛法，在明朝的支助下，建立此城以及為迎接西藏喇嘛弘

法的弘慈寺（即大召），133 從此奠定此後蒙古定居社會和城市發展的基型——
只要有蒙古人匯聚的城市，必有寺廟；只要是規模夠大的寺廟，必有商貿的市

賣場，一如市鎮。圖 5-1（1935）為歸化城的大召，以漢式廟宇建築為主體。大

雄寶殿前的一對鐵鑄獅子，乃明朝天啟三年（1623 年）由蒙古台吉等人奉獻、

漢人工匠所鑄的遺物。
134 它的留存和不但印証了該寺悠久的歷史地位，也透露

內蒙古社會由漢人提供城、寺物質文化，並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已有數百年

的歷史。 

 

    歸化城在建城之初即具有漢、蒙、藏民族並存，文化殊異而相容的特質。

此一特質隨著歷史演變，得到了更大的發揮。歸化城在入清後，除了滿清統治

所帶來的新人口和建物標的如城、衙、府、樓等外，也是內蒙古高原上穆斯林

最大的集中地。圖 5-2（1935）是建於乾隆年間具有宏偉漢式建築的清真寺，在

「極樂真境」壁匾的樓台後面，有著華麗的樓塔，塔頂的金色彎月，閃耀著燦爛

的光輝。135 至民國二十年代，歸化城共有七座清真寺，並建有穆斯林學校，可

見其活躍之一斑。由於此地曾是前清和中亞進行封貢貿易的重要通道之一，清

真寺的蓬勃，象徵穆斯林在此地聚集而居已有相當歷史，也反映歸化城與新疆

乃至於中亞地區的聯繫不斷。除此而外，近代西力東漸後，教堂也成為新的宗

教景觀。民國以後有更多的現代事物相繼出現在歸化街頭——綏遠省政府、綏

遠日報社、無線電台、廠房清潔的新式的毛絨廠....等，甚至有了定期航班的

飛機場。136 

                                                           
133 《明神宗實錄》卷 43，頁 4-5，萬曆三年十月丙子，中研院版，冊 98，頁 970-971；卷 107， 

    頁 1，萬曆八年十二月辛丑，中研院版，冊 101，頁 2060。 
134 林山，＜大召內鐵獅銘文＞，《呼和浩特史料》（5），中共呼和浩特市黨委黨史資料徵集 

    辦公室，呼和浩特，1984，頁 378-379。 
135 《橫斷記》，＜寫真‧大清真寺＞及圖片說明，頁 106。 
136 《橫斷記》， ＜第二章  十一、歸化城滯在＞，頁 29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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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內蒙古最早的貿易城市，歸化城有著商店密集的市街，自清代起，其

營業所及，遍於內外蒙古、新甘川藏、大江南北，甚至俄、日等國。其中大南

街在康熙以後，就已是繁華的商業區，成為許多老字號商店的集中點。商區後

來向北延伸，也使大北街成為新的商業中心。圖 5-3 是民國初年大北街的市

容。137 街道狹窄，但商店林立，而且還有了電線桿；不同階層的人和新舊時代

的車輛，來往行走其中，交織出內蒙古城市在近代歷史變動中的生活影像。 

 

    近代的變動，使較大城市成為西方事物進入內蒙古高原的窗口。除了現代

的日用器物外，教堂也成為城鎮的新地標。圖 5-4（1935）是張北縣城中的基督

教會堂。教堂前，正在走動的是一位穿著中國長袍、金髮碧眼的美麗姑娘。138 

她自若的步履和教會前面聚集的老少，使人感到洋教與該城早已互相熟悉。事

實上張北是長城以北的大縣，民國二年始設治，原為蒙古人的牧區；清中葉後

開放漢人移墾，才逐漸匯聚成市，成為典型漢人較多，蒙古人較少之農牧業兼

營的縣區。139 由於位於北京經張家口出入內外蒙古的張庫大道上，發展快速，

又臨近內地，成為洋人進入內蒙古高原的起站和通孔，是為內蒙古高原上洋人

最多的縣份之一。該縣宗教多元，雖然仍以漢人信仰的關帝廟為最多，也有不

少清真寺，但天主教後來居上，信徒人口已超過穆斯林，至民國初年計有十三

所規模較大教堂，共佔地四百餘頃。圖 5-5（1934）即是張北縣西灣子村的主教

堂，宏偉的哥德式建築自咸豐年間就屹立在高原南端，佔地百餘頃，有三百餘

間房；為長城以北包含綏遠、和興等各地的總教處。140 如圖所見，在壯大山脈

的背景前，高聳的教堂建築，和教堂前渺小的走動人影，共同構成對比鮮明的

景象，正是西方文化在內蒙古高原逐漸強勢的象徵。 

 

    活躍的教會，展現了近代內蒙古人民宗教生活的新面貌。教會不但出現在

大小市鎮，也傳播到了草原。日本的考察隊在百靈廟東側買賣場背後的丘陵

外，探訪過頂上掛有十字架的二個相連的蒙古包，這個草原教會由美國的傳教

士主持，而由有綏遠口音的漢人留守。由此可見，歐美基督教深入蒙古地方的

程度。141 自綏遠至後套一帶，天主教會勢力亦甚為龐大，教區佔地可觀，而且

                                                           
137 晨波，＜老字號詳圖序＞，＜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城）大南街、大北街地字號詳圖＞、 

   ＜照片‧舊城大北街恒昌店巷口地段＞，《呼和浩特文史資料》，第七輯，呼和浩特市政協 

   文史資料委員會，呼和浩特，1989，頁 1。 
138 《橫斷記》，＜第二章  一、張家口出發＞。頁 238。 
139 張萬善，《張北縣志》，據民國 23 年鉛印本景印，台灣學生書局，台北，民 56 年， 頁 3；

675。 
140 《張北縣志》，頁 297；301-302。 
141 《橫斷記》，＜第二章  十、百靈廟滯在＞，頁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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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漠中有林木處必有教堂，當地人更私稱為「天主國」。每一教區皆築牆自

衛，並有兵丁，教會土地分由教民納租領耕，有訟誦亦由教會裁判。142 設有像

張北縣西灣子村一樣的為數不少的宏偉教堂。這些景象反映了天主教的日益普

遍以及其對社會的重要影響，也是近代內蒙古人民生活逐漸產生重大變化的徵

兆。 

 

外來事物對內蒙古城市景觀的另一種影響是，商店街逐漸出現西式門面的

建築。圖 5-6（1927）為民國十六年包頭最繁華的街景。143 包頭和歸化一樣為漢

人旅蒙商的大本營，由於是水陸交通交會之地，各種畜農手工業貿易繁盛，是

影響內外蒙古經濟的重鎮。內蒙古商業一向由漢人操縱，但近代以降，西方的

經濟文化更為強勢。相片中拱形的門窗、幾何圖形的牆面，和巴洛克風格的山

牆，突顯了商店主人西化的品味和財力，也是漢商順應西潮時尚，將其反應在

市面的表現。包頭街市的西式建築，其實與同時代大江南北乃至台灣各地，舉

凡洋商勢力所到的商業市鎮，十分雷同。它們都反映了內蒙古與中國其他地

區，同被併入世界體系後的市鎮面貌，也是此地人們早已自覺或不自覺地進入

了世界性經濟場域的結果。 

 

    內蒙古的城市大部份集中在農業已充份開發的近邊地帶；深入草原，人口

主要匯聚在規模較大的佛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市集。內蒙古的佛寺建築通常

有漢式建築、漢藏混合、和純西藏風格等型態，而且規模較大者，幾乎都有清

朝支持，反應此地佛教的發展，有其蒙、藏、滿、漢各族長期互動的歷史背

景。圖 5-7（1935）所見「普會寺」，位於歸綏北方武川縣西北的陰山山脈上，

有乾隆所賜寺名，並頒予滿、漢、蒙、藏四種文體的寺名匾額，144 寺院建築為

則漢藏混合。145 全廟為漢式建築的也不少，以錫林郭勒最大的寺廟——貝子廟

來說（見圖 5-8，1935），該寺宏偉莊嚴的正殿，以及以此為中心比鄰而建的僧

院房舍，全是漢式建築，有如蓋在草原的中國宮殿。該寺僧院密集，由大殿向

東西二面展開，就像市街一樣，形成佔地頗廣的聚落。146 不過，如此密集的建

築群處於遼闊的高原上，卻呈現一種壯觀又凝歛的孤獨感——這些宏偉建築，

由設計、人工、材料乃至於資金，都是從遠方千里里迢迢匯集到這裏，是人文

和物資高度集中的產物，但遼闊的高原卻使它的宏偉顯得十分孤立。其實這種

壯觀而又凝斂的孤獨感，不只襯托大地的遼闊，更透顯出背後促成此人文和物

                                                           
142  保衡，＜西北旅行雜記＞，《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三號，民國 16 年 2 月 10 日， 

    頁 83。 
143 同上註，頁 79。 
144 喬吉，《內蒙古寺廟》，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4，頁 83-84。 
145 《橫斷記》，＜寫真シヤラ。モリン。スム寺額＞及圖片說明，頁 74。 
146 《橫斷記》，＜寫真‧貝子廟全景＞圖片說明，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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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高度集中的力量，雖然遙遠，卻龐大無比。而這正是草原上所有典型寺院景

觀之所由來。 

 

    由於大佛寺是草原上人口匯聚的中心，所有重要的人文活動在此舉行，寺

院附近便有漢人開設的草原市場。圖 5-9（1931）為貝子廟東方的漢商買賣場，

內有固定的蒙古包和漢式的土屋，大約有三十戶人家。開在蒙古包內的商店，

陳列各種吸引蒙古牧民購買的商品，如：蒙古帽、木碗、蒙古刀、長靴、髮

飾、嗅煙草袋、五金工具...；也賣漢式的糖果點心、茶葉、煙草、藥品、火

柴、布匹、紙張、牙刷、牙膏、蠟燭、肥皂...等等，琳瑯滿目。蒙古顧客到此

消費，可付現金，亦可以皮件畜產以貨易貨。147 圖 5-10（1931）照片中的蒙古

包商店，就開在這個買賣場中，其本店在北京，商家亦為北京人。貝子廟的西

南方，也有一處由山西商人開設的買賣場。148 這些買賣場，反映了蒙古牧民日

用消費的內容，以及該寺大概的市場規模。貝子廟處於富庶的錫林郭勒草原諸

旗交會之處，它多元的社會功能，終使它由一寺院發展為城市。現在的錫林浩

特市即由此為中心發展而成。  

 

    圖 5-11（1935） 是位於烏蘭察布西南端的三德廟，則為一典型的西藏佛

寺。全廟依山而建，層序有秩，在平緩的陵地上展為壯大華麗的建築群；幾十

棟白色廟堂和僧房在夕陽斜照下的光景甚為壯觀。該廟南面緊臨戈壁灘，灘地

就在正殿之外。拍攝這張照片時，寺中的大喇嘛相貌不凡，僱用漢人為木匠。

與所有內蒙古的佛寺一樣，三德廟附近也有住著不少人家的漢人買賣場，漢商

們住在用柳籬圍起來的固定蒙古包內，他們主要來自山西，有人已在此住了

二、三十年。這個市集，常有通往甘肅新疆的駱駝隊商經過，為皮毛畜產的集

散地。圖 5-12（1935）即買賣場內的商人們堆放的羊毛。149 這些都是三德廟壯

美的西藏建築外，最引人注意的景觀。西藏佛寺、蒙古喇嘛、漢籍的木匠和商

人，呈現了自俺答汗以來內蒙古高原上不同民族之間的基本關係。 

 

    散布在內蒙古高原上的佛寺固然是當地人力物資最集中的所在，喇嘛的地

位也優於常人；但並不表示養尊處優就是所有喇嘛生活的常態。誦經習法、禮

                                                           
147 《橫斷記》，＜第三十圖  貝子廟東方の支那商人賣買場＞，頁 177；＜第一章  貝子廟滯

在＞，頁 177-178。 
148 《橫斷記》，＜第一章  第三十一圖  蒙古包內の支那人商店＞，頁 178；＜第一章 

    十、貝子廟滯在＞，頁 178-179。 
149 《橫斷記》，＜寫真‧烏蘭察布の西南端、戈壁に近く位する三德廟の遠景＞及圖片說明， 

頁 67；＜寫真‧三德廟＞圖片說明，頁 92；＜寫真‧三德廟買賣場の遠景＞圖片說明， 

頁 90；＜寫真‧新疆から運搬されて來た羊毛＞及圖片說明，頁 91-92；＜第二章   

七、三德廟＞，頁 26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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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作課之外，也有挑柴擔水、操作勞動、出外巡訪...等風吹日曬的日子要過。

而這正是在遼闊高原上顯得謙卑安靜的寺院群落中，喇嘛們實際的人生真相和

活力所在。圖 5-13（1931）是蘇尼特左旗附近佛寺的少年喇嘛，他那已顯短小、

骯髒的破舊僧服，在炙熱沙地上的赤腳，和被太陽曬得焦黑的臉龐，150 都是辛

苦生活的痕跡；但在特寫的鏡頭前，露出桀傲又不失調皮的自信，似並不在乎

日子是否難過，這使整座寺廟都顯得生氣盎然起來。圖 5-14（1931）151 則是貝

子廟中不知年齡的喇嘛，正頂著陽光，挑擔重物走過連棟僧院之前的情景。他

一步一步負荷的動作，雖在龐大的寺院中顯得孤單而安靜，卻生動地呈現了喇

嘛們尋常生活的節奏。有的佛寺隨著外在時局的變遷，逐漸式微，喇嘛陸續離

去，空蕩的佛寺在高原的曠野中更形孤零無依。圖 5-15（1935）中，這位中年

喇嘛所在的寺廟，位於烏蘭察布西南接近戈壁灘的地帶。但偌大的西藏廟宇，

僧去寺空，只剩三位喇嘛留住。照片中的是其中之一。以荒瘠無人的戈壁灘為

背景，他滿佈風霜卻又安然自在的笑容，令人感到在平凡孤寂的外表下，包裹

著高貴堅持的意志。或許這正是蒙古高原上大部份居民，以單薄的力量和強韌

的生命力，坦然面對惡劣環境的人生寫照。 

 

（二）來往遷行的人們 
    遷移是內蒙古高原人民生活的一部份。牧民們冬夏移牧，將蒙古包的柳條

骨架裝上一車，毛氈家當裝上一車，牛隻拖運，夫領婦隨，全家就此上路。（見

圖 5-16，1931）152 這樣的旅程對牧民而言，就像吃飯睡覺般地平常。但從內地

前來移墾的漢人，趕著一、二輛驢車，孤獨的走在荒地上，準備經察哈爾前往

錫林郭勒；再從那裏越過大興安嶺到林西一帶開墾（見圖 5-17，1931）153。 他

這趟遷行之路，就比牧民們只是在自己的旗內移牧，要遙遠得多。它是去一個

陌生的地方開闢新天地，要回頭都不是那麼容易，只能向著未來尋找希望。漢

人雖然已在高原上農耕定居，但要因應這裏的土地遼闊，得不時趕著牛車去遠

處沙丘邊的河谷地，去採集柳條，編成羊圈的柵檻，再長途跋涉返回。（見圖

5-18，1931）154 因為在這高原大地之上，不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長有居家建舍都

不能少的柳條，而且除了柳條，沒有更好用的材料。就這樣不斷為日常所需，

在遠近的通路上來往，也已為此地定居漢人的例行生活。 

 

    寺院是蒙古人唯一固著在地上的土石建物，但住在寺院裏的喇嘛們，並不

                                                           
150 《橫斷記》，＜寫真‧エンゲルト廟の喇嘛＞及圖片說明，頁 21。 
151 《橫斷記》，＜寫真‧貝子廟の僧房＞及圖片說明，頁 35。 
152 《橫斷記》，＜寫真‧蒙古人の轉居＞及圖片說明，頁 30-31。 
153 《橫斷記》，＜寫真‧ウラン。トロガイ附近の荒地を行く一行の支那馬車＞及圖片說明，

頁 9。 
154 《橫斷記》，＜寫真‧多倫大道を往く支那人の牛車＞及圖片說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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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在寺院內活動。他們不時騎馬到處朝山拜廟；155 甚至為了一償心願，不惜

歷盡辛苦，騎著馬，牽著一行駱駝，遠赴西藏參禮朝聖；再千里迢迢地滿載佛

經返回。156 來自於宗教信仰的力量，特別驚人，是蒙民離鄉行遠的重要動機；

其熱忱並非限於喇嘛。篤信佛教的蒙古百姓，一生之中最大願望即是能前往西

藏虔誠禮拜。 圖 5-19（1935）中二名背著行囊，牽著驢子徒步走在戈壁灘的蒙

古百姓，就是懷著這樣的願望，一步步地走往遙遠的聖地。157 就是這樣的——
孤獨的旅人、慢行的驢子、遼闊的戈壁灘和遙遠的西藏之路——看似簡單平凡

不過的影像，卻呈現了蒙古牧民對佛教的強烈信念。 如果不是偶然間有鏡頭捕

捉了這幀茫茫人海中巧遇的一個案例，我們實無以如此具體真切地體認到，在

巨大歷史結構下，高原上無數默然無名的庶民百姓的真實心靈。 

 

    內蒙古高原上，還有一種永不止歇的遷行，那就是商人的溝通有無，來往

販貿。他們走過最遙遠險惡的商路，行遍可能有人的角落。絕大部份的貿易者

是來自內地的漢人，他們出現在各個佛寺的買賣場已如前述。蒙古包商店裏的

貨品，全是他們從內地或沿邊的城市遠道運來；並把高原上的毛皮畜產等原

料，運到城市販賣加工，再回頭販賣給高原上的蒙民。所以每一件商品都是漢

商遠道遷行的印記。圖 5-20（1935）是正要前往甘肅新疆一帶的駱駝商隊。叮

噹的駝鈴聲和駱駝悠然的步伐，在草原上綿延開來。158 隊伍前面的蒙古犬受過

專門訓練，可以幫助商人管理駱駝；每個重要的商號都有自己的牧場，訓練狗

和養駱駝。騎在駱駝背上的漢商，更是受過嚴格的商業教育，能講蒙語，有一

套複雜的組織管理任用他們。因此這幀悠然走過的商隊，其實是一組龐雜行動

的縮影。 

 

由於土地遼闊，路途遙遠，商隊經常得在野外露營，這使他們看起來特別

孤獨艱辛。圖 5-21（1935）即說明商人的遷行，實有其不易為人所知刻苦的一

面，這也是高原上的貨品異常昂貴的原因。明代中葉以後，就有漢商越邊走

私，謀取商貿之利，彌補了俺答汗向明朝求貢不成的遺憾。——當蒙古社會愈

向地方分化，形成在固定區域放牧的結構後，其對外的物質需求愈切；因此漢

人帶來的商貿可以補充生活的資源。清統治蒙古後，開放漢商旅蒙貿易，使漢

商的蹤跡得以在高原最深入的角落出現。拍下照片的日本考察隊曾在內外蒙邊

境地帶，一片砂地岩石遍布、毫無人煙的荒漠之處，遇見二、三個由山西商人

搭建的蒙古包，這些商人係在外蒙已經赤化，與中國斷絕交通的情形下，在邊

境上進行走私貿易。日人深感驚歎而寫道：「就連這樣偏僻的地方也能進入過著

                                                           
155 《橫斷記》，＜第一章  第二十圖  水筒を攜帶して巡禮する喇嘛＞，頁 155。 
156 《橫斷記》，＜寫真‧西藏から經文を將來して歸國した喇嘛＞及圖片說明，頁 6。 
157 《橫斷記》，＜寫真‧西藏への巡禮＞及圖片說明，頁 93。 
158 《橫斷記》，＜寫真‧駱駝隊商＞及圖片說明，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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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中國人的生活能力令人驚歎。他們沒有政權和兵力的庇護，卻能開拓自
己的境地。」159  

 

其實這樣的景像，漢商數百年來就已經在蒙古高原陸續上演。漢商來往於

蒙古高原，開拓商路，明清數百年來未嘗稍止。這是因為高原上對外來生活資

源需求甚殷，由而產生豐厚的商機與貿易之利，故吸引漢商不畏此地環境惡

劣，路途遙遠，而源源不絕地來往遷行。不過漢商的厚利，也有不少係強取自

蒙古社會相對的弱勢處境：蒙古人民對外來生活資源有高度需求，卻欠缺足夠

的財力、現金以及商貿的文化和知識；因而被迫常以較多的牲畜換取些微的生

活日用品，甚至以大片牧地抵押換取現金，以至債臺高築。漢商常在此過程中

取得厚利，長期下來，早在清末時期，就已成為蒙漢民族之間重大衝突的根

由。拍攝圖 5-21（1935）這張照片時，這種矛盾仍然存在。只是列強經濟勢力

早已大舉進入蒙古高原，外蒙也已切斷和中國交通商貿的連繫，漢商勢力明顯

式微。但即使如此，漢商們並沒有停止在高原的活動，說明當地人民的日常生

活，對漢商提供的服務仍有需求，就像五百年前明代的山西商人越邊走私一

樣。它充份反映蒙古高原高度需要對外交換生活資源的人文地理特質。只有在

長時段之歷史量器下，才能看到來往遷行圖像下的這種特質。 

 

千百年來，駱駝和牛車一向是行走於內蒙古大地的主角，直到民國二十年

代，依然如此；只不過它們已是舊時代的最後尾聲。與此同時，新的事物開始

出現。古老的通往蒙古高原的大道，出現了機動汽車，草原上露出了汽車輾過

的路痕（見圖 5-22，1935）。平綏鐵路開通，新綏汽車也已上路。圖 5-23

（1935），160 寫著蒙、漢、維吾兒文的汽車通行許可的告示，貼在汽車站的牆

壁上，正式宣告高原上行遠遷移的新時代已經來臨。161 但戈壁灘和沙漠依然難

行，高原大地依然展現它亙古以來對人文活動的嚴酷考驗。圖 5-24（1935）是

新綏汽車在荒涼的花崗岩丘陵地上所設的車站，162 圖中孤立的蒙古包，簡陋的

公路，和載運量有限的汽車，有著長途而充滿艱險的車程相伴。圖 5-25（1935）

則是一群自稱要征服沙漠卻承認被沙漠擊退的日本探險隊員，正吃力地拖拉深

陷沙地的卡車前進。163 現代科技曾被視為人力征服自然的象徵，但在沙漠中它

還是得臣服於自然的制約力量。一直到廿一世紀的現在，蒙古高原的沙塵暴，

                                                           
159 《橫斷記》，＜第二章  三、內外蒙古の境界＞，頁 246。 
160 《橫斷記》，＜寫真‧新綏汽車路の一驛＞，頁 85。 
161 《橫斷記》，＜第二章  六、新綏汽車路＞。頁 259。 
162 《橫斷記》，＜寫真‧新綏汽車路沿線＞及文字說明，頁 85。 
163 《橫斷記》，＜第二章  七、三德廟  第八十七圖  三德廟西南砂漠に於ける難行＞及文字

說明，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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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無情的掩埋聯絡內外的鐵公路，造成交通的癱瘓。164 不過，民國二十年

代，突破陸路限制的航空交通工具已在內蒙古高原出現。圖 5-26（1935）是蘇

尼特右旗德王專乘的輕型飛機「天馬號」165。機身雖小，而且僅限於特權階級乘

坐，但它的速度和不受大地阻隔的特性，已足以象徵現代科技力量，畢竟將對

高原人民的移動能力，產生重大影響。而與此同時，大部份的蒙古牧民和漢人

商隊仍以最原始的方式來往遷行於高原大地的各個角落。 

 

六、結   論 

 

    內蒙古高原遼闊而貧乏的地理特質，使生活在其上的人民，必須以不斷的

遷移償付巨大的距離成本；高原上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令生活於此

的民族一再地競逐征戰，歷史上多少曾在這裏出現的文明灰飛煙滅。繼續留存

的，亦必須在大自然強而有力的制約下，以最少的需求、最大的意志和韌性，

順應自然，才能享用大地有限的持載，謙卑求生，並以此呈現獨特人文的生

命。這樣的人文特質在不斷遷移的住所與居息中累積，人們生活的單調艱難和

卑微孤寂，反証了他們的頑強韌性和珍惜可貴。但不定的居息、消逝的歷史、

無常的衣食、以及大地承載卻更制約的力量，孕育了高原上的人在此岸生活，

在生活裏期待彼岸的心靈，並在此心靈下迎接來自西藏的佛教。於是歲月風霜

的面容、孤獨的身影、和一步一步走過荒瘠大地，朝向聖地的足跡，成為高原

上獨特之人文生命的象徵。 

 

高原上亙古以來的遷移，經過近數百年的演變，而有了緩慢而重要的變

化。蒙古牧民只在有限區域內移牧、新加入的漢人帶來了農工商業、西藏的佛

教再度成為蒙古人民的信仰等等演變，使內蒙古在十五世紀時就有了自己城

市，以及多元並存、殊異而相容的生活特質。滿清統治後，延續擴大了這個特

質，尤使單調的大地，遠比過去熱鬧而豐富。生活的細節充滿了不同文化特質

的混合色彩。但作為高原主角的蒙古人，不管使用了多少外來的事物，永遠有

辦法在生活中保留蒙古的元素——從高大的鄂博到輕巧的髮式。這是因為再怎

樣遷移或變化，他們沒有真正離開高原。從遠處到這裏的漢人、藏人、滿人、

回人，也都在這混合特質的生活中，保有自己的獨特角色。殊類並存的人們，

構成了蒙古高原上多元複雜的生活圖像。 

 

近代以降的變遷，使現代事物加入了這個混合特質中，人群的分類也益形

複雜。而高原的遼闊和獨特的地理環境，相當程度地阻絕了現代事物的影響

                                                           
164 ＜沙塵暴境北京，每人吃灰 2 公斤＞，中國時報，11 版，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4 日。 
165 《橫斷記》，＜第二章，十  百靈廟滯在  第百一圖  德王の飛行機（天馬號）＞及文字說

明。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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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並使這個圖像充滿了多重歷史時段的相互交疊，不同的傳統乃與現代同時

俱存——民國二十年代，飛機已在高原上空呼嘯而過時，隨著季節遷移的蒙古

包，仍以匈奴時代的經驗，開向東南方；當居住在城市中的蒙古貴族，穿著西

服參與現代的國際社交時，荒涼的沙地猶有柱著手杖的牧民，步步朝向遙遠的

聖地，懷著五百年前蒙古人迎接達賴喇嘛的虔誠；當現代體制的中國已經建

立，並以國際法與外國談判雙邊貿易的時候，漢商仍以明朝時代的方式進行走

私，只不過以前是在長城邊上，廿世紀初則是推到了外蒙古的邊境。 

 

多重時段的交融，使現代攝影技術在拍下新事物的同時，也有機會留存內

蒙古最後一個古代的形貌，因而將當地人民生活的歷史過往與現代變遷連接地

來，使他們得以在時空的脈絡中具體呈現——這些圖像不管是榮貴或卑微的，

都以歷史上曾經鮮活的剎那，訴說亙古以來，人們如何在高原大地制約文明和

承載生命的交替中，以脆弱有限的生命，一面承受現實的艱困和挫敗，一面呈

現生存的意志和尊嚴。這些圖像至少有二大特質值得關注和反思： 

 

首先是內蒙古高原上人民對大自然敬服謙遜的生活方式，以及所反映的大

自然不可侵犯的價值。這種價值顯然與近代理性主義或科技主義下所謂「現代」

的、「進步」的思潮有所相違。但透過對內蒙古人民具體生活圖像的理解可知，

大自然的不可侵犯，不只是信念，而且是長久以來客觀生活世界的一部份。如

果無視於這個既存的客觀的生活世界，而欲在內蒙古高原上，以「現代」典範為

依歸，一昧追求發展和所謂「進步」，當地脆弱的生態勢必無法承擔，大自然的

反撲很快就會到來。如錫林郭勒，在 1930 年代，本為一片廣大遼闊的草原，已

如前述；甚至在 1970 年代都還有豐美的草相。但如今卻黃沙遍地，成為當前北

京沙塵暴的禍源之一。一位曾於 1966 年在錫林郭勒盟阿巴噶旗生活的旅者報

導，那時的錫林郭勒有綠色的草原、茂盛的樹林、清澈的海子（湖）、以及遍地

的黃花。最進重遊舊地，與北京到錫林浩特，己有筆直平坦的柏油路，車程

六、七小時就可進入錫盟境內。卻見到沿路二旁，盡為沙地；昔日的草原已經

杳然無蹤。究其因，應是過度的放牧和開墾所致。166 筆直的公路象徵進步與開

發，路旁的沙漠卻是生態惡化後阻絕生機的警訊，二者形成諷刺性的強烈對

比。這令人無法不體認，「現代」以科技征服自然的典範，在內蒙古高原已明顯

失效，絕非不可質疑。相反地，亙古以來蒙古草原上人們儉約自抑的生活方

式，在其落後、艱辛的表象之下，實有合乎自然律動、無可取代的價值。透過

對近代內蒙古人民生活圖像的重新解讀，及與現代生活的對比，或可提醒當代

人，應在日常生活中保有多重時段相互交疊的機制，讓傳統的生活方式能自然

                                                           
166 ＜沙塵暴境北京，每人吃灰 2 公斤＞，中國時報，11 版，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4 日；趙海

成，＜草原變沙漠，大地在哭泣＞，亞洲週刊，第 16 卷第 13 期，2001 年 3 月 25-31 日，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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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得到尊重和保留，也許才能提供世界較多永續生存的機會。 

 

    再者，經由圖像可知，近代內蒙古人民的生活，充滿了多元民族文化混

合、卻又各自保有民族風格的特質。長久以來，這裏的人們殊類並存，除了蒙

族，還有來自四面八方來的漢、滿、回、藏各族，各自帶著不同的歷史文化背

景，一起在此營造複雜、混合的生活世界。他們在內蒙古高原上交往互動，提

供不同的生活要素，同時也吸納適合自己的他類文化，並以各自的方式維繫、

呈現我族文化的獨特性。雖然其間並非全無矛盾與衝突，但多元的民族文化和

混合的生活方式，畢竟孕育了此地寬容多元的價值平臺，使人們習於容納非我

族類。從另一方面說，這個寬容的價值平臺，實也是因為蒙古高原在生活資源

上，必須仰賴與外界的聯繫與交換，而且高原本身具有通達四方的地利之便。

就在此對外聯繫的需求和通達便利的地理條件下，這個寬容的價值得以落實而

成長——混合的生活方式，助於寬容異己；不被壓抑的我族特色，可以滿足族

群認同的需要；頻繁的對外關係，豐富了日常生活所需。這些簡直就是描述當

代人日常生活和價值意識的寫照，早在廿世紀初，就已由內蒙古人民生活圖像

所呈現的歷史經驗所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