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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果敢族 ”:族称、来历、状况及跨国互动
3

王 士 录

内容提要　缅甸政府把聚居在中缅边境缅方一侧果敢地区的华侨、华人从族称

上界定为“果敢族”。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角度 ,对这个所谓的“果敢族 ”

的来历、状况、与我国毗邻地区的跨国界互动关系以及缅甸政府将其定为“果敢族 ”

的基本动因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 ,“果敢族 ”的称谓从民族学上来讲是很不科学

的 ,这些被称为“果敢族”的华侨、华人 ,事实上应当是缅甸华侨、华人中的“云南帮”。

关 键 词　中国　缅甸　果敢族　族称　跨国界互动

“果敢族”是缅甸政府在 1983年制定的民族表中所列入的缅甸所有 135个民族之一 ,系指

生活在缅甸掸邦①北部与我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镇康和耿马两县毗邻的果敢地区的人们。尽

管学术界从民族学的角度对这一称谓提出了异议 ,但近年来 ,似乎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

接受了这一现实 ,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这一称谓。2002年底 ,笔者有幸到果敢地区进行短

暂的实地考察 ,对所谓的“果敢族”有了一些认识 ,现就相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关于“果敢族 ”的来历

要了解“果敢族”的来历 ,必须首先了解果敢地区的历史演变。缅甸果敢地区与我国云南

省临沧地区的镇康和耿马两县交界。这一地区在清光绪二十三年 ( 1897年 )中、英《续议滇缅

界务条约附款》签订之前 ,一直归属中国云南版图。果敢又名麻栗坝。关于“果敢 ”名字的由

来有两种说法 :“果敢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殖民统治者引用的新名 ,英文名称叫

“Kokang”,来源于科干山的音译 ;“果敢”二字系由掸语变音而来 ,“果 ”是掸语的九 ,“敢 ”是户

口 ,意思是这个地区由九户人家组成。

明末以前 ,果敢地区为不毛之地 ,只有少数“老葫人 ”居住 ,原始森林密布 ,毒蛇、猛兽出

没。清顺治十五年 (1658年 ) ,南明皇帝朱由榔出逃缅甸 ,在缅人和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的夹击

与围剿下 ,其部分随从及军士逃入科干山深处隐匿避难。康熙二十九年 ( 1690年 ) ,由于中国

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 ,民不聊生 ,边境居民遂徒步迁往科干地区开荒谋生 ,或依籍贯或依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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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笔者在临沧地区 (已于 2003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地级临沧市———编者注 )、耿马县、耿马县孟定镇、镇康县、镇

康县南伞镇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在赴缅甸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在此 ,谨对为本次考察提供了直接和间接帮助的相关部门

和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按照缅甸现行行政区划 ,中央政府之下设省 (邦 ) ;省 (邦 )之下为镇 (区 ) ,相当于过去的县。缅甸全国划分为 7个

省和 7个少数民族邦。省和邦是平级的 ,所不同的是在省的辖区内 ,以主体民族缅族人口居多 ,而在邦的辖区内 ,则以少

数民族人口居多。



形成部落 ,各自为政 ,互不相属。原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柳树湾大石板的汉人杨高学 ,明末迁

居大理 ,后娶顺宁 (凤庆 )一商人之女为妻 ,生子杨映 ,明末清初迁至科干落籍 ,落脚火烧寨 ,归

属“兴达户”部落。“兴达户”部落在各部落中发展最快 ,势力渐大 ,成为后来果敢的发展基地。

1730年 ,杨映之子杨猷才被推选为首领。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 ) ,杨猷才病故 ,其长子杨维

兴继职 ,此时其辖区范围已超过“兴达户”三倍。乾隆六十年 ( 1795年 ) ,杨维兴长子杨有根袭

父职 ,次子杨有泮助理执政。随着辖区范围的扩大 ,邻近部落纷纷请求保护 ,杨有根即将“兴

达户”改为“果敢”。

道光二十年 (1840年 ) ,在杨有根之子杨国华袭职期间 ,云南总督念其捍卫边防有功 ,奏封

杨国华为“世袭果敢县令”,并颁发封印。① 同治十三年 (1874年 ) ,杨国华之子杨春荣袭职 ,此

时果敢辖境 ,东至尖山寨 ,南至滚弄 ,西至勐汞长箐山 ,北至慕泰、红岩。

从清朝初期开始 ,果敢地区汉族逐渐增多。杨姓最终成为地方势力 ,并采取邻近土司的做

法 ,统治了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雍正八年 (1730年 ) ,杨猷才即以“诰封奉正大夫 ”之名行使

职权。道光年间 ,杨氏正式受封“世袭果敢县令 ”,从而取得了合法的汉族土司统治权 ,果敢地

区的独立性由此形成。原镇康傣族土司既不放弃这块一直隶属于自己的领地 ,但实际上又管

束不了果敢新崛起的杨姓汉族土司。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后 ,缅甸锡袍王被英帝国主义者放逐印度西海岸。次年 1月缅甸

沦为英国殖民地 ,后被划为印度的一个省。1887年 ,英军北上木邦 (登尼 ) ,木邦土司降英 ,英

国以缅北的摆夷地区归其管辖 ,其治下共设 48个茅扎 (小土司 ) ,辖境几乎包括整个北掸邦 ,

果敢亦被列入木邦治内。虽然英国委任果敢土司为“世袭果敢训政布司 ”,但果敢土司仍坚持

自己的独立自治性。1890年 ,英军进逼佧佤山 ,顺道进入果敢 ,密探边境 ,拟向镇康、耿马推

进 ,企图占领中国边境领土。英国殖民者利用木邦土司与果敢土司交好的关系 ,唆使木邦土司

困桑董红拉拢果敢土司投向英国。据光绪十七年 ( 1891年 )随英国暗探队至果敢的张成瑜在

其所著的《侦探记》中说 :“麻栗坝 (果敢 )亦是一个土司 ,因木邦土司与之交好 ,洋人使之叫来

投。兼之⋯⋯凡相连之土司都被木邦土司说来投降。故洋人不费半分彩礼 ,安享麻栗坝地

方。”②在光绪二十年 ( 1894年 )签订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 》中 ,果敢及北丹尼划归

中国。后因中国清政府将勐乌和乌德割与法国 ,英国即借口清政府违约 ,力翻前议 ,威逼清政

府重议边界条款。光绪二十三年 ( 1897年 ) ,中、英双方在北京重议并签订了《中缅条约附

款》,又将果敢和北丹尼划入英属缅甸版图。至此 ,世属中国云南省镇康而在清后期曾一度独

立自治的果敢正式成为英属缅甸的一部分 ,以汉族为主体的、风俗文化与镇康相同的果敢各族

人民变成了英属缅甸国民。③

1948年 1月 4日 ,缅甸获得独立 ,当时的果敢土司杨振材被选为缅甸首届上议员兼掸邦

财政部长 ,杨振声任果敢地区下议员。二杨从自己的私利出发 ,在缅甸首届国会中提出“果敢

系缅甸领土 ,果敢人民应当享受缅甸的合法公民权益 ”的议案。此议案经国会通过 ,被载入缅

甸宪法。1962年 2月 ,中、缅两国划界 ,果敢被正式划入缅甸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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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果敢》(《果敢》一书为镇康县文化馆存手抄本。本文涉及内容转自云南省镇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镇康县志 》,四川

人民出版社 , 1992年 ,第 677页。)一书记载 ,铜制篆文的“世袭果敢印 ”在 1959年缅甸土司向政府交权时未被交出 ,一直使用至

1965年 4月。

《侦探记》一书为手抄本。本文涉及内容转自云南省镇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镇康县志》,第 678页。

关于果敢的历史演变情况 ,参见云南省镇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镇康县志》,第 678页。



1966年 ,果敢进入其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 ,反政府武装日渐增多。1965年 ,先前被政府

军打败逃往泰国的杨振业率部回到果敢 ,与彭家声联合反抗缅甸政府。拥有 150多名武装人

员、亲政府的罗星汉则与政府军联合 ,围剿杨、彭二部。于是 ,果敢逐渐形成分裂、割据局面。

1967年初 ,杨振勋也率原土司部分武装从泰国返回果敢 ,加入彭家声的反政府行列。与此同

时 ,杨振业则率部向政府军投降 ,反戈一击 ,同政府军围攻杨振勋和彭家声。结果杨振勋败走 ,

彭家声则被迫率部退入中国境内 ,接受缅共领导。其部队经过训练 ,改编为缅共人民军果敢一

支队 ,彭家声任支队长。从此 ,果敢进入了新时期 ,转而成为缅共东北军区果敢县。此后 ,彭家

声的部队成为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的主力之一 ,彭家声的官也越做越大 , 20世纪 80年代初已

官至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①

20世纪 80年代末期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下 ,缅共及

其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也走到了尽头。1989年 3月 11日 ,时任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的彭家声

伙同彭家富、杨茂良、刘国喜、赵启源、李忠祥等东北军区高级军官率部发动兵变 ,宣布脱离缅

共 ,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简称果敢同盟军 )。彭家声出任同盟军司令 ,杨茂良任副司令

兼参谋长。3月 31日 ,果敢同盟军与政府和解 ,成为 1988年以来第一支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的少数民族武装 ,其辖区被中央政府划为掸邦第一特区 ,彭家声兼任特区政府主席。为巩固和

发展军事力量、维持生存 ,该部大力发展毒品产销 , 20世纪 90年代末期 ,罂粟种植面积近 20

万亩 ,年产鸦片约 200吨 ,先后发现海洛因加工厂达 10个 ,成为名副其实的种毒、贩毒武装。

1992年 10月 ,果敢同盟军发生内讧 ,杨茂良兄弟打败彭家声兄弟 ,杨茂良出任果敢同盟

军总司令兼特区政府主席 ,彭家声率残部 600余人投奔其女婿林明贤。1995年 10月 22日 ,彭

家声在佤邦联合军、掸东同盟军和克钦独立军的支持下 ,对因内部分裂、力量大大削弱了的杨

茂良部发动突袭成功 ,重新入主果敢。经过缅甸政府的协调 ,果敢被一分为三 ,彭家声、杨茂

良、孟萨拉三家各霸一方。彭家声控制老街坝区和清水河一线 ,重新出任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主

席和民族和平民主阵线主席 ;彭家富任果敢同盟军司令。②

经过两次彭杨内战和一次果敢与江西 (杨茂良与孟萨拉 )的争斗 ,现在的第一特区仅存有

果敢地区 ,位于中缅边境南段 92—145号界碑之间 ,与我国的边境线长 172. 063公里 ,平均纵

深 40公里 ,面积 2700平方公里 ,人口约 18万。该地区以汉族为主体民族 (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80%以上 ) ,其余民族有缅、掸、崩龙、傈僳、佤、苗等。该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人操汉语云南方

言 ,仍然保留着“云南人”的风俗习惯 ,并于 1983年被缅甸政府正式定名为“果敢族”。③

综上所述 ,笔者有了两点结论性的认识 :第一 ,所谓“果敢族 ”,就是现今生活在缅甸果敢

地区的汉族 ;第二 ,更进一步地讲 ,所谓“果敢族”,事实上就是缅甸华侨、华人中的“云南帮”。

二、果敢地区的基本社情、民情

果敢与我国耿马和镇康两县毗邻 ,地处缅甸掸邦高原北部 ,从行政区划上讲 ,隶属缅甸掸

邦第一特区 ,下辖果敢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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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Bertil L intner, The R ise and Fall of the Comm unist Party of B urm a ( the 1989 M uti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7 - 54。

参见 Martin Sm ith, B urm 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Dhaka, 1999, p. 420。

参见钟智翔主编 :《缅甸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 , 2001年 6月 ,第 21页。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共有 135个民族 ,主要有缅族、克伦族、掸族、克钦族、孟族和若开

族等 ;主体民族为缅族 ,约占总人口的 65% ; ①主要语言为缅语 ,各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

全国 80%以上的人口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 ,约 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

与临沧地区毗邻的缅甸掸邦 ,位于缅甸东北部 ,面积 15. 8万平方公里 ,约占缅甸总面积的

1 /4,是缅甸最大的省 (邦 ) ,全邦设 52个镇 (区 ) ,总人口约 500万。掸邦是以掸族人口居多的

少数民族聚居区 ,为世界著名毒品生产基地“金三角 ”的核心区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历史、

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原因 ,与缅甸其他边境省 (邦 )一样 ,长期被称为缅甸的“化外之地 ”,

民族、地方武装割据 ,毒品泛滥 ,缅甸中央政府至今不能对其实施有效管理 ,只能采用安抚、收

买的办法与其“和平共处”。在缅甸现存的 18支主要的民族、地方武装中 ,就有 10支在掸邦 ,

而统领他们的就是以彭家声、彭家富两兄弟为首的果敢同盟军。

(一 )行政区划及人口结构

以果敢为核心的缅甸掸邦第一特区面积约 2700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 18万人 (其中常住人

口约 13万人 ,流动人口约 5万人 ,农业人口 19946人 ) ,辖 1县、1市、2镇、15个乡。特区政府

主要领导人有 :主席彭家声 ,副主席王国政、杨忠卫 (兼果敢县县长 )和刘国玺 (兼特区政府秘

书长 )。

第一特区设 1县 1市 1经济特区 ,即果敢县、老街市、清水河经济特区。

果敢县下辖 4个区 :东山区、西山区、崇山区、滚掌区。

清水河经济特区下辖 5个乡。

老街市下辖 5城 (区 ) :金象城、双凤城、杨龙寨、东城和双鹤城。按势力范围划分 ,魏超仁

副总司令负责金象城 ,彭家声主席负责双凤城和杨龙寨 ,白锁成副总司令负责双鹤城 ,刘阿宝

和刘明②负责东城。老街市为第一特区 (果敢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总人口约

8万人 ,其中流动人口约 5万人。

(二 )政治简况

掸邦第一特区名义上已归顺缅甸中央政府 ,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事实上 ,它除不

反对政府外 ,不对中央政府承担任何义务 ,它有自己的政府、军队、税收乃至法律制度 ,俨然一

个小独立王国。因此 ,绝对不能简单地用上级、下级来形容缅甸中央政府与果敢地方政府之间

的关系。1995年 ,缅甸政府军进驻果敢 ,并且控制了果敢的所有战略制高点 ,目前屯兵约 2000

人 ;而果敢地方政府则控制了果敢地区的所有商埠、口岸。表面上双方一团和气 ,但实际上双

方的戒备心理都很强。

2000年 5月 26日举行的第一特区全体会议提出的政治目标是 :维护缅甸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 ;维护和平安定和民族团结 ;维护果敢民族的合法权利、民族尊严、民族自治 ;开发建设

城镇 ,繁荣市场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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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缅甸的民族情况 , 1931年的人口普查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 ,但一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材料并不完整而且疑

点不少 ;二是此后至今已过去 70多年 ,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而目前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一般的说法是 ,缅甸共有 40多个民

族 ,而根据 1983年缅甸政府公布的材料是 135个民族。参见 Martin Sm ith, B urm 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 p. 420。

也可参见 Dod Mc Caslill and Ken Kampe ( eds. ) , D evelopm ent or D om estica tion? ———Ind 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 Trasvin

Publications L im ited Partnership, 1997, pp. 628 - 633。

刘明为证据确凿的大毒枭 ,已于 2002年 1月 28日被缅甸军警击毙 ,死前是果敢同盟军财政部副部长兼老街东城开发部

副部长。其豪宅占地 8亩多 ,拥有家丁 100多人。参见朱凌 :《在金三角感受生存》,中国检察出版社 , 2002年 11月 ,第 21页。



(三 )经济简况

果敢地区 98%属山区 ,地势北高南低 ,海拔高差 1200多米 ,立体气候特征显著 ;耕地面积

约 23万亩 ,粮食不能自给。过去山民以种植罂粟为主要经济来源 ,因此贫富差距很大。2002

年在国内外禁毒、禁种罂粟的压力之下 ,彭家声已承诺从 2002年秋季开始全面禁种罂粟。目

前 ,在中国政府特别是耿马、镇康县政府的帮助下 ,果敢地区已开始以大面积种植甘蔗等农作

物来替代罂粟种植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果敢地区工业落后 ,目前境内有中方独资或合资的几个卷烟厂 ,因销路不好基本上处于停

产状态 ;另有 640千瓦的电站一座和一些小型加工企业。

第一特区政府的日常开支主要靠税收来维持。特区政府内设财政部 ,果敢县政府内设财

政科 ,两个部门自收自支。因管理混乱 ,税收流失大 ,财政部每年税收收入仅 1000多万元人民

币 (人民币在当地属流通货币 )。税收主要来源于博彩业、工商市场管理、进出口关税等。财

政供养人员 2000多人 ,月人均补助 60元人民币。

(四 )军事简况

目前果敢同盟军约有武装 800人 ,下辖 5个营又 1个连 ,每营编制 60—120人不等。彭家

声之弟彭家富任司令 ,白锁成、蒋明忠、彭德仁三人任副司令 ,魏超仁任参谋长 (据有关资料 ,

此人现已被提升为副司令兼参谋长———作者 ) ;杨光富任副参谋长 ;彭家政任政治部主任 ;张

德文任后勤部长。果敢县所辖 4区均设有派出所 ,老街市则设有派出所、执法队和特警队。同

盟军主要负责老街、清水河两个口岸和坝区的防务 ,政府军则控制着老街至清水河地段的制高

点。① 因此 ,果敢地区事实上是一块地盘、两套班子、两套人马。

(五 )文化教育情况

现今的果敢地区 ,在文化生活上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之邦 ,各种文化的影响都可以

在这里大行其道。在广播方面 ,整个果敢地区可以收听美国之音、亚洲自由电台、台北国际之

声、英国 BBC以及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地方电台的节目。

在电视方面 , 1999年 ,果敢地区先后出现了果敢特区电视台和老街电视台 ,均属私人办

台。果敢特区电视台建在老街澳洲娱乐城 ,该台除经营老街有线电视网外 ,还有两个频道的节

目采用无线发射 ,功率分别为 100瓦和 50瓦 ,台标为果敢同盟军军旗 7个连环加中文“果敢特

区电视台”字样 ;老街电视台分别建在老街双凤城和南天门山 ,双凤城以 100瓦发射机发送节

目 ,台标为果敢同盟军军旗 7个连环加中文“老街电视台”字样 ,南天门山建有 50瓦和 10瓦发

射机 ,转播老街台信号和香港卫视中文台节目。由缅甸政府主办的缅语电视台建在老街东城 ,

功率为 100瓦 ,主要转播缅甸政府办的缅语节目。老街电视台和果敢特区电视台播出的节目

内容主要是特区的政策法规、奇闻轶事、开业庆典、婚丧嫁娶以及港澳台故事片。

在果敢地区老街市 ,可以较为清晰地收看 2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除上述果敢特区台、老

街电视台、缅甸政府办的缅语电视台外 ,还可以收看掸邦电视台、果敢电视台、香港卫视中文

台、中国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 1台、湖南卫视、四川卫视、福建东南台、山东卫视、上海卫视等。

果敢属全民信教的地区 ,绝大多数人信奉上座部佛教 ,少数民族中也有信奉基督教和原始

宗教的。目前 ,整个果敢地区共有主要佛塔、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 8处。

第一特区和果敢县政府办有《果敢特区报 》、《果敢民族报 》、《果敢法制报 》、《果敢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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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府报刊 ,均采用中文。办报的主要技术人员许多系从我国特别是镇康、耿马等县的退休人

员中招聘。

第一特区政府鼓励私人办文化 ,发展文化市场。近年来文化娱乐市场发展迅猛 ,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很快 ,管理自由化 ,黄、赌盛行。现有百家乐、歌舞厅、卡拉 OK厅、印刷厂、电子

网吧、按摩厅、书店、音像店等上百家。

果敢现有各类学校 130多所 ,在校学生近 2万人。所有学校均由特区政府牵头发动地方

商人和民众捐资开办 ,属民办教育。教育经费来源主要靠收取学费 (不同年级采用不同的收

费标准 ,最高的为每学年 700元人民币 ,最低的为每学年 150元 )、摊派、捐赠等。教师工资有

薪给制和食物加现金制两种 ,经济发达地区以薪给制为主 ,经济欠发达的山区以食物加现金制

为主。教师有近 95%以上从我国 (主要是临沧地区 )招聘。被聘教师中有退休教师 ,有近几年

自费毕业的师范类学生 ,还有部分是来自我国的打工者中有一定学识的人员。

教学用语和教材文种基本上为汉语和中文。果敢曾一度使用过南洋版和台湾版中文教

材 ,现基本上使用云南省九年义务教育制教材 ,只是从中国聘请了几位较有经验和学识的退休

教师进行简单修编 ,再重新印制发给各学校使用。近一两年来 ,果敢已开始直接从我国引进教

材。学校课程设置为 :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尺牍、体育、音乐、美术等。各中、小学还特

别重视文艺宣传教育。

三、果敢地区与我国边境地区的互动关系

果敢地区的汉族主要系由六次大的移民浪潮所带来 :一是追随南明皇帝朱由榔逃缅并流

落该地的明末官兵的后裔 ;二是因留恋这片土地而落地生根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上的一些

马帮商贾 ;三是明末迁居大理 ,清初又由大理迁居果敢并成为果敢第一代土司的南京应天府上

元县柳树湾大石板人杨高学的后裔 ;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民党远征军以及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活跃于“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中被打散而流落此地定居的国民党老兵 ;五是在缅共统

治时期入缅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及其他人员 ;六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来到此地的中

国移民。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汉人按籍贯来讲比较复杂 ,就老一代移民来讲 ,除人数居多的云

南人外 ,还有来自四川、贵州、江苏、湖南、湖北、辽宁、浙江、江西等地的人。例如 ,生长在果敢

并在果敢发迹的一代大毒枭罗星汉的祖籍就是江苏南京 ,到罗星汉正好是第十代。①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移民到果敢的所谓新移民成分更为复杂 ,他们构成了现今果敢

地区 5万多流动人口②中的绝大多数。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和云

南南大门的开启以及缅甸特别是缅北局势的日趋稳定通过合法手续从中国大陆来果敢的生意

人 ,但也不乏投机者和规避法律惩处的人 ,甚至还有那些在中国犯罪之后 ,跑到果敢隐名埋姓、

重新做人的人。总之 ,果敢的 10多万人口可谓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果敢 ,人间

芸芸众生相 ,可谓尽收眼底。人们普遍认为 ,在果敢发展机会多多 ,管理制度松散 ,十分自由 ,

没有人问你过去成绩如何、是否犯过错误 ,只要勤快点 ,就能生活下去 ,呆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

部门查问你的来路。据说 ,从毗邻的中国贫瘠山区举家迁往果敢某地开垦土地种植庄稼的农

民也大有人在 ,并且还有增多的趋势。他们在那里无人管、无人问 ,过着自由的自给自足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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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建初、王浩 :《探营金三角》,金城出版社 , 1998年 ,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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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果敢地广人稀 ,没有分田到户的制度 ,谁家开垦出来的土地就归谁家 ,田地的多少全看勤

劳程度。自由和松散 ,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混乱。“果敢人 ,只要有钱 ,买上几条枪 ,发给几个农

民 ,每天看家护院 ,这几个农民就是果敢同盟军的组成部分。”①总之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

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果敢至今仍然保持较完整的华人传统 ,大多数百姓都以自己是华人

而自豪。即使在果敢生活 ,他们感觉与在中国生活并无差异。因此 ,对于任何外部势力 ,这里

有一种天然的抵制与排斥。这也是作为缅甸少数民族的果敢汉人 ,为什么一直与缅甸人不可

能融合而且格格不入的原因所在。②

“果敢族”(或“果敢人 ”)与毗邻的我国镇康、耿马两县山水相连 ,双方边民同居一座山 ,

同饮一江水 ,同奉一尊佛 ,形成了婚姻互通、教民同堂、朝夕相伴的人际关系。其中 ,镇康县有

2镇 (南伞、勐堆 )、1乡 (勐棒 )、12个村 (办 )、88个自然村与果敢相连 ,有 9个民族跨界而居 ,

国境线长 96. 358公里 ;耿马县有 2个乡镇与果敢接壤 ,国境线长 47. 35公里 ,共有 68个村民

小组 11204人生活在边境沿线 ,仅河外乡 ,姊妹各居一国的 ,就涉及 400余户 3800多人。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 ,果敢人深受中国历史、政治、经济、传统和现、当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果敢地区

与我国毗邻的边境地区有着特殊的密切的互动关系 ,在这里 ,缅甸主流社会的影响远不及中国

的影响。中国人身处果敢 ,很少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这种关系只要你身临其境、在作为果

敢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老街城内走上一遭 ,就会深有感触 :绝大多数人的长相是中国人的

长相 ,讲的是汉话云南方言 ,用的货币是人民币 ,看的主要是中国电视台的节目 ,书店里卖的是

中国出版的中文书籍 (其他文种的书倒成了奇货 ) ,店铺的招牌绝大部分是用中文书写的 ,学

校使用的教材是中国出版的中文教材 ,甚至其财政的预算和结算也用人民币。总之 ,其与中国

的联系远胜于其与缅甸的联系。可以说 ,与我国的关系决定着果敢的兴衰成败。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 ,以及缅甸北部边境地区局势的日趋稳

定 ,果敢与我边境地区的互动关系更加密切 ,双方在各方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在文化交流方面 ,在果敢地区老街市 ,可以较为清晰地收看我国 1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

双方经常有文艺宣传队和民间艺人进行互访 ,或文艺演出 ,或举办民间文艺讲习班传授技艺。

在 2001—2002年的两年间 ,仅耿马县组织文化代表团到缅方考察、访问就有 4批 198人次 ;缅

方组团到耿马县考察、访问 5批共 241人次 ;耿马县组织人员到缅方文艺演出 3次 ,观众达 3

万余人次。每逢春节、泼水节等重大节日 ,双方都要组织一些体育和民间娱乐活动 ,如丢包、打

秋千、打篮球等。

近年来 ,有不少果敢富家子弟来我方求学 ;其学校大量聘用我方人员作教师 ,甚至直接购

买、使用我方教材。据镇康县文化主管部门反映 ,镇康县新华书店每年都向果敢特区学校出售

教材 50多万册。

果敢地区与我国的省级口岸南伞和国家级口岸孟定相对 ,地处中、缅商贸往来的要冲 ,获

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据海关统计 ,经孟定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总额已接近 5亿元人民币 /年 ,

出入境人数达到 10多万人次 /年。2002年 1—11月 ,孟定口岸进出口总额 4. 62亿元 ;出入境

人数达 78381人次 ;进出旅游包车 13047辆次 ,旅游综合收入 3455. 9万元。经南伞口岸进出

口的商品总额接近 4000万元 /年 ,出入境人数 60多万人次 /年。2002年 1—11月 ,南伞口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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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额 3981万元 ,出入境人数近 80万人次 (其中出境 383037人次 ,入境 403339人次 ) ,出

入境车辆 3. 5万辆次以上 (其中出境车辆 17443辆次 ,入境车辆 17923辆次 )。近年来 ,根据国

际禁毒组织的有关规划和缅甸政府的请求 ,耿马和镇康两县有关部门还帮助果敢特区政府在

果敢地区实施了“绿色禁毒”工程 ,以帮助其种植甘蔗、橡胶等经济作物代替罂粟种植 ,取得了

良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效益。

四、关于“果敢族 ”的民族学含义 :质疑与矫正

缅甸政府将生活在果敢地区的华人定为“果敢族 ”,这就赋予了其民族学的意义 ,使其名

正言顺地成了缅甸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缅甸政府此举意欲何为 ? 原因是多方面的 ,深层次

的原因虽难以揣测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将特殊地理区域内的这一特殊群体与缅甸其他地

区的人数约达 60万①之众的华侨、华人区别开来 ,使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对母国的依赖

以及寻求母国保护的可能 ,以利于对他们实施管理。因为他们与缅甸其他少数民族反政府武

装一样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从地理、历史、政治、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方面与中国有着

天然的、斩不断的密切联系 ,既是反政府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又与种毒、制毒、贩毒有关 ,不但

常常给政府制造麻烦 ,而且因其贩毒活动 ,也影响了缅甸的国际声誉 ,除去其华侨、华人身份 ,

显然便于对其实施管理和治理。但是 ,这却在民族学上引起了混乱 ,使学术界对其民族识别和

民族分类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事实上 ,他们与生活在缅甸其他地区的众多华侨、华人一样 ,

都是汉族 ,而将原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划分成两个民族 (即“华侨、华人 ”和“果敢族 ”) ,这本

身就是不科学的 ,不符合公认的人种学和民族学的原理。事实上 ,所谓“果敢族 ”,只是华侨、

华人中的一个按籍贯划分的帮派 ,如潮州帮、广肇帮、福建帮、海南帮等。因此 ,可以称他们为

缅甸华侨、华人中的“云南帮”(他们中绝大多数属云南籍 )。

Abstract　The Burmese government defines the ethnic Chinese as the ethnic Kokang

who are living in the Kokang area which falls into the territory of Burma along the

Chinese-Burmese border. From the angles of history and ethnology, the article diagnoses

the so- called ethnic Kokang in term s of origin, status, cross- border interactivities and the

reasons why the Burmese government gives the ethnic Kokang defini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definition isn’t scientific in term s of ethnology, the ethnic Chinese who are called

the ethnic Kokang is in fact the“Yunnanese”among other ethnic Chinese in Burma.

(王士录 ,研究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昆明 , 650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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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缅甸华侨、华人的人数 ,说法不一。按 193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 ,当时的“中国人”为 193594人 ,但显然这个数字

的准确性不大 ,由于识别的标准不同 ,许多人的身份很难确定 ,众多华裔缅甸人并未统计在内。事实上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 , 20世

纪 50年代期间缅甸的华侨、华人约有 60万人。参见 Martin Sm ith, B urm 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p. 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