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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ce name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footprints of human beings and write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t is the
fossil of language and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s. Place names are not
only a social language phenomenon, but also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contains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tent. Through the living fossil of place-name, people can not only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migration, but also
perspective major national events, look for clues about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visit the national war, an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natural culture. This thesis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ading,
expounding the topic of real history of social histor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idents migration,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ilitary disputes and natural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and draws a basic conclusion--the place name is
not only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mentality and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but also a speci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roduct of human society. It develops and develops with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ociety. Without human society,
would be no so-called place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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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
起红艳，
起红艳，肖九根*
江西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生活中心，南昌，中国

邮箱

摘要：
摘要：地名反映了人类走过的历史足迹，书写着人类的历史，它是语言的化石，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时代风
貌。地名不仅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地名里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容。通过地名这一语
言活化石，人们不仅可以考察民族迁徙历史，透视民族重大事件，寻觅民族经济发展线索，探访民族战火峥嵘岁月，
而且还可以揭示民族自然文化特征。本论文采取实地调查与文献披阅相结合的方法，从居民迁徙、历史大事、经济发
展、军事纷争以及自然交通地理等方面阐述地名是社会历史活动真实再现这一论题，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地名
既是社会历史、文化心态以及心理倾向的表征，又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产物，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
生、发展而发展，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所谓的地名。
关键词：
关键词：地名，语言活化石，社会历史，文化活动，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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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万物皆有名，无论有生物还是无生物，例如人有人名，
地有地名。而地名还有它的独特性，它不仅是一种语言代
码，还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所谓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
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之实地约定的语言代码，是被赋
予的某一空间位置的自然义与人文义融合于一体的专有
名称。曾经有人这样界定地名：地名是全社会共同约定的
一种语言记号。[1]而邢福义则认为，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
号系统，语言和文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2]也就是说，
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但它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是具有特
定的文化背景。地名是人类创造的，它是外显模式和内隐
模式的结合体。构成地名的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显性形态，
地名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则是文化的隐性内涵。地名独具
特色，是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自
然、改造自然的历程，记录了民族战争、迁徙与融合的过
程，记录了自然环境发展变化的进程，它有着丰富的历史、
地理、语言、政治、经济、军事、习俗等科学内涵，是一
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化石。
例如，最近有的学者考察北京地名，就在地名中广涉北京
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移民状况、民族融合、历史事件、
驻军营卫、地标建筑、社会心理等丰富内容，这对人们进
一步深入了解北京的社会发展及人文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3]
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是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一种专有
名词，在其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地名的研究可以
提供证据补充地名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观点，也可使
我们更加了解当地文化特征。[4]地名也是语汇的一个组成
部分，任何地名都是以语言而存在、以文字而记载的。它
与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从事地名研究的学者对地
名起源的考证都运用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地名不仅是国家和地区的象征，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纪
念意义，为研究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依据。[5]如同人名一样，地名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更
多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愿望。历史上不少地名都反
映出其时的时代风貌，当今的地名也必然会反映出当今社
会的时代特点。地名大多是历史上形成的对于相关地域的
称谓或命名，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显示了历史上人们对该
地自然形貌或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和表述，记录着不同历
史时期人类活动颇有价值的许多信息。[6]由于地理名称具
有稳固性，因此地名可以反映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活动，这
也是地名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帕尔默说：“地名的研究
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它们时常供
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
话。”[7]地名是人类留在地球上的历史足迹，是书写在地
球上的历史。
地名表面看来似乎是简单的，其实不然，它是当地历
史文化最基本的反映形式之一，是本民族特有文化内涵的
具象化。[8]
地名就像社会的一面镜子。史书上大凡记载的是正史
或重大事件，还有很多事件是名不见经传的，只是隐含在
各种地名之中，因此这些地名成了考证一些社会事件的重

要证据，它不仅能反映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情况，记录一些
历史的重大事件，还能为考察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的
信息提供重要线索。

2．
．地名能反映民族迁徙的情况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必然反映特定时期的人类
历史。地名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其横向看，既可以
揭示同一平面上的文化分布，又可以反映不同民族不同地
域的文化特征；从其纵向看，既可以透视出各个民族不同
时代的文化变迁，又可以反映出民族迁徙情况。由于战乱、
灾害、远征、殖民、逃税等原因，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移
民活动从未停止过。通过地名，我们常常能窥探出各民族
迁徙的历史踪迹。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频，中原沦陷，百姓不堪战争
蹂躏，中原一带人民为躲避战乱相继迁往南方。由于有些
迁徙和官方没有关系，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所以正史传纪
中就很少记载或没有记载。这样一来，地名就为研究移民
的迁徙路线和原居住地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信息。人们
只要把各郡县地名整齐划一地进行排列，作一详细考察，
迁徙的行程便会清晰明了。换句话说，就是从当时侨置的
州郡县里寻找迁徙的线索。移民们是怀恋故土的，他们往
往会用自己以前居住的州郡名作为新居住地的地名，只是
在新的居住地前面加上方位词来区别旧地名而已。如兰陵
郡和东莞郡，晋初本来都在今山东境内，后因这两郡的居
民迁徙到今江苏武进县，于是就在该地侨置东莞为南东
莞、兰陵为南兰陵。[9]我国大江南北有很多因移民而产生
的重名，只要把这些地名整理一下，便成了一部活生生的
移民史料。
众所周知，台湾与大陆有着同根同源、血肉相连的关
系。现在台湾有很多地名与大陆完全相同，如彰化的永春
村、泉州村、诏安村、南安里、安溪里、南平里，这些都
是福建的地名；屏东的潮州镇、潮州村，台中的惠来厝是
广东的地名。台湾与大陆同名的地名以福建最多，广东次
之。还有北平里、重庆里、陕西村等地名，学者已经考证
陕西村是当年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陕西籍军士的后裔。台
湾与大陆同宗，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
名便是最好的见证。
通过对地名的考证，人们还可以看出古代少数民族的
活动范围。秦代以前，江、浙、闽、粤一大片地区都是古
百越族的居住地。百越族撤离这些地区后，便留下了很多
古越语的底层地名。这些地名与今两广地区的一些地名结
构相似，都是齐头式，开头的字有相同或相近的读音，它
们应属于同一个系统。“有个别词的意思在古书上记录下
来了，《越绝书》说‘越人谓盐曰余’，所以‘余杭、余姚、
余干、余发’应该都是产盐之地。有些古越语地名流传至
今，如江苏的无锡、姑苏（即苏州），浙江的余杭、余姚，
安徽的芜湖，江西的余干等。古越族是现在壮侗族的祖先，
从这些底层地名可以看出他们古时候的生活范围比现在
要广得多，从江浙到越南这一大片地区都是他们的居住
地。现在他们主要居住在两广、贵州、云南一带，这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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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语底层地名为考证他们的原居住地提供了重要的证
据。”[10]

地名的调查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
情况。

3．
．地名能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

5．
．地名能见证古代的
地名能见证古代的军事战争

有些地名的命名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如平南县和闻喜
县。平南县是“平南”战争留下的痕迹。《宋史》记载狄青
南征，战争胜利后宋朝君主把“平南军”留下驻守广西，故
名平南县。这些平南军所讲的话称为平话，与当地其它语
言相差很大。“山西闻喜县和获嘉县的名称也很有意思，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
东巡，来到左邑桐乡，正好听到汉军攻克南越国都的好消
息，‘闻之则喜’，遂将桐乡县改为闻喜县；次年，巡游至
汲县新中乡，臣下汇报说汉军已捕斩反叛首领、南越国丞
相吕嘉，于是又把新中乡改置为获嘉县。”[11]
秦皇岛的来历与秦始皇有关。秦始皇一直想长生不
老，所以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去海外求仙，他自已也亲自巡
视天下。到达渤海后，他登上了今河北山海关西南的一座
小岛上。后来，这个小岛就称之为秦皇岛。
地名不仅有承载地方历史的作用，也与时代同步，有
纪录国家大事的功能。例如，香港回归祖国，武汉有了香
港路；澳门回归祖国，武汉有了澳门路。地名有很强的稳
定性，很多地名能流传千古，所以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后，
为了让后人记住，就用这些历史事件作地名。这样，许多
重大历史事件就随着地名而流传下来了。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古代征战的硝烟也早已散去，但
可以从地名中追溯古代战事的足迹，它是军事战争的见
证。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战乱频繁，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中原
一带。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人们修建了很多军事防御
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万里长城。整个北方有数不清的
关口，“关”是军队驻守的关塞。古诗中描写了很多北方军
事重镇，如“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铁马
秋风大散关”，还有张养浩写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
潼关。北方比较出名的关口还有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
娘子关、函谷关等。其中，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市东北，
是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咽喉，被誉为“天下第一
关”。清人入关主中原，这个关就是山海关。赫赫有名的
山东人闯关东也是指山海关以东。除设立关隘之外，还设
立了很多其它军事防御工事。南方地区，有些地名反映了
历史上这里曾是军队驻扎或是实行军屯之地。云南有很多
以“所、堡、营、屯、官、庄、哨”作地名的村子，这与明
代军屯制度有关。例如，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为了巩固
统治，保卫边疆，留守驻军实行兵屯，许多村落的名称就
留下了兵屯的遗迹。于是，就有大批带有军屯色彩的地名
应运而生，部分地名仍保留了以“营”、“铺”、“屯”、“庄”、
“堡”“寨”为通名的称名，如：二官营、大营上、上营、中
营、水营、十里铺、铺田、来宾铺、大耿屯、杨家屯、刘
官屯、甘家屯、上堡街、下堡街、小寨、对门寨、官寨等。
“堡”释为冲要地点以作防御用的坚固建筑物，也就是驻兵
防御的城堡，后来这些城堡逐渐成为村落；“铺”是古代传
递军事情报或公文所设的驿站；“屯”是指屯兵和屯田。为
解决驻军吃粮的问题，汉代以后统治者都把屯田作为开发
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士兵战时打仗，闲时种地，有的驻
军之地称为营，屯田又称营田，村子以“营”命名的不少。
这些官兵都有家庭，军籍可以世代相传。村庄一般是以军
事首领的姓命名，如刘官营、朱官堡、王家庄等。
这些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是通过通名表现出来的，还有
一些地方的专名直接得名于军事防御工程，如山东烟台。
明朝倭寇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山东是海防前哨。“朱
元璋为防倭寇侵扰，在胶东半岛设立奇山防御千户所，并
在临海的山上建立烽火台，遇警时晚上举火，白天升烟，
故命名为烟台。”[11]

4．
．地名能提供古代经济发展的线索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的地名都以当时当地所发
展的行业为命名依据。地名可以为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以及
城市布局情况提供很多线索。有些地名同经济活动关系密
切，可能是该地经济发展的记录，反映着当时当地的社会
经济状况。通过研究地名，人们可以了解各地的经济情况
与商业布局。例如，有很多与马羊相关的地名，这就和元
朝发达的畜牧业有关。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蒙古族是游
牧民族，在马背上成长，吃的是羊肉，喝的是羊奶，生活
处处离不开马和羊。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大力发展畜牧业，
于是出现了很多与马牛羊相关的街巷名，如：马厂、北马
房、瘦马营、牧马所、养马胡同、羊房、羊市口、养羊胡
同等。马在古代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军事、运输、交
通各个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由于马占有重要地位，城市
的路也称为马路。这么多以马和羊命名的地名，不仅说明
了畜牧业的繁荣，还说明了马和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
的比重之大。地名中很多含有集、市、店、铺、场、墟等
字，这些地方历史悠久，分布较广，大都跟其时的经济贸
易有关。一般带墟、店、集、市、铺等字的，都与集市、
店铺有很大的相关性，集市是农村或城市中定期买卖货物
的场所。在云南，集市称为“街”，赶集市称为“赶街”，受
华夏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有许多小地域循环进行商品交
换，每周都有固定赶场的时间。同一件事观察角度的不同，
得名也不一样。“市”在历史上是指草市，宋代商品经济发
达，就产生了很多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集镇。由此可见，

6．
．地名能揭示古代交通地理的文化特征
地名能揭示古代交通地理的文化特征
地名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在封建时代，确定
行政区划地名时，往往出于王朝统治的需要命名。[12]透
过地名，人们可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语言文化信息。地名
的命名和规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如交通运输等
对地名的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含有驿、铺、站、所、
塘、台、店等字的地名，大都与古代的交通驿站有关。古
代交通驿站是为政治、军事传递公文而建的，主要用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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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唐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就是用驿马为杨贵妃运送新鲜荔枝的。由于古今交通工具
的变化，有些古时候的通衢大道现在可能变成了鲜为人知
的偏僻小道，地名也就成了研究古代交通路线的重要依
据。
在古代驿路上，为传递军事情报或公文，每隔一定距
离就要设置驿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供来往人员
休息或者更换马匹。秦汉时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
十里一置，每县至少有一个传舍。唐代以后，“驿”这个字
得到了广泛使用。所以，含“驿”的地名今天还有很多，如
甘肃驿马关、河北走马驿、山东驿道、陕西张店驿、江苏
盂城驿等。其中，开设于明朝洪武八年的盂城驿，位于江
苏省高邮城古南门大街外，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
好的古代驿站。盂城，高邮的别称，盂域驿故而得名。这
也说明了历史上它们曾是交通驿道。
元代使用急递铺制度，一般是十里一铺。今天的北方
还留有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之类的地名。元代的驿传制度
称为“站赤”，“站赤”是蒙语的音译，明清后简称为“站”，“清
代的驿站名称分得更细，各省腹地称驿，专为军事情报而
设称站，嘉峪关外叫塘，西北地区叫台。递运货物者称所，
传送公文者称铺。”[13]现代汉语中的车站就是来源于站
赤。日本现在还把车站称为“驿”，就是受我国驿传制度的
影响。
除了驿、铺、站之外，以店、庄、关等作地名的也与
交通路线有关。例如：安徽八里店、河北八里庄、陕西八
里关等。最有名的“店”是河南驻马店，驻马店市位于河南
省中南部，地处淮河流域，古为交通要冲，史称“九州通
衢”，历史上南来北往的信使、官宦在此驻驿歇马，故称
之为“驻马店”。

7．
．结语
总而言之，地名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它与
语言、文化、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是“语言学家最为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地名
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是语言研究的活化
石。地名本身是语言的一部分，而语言与文化又互为表里，
“语言是文化的镜像，文化是语言的管轨”，[14]所以地名
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地名，大
家可以看到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心态和心理倾向。大
量的军事地名表明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混战的局面，人们为
躲避战乱而移民，于是出现了大量侨置地名。历经战乱，
人民群众普遍产生了追求美好幸福和吉祥平安的意识，吉
祥词语在地名中的使用寄托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安居乐
业的思想，由此产生了大量“平、安、定、吉、昌”等表示
“安定”的地名。
一句话，地名是一面镜子，它折射了民族迁徙、历史
兴衰、王朝更替、民族心态和社会道德等社会状态，而且

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地名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
反映。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对地名有一定的影响，
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地名
的更改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史上的不少地名都反映
出那个时代的风貌，现代社会的地名也必然反映出现代社
会的特点。地域文化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地
名则是这份瑰丽文化的载体之一，梳理历时地名中所记载
文化的过程也是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15]地名是一
块丰富的“宝矿”，它魅力无穷，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积
极、认真、深入地去研究地名的价值，为我国地名学及语
言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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