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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博物館的建置來宣示（且詮釋）客家文化，是愈來愈被普遍運

用的一種做法。中國閩西在客家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位

置，該區域中大規模的「土樓」遺留，不但使其透過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一躍成為國際舞臺中受到矚目的客家文化代表，更成為閩西近年來致力

發展其「客家特色」的重要動力，如，閩西近年來大量建置客家博物館

的規劃中，即可看到這些博物館如何成為介紹與論述閩西客家文化的重

要平臺。2016 年 8 月 15 日到 21 日，筆者等一行人走訪了閩西的兩個

客家學院與多個客家文化博物館，本文即是對此行所見之觀察與紀錄，

期待從這些客家博物館對於客家文化的展示、詮釋與蒐藏，觀察並理解

當代閩西客家文化的特色與論述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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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參觀一個博物館，和閱讀一本書或一部紀錄片是一樣的，都牽涉論

述理念的安排。博物館的展示，不論在動線、展示主題或整體架構的設

計上，往往具有特定的邏輯順序與目的，參觀者走過展覽間，就如同閱

讀四格漫畫一樣，隨著情節脈絡的展開，除可觀察到展示論述鋪陳的邏

輯，亦可感受到策展者企圖說服參觀者的理念與架構。

博物館自出現以來，其對物件的「蒐藏」往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基

礎：「蒐藏是博物館的核心價值，和其他文化機構不同的地方，可以說

蒐藏，是博物館的主詞，也是動詞，真正的博物館，必須達到一定質與

量的收藏品，處理博物館的實體物件，涉及各種事物關係、秩序與意義

的認識和探索。相同的，我們也期待博物館物件的收藏和管理，必須關

懷其所隱含的關係與脈絡，並且處理物件和知識系統的關聯」（王嵩山 

2012：3-8）。然而，當代博物館的發展，亦逐漸走向強調其與社會關

係的反省，換句話說，針對博物館的設置與相關研究，已不再只是將其

視為僅具有蒐藏珍異物件的機構，而更加重視博物館應具備啟發性、學

習與愉悅機構功能、強調複數形式、蒐藏及近用的重要性。除此，博物

館被期待成為公民和社區的空間，扮演帶動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

角色，甚至成為創造力的觸媒以及旅遊與觀光的夥伴（王嵩山 2012：

17-18）。

簡言之，在當代社會中，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愈來愈趨向多元化，

有時除了扮演渡假休閒空間或帶動觀光的角色，博物館還被期待成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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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和創新事業中的一環，扮演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中心。換

句話說，今日的博物館被期待著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建構多樣化的學

習空間、發展民眾美學的反思能力、學習在利他的關係中活出自己」（王

嵩山 2015：46-47），也因此，參訪博物館已不僅是欣賞物件的美學問題，

更重要的，是從中理解博物館與策展者所要傳遞的社會與文化訊息。

通過博物館的建置來宣示（且詮釋）客家文化，是近年來被普遍運

用的一種做法。中國閩西在客家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位

置，而該區域中大規模的「土樓」遺留，不但使其透過申請世界文化遺

產，一躍成為國際舞臺中最受到矚目的客家文化代表，更成為閩西近年

來致力於發展其「客家特色」的重要動力，這可以從其近年來大量建置

客家博物館（客家博物館群，見福建客家研究院 2015）的規劃中看到，

而這些博物館即成為介紹與論述閩西客家文化的極佳平臺。2016 年 8 月

15 日到 21 日，筆者等一行人走訪了閩西的兩個客家學院和多個客家文

化博物館（包括開館多年的及正在建設或布展中的），期待從這些客家

博物館對於客家文化的展示、詮釋與蒐藏，觀察並理解當代閩西客家文

化的特色與論述邏輯。

二、閩西客家博物館介紹

（一）三明學院與「三明市客家博物館」

本次客家博物館參訪的第一站為位在三明市的三明學院及三明市客

家博物館。筆者等參訪一行人抵達廈門機場之後，便搭乘承租的巴士，

直接前往三明學院。該校門口的大理石寫著明德、明理、明志。三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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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中國的科研處下面設有客家文化研究所，是一個純研究的單位，並

沒有招收學生。根據院內研究人員的解釋，其在客家研究方面強調與地

方議題密切結合，該院並建立有「閩臺客家文獻數據庫」。

在三明學院之後，筆者等來到「三明市博物館」，該館的一樓為「三

明市客家博物館」，對於客家文化的內涵從中原傳統儒家思想教育和佛

教、道教文化兼容並蓄的角度來陳述。博物館的展場，除了一般民俗宗

教的展示之外，客家民居、祖先崇拜、傳統農業時期的用具、家具、戲

曲均有展示的看板。展示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乾貨的介紹，即，

閩西八大乾：長汀豆腐乾、明溪肉脯乾、連城地瓜乾、寧化老鼠乾、上

杭蘿蔔乾、清流筍乾、武平豬膽肝、永定菜乾。類似的食物處理技術不

但是客家食物特色之一，似乎亦是此地（閩西）共享的食物處理方式，

此行在幾乎所有的客家博物館中，皆可以看到關於閩西八大乾的製作技

術介紹與特色說明。「三明市客家博物館」的另外一個特色，是關於「客

家祖地」的大型展示，而三明學院客家文化研究所的教授們有許多研究

即是和這個議題有關。除此，三明市客家博物館的外觀亦令人印象深

刻，其設計是將兩個客家圓樓造型的建築連結在一起，成為相當具有特

色的地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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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明客家博物館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二）「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

「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是一座外表宏偉的建築，在此地掛牌的

機構眾多，包括客家祖地網、客聯會、客研會等客家機構，以及 8 個在

地的文化研究會。該交流中心內設有「世界客屬文化展示廳」，展廳在

一進門處以左右兩對聯「中華血脈皆同脈，天下客家是一家」揭開中心

的核心宗旨及策展理念。在對聯之後，展示從世界客屬第 25 屆懇親大

會（於三明市舉辦）的一個巨型標章展開，牆面上則以「同宗，同根，

同心」來說明全球客家分布的地圖，似乎是在強調客家人群雖然分布在

世界各地，但具有相同的根，且因為他們的根是相同的，心也是相同。

至於「何謂客家」，展示說明中引述林開欽先生在《論漢族客家系》

的見解：「在唐宋時期為了躲避戰亂等原因，中原大批漢人南遷，他們

中的一部分進入閩粵贛邊地區生活，並逐漸與當地土著和少數民族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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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為閩粵贛邊的客家先民，經過漫長的融合發展，南遷漢人在人數

上、經濟上、文化上佔優勢，他們融合了當地土著和少數民族，形成了

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也就是說，北方漢人南遷，和當地土著及少數

民族，在融合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客家民系。

我們在展覽的看板上，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客屬聯誼會與各種稱呼的

客家社團，以及標示著客家分布區域的世界地圖。除此，我們也在這些

看板上看到各種會議的海報，包括各屆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國

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等之，當然，展示中亦少不了本地「世界客屬

石壁祖地祭祖大典」、「世界客屬公祭客家母親河」等大典的大型輸出

呈現。這些展示一方面顯現出世界各地與客家相關的組織相當多，另一

方面，也在強調，客家人群雖然分散在全球各處，卻能夠透過各種聯繫

的活動，展現出離而不散的客家精神。

筆者最後發現，本中心作為「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還有一個

相當重要的特色，即，通過姓氏與族譜的概念，呈現客家人「血脈相連」

的特質。該中心內設置有一個「客家族譜館」，其開宗明義的簡介，寫

著該館展開的、全球第一個「客家人基因族譜」工程項目之成果。經館

內人員解說，該中心關於「客家基因」的族譜建置是從 2010 年 10 月起，

由寧化縣政府、客家研究會和匯澤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展開，於 2010

年 12 月正式啟動後，已在「客家祖地」附近及臺灣、馬來西亞、香港、

廣東、江西等地收集了 100 多個傳統客家人姓氏的樣本，根據館內人員

的說法，這些樣本將回答客家人的主體是中原漢人、百越還是畬族的歷

史疑問。因行程緊湊，筆者們無暇深入理解該研究最近期的進展及其關

於上述歷史疑問的答案，不過答案應該是很清晰可預見的。



                                        閩西客家博物館田野紀要

       
     204

（三）寧化石壁客家祖地 1　 

在「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後，我們來到寧化石壁的「客家祖地」

園區。下車後映入眼簾的，首先是宏偉的牌樓，而牆壁上的浮雕則展現

出漢人南遷、定居過程的圖像。走進園區，在進入主建築之前，則是佇

立於大道兩旁的巨大姓氏柱。石柱上刻有各姓氏的字體，我們在左右兩

排石柱之間，感受到該設計所欲呈現的多樣漢人姓氏，以及該展示呼喚

著走過之人尋找、留意自己姓氏的力量。除了以姓氏作為展示的要素

外，溯源橋、懷祖殿、客家始祖神壇、客家祖訓、客家魂，以及刻在周

邊石柱上的對聯等，都具有提醒參觀者關於「祖地」稱呼的設計，展示

出客家人應具有的不忘祖、重血脈的精神。

「客家祖地」中最關鍵的位置，是在整個園區的最後面：「客家公

祠」，根據導覽人員的說法，此處平常是不開放的。此地供奉著「客家

始祖神位」，牌位前有二尊神，推測應是炎、黃兩帝，神龕上共有 213

個姓氏，展示了客家人作為炎黃子孫的意象。展示看板指出石壁是客家

人的早期聚散中心，並引述林開欽先生關於形成客家民系四個特徵的說

法：有脈絡清楚的客家先民、有特定的地理條件、有獨特的歷史年代、

有獨特的客家文化。展示敘事並呈現出，如果沒有在寧化石壁的醞釀和

初步形成，便沒有日後在閩粵贛地區形成的客家民系，畫龍點睛說明了

寧化石壁做為客家祖地的意義。筆者認為該展示的理念，相當符合羅香

林客家先民多次南遷的見解。 

而關於「姓氏源流」，在園區內的「尋根堂」裡，我們從姓氏扇的

展售，看到將姓氏設計成商品行銷的另一種展示手法，筆者們也觀察到

1　該園區中另有「客家祖地博物館」正在規劃、建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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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遊客都會在這裡選購自己的姓氏，帶回家紀念。值得注意的是，與

姓氏及族譜相關的紀念品，在筆者們接下來參訪的多個館舍中亦可見

到，我們逐漸發現，姓氏源流、族譜不但是這些博物館展示的重點，也

成為一種重要的地方產業。在地的民間公司除以「凝聚血脈親情、傳遞

普牒文化」為精神，經營譜網生意，姓氏相關的商品設計亦五花八門。

在參訪行程的最後，筆者們更得知，除了客家祖地園區的本體外，

有一個「客家祖地博物館」現在規劃建置中，值得我們持續留意寧化關

於客家文化展示的後續經營。 

圖 2 寧化客家祖地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四）「連城縣博物館」

「連城縣博物館」雖然是縣級博物館，不過規模相當宏偉。該博物

館由連城縣上官周美術館、連城縣博物館以及客家方志館三館共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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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在展館的設計上，該兩層樓的建築共分為五個部分，包括一樓的

「客家民俗陳列館」、「連城文學書畫陳列館」，以及二樓的「客家民

俗陳列館」、「連城歷史陳列館」及「明清牌匾陳列館」。在與客家有

關的展示方面，與前述幾個機構相似，皆著重於強調漢人的南遷，及其

與地方土著和少數民族相結合後，在此地發展出客家民系，使其成為重

要的客家祖地之一。除此，因為連城一帶即有畬族居住過的村落，展示

中也特別呈現。

在數位資料方面，我們在該館看到有客家源流、祖祠祖墓、客家菁

英、裔孫外遷概況與一覽表等之展示。除以，亦有針對當地民居特徵、

土樓營造技術、福建擂茶工藝、連城老酒釀製技藝、地方戲曲、書院、

宗教信仰、地方名人等之介紹。整體而言，該館提供了相當多關於連城

客家與歷史的資訊，而實體蒐藏更是其重要的特色，如各種牌匾之展

示，其藏品之質優與量豐，對客家文化史的考察具有一定重要性。除此，

該館的展示也使用了不少新穎的技術，如透過科技展示客家武術的特

色。 

連城內有六種土話，是語言學家最感興趣的地方，該地也因其語言

的豐富性，成為語言學家研究的天堂。該館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展示，是

關於客家地區非遺項目的整理（以「中國客家地區國家級、省級非遺項

目一覽表」展示於「客家民俗陳列館」一進門處）。在該主題的展示看

板上，筆者們發現其中特別列出了「臺灣地區客家民俗項目」，該館的

展示中也呈現許多臺灣「名人」前來交流的照片。值得注意的是，不只

該館，幾乎在所有筆者此行參訪的客家博物館中，皆可看到關於臺灣客

家、以及當地與臺灣人文歷史交流的介紹與展示，與「臺灣客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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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現，幾乎是所有閩西客家博物館共享的「必要」展示項目之ㄧ。對

於該主題的觀察，本文在下一節也會有更多的說明。

圖 3 連城縣博物館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五）「長汀縣博物館」中的「汀州客家歷史陳列」與「汀

州客家博物館」新館

長汀號稱是「客家首府」，筆者此行參訪的「長汀縣博物館」就設

在「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舊址，該地在更早曾是「汀州試院」。在該

館中，與客家有關的展示目前是以「汀州客家歷史陳列」，獨立於一個

展示空間，該展館位於中庭的左側。展館外亦掛有「汀州客家博物館」

的招牌（後經瞭解，才知「汀州客家博物館」正在本地另一處建置中，

一旦佈展完成，該陳列館便會整個移往新建的「汀州客家博物館」）。

整體而言，「長汀縣博物館」內客家歷史陳列館的展示理念，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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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其他館非常相似，展示從漢人南遷與客家民系形成的論述，呈現汀州

作為客家民系形成之地的重要性，和客家文化的發源中心，是名副其實

的客家祖地。在這樣的架構下，展示從黃河流域、黃帝、炎帝、八王之

亂、中原漢人南遷逐步開展，並透過路徑示意圖呈現客家人群從汀州

向其他地方的移動。除了客家人群遷移的歷史論說之外，其他如地理位

置、歷代行政區劃、民居、客家服飾、客家飲食（汀州八大乾）等亦有

展示，提供了認識汀州相當重要的資訊入口。

在離開「長汀縣博物館」後，筆者一行人在路途中意外發現了標示

著「中國汀州客家研究中心」的建築。下車走進後才赫然發現，該地正

在建置新的「汀州客家博物館」，在佈展完成後，前述「長汀縣博物館」

下之「汀州客家歷史陳列」展廳，將遷移至此，擴展成為一獨立的客家

博物館。該新館還未正式對外開放，筆者一行人幸運獲得館方同意入內

參觀。

「汀州客家博物館」新館的展示理念和架構和在「汀州試院」裡面

的客家歷史陳列館大致相同：如汀州沃土孕育客家民系、神奇大地綻放

汀州文明、千年歷史鑄就客家首府等主題敘事，但在論述上增加了更多

的主題分類與文字說明，從中可觀察到新館欲完整呈現「汀州客家」樣

貌且定調其重要性的企圖。新館的展示主題共分為六大部分，各部份下

又分為多個次主題單元，以下為筆者記錄下的該館主題文字：第一部分

為「汀州沃土客家民系」，下分次主題「唐末宋初的漢人遷徙」、「漢

畬融合的客家先民」與「根植汀州的客家民系」；第二部分「神奇大地

綻放汀江文明」，包含「哺育客家的母親之河」、「享譽世界的文明奇

葩」等單元；第三部分（二樓展廳）「千年歷史鑄就客家首府」，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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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輝耀八閩的客家名城」、「閩粵贛邊的商貿重鎮」、「挑水闖海的

汀州商幫」、「蔚為大觀的文化之都」與「名揚四海的美食之鄉」；第

四部份為「汀洲客家闊步走向世界」，下分為「根繫汀州的客家遷徙」、

「開疆闢土的粵東移民」、「艱辛備嘗的巴蜀西遷」與「跨越海峽的汀

州客家」；第五部份「百川歸海守望精神家園」，包括「方興未艾的客

家尋根」、「百花齊放的學術研討」與「情動五洲的母親河祭」；最後，

是第六部分「開拓進取建設美麗長汀」，包含「魅力汀洲的時代圖景」

與「砥礪奮進的殷切關懷」兩個單元。

在該館的展示論述中，可發現其對「汀江」重要性的強調，展示中

並可看到關於馬來西亞太平紳士森良兄弟倡議之「世界客屬公祭客家母

親河」的相關資料呈現。該祭典自 1995 年以來每年舉辦一次，展示說

明中提到，汀江發源於長汀、寧化境內，因「天下水皆東，汀江獨南

也」，按八卦圖示，南方屬丁，故名「丁水」，因而得名「汀江」，是

福建省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而汀江也因此被稱為客家母親河，成為閩

西客家論述的核心。在離「中國汀州客家研究中心」與建置中「汀州客

家博物館」不遠的江邊廣場上，佇立著一個（客家）母親背著小孩的石

雕，隱喻著汀江如母親般孕育著客家人文與文化的重要性，該石雕非常

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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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汀州客家博物館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六）（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2

筆者此行的第六站博物館為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該館成立於

2000年，2011年正式定名為「客家族譜博物館」。透過展示及導覽人員，

我們了解到，該館展示的基本理念，在強調族譜作為研究客家文化的珍

貴史料，也強調其作為港澳臺和海外客家鄉親尋根認祖的根據，以及人

類歷史記憶工程的重要部分。

該館的展示從介紹「族譜」的歷史（如結繩族譜、甲骨族譜，到紙

質族譜等）展開，透過姓氏牆與樹根的意象展現姓氏作為血脈根源追訴

的重要角色；除此，展示中也詳細介紹了族譜編修的細節，如籌集經費、

局部編修、刻印裝訂等，每一個流程皆以各種歷史案例進行說明。該博

物館中最重要的蒐藏即是族譜，透過展示我們看到客家族譜具有的各種

2　編按：另見本期「封面照片介紹」和「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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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樣貌，而既然是強調族譜，「千里遷徙，根在中原」等南遷漢人

的歷史、客家先民遷入閩西的路線、客家百家姓郡望、著名的客家宗祠、

墳墓等皆成為該館展示的重點。

另外，由於光宗耀祖亦是族譜記載的重要事項，我們亦在展示中看

到明清時代閩粵贛客家進士舉人統計圖、歷史上客家名人等之呈現。而

同樣地，如同前述幾個閩西的客家博物館，該館在展示設計中，亦特別

凸顯出「臺灣」議題的重要性，如，展示個別宗族遷入臺灣的路線，及

其在臺灣的分布狀況，除了呈現幾個大姓（如李氏、蕭氏等）的遷移與

分布，甚至整理出上杭縣部分姓氏遷臺的一覽表。而在信仰部分，則有

關於新北市「水口民主公王」、淡水「鄞山寺」等之展示，整體而言，

該館對臺灣客家與福建的關係亦著墨很深。

（七）「客家博覽園」與「福建土樓博物館」3

「客家博覽園」為永定正在規劃興建的大型文化園區，根據其所展

示的建設圖，內部將包括「福建土樓博物館」與「客家民俗演藝中心」

等館舍，筆者此行拜訪時，園區還呈現施工中的狀態，而「福建土樓博

物館」與「客家民俗演藝中心」的建築形體幾乎已經完成。筆者等人僅

進入還處於佈展階段的「福建土樓博物館」參觀。雖然該館還未建置完

成，許多的展示說明也還在製作階段，但僅就已完成的部分，已經可以

觀察到該館圍繞著「土樓」為核心的展示設計與目的，尤其，針對各種

「土樓」的建築技藝、結構特色，皆透過照片與模型有非常具體仔細地

介紹。

3　建置中，目前皆處於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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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該館的展示強調福建土樓植根於聚族而居的中原傳統文

化，呈現其與山水交融、與天地交合的特色。參觀者並可從中理解土樓

建造的風水觀，如陰陽、五行概念的運用與辨證思考，及如何透過樓的

位置、佈局和天文、地理、氣候、水文、地勢、風向等各種因素的呼應

進行設計。展示敘事呈現出土樓是人類民居建築的傑作，並於 2008 年

7 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該館透過巨型的展示空間，呈現各地著

名的土樓群照片與平面圖，包括初溪土樓群、田螺坑土樓群、河坑土樓

群、洪坑土樓群等。而除了照片與分布圖之展示，該館針對著名的土樓

建物，亦詳細展示其剖面圖、立面圖和特色說明，對於認識福建土樓提

供了極佳的入口。

相同的，本館也有耕讀傳家、敬祖睦族的符號，以及「源遠流長」

的主題展。在「開疆拓土、源自中原」的主題下，展示關於漢人南遷以

及向海外遷徙的議題，除了有永定客家人播遷世界的示意圖，並透過

「土樓的產生」、「土樓的發展」與「土樓的傳播」等次主題，呈現出

「土樓」所連結與再現的人群、文化與地域特色。與前述幾個客家博物

館相同，該館對中國客家與東南亞、臺灣移民的關聯性也有相當程度的

著墨，試圖呈現（閩西）客家與世界及臺灣的緊密連結，例如展示央視

節目呈現的遷徙三部曲：「下南洋：從永定土樓出發」。整體而言，該

館將具有豐富的展示內容，將會是認識永定客家、客家土樓的重要平

臺，筆者認為在該園區正式完成、對外開放後，參觀者亦可關注整體園

區中各館舍、建築的設計與呈現，如何作為展示論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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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永定土樓博物館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

（八）龍岩學院

筆者此行的最後一站來到龍岩學院。龍岩學院中設有「閩臺客家研

究院」，延攬不少客家研究專業人士，根據院中研究員，該院也延攬臺

灣畢業的博士在此地教研。龍岩市區中有一「龍岩市客家祖地博物館」，

室內外之建築都有客家土樓的符號。參觀該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

各地的郡望與姓氏源流，可以看出該館同樣採用客家民系、根在中原的

展示架構。在該館中，我們看到與前述館舍相似的多個展示主題與展示

方式，如：客家先民多次南遷的路線圖、歷史上遷移至閩西的姓氏表，

以及宋末元初客家民系形成的時間表等，除此，各種文物、民俗戲曲、

客家民居和土樓等，皆有豐富的展示呈現。再一次，與前面館舍相同，

我們在此也看到了關於閩西籍海外客家華人華僑分布，以及客籍名人等

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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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筆者也注意到本館與前述館舍的差異，即，該館同時展示了

其他客家博物館的照片，如上杭客家家族譜博物館、永定福建土樓博物

館、武平文博園、龍岩市博物館、連城客家民俗博物館、長汀世界客家

首府博物館（呈現其規劃圖）等之照片，因無從與館內人員詳談，不知

如此的展示設計是否具有整理並呈現「閩西客家博物館群」的企圖。

三、展示主題與論述框架

在隨著參訪流程介紹了筆者們此行參觀的各博物館後，本節將就上

述各客家博物館的展示主題，進行初步整理說明，並從中思考閩西客家

博物館呈現的展示論述特色，希望能在未來與其他區域客家博物館的展

示設計進行比較討論。

在短短幾天密集參訪各客家博物館的過程中，筆者們發現，閩西地

區的客家博物館在展示中呈現出一些共同的論述元素與架構特色，從中

除可觀察到展示設計如何連結閩西的地方特色（包括建築、飲食、宗教

信仰、風俗節慶與人文成就等）與客家淵源，並會發現其在呼應國家意

識的過程中，亦試圖定位自我區域在整體客家論述中的重要性。例如，

透過遷移史的展示，以及漢、畬融合的敘事，強調閩西不但為漢人南遷

後客家民系形成與發展之地，更是當代客家文化資產的重要起源之地：

客家的重要文化元素在此地孕育後，藉由客家人群遷移進入粵東與遷居

海外，不斷向外開枝擴葉。在這樣的論述中，閩西作為「客家祖地」、

汀江作為「客家母親河」、永定客家土樓作為重要「世界文化遺產」的

意象，不斷被強化，定義了閩西客家的獨特性及其在「客家」（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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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成、發展、遷徙與傳播過程中的重要角色。

根據該次參訪所見之展示敘事與意象，筆者歸納出五個幾乎貫穿在

所有展示中的重要主題：1. 對根／源的強調（客家與漢的血緣、文化連

結）；2. 區域特色的定位（閩西在「客家」人群與文化形成中的重要角

色）；3. （閩西）客家與世界；4.（閩西）客家與臺灣；5. 國家政治領

導人的到訪及其關於（閩西）客家的話語摘錄。筆者認為，這些主題亦

呈現出架構當代中國客家論述的三個核心軸線，即，「客家」的國家性、

區域性與世界性。

（一）對客家「根」「源」於漢的強調

該主題的展示主要呈現於「中原南遷論」、「民系形成」與「宗族

體系」三個論述概念。在筆者此行參觀的閩西客家博物館中，幾乎毫無

例外的，每個博物館的客家展示皆從這三個概念展開，除透過敘事強調

客家根源於漢且兩者共享血緣與文化，並以各種圖表（如，漢人自中原

南遷的示意圖、客家的百家姓與郡望堂號）、意象（姓氏柱／牆、族譜

展示、宗祠模型、樹根圖像等）等設計，凸顯「客家」根源於漢文化、

承載著漢血統的歷史「事實」與重要證據。在這些展示與敘事中，我們

看到了如前述「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展廳一進門的對聯（「中華血

脈皆同脈，天下客家是一家」）與展廳牆上「同宗，同根，同心」的字

樣，以及寫著「回家，祭祖」的祭祖圖；寧化石壁客家祖地則是以大道

旁聳立的「姓氏柱」引領參觀者走過「尋根路」、穿越「溯源橋」進入

展示中心（內有「懷祖殿」、「客家始祖神壇」、「客家祖訓」等之展

示），值得注意的是，在「客家祖地文史陳列館」中的展示分類，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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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人南遷的水路通道」、「民系形成：孕育形成客家民系的搖籃」、

「中原漢氏為避戰亂三次大舉南遷」等之主題，亦特別提及漢與畬的融

合（「客家民系融合了土著文化－畬族客化」），然而從其文字說明，

可發現其觀點似乎是強調畬族／土著的「漢」（客）化，多過於「客」

（漢）的畬族化。4

整體而言，我們發現，「姓氏」作為漢文化最具體、顯著的呈現，

成為這幾個客家博物館展示中核心且必要的元素，不論是透過客家姓氏

牆（可見於連城「客家民俗陳列館」與「客家族譜博物館」等之展示）、

「樹根」等意象，或藉由姓氏族譜的蒐集展示、「客家姓氏源流」與郡

望堂號的表格說明等，甚至進一步關於尋根祭祖、家國情懷的活動圖片

與文字呈現，在在顯現出「姓氏」不但成為中國客家論述展現其漢文化

及血統傳承最具體、重要的符碼，更是串連起「家」、「祖」、「國」

的重要軸線。筆者認為，「家」、「祖」與「國」作為一體的強調與意

象，是中國客家博物館展示的重要特色（至少，在臺灣大部份客家文物

館的展示中，「姓氏」的根源與強調，或關於「家」「祖」「國」一體

的概念，就鮮少成為展示論述的主軸）。

（二）區域特色的定位

除了強調客家人群在血統與文化上與「漢」的連結，以呼應國家意

識中「家」「祖」「國」一體的概念，筆者們發現，閩西客家博物館的

展示敘事中，亦不斷凸顯「區域」或「地方」特色在形塑「客家」人群

4　關於「客家民系融合了土著文化－畬族客化」，其說明文字如下：「客家先民在寧化 
   石壁定居後，與當地畬族雜處，融合了畬族文化和血統，客家民系形成的過程，也正 
   是畬族客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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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特質中的重要角色與作用。在這幾個分布於閩西的客家博物館

中，我們皆可看到，除了占據重要分量、關於「根」「源」的論述與意

象，閩西「客家」方言與各項文化特色（包括飲食、服飾、節慶、信仰、

工藝技術、建築特色等）的介紹，亦是所有展示中幾乎都有包含的部分，

除此，部分展示更會進一步透過（閩西）客家的歷史與當代名人，凸顯

該區域在孕育客家文化中的成就，如，「客家祖地文史陳列館」中關於

客家「歷史名人」的列表、「連城縣博物館」中「地靈人傑」的展示等。

而正是在這些關於歷史成就、人群生活、文化資產傳承（如土樓營造技

巧、食品製作技藝）與地方產業（如造紙、雕版印刷與錫器製作等）的

展示中，我們一方面看到閩西各地方城市的主體性展現，也從中觀察到

「閩西客家」作為一個區域整體的概念，在該過程中不斷凸顯其有別於

其他客家地區的重要特質，及該整體特性在形塑今日客家人群與文化面

貌中扮演的角色（如，有別於梅州從「世界客都」強調其作為客家人群

匯聚、融合與繁衍之地的重要地位，閩西的客家論述則透過呈現其「祖

地」的角色凸顯其根源特質）。

（三）（閩西）客家與世界

「遷徙」（以及與「遷徙」相關的圖示）也是閩西客家博物館展示

的重要主題，在各個展場中，除了可以看到各種「客家先民」自中原多

次南遷（至閩西）的示意圖，關於客家人群從閩西輾轉向海外遷徙的路

徑圖，亦是每個館舍皆有的展示，該主題再一次強調了閩西作為「客家

祖地」的重要性，即，其除了作為客家民系與文化成形之地，抑是客家

人群向外遷徙的重要起點。例如，永定「客家土樓博物館」在「行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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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海為家」主題下，以「永定客家人播遷世界示意圖」呈現客家人

群自永定向海外遷移的路徑與分布圖，相似的示意圖在其他館舍的展示

中也都可看到。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在「繁衍播遷，世界客家」的

標題下，如此形容「閩西」作為今日各地（中國境內與境外）客家「祖

地」的重要性：「客家裔孫以閩西為祖地，不斷向閩、粵、贛、湘…等

省遷徙…並拓展到東南亞各國及海外，閩西成為眾多客家人的發祥地和

外遷的重要聚散地」。「汀州客家博物館」亦以「啟航汀江，走向世界」，

形容汀江孕育的客家文化，如何由此地傳播海外，使其成為今日客家與

世界連結的重要樞紐。而寧化石壁的「客家祖地文史陳列館」，則是以

姓氏淵源串聯「血脈相連」、「根在寧化」、「認祖歸宗」等概念，呈

現寧化與世界各地客家人群不可分的重要連結。5

在這些關於客家人群與文化向海外播遷的展示論述中，我們會同時

看到各種以國家區分、關於海外客家社團與研究機構的表格整理、活動

照片（包括海外客家「代表」們返鄉祭祖、舉辦各種活動的照片與說明）

與地理位置示意圖。透過如前述的文字說明，筆者們認為，這些展示除

了有目的地從中凸顯「閩西」作為人群外移與回歸（尋根、祭祖）的重

要性（由此我們再一次看到「祖地」成為閩西客家論述緊扣的主題），

也在於呈現客家與海外／國際／世界的緊密連結（即，世界處處有客

家）。

5　該館在「血脈相連」的主題下，以「自南宋後，寧化石壁客家人陸續向閩西南部、粵 
   東北部、贛南及閩南播遷。明末清初後，再從以上地區向海內外及臺灣播遷。海內外 
   客家人與寧化石壁有姓氏淵源關係的在 200 姓以上、其中與臺灣有姓氏淵源關係的在 
   90 姓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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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閩西）客家與臺灣

除了上述幾項主題，筆者們發現，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展示設計還有

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即，幾乎所有館都會在「客家與世界」相關的主

題前後，特別獨立出另一個展示主題，呈現該區域客家人群與臺灣的關

係：包括客家人群遷臺的歷史敘事（如「客家族譜博物館」的「祖輩遷

臺，同傳薪火」、「汀州客家博物館」的「部分汀州客家人入臺墾殖一

覽表」等）、該館／該城市或閩西與「臺灣」交流活動的展示（如臺灣

客家社團或客家政治人物的介紹與到訪照片），以及臺灣客家的食物、

信仰、節慶等之介紹。從各館關於該主題用字遣詞的設計，可清楚觀察

到在地緣位置之外，此部分展示所欲凸顯（或宣示）的政治概念。

以下羅列幾個該次參訪博物館中關於「臺灣」部分的主題用字：如，

「客家祖地文史陳列館」以「增進交往：海內外及臺灣客家人－聚會祖

地」帶出與臺灣相關的活動介紹；永定「客家土樓博物館」則是以「海

峽情懷，崇正報本」呈現與臺灣客家相關的展示；上杭「客家族譜博物

館」以「兩岸同宗，血脈相乘」的主題名稱帶出臺灣客家族譜的介紹；

連城「客家民俗陳列館」亦透過「臺灣客家語言習俗」、「臺灣客家傳

統節慶習俗」、「臺灣客家神靈信仰」、「臺灣客家飲食」等次主題，

大篇幅呈現臺灣客家的介紹；而在「汀州客家博物館」，則是以「跨越

海峽的汀州客家」為主題，藉由汀州客家的脈絡串聯起兩邊的關係。

（五）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到訪及其關於（閩西）客家的話語

摘錄

除了特意呈現出與世界及「臺灣」的各種連結，另一個引起筆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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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亦具有高度宣示意義的展示設計，是關於國家或中央級領導人物

到訪該閩西或各博物館的照片呈現，尤其，關於該人物對於「客家」

（或閩西客家）的話語摘錄。例如，「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就以一

面牆展示著習近平 1998 年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在寧化說的話：「客

家祖地源遠流長，要把它作為一篇大文章來做……一要做好客家統戰文

章，做好臺、僑、港、澳工作；二是要研究客家文化，樹立石壁祖地的

權威性；三要做好客家民俗、節慶、服飾、禮儀、待客、姓氏源考等資

料的蒐集整理工作……」。寧化石壁的「客家祖地文史陳列館」中，以

北京大學客家歷史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的話語「石壁是客家文明的標誌」

為開場，引導出「領導蒞臨」的主題展示，透過各種活動照片呈現包括

習近平、溫家寶等不同層級政治人物到訪／視察寧化或「客家祖地」園

區的紀錄。又如，「汀州客家博物館」最後一個單元的展示：「砥礪奮

進的殷切關懷」，即是透過習近平等人之話語摘錄、相關活動照片等，

呈現汀州當代發展願景與國家緊密相連的關係（如其關於該單元的主題

陳述：「……黨中央的殷切關懷，成為汀州客家人砥礪前行的力量源

泉」）。筆者們認為，與該主題相關的展示，以及館中導覽人員介紹區

域客家特色時對政治領導人物話語的引用，皆呈出國家政治人物的話

語，亦成為當代閩西客家論述（或廣泛而言，中國客家論述）強化其正

當性的權威代表。

四、結論：國家論述與地方意識

挾著豐厚的國家資源與多元的物質文化基礎（包括具有地方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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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客家民居與各種客家文物），大型的客家博物館與文化園區在中國

各地正在快速崛起（如本次參訪「發現」的多個正在建置中的大型客家

文化園區與博物館），在這個過程中，筆者們發現，各地方政府為了競

逐關於「客家」的話語權以爭取資源資金，必須強化地方客家的特色，

於是，隨著各種「展示」相關的機構不斷生成，地方文化史的調查與詮

釋（如庶民生活史、移民史、物質遺留等），亦同步快速成長，成為近

年中國各地區客家研究發展的重要議題。而正是在這樣的發展中，筆者

一行該次於閩西的參訪，觀察到了客家學術機構（如三明學院、龍岩學

院）與博物館建設緊密相連的互動關係，不論是關於地方或區域歷史的

敘述，或人文特色的定調，學術研究都在其中扮演著重要材料與論述提

供者的角色。

總結而言，筆者們於此行深刻發現，閩西大部分的客家博物館，

從規劃到展示，幾乎無法避免（也無法脫離）以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觀、

文化觀與族群論述，換句話說，國家關於「客家」的定義與定位，成為

幾乎標準化的論述框架與模式，包括：「客家」的根繫中原與漢人血統

（透過中原南遷論、民系形成與宗族體系呈現），中國客家與世界、臺

灣的關係（透過各種遷徙路徑圖、社團組織與交流活動展現），以及

「家」、「祖」、「國」一體的強調（透過尋根祭祖、家國情懷等敘事

與意象）；然而，在上述的主軸之外，地方客家的性格與特色，亦透過

景觀（如汀江）與文化特色（包括語言、飲食、服飾、節慶、信仰、工

藝技術、人物等），強化自我在國家客家論述中的定位。關於此行的觀

察與發現，除能提供作為各地客家博物館（如與臺灣或東南亞的客家展

示進行比較）比較的基礎，若能進一步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客家博物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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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比較的基礎，筆者們認為，將能更清楚理解中國各地方在競逐「客家」

話語權時對自我的特色定位。

謝誌：本文為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之「客家知識

體系致遠計畫 I」分項計畫 A，子計畫 1：「105-106 文化資產、族群意

識與地方展演：中國客家博物館與聚落保存研究考察計畫」第一年的部

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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