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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殖民军事民族志记录中的越南北部
边境生计ꎬ １８９７—１９０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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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立大学　 张　 敏　 译

摘　 要: 尚未公开出版的越南北部边境山区殖民军事档案为了解 ２０ 世纪之交在偏远

高地生活的原住民的生存条件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在简要描述这些档案产生的背景、 方法和

历史序列后ꎬ 本文以土著居民生活条件为基础ꎬ 着重聚焦于生活模式、 产权、 税收和资本

化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简要概述ꎮ 高地生计的三大核心要素可划定为: 狩猎采集、 农业和贸

易ꎮ 最后本文就档案材料对当今越南北部高地社会研究的重大意义进行总结ꎮ

关键词: 北圻　 殖民地民族志　 高地少数民族　 越南　 军事

概　 　 述

在 １９ 世纪末法国殖民时期军事观察员抵达之前ꎬ 很少有人描写过越南北

部边境高原土著社会生计的细节②ꎮ 因此ꎬ 这些社会并没有留下内源性的档

案ꎬ 我们只能从它处寻找其历史踪迹ꎮ 我调查了 １８８０ 年至 １９３０ 年之间北圻

北部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ꎬ 其中一些的确以民族志的形式存在ꎮ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２００４ａꎬ ２００４ｂꎬ ２００７) 为了探索越南本土的资料ꎬ 历史学家布拉德利 (Ｃ

０４２

①

②

原文来自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
ｌｏｎｉ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１８９７—１９０４.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４ꎬ
ｐｐ ３４３－３６７.

本文是米肖系列著作的一篇 (２０１３)ꎬ 其中我分析了由法国殖民军记载的民族志档案的一部

分ꎮ 在这篇文章中ꎬ 我刻意偏向描述的立场ꎬ 因此ꎬ 只在结论部分简要地用 (后) 殖民研究阐述了与

档案所揭示的新知识或殖民军在记载民族志过程中的作用ꎮ 我意识到ꎬ 由于选择避免如此深入分析的

事实ꎬ 也有可能使我重犯殖民民族志当初固有的错误 (Ｐｅｌｓ ＆ Ｓａｌｅｍｉｎｋꎬ １９９９ꎻ Ｓｔｏｌｅｒꎬ ２００９)ꎮ 相关的

进一步评估和更多的讨论将在该系列作品的其他文章中展现ꎮ



　 法国殖民军事民族志记录中的越南北部边境生计ꎬ １８９７—１９０４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Ｃ. Ｄａｖｉ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３) 大胆挖掘了 １８５６ 年由当地民政事务长官范申

燏 (Ｐｈ ｍ Ｔｈ ｎ Ｄｕ ｔ)① 记载的有关偏远的西北省份颇为罕见的观察ꎬ 之后

这个省改称兴化 (Ｈｎｇ Ｈóａ)ꎬ 含当代越南奠边 (Ｄｉ ｎ Ｂｉẽｎ)、 莱洲 ( Ｌａｉ
Ｃｈâｕ)、 老街 (Ｌàｏ Ｃａｉ)、 河江 (Ｈà Ｇｉａｎｇ)、 安沛 (Ｙêｎ Ｂáｉ) 和山罗 (Ｓｏｎ
Ｌａ) 各地的全部或部分ꎮ 除此之外ꎬ 越南档案馆中可能还遗留着一、 两位阮

朝观察者ꎬ 这很可能是所有我们所能期待的相关资料了ꎮ② 而中国观察者的记

录则更为罕见ꎬ 为了将非汉民族志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而跨越整个南

部帝国边境———那将会是异乎寻常的努力ꎮ (Ｙａｎｇꎬ ２００９)
鉴于稀缺性考虑ꎬ 我想强调一部近期出现却完全出乎意料的早年法国所

涉足的越南北部区域 (后称其为北圻) 时期记载的民族志ꎮ 越来越多的学者

对中越边境高地社会的兴趣为这个原始材料提供了不断被重新审视的可能性ꎮ
部分原因是近期范于近期边 (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２００２) 和斯科特 (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９)
提出的著名而发人深省的佐米亚 (Ｚｏｍｉａ) 的概念ꎬ 另一部分原因是该区域出

现了越来越多民族志研究ꎮ
该档案材料写于 ２０ 世纪之交并包含了超过 １００ 个关于越南北部高地人口

的未公开发表报告ꎮ 由 ７０ 位不同的视察官员执笔ꎬ 超过 ４０００ 页文字ꎬ 写在

纹理细密的手工制作的纸张上ꎬ 并配有图片、 图表、 原创地图、 词汇、 人口

表和口述历史等ꎮ 总的来讲ꎬ 这些材料讲述了有关农业、 贸易、 社会组织、
工艺品和信仰等各种类型的实践活动ꎮ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２０１３)

对整个 ２０ 世纪直到现在的越南北部高地社会进行研究的专家ꎬ 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有把握地说ꎬ 在殖民接触时期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左右) 这些北方地

域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 经济都是按照东亚和东南亚农耕社会习俗和模式来

构建的ꎮ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ꎬ １９２１ꎻ Ｃａｎｃｉａｎꎬ １９８９ꎻ Ｐｅｌｕｓｏꎬ １９９２) 父系家庭是构成

社会的基本单位ꎬ 家庭又是通过血缘关系———宗族和部落来集聚运行ꎬ 从而

形成互助的民族心智模式ꎮ 萨林斯 (１９６８) 的氏族类型学显示ꎬ “泛化” 与

“均衡” 互惠是支配家庭之间进行交换的主要原则ꎬ 而货币化的 “负面” 形

式ꎬ 如薪酬或战争服役有关的交换形式次之ꎮ 或者采用古德曼 (Ｇｕｄｅｍａｎꎬ
２００８) 对高地社会的特性描述ꎬ 社区内的相互关系优先于由市场产生的非个

人化交易的关系ꎮ
在越南和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民族ꎬ 即与京族或者汉族共存的社会中ꎬ 社

１４２

①
②

见戴维斯 (２０１３) 对范 (Ｐｈａｍ) 的 １８５６ 年 “描述性地理”ꎬ 兴化地志 (Ｈｕｎｇ Ｈｏá ｉ Ｃｈí)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与布拉德利戴维斯本人的交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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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化、 包括劳动力的内部分工相对于社会阶层结构是微不足道的ꎮ 尽管如

此ꎬ 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机构ꎬ 即使是在偏僻小村庄也间接发挥作用ꎮ 国

家力量是通过行政管理、 税收和稳定等方面 (Ｆｏｕｒｎｉａｕꎬ １９８９) 来显现的ꎮ 面

向现代化、 日趋活跃的经济变化是由市场规则和低地需求推动的ꎮ 斯科特

(２００９) 提出的物理偏远即 “地域摩擦” (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ꎬ 加之文化迥异ꎬ
是市场规则渗透到当地经济的障碍ꎮ 与斯科特的论点背道而驰ꎬ 内源性封建

政体①在边境地区广泛存在ꎬ 即便密切程度有时相对较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ꎬ ２０００)ꎬ
居民长久以来都是通过这些政治组织或稳定的经济交流而相互联系的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之交北部高地事务的总体状态还有待观察和破译ꎬ 这里所

回顾的民族志②也将成为有力的推动ꎮ 在介绍背景和方法后ꎬ 我将简述这些殖

民军事档案产生背后的历史序列ꎬ 然后依据文本阐述这些边疆地区原居民的

生存境况ꎮ 为了理解他们的生计状况ꎬ 我将专注于生活居住模式、 财产权利、
税收和资本化四个方面ꎮ 然后ꎬ 我会转向出现在这些档案中的高地生计的四

个核心要素ꎬ 即狩猎采集、 农业、 贸易和薪酬工作ꎮ 在最后ꎬ 我将简要地探

讨这种原始材料的有效性ꎮ

关于民族志的说明

１９ 世纪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时期ꎬ 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对位于红河 ( Ｓôｎｇ
Ｈõｎｇ) 流域北部边境社会进行了引人入胜ꎬ 但参差不齐的民族志记载ꎮ (Ｓａｌｅ￣
ｍｉｎｋ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２００７) 除了这些片段ꎬ 再加上在几篇个别文章的中的

简短章节ꎬ 如涂普义 ( Ｄｕｐｕｉｓꎬ １９１０)ꎬ 法曼 ( Ｆａｍｉｎꎬ １８９５) 或列斐伏尔

(Ｌｅｆèｖｒｅ￣Ｐｏｎｔａｌｉｓꎬ １９０２) 所描述北圻北部 ２０ 万左右的高地居民最初的欧洲民

族志出版物 (Ｍｉｃｈａｕｄ ＆ Ｔｕｒｎｅｒ 即将出版) 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军事作家的书

籍ꎬ 即: 容基耶尔指挥官 (É. ￣Ｅ. Ｌｕｎｅｔ) 的 «北圻北部民族志» (１９０４)ꎬ

２４２

①

②

历史学家们争论封建主义的概念是否可以应用到欧洲中世纪之外的社会形态ꎮ 我在这里使用

的术语ꎬ 如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 (１９７６: ３９) 所解释的那样ꎬ 一方面基于所有权和权力控制来区分不同社会或

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 (京族、 汉族、 一些泰语社会)ꎬ 另一方面基于失地农民 (所有其他高地ꎬ 血缘

关系为基础的群体)ꎮ
一系列不同的民生框架至今已经沿用了超过 ５０ 年ꎮ (Ｓｃｏｏｎｅｓꎬ ２００９) 鉴于本文的目的ꎬ 我借

用了特纳 (２０１２ａ) 关于生计的概念ꎮ 广义上涵盖了近期研究的几个与资产 (资本) 以及脆弱性相关

的常见概念ꎮ 更准确地说ꎬ 在东南亚高地ꎬ 个人和家庭生计受到 “当地的以及特别的体系 (如制约当

地公共财产资源获取的风俗ꎻ 地方和国家土地占有规定)ꎬ 某种社会关系 (性别、 种姓、 亲属关系

等)ꎬ 以及经济机会” 的影响ꎮ (Ｅｌｌｉｓꎬ ２０００: ６)



　 法国殖民军事民族志记录中的越南北部边境生计ꎬ １８９７—１９０４

加上 １９０６ 年的扩展版本、 中校 Ｅ. Ｄｉｇｕｅｔ (１９０８) «北部山区北圻人» 和中校

博尼法西 (Ａ. Ｂｏｎｉｆａｃｙ) 作品 (如 １９０４)ꎮ① 然而ꎬ 事实证明ꎬ 这些军事作家

的作品也是基于对我们在本文中探讨的实地调查获取的原始材料的挖掘ꎮ 这

些背景材料随后几乎被遗忘ꎬ 并在近一个世纪内无人知晓其精确位置ꎬ 也没

有再次得到验证ꎮ
在我看来ꎬ 以上这种情况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ꎬ 显示当边境地区

边缘化到出乎学者所能及范围之外时ꎬ 国家可以在其中起到的积极作用ꎬ 这

就是冯申德尔 (２００２) 所言的 “蒙蔽地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ꎮ 詹姆

斯斯科特 (１９９８ꎬ ２００９) 描述了如何通过启动 “距离抹灭技术” 来增加这

些空间的 “合法性” (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从而最终减少和消除需要与国家令人窒息的

怀抱保持一定距离的 “地域摩擦”ꎮ 法国曾经热衷于在印度支那像在其他地方

一样强制执行 “开发政策” (ｍｉｓｅ ｅｎ ｖａｌｅｕｒ)② 的系统管理ꎬ 但终于从历史的

经验教训中明白了与边缘地带的人群结识有多么重要 (Ｓａｒｒａｕｔꎬ １９２３)ꎮ １９ 世

纪 ８０ 年代后期高地获得军事占领后ꎬ 法国政府于 １８９１ 年将管理权移交给军

方ꎬ 并下令数十名步兵军官根据他们在各管辖边境的工作撰写行政区域报告ꎮ
因此ꎬ 两项调查相继展开ꎬ 虽然偶尔有重叠之处ꎬ 却是截然不同ꎮ １８９７ 年的

调查是功能性的ꎬ 以盘查边疆事实资料为重点ꎬ 包括本地人口、 资源、 经济

和军事组织及潜力等ꎮ １９０３ 年的调查则针对民族志ꎮ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２０１３) 在未

来的档案研究找到新数据资料之前ꎬ 这些调查数据资料可以被视为反应当时

高原北部北圻边境地区人口生活状况最稳定的、 系统的和可靠的证据ꎮ
这份档案记录的内容和丰富度远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承载的ꎮ 因而我

选取了生计这一领域来作为整个档案的观察视角ꎮ 不论从地理学意义还是象

征性角度ꎬ 生活在强大的民族国家边境人民生计的不在少数ꎮ 当前就世界性

边境人口生计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命题ꎮ (Ｈｏｒｓｔ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Ｗａｄｌｅｙꎬ ２００６ꎻ Ｋａｎｊｉꎬ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ａｎｄ Ｔａｃｏｌｉꎬ ２００５ꎻ Ｔｕｒｎｅｒꎬ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ａ、
２０１２ｂꎻ Ｌｉꎬ ２０１４) 对于长久游离于学术研究之外的地区ꎬ 这个档案资料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世纪前的第一手观察ꎮ

３４２

①

②

这些出版物及田野调查ꎬ 并不包括大多数北圻西北部的黑水河 ( à Ｒｉｖｅｒ) 流域地区ꎮ 这种

疏忽是由于自 １８８９ 年以来ꎬ 该地区 (西双楚泰) 作为当地的白泰统治者的领土ꎬ 享有着半独立政治

地位ꎮ 本文也没有涉及该地区ꎮ 关于该地区丰富的历史考察资料ꎬ 请查看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勒
菲勒近期的开创性工作 (２０１４)ꎮ

译注: 对山区多种森林物产和土地使用的经济价值开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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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接触时期的高地生计

正如历史学家勒菲乐 (Ｌｅ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１: ４２) 所述ꎬ 直到 １９ 世纪初ꎬ 越

南皇家统治一直没有延伸至大部分北部高地ꎮ 他谈道:

中国和越南人都同意认为ꎬ 一种帝国边疆地带的许久以来

的概念占了上风: 不明确的边疆领土ꎬ 没有达成边界共识的边

境地区ꎮ 因此ꎬ 没有边界线ꎬ 除非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ꎬ 甚至

都没有防御工事、 堡垒也没有驻军ꎮ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ꎬ １９９４)

１９ 世纪ꎬ 来自顺化 (Ｈｕ ) 的皇权逐渐缓慢地对北部边疆ꎬ 这块 “情形复

杂ꎬ 但充其量是有限的” 区域尝试直接管理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１: ４３)ꎮ 鉴于历史上

越南皇家政权对北部高地统治的主动参与的缺席ꎬ 应该说法国观察家 １８８３ 年起

任期内的早期观察和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边境地区管理的状况ꎮ 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ꎬ 我们来探讨当地的生活模式、 产权、 税收、 债务和资本化等话题ꎮ

定居模式与产权

法国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充分体现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ꎮ １８９１ 年 ８
月总督下令占据并管理从前被忽视的边境地区ꎬ 之后将其分为军事区域 (法
语: 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ｓ)ꎬ 每一个军事区域又各细分成圈层 (法语: Ｃｅｒｃｌｅｓ)
和部门 (法语: Ｓｅｃｔｅｕｒｓ)ꎮ 按照该指令ꎬ 法国军方着手从三角洲地区到高地

建立殖民体系ꎬ 以实行边境安全和有条不紊的税收政策ꎮ 边境控制得以加强

并从与中国云南、 广西、 广东①等省份的商贸往来中获利ꎮ 人口普查工作也相

继展开的同时税收制度也得到巩固———不仅限于土地所有ꎬ 而且还征收包括

生产、 贸易和消费等税种ꎮ 为加快北圻经济盈利能力和可行力ꎬ 鸦片、 酒精

和食盐等利润丰厚的市场由国家垄断ꎮ (Ｂｒｏｃｈｅｕｘ ａｎｄ Ｈéｍｅｒｙꎬ ２００９)
当两项调查开始实施之时ꎬ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

队伍ꎬ 扩大殖民秩序的措施在边境地区鲜有成效ꎮ 因此ꎬ 在军官的报告中的

篇幅里描述的是殖民前国家事务的残留状况ꎮ 在山区ꎬ 与土地占用的形式匹

４４２
① 当时ꎬ 中国广东省向西南沿海岸延伸并到达越南边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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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民俗盛行ꎬ 这一切都是殖民者所不熟悉的ꎬ 而且山区人口密度较小ꎬ 稀

疏的人口分布在广阔而崎岖的领土上ꎮ 在沿着河边的土路或是道路交叉口ꎬ
房屋和商店相对集中ꎬ 这些地方变成了军事区域 (ＭＴ) 殖民统治的总部ꎮ 除

此之外ꎬ 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的基于血缘关系而聚集的小村庄散落在广袤的

大片土地ꎮ 例如在偏远的芒康县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①:

几户人家ꎬ 一般是 ３ 到 ４ 户形成一个小村庄ꎮ 一个公社包

括相当数量的独立小村落 (ｈａｍｌｅｔ)ꎬ 我们非常不恰当地为之命名为

村庄 (ｖｉｌｌａｇｅ)ꎬ 有时村庄之间的距离之远需要 ２—３ 天的路程才能到

达②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③)ꎮ

邻近的黄树皮 (Ｈｏａｎｇ￣Ｓｕ￣Ｐｈｉ) 地区ꎬ “村庄通常由至少两个更小规模的

村落组成ꎬ 每个小村子又包括 ３ 到 ４ 个屋舍ꎬ 有时木屋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ꎮ
我们还发现许多孤立的屋舍”ꎮ (３１７ꎬ Ｈｏａｎｇ￣Ｓｕ￣Ｐｈｉ) 再向东部高处的官坝

(Ｑｕａｎ￣Ｂａ): “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大面积人口聚居的现象ꎮ 而是散

落在平原的仅有两三户人家的小村落ꎮ” (３１８ꎬ Ｑｕａｎ￣Ｂａ)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在公社一级管理: “作为一项规则ꎬ 所有权制度是

村庄内是共有的ꎮ”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 土地所有权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在岱依人 Ｔｈｏ④ 中) 土地所有权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私有财产ꎬ
第二公有财产ꎮ 私有财产是唯一可以赠与、 继承、 出售或转让ꎮ 由

此发生的任何财产变动都由公共机构人员起草的文件证明ꎬ 副本提

供给各方ꎮ 原件不予保留ꎮ 公有财产包括耕地或未耕地ꎬ 即可用储

备土地ꎮ 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岱依公社成员可获得公用稻田的一部

分ꎮ 这部分财产只有使用权ꎬ 而没有所有权ꎬ 因此是不可转让的ꎬ
直到他去世ꎮ 至此ꎬ 财产将交还给集体ꎮ (３０７ꎬ Ｙｅｎ￣Ｍｉｎｈ)

５４２

①

②

③

④

为了历史的完整性ꎬ 本文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档案中的原始写法ꎬ 不同作者的写法可能

有所有不同ꎬ 偶尔出现破折号或大写字母ꎬ 但大部分没有变音符号ꎮ
在本文中ꎬ 我直接对法语的引文进行翻译和再版ꎬ 并且未经编辑ꎬ 这可能会导致民族名称、

地名和方言俗语的写法有一些变异ꎮ
编号在 ３００ 以内的档案是 １９０３ 年至 １９０４ 年 ＭＳＳ. ＥＵＲ 系列的一部分ꎬ 收藏在位于巴黎的法国

远东学院ꎮ
Ｔｈｏ 是法国人所赋予的族名ꎬ 现在被称为岱依 (Ｔà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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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依人 Ｎｈａｎｇ① 中) 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ꎬ 但稻田的分配机

制是古老的ꎬ 使用者认为这些稻田即使无法出售ꎬ 也是属于他们的

财产ꎮ 新耕种的土地则遵循谁开荒谁占有的原则ꎮ (３３２ꎬ Ｂａｎ￣Ｌａｏ)
例如岱依人开辟森林来耕种玉米ꎬ 一旦土地被耕种ꎬ 他们会在

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沿用ꎮ 这就是由于首次占用而产生的所有权和

财产的案例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Ｔｈｏｎｇ￣Ｈｏａ￣Ｐｈｕ②)

使用土地的私有权ꎬ 依据谁开荒谁所有的原则把土地作为商品的做法在

高地非常普遍ꎮ 在封建实体中 (主要是泰语地区)ꎬ 这些权利是通过继承权而

进行代际之间的传递的ꎮ 在远离封建统治核心的外层边缘地区ꎬ 由于公共财

产的缺乏而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 相对固定的、 轮换作业的农耕土地使用机

制ꎬ 生发出更加灵活的土地使用权的界定: “ (在苗人中③) 土地是属于那些

耕种土地的人: 既没有所有权冠名也没有土地记录ꎮ 仅凭传统和集体记忆来

决定哪些家庭有耕种哪片土地的权利有ꎮ” (３１８ꎬ Ｑｕａｎ￣Ｂａ)
关于男性在所有权中的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报告都有体现ꎬ 几乎所有群体

中常见的做法如下: 在岱依人和侬人 (Ｎｕｎｇ)④ 中ꎬ 家庭财产是由男性首领

来统一管理ꎮ (３０５ꎬ Ｔａ￣Ｌｕｎｇ) 继承的财产不仅包括土地ꎬ 而且还有住房、 债

务、 孩子以及所有个人物品ꎮ 就第三军事领区的岱依人的习俗ꎬ 军区区长米

利尔 (Ｍｅｌｌｉｅｒ) 有如下描述:

一旦一个家庭的男性首领无法或不愿继续亲自管理他的财产ꎬ
或者当他去世ꎬ 他的财产由他的男性后裔之间平分ꎮ 如果女儿在未

婚ꎬ 或已婚但与兄弟合住并分摊共同开销的情况下也可以参与财产

继承ꎬ 这些共同的义务包括赡养父母、 家庭房屋维护、 祖先祭坛ꎬ
祭祖仪式等ꎮ (３１７ꎬ Ｈｏａｎｇ￣Ｓｕ￣Ｐｈｉ)

在远离较为肥沃的高原和山谷地区ꎬ 基于血缘关系的群体中有限的财产

６４２

①
②

③
④

今天被称为热依人 (Ｇｉáｙ)ꎮ
编号在 ６６１００ｓ 以内的档案是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ＧＧＩ 系列的一部分ꎬ 现存档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海

外国家档案馆ꎮ
现在的的赫蒙 (Ｈｍｏｎｇ)ꎮ
侬人 (Ｎùｎ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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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其代际传承没有那么复杂ꎮ 当一个人的父亲去世①ꎬ 例如ꎬ 长子继续留在

父亲的房子里ꎬ 但他继承的遗产并不会比他的弟弟们多很多ꎮ 女儿们无权继

承ꎮ (３０７ꎬ Ｙｅｎ￣Ｍｉｎｈ) 女儿结婚并离家之时ꎬ 会继承一些由家庭中的女性赠

予的物品ꎬ 女儿们继续将财产传给自己的女儿ꎮ

税收与债务

对于大多数高地生活的人来讲ꎬ 由统治精英征税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避

免的事实ꎬ 多数时候ꎬ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ꎮ 在封建制度较为巩固的地区ꎬ 由

于农民已有数个世纪的交税历史ꎬ 因此征税效率也更高ꎮ 在这些地区ꎬ 世袭

社区领袖和当地地方行政长官 (ｌｙ￣ｔｈｕｏｎｇ)② 受法国政府认可ꎬ 除其他责任之

外ꎬ 他还承担征收土地税的职责: “村长老负责内部治安、 司法、 税收和公共

财产的分配ꎬ 他还负责销售合法化并确保适当的道路维护ꎮ”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
Ｋｈｕｏｎｇ) 他的工作由显要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来协助:

显要人士委员会进行公社事务管理ꎬ 负责监督公共财产分配ꎬ
招募社区劳力ꎬ 接收公社的收入并决定其支配ꎬ 监督道路和其他公

共工程ꎬ 决定家户作为纳税单位的份额ꎬ 并负责孩子们的教育ꎮ
(３３８ꎬ Ｔｈａï￣Ｎｉｅｎ)

前殖民时期当地的征税机制就是以家户为单位ꎬ 法国殖民统治

依然保留了这一做法: 殖根据当地习惯中ꎬ 家户是由所有生活在同

一个房屋的人构成ꎬ 因此到目前为止ꎬ 税收实际上是由居住在同一

个房子的人共同缴纳ꎮ 个税不存在ꎬ 而是合并到财产税中ꎮ 经

显要人士委员会讨论决定ꎬ 灌溉水田每单位每家庭缴纳 ３ ２ 元③ꎬ 山

区稻田每单位每家庭缴纳 １ ６ 元ꎮ (３３１ꎬ Ｂａ￣Ｘａｔ)

消费税主要是通过盐、 酒精和鸦片这 ３ 种国家垄断商品的销售来征收的ꎮ
价格一般在黑市上较低ꎬ 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去国营商店购买ꎮ 避税类似于猫

７４２

①
②
③

瑶族 (Ｄａｏ)ꎮ
越南语的写法是 ｌ ｔｒｕｏｎｇꎬ 这个词普遍翻译为 “村长老”ꎮ
档案中出现的货币指的是法属印度支那皮阿斯特贸易银 (ｐｉａｓｔｒｅ ｄ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又称法属印度

支那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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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老鼠的游戏:

我们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ꎬ 在北圻这一带 (由泰国人和安南

人①管理的) 酒馆和烟馆就是个骗局ꎻ 而海关与之沆瀣一气ꎮ 事实

上ꎬ 零售商有自己的客户群体ꎬ 他们只申报先前商定好的鸦片和酒

精的数量ꎬ 通过占有鸦片无偿通关和酒精生产的税收部分获得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ꎮ (３４３ꎬ Ｌｕｃ￣Ａｎ￣Ｃｈａｕ)

激烈的避税行动包括用脚投票: “例如ꎬ 一个部门的指挥官希望获得纳税

人的税收ꎬ 却得知这个人几个月前还属于他的领区ꎬ 现在已经搬到了附近区

域的某个角落ꎮ”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 “这些苗人几乎一无所有ꎬ 一旦他们

被要求工作、 缴纳税收或是服劳役ꎬ 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搬离我们的区域ꎮ”
(３３７ꎬ Ｐｈｏｎｇ￣Ｔｈｏ)

殖民前的公共管理继续得以维持ꎬ 并简直成了法国军事指挥官的左膀右

臂ꎮ 税率和劳动力需求由高层指挥官决定ꎬ 按比例分配给每个公社的人口ꎮ
在多民族公社中ꎬ 税收征管则沿民族序列拆分:

例如ꎬ (岱依人的) 村长老在与其他种族领导人协商后分配应缴

纳税款ꎮ 他自己征收本民族岱依人税款ꎬ 其他领导人在自己的族群

中进行税款征集ꎬ 在同一时间ꎬ 将他们征收上来的税款交给该部门

指挥官ꎮ 如发生争议ꎬ 村长老负责解决纠纷ꎮ (３０８ꎬ Ｎｇｕｙｅｎ￣Ｂｉｎｈ)

在沿边境地区ꎬ 法国殖民者鼓励与中国的交往ꎬ 因为由此可以在边界双

向产生利润并支撑税收: “我们当地人经常参加在边境的中国市场ꎬ 反之亦

然ꎬ 中国涌向我们的市场ꎮ” (３０６ꎬ Ｔｒｕｎｇ￣Ｋｈａｎｈ￣Ｐｈｕ)

覆盖玉福 (Ｎｇｏｃ￣Ｐｈｕｏｃ) 公社境内的广袤森林ꎬ 部分被苗人砍

伐来加工棺材板ꎮ 用斧头砍伐的、 原木制成的棺板大批量出口中国

云南ꎮ 这项跨境贸易的税款依据棺板尺寸大小分别支付十美分或五

美分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Ｂａ￣Ｘａｔ)

８４２
① 泰族和京族 (越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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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妙地ꎬ 如果对保护地有潜在的好处ꎬ 殖民边界看管人也受到上级鼓

励对走私视而不见:

在过去的一年中ꎬ 该部门的指挥官不断鼓励居民从事走私贸易

(盐)ꎬ 因为这对该地区有利ꎬ 甚至为那些不具备必要资源的人提供

贷款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Ｓｏ￣Ｎｈｉｅｕ)

生产力较低的农民经常需要帮助ꎬ 债务可在家户层面ꎬ 抵押物通常是劳

动力或下一个收获季节的大米ꎻ 或在社区层面ꎬ 抵押物是集体资产: (在热依

人中) 原则上ꎬ 土地是不可分割的ꎬ 但有时持有筹码的公社可以将它作为抵

押品 (３３８ꎬ Ｔｈａｉ￣Ｎｉｅｎ)ꎮ 当进行婚礼和葬礼等极少不得不用到现金的场合ꎬ
据记载ꎬ 中国商人是现金借贷的主要来源:

如宝塔的建造或修缮项目ꎬ 贷款人往往提供部分贷款或补齐所

缺款项ꎮ 当然ꎬ 多数情况下都会涉及中国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长老

会按照财富多寡来在成员中分配债务比例ꎮ (３０１ꎬ Ｄｏｎｇ￣Ｋｈｅ)

然而ꎬ 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ꎬ 货币形式的贷款并不易获得: “ (在岱

依人中) 除非农民一无所有ꎬ 否则公社是不会为债务做抵押的ꎮ 但这种情况

通常并不多见ꎮ” (３０１ꎬ Ｄｏｎｇ Ｋｈｅ) 相反ꎬ 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ꎬ 平等互惠的

习俗更为常见ꎬ 很多人引用如下的话: “采收和耕种稻田都是靠邻居帮助而完

成ꎬ 当邻居需要ꎬ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报ꎮ” (３０７ꎬ Ｙｅｎ￣Ｍｉｎｈ)

资　 本　 化

一个家庭除了维持日常消费所需费用ꎬ 还需要考虑长期稳定性ꎮ 最常见

的资本形式ꎬ 除了封建公有土地使用权和驯养动物———水牛、 牛、 马、 羊和

猪等都被提及作为家庭投资的方式之外ꎬ 还有首饰ꎮ 在整个高原ꎬ 首饰①非常

常见ꎬ 从银条、 银币到铸造银饰品ꎮ 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记载了这一活动: “非
常时尚的 (侬人) 女性都酷爱珠宝首饰ꎬ 她们的手腕和脖子戴满了银饰品ꎮ”
(３０６ꎬ Ｔｒｕｎｇ￣Ｋｈａｎｇ￣Ｐｈｕ) “所有 (白种泰国男人) 钟爱珠宝ꎬ 并从他们孩提

９４２
① 附带提一下ꎬ 在整个的档案中黄金完全没有提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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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就开始佩戴手镯或项链ꎮ (苗人) 都有珠宝、 项链、 手镯和戒指ꎮ”
(３３７ꎬ Ｐｈｏｎｇ￣Ｔｈｏ) 需求几乎是恒定的ꎬ 有些人投资白银贸易:

三堂 (Ｔａｍ Ｄｕｏｎｇ)ꎬ 沙坝 (Ｓｏ Ｐａ)ꎬ 马村 (Ｍａ Ｃｕｎｇ) 和马库

内 (Ｍａ Ｃｕｎｅ) 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珠宝商制作项链、 手链、 戒指、 耳

环、 夹子、 首饰盒等ꎬ 所有女性喜爱的珠宝应有尽有ꎮ 芒族人

(Ｍａｎｓ) 和苗人知道如何制作这些首饰ꎬ 只是加工工艺还比较粗糙而

已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ｈｏｎｇ￣Ｔｈｏ)

银匠们并没有太介入到白银交易ꎬ 因为他们只是为亲友或邻居等一小撮

人提供首饰制作: “因此ꎬ 我们发现一些漂亮的物品ꎬ 如项链、 手链、 耳环和

戒指ꎮ 这些首饰都是原创设计ꎮ 但像其他行业一样ꎬ 人们只是自产自销而

已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Ｂａ￣Ｘａｔ)
因此ꎬ 对当地人而言ꎬ 白银是最保值的投资方式ꎮ 通常只有在某些公共

场所或集体节庆ꎬ 或是像新年庆典、 集市ꎬ 准新郎新娘们借此机会根据所佩

戴首饰来确定亲家的家庭财富ꎮ 尽管如此ꎬ 在盗窃频发和殖民者到达前的战

争时期ꎬ 小型而非固定的银器投资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ꎮ 几乎在 １８９７ 年至

１８９８ 年的每个报告中都有相关的叙述章节 “征服叙事”ꎮ (ＭｃＡｌｅａｖｙꎬ １９６８)
如果不是公开展示的特别需要ꎬ 把白银埋在森林里才是更明智的策略ꎮ

１９００ 年左右高地生计的核心要素

狩猎、 采集、 森林与覆灭

几乎每一个报告都列出狩猎和捕鱼是当地生计的基本组成部分ꎬ 这里举

几个例子:

芒族人 (Ｍａｎｓ) 既是杰出的猎人又会捕鱼ꎬ 拥有从事狩猎和捕鱼

所需的所有设备ꎮ 我们看到ꎬ 曼苗坦 (音译 Ｍａｎ Ｍéｏ Ｔａｍ) 挂在自家

角落的工具通常有: 原始弩、 矛鱼叉子和一种奇怪的枪ꎮ 芒族人

(Ｍａｎｓ) 和苗人把细长的枪管和没有间隙的火绳枪抗在肩上ꎬ 简单地

放在脸颊旁来瞄准这些枪用来防御那些在住所周围窜来窜去的食

肉动物或对农田可能造成损失的其他动物ꎮ (３０１ꎬ Ｄｏｎｇ Ｋｈｅ)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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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动物包括: 虎、 虎猫、 熊、 野猪、 鹿、 水獭、 豪猪、
穿山甲、 猴子和黄鼠狼ꎮ 主要鸟类有: 老鹰、 乌鸦、 鸽子、 鸟鹬、
鹬、 鹧鸪、 野公鸡母鸡、 普通野鸡和白鹇ꎮ 当地人狩猎用步枪或圈

套ꎮ 在 １８９７ 这一年里年ꎬ 他们捕猎了 ４ 只虎、 半打虎猫、 黄鼠狼、
鹿、 豪猪和穿山甲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ＣＯＣ￣ＲＡＵ)

地区所有河流都盛产鱼ꎮ 居民使用渔网或建筑水坝来捕鱼ꎮ 所

有的河流堤坝都配备了陷阱ꎮ 在一些地方ꎬ 当地人用一种植物来使

鱼晕眩ꎮ 有时一个村庄的所有居民合力用网挡住小溪ꎬ 直接将鱼入

网ꎮ 当地人把鱼在溪岸上用特殊的烤炉稍加焙烧或烟熏即可食用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ＣＯＣ￣ＲＡＵ)

一些报告列出不少小猎物ꎬ 有人对此不屑一顾ꎬ 法国人可能也不会给予

更多的重视: 鸟类、 小老鼠、 蛇、 蜥蜴、 龟、 昆虫、 蜗牛ꎬ 河虾和贝类等ꎮ
而上文提到ꎬ 当地人也猎杀大型食肉动物以保障他们的住所安全ꎬ 这当然是

正确之举: “ １８９７ 年五人在灵湖 ( Ｌｉｎｈ￣ｈｏ) 公社境内被老虎吞噬了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ＣＯＣ￣ＲＡＵ) 狩猎也有利于促进贸易ꎬ 熏制或腌制的鱼、 皮毛制品、
销往中国和越南的药库: “曼朗田人 (音译 Ｔｈｅ Ｍａｎｓ￣Ｌａｎｇ￣Ｔéｅｎ) 捕熊并出售

肝、 胆ꎬ 这些被认为是优良的抗风湿病良药ꎮ” (３４３ꎬ Ｌｕｃ￣ａｎ￣Ｃｈａｕ)
大部分边境地区被森林所覆盖ꎬ 据报道ꎬ 这里的森林郁郁葱葱ꎬ 甚至到

了无法穿越的地步ꎬ 这也侧面说明了当时高地森林砍伐较为适度的状态: “无
穷无尽的森林覆盖了所有的山脉ꎬ 构成了这个区域的天然屏障ꎬ 森林也蔓延

至所有的包括粘土和石灰岩小山等次区域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Ｎａ￣Ｒｉ) “在北干

(Ｂａｃ￣Ｋａｎ) 的部门领土ꎬ 三分之二都覆盖着森林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Ｂａｃ￣Ｋａｎ) 正如

一位作家雄辩地指出: “森林是整个北圻地区的伟大女主人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Ｂａｎｇ￣Ｈａｎｈ) 也许森林对当地居民来讲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几近用之不竭的

土地ꎬ 可供不断进行轮歇式开辟和耕种ꎬ 这种方法在所有群体中都十分普遍ꎮ
法国人却谴责这种开辟土地的方式ꎬ 他们将这种做法等同于纯粹的破坏和严

重犯罪ꎬ 因其大大降低了森林的 “商业潜力”ꎮ “一般森林覆盖山峰ꎻ 整个北

部区域的当地人都遵循用火焚烧所有植被类型的传统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Ｑｕａｎ￣Ｂａ)
“苗人清除山坡ꎬ 似乎这种方式最有利于旱稻种植ꎬ 但这里曾经树木繁茂ꎬ 因

此他们被认为是森林的毁灭者ꎮ”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 持有西欧人固有的对

农业生产方式的理解ꎬ 即使他们亲眼所见ꎬ 军官们依然无法真正明白这种做

法ꎬ 并表示不满: “岱依人ꎬ 特别是芒族人 (Ｍａｎｓ)ꎬ 有着焚烧森林的恶习ꎮ”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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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１０３ꎬ Ｎａ￣Ｒｉ)

考虑到芒族人 (Ｍａｎｓ)ꎬ 尤其是苗人 (Ｍｅｏｓ) 是游牧民族
他们扎营而不定居ꎬ 他们通常在种了一两季作物之后就放弃土地继

续焚烧森林开辟新的土地ꎬ 我们认识到这个区域的森林岌岌可危的

命运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Ｂａ￣Ｘａｔ)

“即使当地人日常烧林开荒的习惯让山地满目疮痍ꎬ 但森林规模还是相当

大的ꎮ” 该官员还加以断言ꎬ 尽管可以说是出于错误的理由ꎬ 林规模还是相当

大就放弃土地继续焚烧森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Ｓｏｃ￣Ｇｉａｎｇ)
尽管如此ꎬ 用古老的采伐方法ꎬ 森林的蕴含量仍然是非常丰富的ꎮ 第三

军区指挥官博尼法西 (Ｂｏｎｉｆａｃｙ) １９０３ 年总结的报告记载ꎬ 森林提供了广泛的

消费品和商品:

在林产品中ꎬ 棺木和桌木是最受欢迎的ꎬ 台风后埋在沟壑中的

残余可为证ꎮ 卡克荣 (音译 Ｃｏｃ Ｒａｕ) 和 北光 (Ｂａｃ Ｑｕａｎｇ) 地区则

出口普通的木、 竹、 槟榔根ꎮ 野生山药 (ｃｕ~ ｎâｕ) 是重要的贸易商

品ꎮ 人们还发现森林中有食用块茎ꎬ 最常见的是山药ꎬ 竹笋和水果ꎮ
野芭蕉树的树干可以用来喂猪ꎮ 河江 (Ｈà Ｇｉａｎｇ) 地区收获的甘蔗

林现场处理转换成糖蜜或红糖ꎮ (３１３ꎬ 第三军区)

森林是当地人的生命线ꎮ 在食物短缺的年代ꎬ “如果缺乏水稻和玉米ꎬ 他

们在森林里找到竹笋ꎬ 野生香蕉ꎬ 花卉水果ꎬ 野生块茎ꎬ 嫩树或植物的叶子ꎬ
他们通常在吃之前稍加烹调”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ｈｏｎｇ￣Ｔｈｏ) 在战争的艰难岁月中ꎬ
森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避难作用ꎬ 正如一个倍受启发的军官这样描述:

对于北圻地区北部高地的居民ꎬ 高地人 (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ａｇｎａｒｄ)ꎬ 森林

实际上是提供庇护的大恩人ꎮ 他知道她的每一个角落ꎮ 在他曾经受

到困扰的时刻ꎬ 当战争与恐怖破坏困扰着村庄时ꎬ 贫困、 沮丧、 无

助的他来到森林寻求庇护ꎮ 她曾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 他的牛和所

有生活必需品不受侵扰ꎮ 当粮食耗尽之时ꎬ 森林毫无保留地提供竹

笋、 肉质根、 所有只有山民才懂得的资源ꎮ 因此ꎬ 他爱她ꎬ 他尊重

她ꎬ 他愿守护他的森林免受攻击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Ｂａｎｇ Ｈａｎｈ)ꎮ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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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经济作物、 畜牧业与懒惰

农业活动取决于地形、 海拔高度和来自平原的影响ꎮ 生产力最高、 最有价

值的种植形式是梯田灌溉水稻ꎮ 水稻种植大多集中在既定的领域核心区和中度

海拔河谷及其辐射地带: “岱依所有的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灌溉和维护状态很好的

稻田上ꎮ 他们只在较容易灌溉的山谷中进行种植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Ｔａｃｈ￣Ｌａｍ)

山谷的土壤属粘土性质ꎬ 是极为肥沃的ꎮ 而在山区ꎬ 石灰石使

得种植较为艰难ꎬ 但土壤也非常肥沃ꎬ 旱稻、 玉米、 棉花靛青和麻

的产量都很丰盈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ａ￣Ｋｈａ)

从核心区上坡ꎬ 轮歇种植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ꎬ 但也有很多小片过

渡性的狭窄的山谷ꎬ 这里两个种植系统并存: “当地的泰族人既种植平原常见

的红米或白米ꎬ 也模仿芒族人种植高原旱稻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Ｂａｎｇ￣Ｈａｎｈ)
在较高的海拔ꎬ 高山 (旱) 稻常常与玉米共存:

砍伐树木后ꎬ 他 (苗人) 放火烧干灌木ꎬ 直到所有的植物化为

灰烬ꎮ 然后ꎬ 开始翻土、 种植旱稻ꎮ 这种方法也用于玉米种植ꎬ 这

对于苗人而言比旱稻更为精耕细作ꎮ 把玉米磨成粉ꎬ 这便构成了日

常饮食的基础ꎻ 玉米也可以用来制造当地人常喝的酒ꎮ (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

除了水稻和玉米之外ꎬ 高原农业种植似乎较为集中在相对狭窄的几种农

产品: “粮食作物以玉米、 荞麦、 山药、 土豆为主ꎬ 有少量水稻、 蔬菜ꎬ 甘蔗

和水果树ꎮ” (３１３ 第三军区) 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指出ꎬ 对于绝大多数边境农

民而言ꎬ 作物选择、 耕地数量都取决于家庭生活所需必要量: “贸易几乎不存

在ꎮ (热依) 当地人非常容易满足ꎬ 只要能够维持不会饿死的状态就不会更多

劳动ꎮ” (３３４ꎬ Ｔｒｉｎｈ￣Ｔｈｕｏｎｇ)① 事实上ꎬ 一些报告强调ꎬ 部分表达了记录者的

３５２

① 显然ꎬ 一些贸易根本不存在ꎬ 如下面部分中的详细说明ꎮ 记载档案的军官说ꎬ 也许是不自知

地ꎬ 从他作为欧洲观察者、 位于殖民地军事前哨的有利位置来看ꎬ 没有多少交易 (即货币化交换)ꎮ
这只是说他们的观察所及的有限范围ꎬ 从而这样的结论忽略了所有超出他的视线的可能性ꎬ 也许很多

涉及以物易物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互惠交易都是他们没有看到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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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当地农民并没有任何想要增大生产量的意愿:

当地人极易满足ꎬ 也不热衷于生产ꎮ 对我们所追求的更好的生

活无动于衷ꎮ 只要能满足全家一年口粮他们就心满意足了ꎮ 在这样

的心态下ꎬ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花时间去做那些在他们看来

毫无意义的事情ꎬ 如穿得更好、 住得更宽敞、 提高农业种植技术、
织造技术、 交通方式等ꎬ 他们仍然维持着远古时代祖辈的一切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Ｂａ￣Ｘａｔ)

很多法国记录者将这些做法解读为无耻和冷漠ꎮ “在一般情况下ꎬ 岱依

人懒惰、 满足于小利ꎬ 能活着就是唯一的目的ꎬ 完全不考虑发展ꎮ” (３０５ꎬ
Ｔａ￣Ｌｕｎｇ) “热依人耕种水稻ꎬ 但像本地区的所有种族一样ꎬ 他们既懒惰又

冷漠ꎬ 只种植他们生活必需量ꎮ” (３３７ꎬ Ｐｈｏｎｇ￣Ｔｈｏ) “白泰人ꎬ 所有的芒族

人 (Ｍａｎｓ) 和热依人都是农民ꎬ 但是全都懒惰而粗心ꎻ 他们满足于适量收

益ꎬ 远远没有物尽其用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ｈｏ￣Ｌｕ) 毋庸置疑ꎬ “懒惰” “冷漠”
和 “粗心” 这些字眼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判断ꎬ 正如阿拉塔斯 (１９７７) 所讨

论的ꎬ 这忽略了当地农村的现实和历史背景ꎬ 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殖民预设ꎮ
(Ｓｔｉｐｅꎬ １９８０ꎻ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ꎬ １９９１) 如另外一些更慎言的军官如奥古斯特些博

尼法西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Ｂｏｎｉｆａｃｙ) 所理解ꎬ 所谓的冷漠其实更准确地应视为消极

怠工ꎬ 曾遭掠夺和无情的税收制度都使生产的积极性殆尽ꎬ 只要保证生存

所需即可:

岱依 (Ｔｈｏ) 农民是当地大多数人口只有在确定不需缴纳更

多税款的情况下ꎬ 他们才会决定开辟新的耕地ꎮ 在这个国家ꎬ
休耕地的比例是相当大的ꎬ 其中当地人需求甚少ꎬ 森林又提供无穷

的资源ꎬ 这就要求使用必要的手段来鼓励增加耕种ꎮ 但一提到新的

税收ꎬ 这些方法顿时都徒劳无功ꎮ (３１３ꎬ 第三军区)

报告中指出几乎所有的经济作物通过当地集市交易只产生较少盈余ꎬ
主要原因是以货易货ꎮ 因此通过经济作物种植而积累大量财富比较罕见ꎮ
一位驻扎在鲁安州 (地名音译 Ｌｕｃ￣ａｎ￣Ｃｈａｕ) 的军官对这种状况如此描述:
“岱依人ꎬ 只有当他们需要钱时ꎬ 或是庆祝春节或不得不纳税时才会卖粮

食ꎮ 因此ꎬ 没有比元旦前或缴税前的市场更热闹的了ꎮ” ( ３４３ꎬ Ｌｕｃ￣ａｎ￣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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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ｕ)
关于家畜ꎬ 所有的报告都提到小型家养动物一般都自由在各家走窜ꎮ 据

观察ꎬ 更大更有价值的牲畜ꎬ 如马、 牛和用作耕地的水牛等ꎬ 为了安全起见ꎬ
各家都尽可能把牲畜留在自家庭院范围ꎮ

鸦片与否

学者们一直认为ꎬ 自 １９ 世纪中叶起ꎬ 罂粟已成为整个中国南部边境的普

遍作物ꎬ 甚至有人提出ꎬ 鸦片行业可能促成北部高原地区形成市场经济的雏

形并传播至高地人当中ꎮ (Ｌｅｂａｒꎬ Ｈｉｃｋｅｙꎬ ＆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ꎬ １９６４ꎻ Ｇｅｄｄｅｓꎬ １９７６ꎻ
Ｃｏｏｐｅｒꎬ １９８ꎻ ＭｃＣｏｙꎬ Ｒｅａｄ ＆ Ａｄａｍｓ Ⅲꎬ １９８９ꎻ Ｃｈｏｕｖｙꎬ ２００９) 法国商业媒

体如 «印度支那经济公告» 以及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高地居民当代口述历

史让我们得知ꎬ 越来越多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最终在边境地区成为普遍现象ꎮ
然而ꎬ 从 ２０ 世纪之交来看ꎬ 事实却并非如此ꎮ

法国军官 １８９７ 年的调查一致显示ꎬ 鸦片在当地并没有广泛大量种植ꎮ
相反ꎬ 鸦片主要从中国进口ꎬ 且试图在处于低地的殖民政府工厂进行植物

提炼并销售到沿海市场或更远: “鸦片主要来自云南销往三角洲地区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Ａ￣ＫＨＡ) 在第四军区的 Ｂｉｎｈ￣Ｌｕ 以及沿红河区域 ( ６６１０４ꎬ Ｓｏ￣
Ｎｈｉｅｕ ａｎｄ Ｐｈｏ￣Ｌｕ) 没有本地生产的罂粟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ｈｏｎｇ￣Ｔｈｏ)ꎮ 第三军区也

如此 (６６１０４ꎬ Ｈｏａｎｇ￣Ｔｈｕ￣Ｂｉ)ꎮ 第二军区: “八角和罂粟不会在该地区种

植ꎮ (当地人) 说ꎬ 土壤过热无法种植罂粟” (６６１０３ꎬ Ｔａｃｈ￣Ｌａｍ) 是其主

要原因ꎮ 少量鸦片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高原市场ꎬ 但规模较小ꎬ 只限

用于国内消费:

(鸦片) 是进口商品ꎬ 来自云南ꎮ 尼伊 (Ｓｏ￣Ｎｈｉｅｕ) 的人口

稀疏ꎬ 因此鸦片的消耗极少ꎮ 许多小贩走村窜户兜售鸦片ꎬ 但只有

在少数处所卖出一些ꎬ 都是以现金交易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Ｓｏ￣Ｎｈｉｅｕ)

鸦片这个支撑着暴利行业的商品并被法国和英国广泛接受为合法商品的

时期ꎮ (Ｄｅｓｃｏｕｒｓ￣Ｇａｔｉｎꎬ １９９２ꎻ Ｌｅ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１)ꎬ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圻高原

地区却对此鲜有报道ꎮ 殖民地国家和黑市交易商都愿意尽可能地从任何生产

它的农民手中购买利润丰厚的生鸦片ꎮ 因此军事观察员应该是没有理由故意

在其报告中淡化它的存在ꎮ 相反ꎬ 在上级的鼓励下ꎬ 视察员不断发现具有鸦

片生产潜力的地区: “可能官坝 (Ｑｕａｎ￣Ｂａ) 地区还没有适应这种 (鸦片) 作

５５２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 生计与文化 　

物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Ｑｕａｎ￣Ｂａ) 一些人不断地进行尝试: “我们的实验发现ꎬ 花园

中种植的法国蔬菜都奇妙地茁壮成长ꎬ 但是罂粟的种植似乎并不成功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Ｓｏ￣Ｎｈｉｅｕ) “以咖啡和鸦片作为种植测试对比对象ꎮ 咖啡幼苗生长良

好ꎮ 而鸦片的收获量太小ꎬ 不足以得出结论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Ｑｕａｎ￣Ｕｙｅｎ) 军方甚

至鼓励当地人也加入实验的队伍来一显身手:

两年来ꎬ 通过巨大的努力培育出一些特色产品让高平县及部门

的本地人种植ꎬ 之后ꎬ 在欧洲殖民者的带领下ꎬ 当地本可以迅速发

展ꎬ 通过咖啡、 烟草、 鸦片的种植来提升地区的财富ꎮ 但是ꎬ 不管

我们自己示范也好ꎬ 建议也罢ꎬ 当地人的懒惰和漫不经心却是无法

改变的本性ꎬ 他们不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ꎬ 无法取得更好的效果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Ｃａｏ￣Ｂａｎｇ)

５ 年后ꎬ 在 １９０３ 年调查的过程中ꎬ 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苗人没有种

植鸦片ꎬ 鸦片还是来自中国ꎮ” (３３６ꎬ Ｐａ￣Ｋｈａ) 然而ꎬ 军官现在更加熟悉当地

的情况ꎬ 为了抓住商机ꎬ 也许想向当地人施加压力ꎬ 因而记录了更多有关罂

粟种植的参考资料: “有一些热依村庄有罂粟田ꎬ 但不是因缺乏照顾ꎬ 就是气

候不利于种植ꎬ 收成一般ꎮ” (３３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 “我们发现呐撤街 (音译

ｎａ ｃｈｏ ｃａｉ) 附近有几块罂粟田ꎮ” (３１８ꎬ Ｑｕａｎ￣Ｂａ) 再往东部一带: “苗人种

植玉米、 荞麦、 油籽、 蔬菜和鸦片ꎮ” (３１５ꎬ Ｄｏｎｇ￣Ｖａｎ) 鸦片被列入集市商品

价格表中ꎮ 但总体而言ꎬ 罂粟种植提及较少ꎬ 而且大多只提供当地人消费ꎮ
在整个 １９０３ 年的调查中ꎬ 罂粟种植和收割汁液的唯一实际描述是河江

(Ｈａ￣Ｇｉａｎｇ) 地区的安明 (Ｙｅｎ￣Ｍｉｎｈ) 附近的几个苗人和倮倮 (Ｌｏｌｏ) 村落ꎬ
而且仅有四行ꎮ (３０７ꎬ Ｙｅｎ￣Ｍｉｎｈ)

贸易和酬薪工作与否

用指挥官博尼法西 (Ｂｏｎｉｆａｃｙ) 的话来说: “本地人仅仅出售或交换他们

剩余的粮食和部分林产品ꎮ” (３１３ꎬ 第三军区) 另一名军官也佐证: “岱依人

只关心农业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Ｔａｃｈ￣Ｌａｍ) 总之ꎬ 贸易在家庭的生计策略中居次要地

区ꎬ 辅助农业、 狩猎和采集ꎬ 只有为了获取高地难得的必需品ꎬ 贸易才得以

发生ꎮ 费什 (Ｆｅｓｃｈ) 中尉对贸易相对简单的机制总结如下:

贸易是由土地产物的交换或者市场售卖、 本地手工与餐具、 工具、
６５２



　 法国殖民军事民族志记录中的越南北部边境生计ꎬ １８９７—１９０４

本州 (ｃｈａｕ) 无法制造的工艺品ꎬ 或者产量不足以满足民众需要的产品

之间进行进行ꎮ 这里没有商业企业ꎬ 连有着一个店铺和资金以获得实在

的结果的萌芽阶段也算不上ꎮ 中国人自己就有着主动创业的精神和必要

的商业技能ꎮ (３０５ꎬ Ｔａ￣Ｌｕｎｇ)

在法国军官实地视察期间ꎬ 在法国官员的记录里当地人之间的商品交易

少之又少ꎮ 即使偶尔的交换也不以货币进行也鲜有记账ꎮ “岱依人种什么吃什

么ꎬ 以自己的消费需求为主ꎬ 由此产生的贸易几乎为零ꎬ 也有以物易物的情

形ꎮ” (３０７ꎬ Ｙｅｎ￣Ｍｉｎｈ) 此外ꎬ 如果交易发生的法国军官观察范围以外ꎬ 在很

大程度上也不会留下任何记载ꎮ 出于这些原因ꎬ 报告中发现的唯一证据是指

法国人观察到集市或者法国岗哨附近ꎮ
街天通常是每 ５ 天或 ６ 天一次: “在前 ３ 个位置ꎬ 定期每隔 ５ 天赶集一

次ꎮ (６６１０３ꎬ Ｎａ￣Ｒｉ) 法国人指出ꎬ 在殖民统治之前ꎬ 货币一直在使用ꎬ 以货

易货的小额交易在该地区已普遍盛行ꎻ 更重要的交易 (鸦片) 几乎总是涉及

现金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Ｈｏａｎｇ￣Ｔｈｕ￣Ｂｉ) 这特别用于与中国商人交易的情况ꎬ 正如前

面提到的ꎬ 重要的支付都是以现金完成ꎬ 如聘礼ꎮ 一般情况下ꎬ 农民对于大

多数日常物品都是非货币化的交换ꎬ 货币只为某些特殊场合而存ꎮ 白银以及

中国和越南钱币都是常用的货币ꎬ 直到 １８８５ 年法国殖民者增加了法属印度支

那银元 (Ｐｉａｓｔｒｅ ｄ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①ꎮ
薪酬农作与徭役不同ꎬ 从报道来看似乎很少发生:

除了开荒这样既重要又严肃ꎬ 但异常困难的事情之外ꎬ (潜在

的) 欧洲定居者还面临非常痛苦的情形: 任何一个欧洲人想要在这

个地区建立农场ꎬ 都少不了最关键的要素ꎬ 那就是必要的劳力ꎮ 他

根本就不必期待本土人会帮助他或参与收益分成种田ꎮ 当地人只为

自己工作ꎬ 即使有再高工资的诱惑也不会为一个陌生人效力ꎮ 因此ꎬ
不得不从外面雇人ꎮ (６６１０４ꎬ Ｂａｎｇ￣Ｈａｎｈ)

但是ꎬ 除了耕地ꎬ 每个部门差不多都有数以百计的法国人ꎬ 也就是说总

共有几百人为当地提供了有偿劳动的机会: 修建公路、 维护工作、 用品供货、
洗衣、 厨师和其他个人服务等ꎮ 这对当地人是否有吸引力呢? 结果证明ꎬ 来

７５２
① 更多信息请参见米肖和特纳 (即将出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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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这些工作职位的不是当地高地人ꎬ 而是低地地区的京族人 (Ｋｉｎ)ꎬ 他们

专门为工作而搬迁到这里:

安南人来自山谷地区ꎬ 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地点附近ꎬ 并

在各个站点之间做小买卖ꎬ 只要工作靠近他们的住所就心甘情愿地

承担各种家务苦差事ꎮ (３３４ꎬ Ｔｒｉｎｈ￣Ｔｈｕｏｎｇ)

同样的: “安南人住在部门总部所在的村镇ꎮ 男性几乎都作为侍者或苦

力ꎬ 妻子们做一些小买卖ꎮ” (３３８ꎬ Ｔｈａï￣Ｎｉｅｎ) 像修建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这样

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ꎬ 穿过第四军区领地和其他路桥的建设ꎬ 本应吸引当地

少数民族劳动力ꎮ 但事实上ꎬ 这些职位大部分由来自中国的不熟练的外来移

民所占据 (甚至在法国语中也称为苦力): “不论是铁路工作还是在工厂和车

间ꎬ 大量的中国劳工被雇佣ꎮ” (３３８ꎬ Ｔｈａｉ￣Ｎｉｅｎ)

当地的劳动力不充分ꎬ 采矿经理不得不向中国人求助ꎮ 
(中国) 苦力在工厂中工作ꎬ 人员环境比较复杂ꎬ 一帮盗贼和海

盗混迹其中ꎮ 大部分苦力的工作都是供应军需ꎮ (３０８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Ｂｉｎｈ)

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ꎬ 军事基地的有偿工作机会非常重要ꎮ 这包括

进驻部队搬运、 侦察、 引导和其他各种服务ꎮ 有些高地人至少得到了这样的

一些工种:

(红河) 右岸马匹数量极少ꎬ 因而雇佣更多苦力ꎻ 泰族人和芒族

人是很好的搬运工ꎬ 每人每次能够搬运 ３０ 公斤ꎮ 马匹包括马夫每天

的费用是 ４５ 美分ꎬ 搬运工的费用是 １５ 美分或 ２０ 美分ꎬ 这取决于是

否包括食物 (大米)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Ｐｈｏ￣Ｌｕ)

通常ꎬ 这样的任务由当地招聘的民兵来完成ꎬ 他们也负责有关边境安全

的其他任务ꎮ

许多我们称之为游击队的居民被我们武装起来ꎬ 监管边界和一

般区域ꎮ 他们有责任报告任何潜入意图ꎬ 当军队镇压这些势力时给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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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必要的支持ꎮ (３０１ꎬ Ｄｏｎｇ Ｋｈｅ)

但总体而言ꎬ 高原居民很少愿意为了获得薪酬而工作ꎮ 一名军官总结说

当地人缺乏对经济机会的热情: “这些道路基本所有的运输都是依靠马ꎬ 因为

当地人厌恶做苦力这样的工作ꎮ” (６６１０５ꎬ Ｍｕｏｎｇ￣Ｋｈｕｏｎｇ) 报告表明ꎬ 只有当

地首领或是村长老委员会亲自动员ꎬ 并以正式立法的形式规定ꎬ 当地居民才

会不得已而为之ꎮ

结 语 思 考

尽管有种种困境ꎬ 这些原始资料———在其完成后极少有机会使用———在

一个世纪之前已限量出版 ( Ｌｕｎｅｔ ｄｅ Ｌａｊｏｎｑｕｉèｒｅꎬ １９０４ 年和 １９０６ 年两

卷) ———由此得出一个生动的形象: 由平原地区的越南皇权发起、 由欧洲殖

民侵占者催化的一个复合的、 古老的、 多层次性的社会体系向现代化的迟疑

转型ꎮ 该材料包含了各种原真的、 三心二意或者有时伪造的依从性ꎻ 内源性

与外源性社会、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区域、 山谷、 村落和家庭之间的机会主

义与反抗ꎮ
然而ꎬ 这幅 ２０ 世纪之交高地经济活动的画像远未尽完整ꎮ① 我倒不是苛

求其详尽无遗ꎮ 这篇文章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ꎬ 这些档案资料包含太多

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ꎮ 鉴于同时代的其他佐证极其稀有ꎬ 这样的民族志

可能会揭示内生性政府形式与经济依附于世界新秩序的关键一刻ꎬ 却随着殖

民占领而被再现与扩散ꎮ 得到巩固的高地国家所实施的新秩序也为后殖民时

代越南的发展打下基础ꎮ
毫无疑问ꎬ 由殖民国家的与殖民者书写的民族志ꎬ 当目标瞄准边缘

的、 隔离的边境居民时ꎬ 形成 “距离抹灭技术” ( 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９) 的独特形

式ꎮ 它在宏大的殖民计划中的意图不单单是减少国家核心地区与边缘的文

化差异ꎬ 也旨在缩小其政治和经济上的距离ꎮ (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ꎬ １９９１ꎻ ｖａｎ
Ｂｒｅｍｅｎ ＆ Ｓｈｉｍｉｚｕꎬ １９９９ꎻ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１) 而且减少甚至消除地理学意

义上的 “地域摩擦” 以及我所述的文化摩擦———威胁到国家叙事主导地

位的方言乡音、 鲜明的宇宙观、 基于血缘的权力关系以及任意的经济体

制ꎮ 正如这个案例研究所显示ꎬ 以及前殖民时期研究北圻边境地区的极为

９５２
① 更何况ꎬ 西双楚泰涵盖了黑水河 ( à Ｒｉｖｅｒ) 流域内的边境地区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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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民族志书写 (Ｄａｖｉｓꎬ ２０１３) ꎬ 当用作一种标准化的武器之时ꎬ 边缘

社会地区的民族志对提升其领土以及人民的合法性产生了巨大的贡献ꎮ 由

于相同的过程ꎬ 其他形式的摩擦依次形成ꎬ 并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经济竞

争、 政治调控、 以国家为依照的文化同质化以及民族特征的本质化①ꎬ 所

有这些新的摩擦构成了完全融入现代国家体系的代价ꎮ ( Ｓｃｏｔｔꎬ １９９８ꎻ
Ｔｓｉｎｇꎬ ２００５)

安斯托勒 (Ａｎｎ Ｓｔｏｌｅｒꎬ ２００９) 警告说ꎬ 档案中如 “懒惰的土著人”
“本地人买女人” “迷信” “巫师” “假的” “欠缺” 等字眼生动显示了出于

殖民者之手的民族志的固有缺陷ꎮ ( Ｋｌｅｉｎｅｎꎬ １９９６ꎻ Ａｌａｔａｓꎬ １９７７ꎻ Ｄｅｓ
Ｃｈｅｎｅꎬ １９９９ꎻ Ｐｅｌｓ ＆ Ｓａｌｅｍｉｎｋꎬ １９９９) 毫无疑问ꎬ 这是一次性的ꎬ 由经验

不足、 几乎不反思、 深受固有意识形态影响、 心存偏见、 在刚性军事体制

内进行的调查ꎬ 军官记录者受限于其在殖民地的位置和主观性ꎮ 这些官员

只能报告他们所见所闻ꎬ 他们只能记录那些适于自己等级的事ꎬ 结果ꎬ 他

们忽略了高地其他部分的复杂性ꎮ 在这个面纱所偏袒的不完整的真理背后ꎬ
可能隐藏着或不可见的法律程序、 活动、 交易及决策过程ꎬ 而这一切都超

出了他们的审视范围ꎮ 其结果是ꎬ 这些外来者并没有充分领略文化系统或

边境人群的生计ꎬ 而文化体系太神秘让他们无法完全理解ꎮ 那么我们是否

应该因此而放弃这样的证据呢? 当然不是ꎮ 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工作去

破译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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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ｃｈｉｎｏｉｓ à ｌéｐｏ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ｑｕêｔｅ ｄｕ Ｔｏｎｋ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ｎｄ￣ｏｆｆ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ｏｎｋｉｎ) . Ｉｎ Ｌ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 ｄｕ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 Ｂ. Ｌａｆｏｎｔꎬ ８４ － １０８.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ꎬ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００.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２ｎｄ ｅｄ. Ｗａｌｎｕｔ Ｃｒｅｅｋꎬ ＣＡ: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

Ｇｅｄｄｅｓ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１９７６.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Ｍｉａｏ (Ｈｍｏｎｇ Ｎｊｕａ)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Ｇｕｄｅｍａｎꎬ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Ｈｏｒｓｔｍａｎｎ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Ｒｅｅｄ Ｌ. Ｗａｄｌｅｙꎬ ｅｄｓ ２００６.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
ｇｉ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ｎｄ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Ｋａｎｊｉꎬ Ｎ.ꎬ Ｊ.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ꎬ ａｎｄ Ｔ. Ｔａｃｏｌｉ ２００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ｌｅｉｎｅｎꎬ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６.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Ｉｎ Ｖｉêｔ Ｎａ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ｔ 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ｓ (Ｖｉêｔ Ｎａ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 Ｌｅ Ｆａ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Ｊ. Ｍ. Ｍａｎｃｉｎｉꎬ １５－４８. Ａｉｘ￣ｅｎ￣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Ｐｒｏ￣
ｖｅｎｃｅ.

Ｌｅｂａｒꎬ Ｆｒａｎｋ Ｍ.ꎬ Ｇｅｒａｌｄ Ｃ. Ｈｉｃｋｅｙꎬ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Ｋ.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ꎬ ｅｄｓ １９６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 Ｆｉｌｅｓ.

Ｌｅ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２００１. Ｍｏｎｏｐｏｌｅ ｅｔ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ｏｐｉｕｍ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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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 ｐｉｌｏｒｉ ｄｅｓ ｃｈｉｍèｒｅｓ.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ｉｕｍ ｉ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ｍｅｒｉｃ) .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Ｌｅ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２０１１. Ｔｈｅ è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Ｌａｉ Ｃｈâｕ: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 (２): ４２－６７.

Ｌｅ Ｆａｉｌｌｅｒ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２０１４. Ｌａ ｒｉｖｉèｒｅ Ｎｏｉｒｅ. Ｌｉｎｔé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ｎｅ ｍａｒｃ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 ａｕ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Ｐａｒｉｓ: ＣＮＲ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５７０ ｐ.

Ｌｅｆèｖｒｅ￣Ｐｏｎｔａｌｉｓꎬ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０２. Ｖｏｙａｇｅ ｄａｎｓ ｌｅ Ｈａｕｔ￣Ｌａｏｓ ｅｔ ｓｕｒ ｌ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ｄｅ Ｂｉｒｍａｎｉｅ (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Ｌａｏ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 Ｖｏｌ ５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ｖｉｅ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１８７９－１８９５ (Ｔｈｅ Ｐａｖ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ｎ￣
ｄｏｃｈｉｎａ １８７９ － １８９５ )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ｅｔ ｖｏｙａｇｅｓ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 Ｐａｒｉｓ:
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

Ｌｉꎬ Ｔａｎｉａ ２０１４. Ｌａｎｄｓ Ｅ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ｕｒｈａｍꎬ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ｕｎｅｔ ｄｅ Ｌａｊｏｎｑｕｉèｒｅꎬ Éｔｉｅｎｎｅ￣Ｅｄｍｏｎｄ １９０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ｓ (Ｒéｄｉｇé ｓｕｒ ｌｏｒｄｒｅ ｄｕ Ｇéｎéｒ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ｔ ｄａｐｒèｓ 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ｅ Ｍ. Ｍ. ｌｅ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ｅｌ Ｄｉｇｕｅｔꎬ ｌ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ｔ Ｒéｖéｒｏｎｙꎬ 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 Ｆｅｓｈ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ｅｌ Ｄｉｇｕｅｔꎬ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Ｂｏｎｉｆａｃｙꎬ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Ｒéｖéｒｏｎｙꎬ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Ｆｅｓｃｈꎬ ｅｔ ａｌ.) ] . Ｈａｎｏｉ: Ｆ. Ｈ.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Ｌｕｎｅｔ ｄｅ Ｌａｊｏｎｑｕｉèｒｅꎬ Éｔｉｅｎｎｅ￣Ｅｄｍｏｎｄ １９０６.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ｕ Ｔｏｎｋｉｎ ｓｅｐ￣
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 (Ｒéｄｉｇé ｓｕｒ ｌｏｒｄｒｅ ｄｅ Ｍ. Ｐ. Ｂｅａｕꎬ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 ｌ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ꎬ ｄａｐｒèｓ ｌｅｓ éｔｕｄｅｓ ｄ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ｕｒｓ ｃｉｖｉｌｓ 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ｅｓ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ｅｓ)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ｏｎｋｉｎꎬ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Ｍｒ. Ｐ. Ｂｅａｕꎬ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 Ｐａｒｉｓ: 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

ＭｃＡｌｅａｖｙꎬ Ｈｅｎｒｙ １９６８. Ｂｌａｃｋ Ｆｌａｇｓ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ＭｃＣｏｙꎬ Ａｌｆｒｅｄ Ｗ.ꎬ Ｃ. Ｂ. Ｒｅａｄꎬ ａｎｄ Ｌ. Ｐ. Ａｄａｍｓ ＩＩＩ １９８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ｒｏｉ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Ｈａｒｐｅｒ 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ｓ.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Ｊｅａｎ ２０１３.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ｎｋ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１８９７－１９０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 (４): １－４６.

３６２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 生计与文化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Ｊｅａｎ ２００７.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Ｔｏｎｋｉｎ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ꎬ １８８０－１９３０.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Ｊｅａｎ ２００９.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ａｎｄ
Ｌａｏ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１０ (１): ２５－４９.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Ｊｅａｎ ２００４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ｎｋ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５ (２): ２８７－３１０.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Ｊｅａｎ ２００４ｂ.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ｉｎ Ｕｐｐｅｒ￣Ｔｏｎｋ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ｓ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５ (２): １７９－１９４.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Ｊｅａｎꎬ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Ｔｕｒｎｅｒ.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ｌ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Ｌｅｇｉｂｌ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 ａｎｄ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ｏｎｋｉｎｓ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Ｃ.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２０１１.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３８ (２): ２４９－２６６.

Ｐｅｌｓꎬ Ｐｅｔｅｒꎬ ａｎｄ Ｏｓｃａｒ Ｓａｌｅｍｉｎｋꎬ ｅｄｓ １９９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ｌｕｓｏꎬ Ｎａｎｃｙ Ｌ １９９２. Ｒｉｃｈ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Ｐｏ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Ｊａｖ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ｈｌｉｎｓꎬ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Ｄ １９６８. Ｔｒｉｂｅｓｍｅｎ.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ꎬ 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Ｓａｌｅｍｉｎｋꎬ Ｏｓｃａｒꎬ ｅｄ ２００１. Ｖｉｅｔ Ｎａｍ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Ｓａｌｅｍｉｎｋꎬ Ｏｓｃａｒ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ｅｒ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８５０－１９９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ｕｒｚ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ｒｒａｕｔꎬ Ａｌｂｅｒｔ １９２３. Ｌａ ｍｉｓｅ ｅｎ ｖａｌｅｕｒ ｄ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ｙｏｔ.

Ｓｃｏｏｎｅｓꎬ Ｉ ２００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６ (１): １７１－１９６.

Ｓｃｏｔｔꎬ Ｊａｍｅｓ Ｃ １９９８. Ｓｅｅ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Ｓｔａｔｅ: Ｈｏｗ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ｏｔｔꎬ Ｊａｍｅｓ Ｃ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ｉｐｅꎬ Ｃｌａｕｄｅ Ｅ １９８０.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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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２１ (２): １６５－１６８.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ꎬ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Ｊｒ.ꎬ ｅｄ １９９１.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７.

Ｓｔｏｌｅｒꎬ Ａｎｎ Ｌ ２００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
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ｓｉｎｇꎬ Ａｎｎａ Ｌ ２００５.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Ｓａｒａｈ ２０１０.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
ｎａｍｅｓ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 (２): ２６５－２８７.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Ｓａｒａｈ ２０１２ａ.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ｍｏｎｇ Ｗａｙ: Ａｎ Ａｃｔ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１０２ (２): ４０３－４２２.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Ｓａｒａｈ ２０１２ｂ.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Ｈｍｏ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Ａ￣
ｇｒａｒ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６４ (４):
５４０－５５３.

Ｖａｎ Ｂｒｅｍｅｎꎬ Ｊａｎꎬ ａｎｄ Ａｋｉｔｏｓｈｉ Ｓｈｉｍｉｚｕꎬ ｅｄ １９９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ｏ￣
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Ｗｉｌｌｅｍ ２００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Ｉｇｎｏ￣
ｒａｎｃｅ: Ｊｕｍｐ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 (６): ６４７－６６８.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 Ｃｈｉ
Ｍｉｎｈ Ｃｉｔｙ: Ｔｒａｎ Ｐｈｕ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ꎬ Ｔｈｏｎｇｃｈａｉ １９９４. Ｓｉａｍ Ｍａｐｐ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ｂｏｄｙ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Ｂｏｏｋｓ.

Ｙａｎｇꎬ Ｂｉｎ ２００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ＣＥ ｔｏ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档案资料)
１８９７ － １８９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Ｍｅｒ

(ＡＮＯＭ)ꎬ Ａｉｘ￣ｅｎ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ꎬ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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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ｉｅｓ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 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ＧＧＩ)ꎬ ６６１０２ꎬ ６６１０３ꎬ
６６１０４ꎬ ６６１０５.

１９０３ － １９０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ｅ ｌÉ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ＥＦＥＯ)ꎬ Ｍａｉｓｏｎ ｄｅ ｌＡｓｉｅ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ｅｎ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ｓ’ (ＭＳＳ. ＥＵＲ.)ꎬ ３００ｓ ａｎｄ ４０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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