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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米亚” 及其影响力①

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②　 著

　 　 　 昆明理工大学　 陈建华　 　
　 　 　 云南民族大学　 覃丽赢　 译

摘　 要： 社论一方面阐述了如何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在亚洲高地边缘及之外的

地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阐述了如何通过运用诸如高地亚洲 （Ｈａｕｔｅ Ａｓｉｅ）、 东南

亚地块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ａｓｓｉｆ）、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地区 （Ｈｉｎｄｕ Ｋｕｓｈ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ｅ⁃
ｇｉｏｎ）、 喜马拉雅地块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Ｍａｓｓｉｆ） 等不同的术语， 尤其是詹姆斯·斯科特新近出

版的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一书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 让

学术界重新探讨有关亚洲高地研究的理论。

关键词： 佐米亚　 东南亚地块　 亚洲高地　 国家　 边界

“佐米亚” 的首次出现于在地理学期刊 《环境与规划 Ｄ： 社会与空间》 上

刊登的一篇文章③， 它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冯·申德尔 （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 于

２００２ 年发表的。 该文章对 “佐米亚” 做了深刻的分析， 并对 “区域研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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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除 ＪＧＨ 三位具有启发性建议的匿名读者外， 我的同事们也给予了此文的初稿具有建设性的评

论。 特别是萨拉·特纳 （ Ｓａｒａ Ｔｕｒｎｅｒ）， 马格努斯·费斯克修 （Ｍａｇｎｕｓ Ｆｉｓｋｅｓｊｏ）， 萨拉·施耐德曼

（Ｓａｒａ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和莱夫·琼森 （Ｌｅｉｆ Ｊｏｎｓｓｏｎ）。 感谢詹姆斯· Ｃ·斯科特帮我联系上马格努斯。 作

为 ＪＧＨ 的主编， 威廉姆·格瓦斯－克拉伦斯·斯密斯为这一非同寻常的尝试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支持，
我在此真诚地感谢他， 也感谢他的同事在学术上给予的付出与合作。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

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纽黑文， ＣＴ： 耶鲁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原文出处：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
２０１０．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Ｚｏｍ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 １８７－１２４．

作者简介：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佐米亚 （ ｚｏｍｉａ） 概念的原创学

者之一 （其他两位耶鲁大圩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ｔｔ， 阿姆斯特丹大学 Ｗｉｌｌｅ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 为郁丹教授环喜马拉

雅研究重要合作伙伴， 共同获得加拿大国家社科基金。
冯·申德尔 《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在东南亚的跳跃规模》， 《环境与规划 Ｄ： 社会与空

间》 ２０， ６， ２００２， 第 ６４７－６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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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边界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见解； 文章提议把从西喜马拉雅山山脉西部横

穿的青藏高原， 一直到东南亚高地的亚洲高地考虑为一个明显区别于以通常

意义划分的亚洲区域： 中亚 （内陆）、 南亚、 东亚、 东南亚之划分出的政治历

史实体。 “佐米亚” 是一个隐匿的跨国区域而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区

域。 它是一个以人口稀少、 历史上被孤立、 政治上被周边强国所支配、 各种

边缘性以及具有多样语言与宗教为特征的区域。 ２００７ 年， 在与回应他 ２００２ 年

提议的研究西喜马拉雅区域的学者进行讨论之后， 冯·申德尔尝试性地将

“佐米亚” 进一步向西北延伸。① 这样一来， 正如向东延伸一样， 从逻辑上

讲， 他把视野投向了喜马拉雅西边的高地。 这是社会与地理空间领域的创新，
也是本文章讨论的中心议题。

历史与人类学的融合

本文将史学与社会、 文化人类学相融， 并与人文地理学一起做些研讨。
对于历史学的期刊采用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立场， 我们需要给予一个解释。
因为亚洲诸高地很少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 许多历史学家对高地缺乏兴趣，
并理所当然地忙着翻阅与探索中国、 印度、 尼泊尔、 缅甸、 泰国和越南等国

丰富的历史档案， 无暇顾及高地， 从而导致了这些高地社会的 “隐型性”。 也

正是他们对高地兴趣的匮乏， 让冯·申德尔巧妙地把这一现象称为 “无知的

地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② 假定这些区域的人口总和超过 １２０ 万 （如
果包括大 “佐米亚”， 人口就超过 １５０ 万了）， 并且给他们正式贴上 “少数民

族” 的个体标签， 这样的 “无知” 就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那些善于在田

野调查的学者， 比如人类学家、 人类地理学家， 还有语言学家， 已经爬上山

坡去接触并记录了这些人群的生活、 语言及习俗， 也许历史学家并不那么喜

欢爬山。 按詹姆斯·斯科特的话， 文明只爬上有一定难度的山， 这一点正好

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多半滞留在后面。③

我们不得不欣赏克利福德·格尔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于 １９９０ 年发表的一

篇题为 《历史学与人类学》 的文章中处理探讨这一问题时表现出的幽默。 文

３１

①

②
③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的私下交流。 据我所知， 冯·申德尔还没有将这一延伸与最初 ２００２ 年的佐米亚一

起发表。
冯·申德尔 《认知地理与无知地理———在东南亚的跳跃规模》。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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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概述了主流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相互怀有的错误认识与偏见：

似乎有一些历史学家， 他们接受的人类学教育止于马林诺夫斯基，
或始于列维·施特劳斯。 他们认为人类学家们无视变迁或敌视变迁， 只

呈现分布已有人类居住的遥远角落里的一些没有变迁的社会的静态图景；
而一些人类学家， 其历史观念大体是芭芭拉·塔奇曼 （Ｂａｒｂａｌａ Ｔｕｃｈｍａｎ）
的， 他们所做的是风教劝鉴， 一个接一个地讲述西方文明中一个或另一

个插曲。①

文化人类学家接着论述到：

这场争吵的另一件事情可能是有关大与小的问题。 历史学家对于席

卷大范围的诸如资本主义的兴起、 罗马的衰落等思想与行为的偏好， 以

及人类学家对小型的、 界限分明的社群如特瓦世界 （哪一个？）、 阿洛人

（谁呀？） 的偏爱， 导致历史学家指责人类学家废话连篇， 坠入模糊与无

关紧要的细节之泥潭； 而人类学家却指责历史学家不联系真实生活错综

复杂的当前情势， 与人类学家声称所拥有的 “感觉” 相互没有任何接触。
作为壁画家与微图画家， 他们都有一定的难度看到彼此所体现出来的泰

然自若之完美性与宏大设计。②

换言之， 克利福德·格尔茨当时认为， 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相互误判而

且彼此缺乏信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的论述中所隐含的立场是双方通

过对话获得的利益大于继续相互忽视。 克利福德·格尔茨当时也许是对的，
而且正如卡尔布 （Ｋａｌｂ） 和塔克 （Ｔａｋ） 的 《批判性连结》 （２００５）③ 所给出

的例子那样，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对话正在进行着。
早在 １９６３ 年， 凯斯·托马斯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 就写道： “历史学家熟悉人

类学也许会使他们受益匪浅， 这一建议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也并不离经叛道。

４１

①

②
③

克利福德·格尔茨 《历史学与人类学》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载 《新文艺史》 （Ｎｅｗ Ｌｉｔ⁃
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１， ２， １９９０。

《历史学与人类学》， 载 《新文艺史》。
Ｄ·卡尔布， Ｈ·塔克 《批判性连结： 超越文化转折的人类学与历史学》， 纽约： 伯格翰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２００５。 参见约翰内斯·费边 《带有态度的人类学： 批判性论文》， 斯坦福， ＣＡ： 斯坦福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４ 章 “民族学与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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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 （Ｔａｗｎｅｙ） 教授也曾在 ３０ 年前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伦敦经济学院就职演

说中提出同样的建议， 人们对这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的建议也常常不以为

然。”① 遗憾的是， 托尼教授的建议并没有如凯斯·托马斯所希望的那样被广

泛关注。 事实上， 直到涉及这一议题中具体的地理区域时， 历史学家们才开

始尝试性地涉足人类学家们的领地。 杨斌的 《风云之际： 云南的形成》② 是

一些历史学家们如何对这一区域历史写作的例子。 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

中国人， 杨斌采用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 当涉及像云南这样一个边缘省份，
在元、 明、 清的统治下， 这样的文本通常是用汉文典籍。 然而， 云南少数民

族 （傣族、 白族、 纳西族、 彝族） 已经受过教育数个世纪， 并且用本族的文

字而非汉字写成了编年史和大事记。 面对搜集这些具有地方性又富有奇特资

源所出现的语言复杂性时， 这些由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文本价值在学术界常

常被忽视。 更糟糕的是， 那些现存的族群依个体和集体记忆而口承的历史也

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我们知道， 口证和口承传统的口述史研究动态表明， 其研究领域的历史

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走到一起来并把相关的学科融为一个分支学科， 尤其是民

族史闻名。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杨·范斯纳 （Ｊａｎ Ｆａｎｓｉｎａ）
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早期在非洲研究口承传统时， 就其学科领域进行了开创性

的工作。③ 然而， 研究 “佐米亚” 区域的历史学家们对口承历史的应用还处

在起步阶段。 相比之下， 即使他们的资料来源经由语言和文化的翻译， 人类

学家们非常独特地把此类资料包括在了他们的民族志中。 到目前为止， 在过

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版的有关东南亚与中国通史中， 人类学文本在历史学家的

阅读书目中占有很少的突出地位： 从 Ｄ． Ｇ． Ｅ． 霍尔 （Ｈａｌｌ） 和沃尔夫拉姆·
埃伯哈特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到杨·普卢威尔， 再到尼古拉斯·塔林 （Ｎｉｃｈ⁃

５１

①
②

③

凯斯·托马斯 《历史与人类学》， ２４， １９６３， 第 ３－２４ 页。
杨斌 《风云之际： 云南的形成 （公元前 ２ 世纪到公元 ２０ 世纪） 》，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０９ 年。
杨·范斯纳著， Ｈ． Ｍ． 莱特译 《口承传统： 一项历史方法论的研究》， 伦敦： 鹿特莱奇和柯

甘保罗 （Ｔ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ｕａｌ）， １９６５ 年； 同前， 《作为历史的口承传统》， 麦迪逊， ＷＩ： 威斯康辛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参见伊丽莎白·童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ｋｉｎ） 《口头表达的内涵： 人类学的视角》，
口承历史， ３， １， １９７５， 第 ４１－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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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ａｓ Ｔａｒｌｉｎｇ） 和维克多·列伯曼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①

当然， 微观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 也没有被他

们排斥， 直到最近， 它在一些地方受欢迎的程度还没有另外一些地方受欢迎

程度高。 欧洲的历史学家写了许多历史专著， 比如一个村庄的故事集， 或有

关社会阶层的各种状况， 包括少数民族群体， 采用了他们几乎所搜集到的材

料， 比如， 口承史、 考古学、 视觉图像、 语言学等。 最著名的村史可能是出

版于 １９７５ 年的 《蒙塔尤》。② 同样， 北美土著历史学家们几十年来也写了几百

本此类研究论著， 紧接着就是非洲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学家。 毫无疑问， 微观

史正在成为主要的历史学范式。③ 然而， 当我们转向其他社会， 西方和亚洲的

历史学家都已证明没能把他们的叙述扎根于口承文化当中， 几乎没有采用来

自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的口传研究成果。
在这一期特刊所涉及的亚洲部分，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评估并未完全失

其相关性。 在研究亚洲高地的时候， 由于这些边缘和碎片化的社会远离区域

中心与全球大国， 且处在它们行政管理范围的边缘。 正如本文章所表明的观

点， 主流历史学家们虽然没有完全缺席， 但他们很不情愿像近邻学科的同事

们那样对高地社会进行深度研究。 尽管历史人类学领域 （或民族史） 已经欣

欣向荣数十年， 亚洲情境中 （南亚部分除外） 的 “历史人类学” 仍然处于起

步阶段。④ 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 人类学有时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通用性的社会

科学学科， 它从不羞于挖掘临近学科的富矿。⑤ 从列维·施特劳斯式研究方法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Ｄ． Ｇ． Ｅ． 霍尔 《东南亚史》 （第 ４版）， 香港： 麦克伦南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杨·普卢威尔 《东南亚

历史地图集》， 莱登： 布里尔， １９９５年； 沃尔夫拉姆·埃伯哈特 《中国史》， 伦敦： 鹿特莱奇， ２００５ 年 （１９５０
年第 １版）； Ｎ． 塔林 《剑桥东南亚史》 （两卷本），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维克多·列伯曼 《奇
怪的平行： 全球情境中的东南亚》， Ｃ ８００－１８３０， 卷一： 《大陆上的统一》，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卷二： 《大陆镜像： 欧洲、 日本、 中国、 东南亚与英国》，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伊曼纽·勒·洛伊·腊督列 《 〈蒙塔尤〉 ———欧西坦村， 从 １２９４ 到 １３２４ 年》， 巴黎： 伽利马

德出版社， １９７５。
高卢·靳兹卑格 （Ｇａｒｌｏ Ｇｉｎｚｂｅｒｇ）、 约翰·泰德施 《微历史： 我所知道的二三事》， 载于 《批

判性探寻》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第 １０－３５ 页； 詹姆斯·Ｆ·布鲁克斯、 克莱斯·迪科斯和约翰·沃顿编辑

《小世界： 微历史的方法、 意义及叙写》， 桑塔， Ｆｅ， ＮＭ： 美国研究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
有影响的贡献当然是伯纳德·Ｓ·科恩的 《历史学与人类学： 走向和解？》， 载 《跨学科历史

学期刊》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第 ２２７－２５２ 页。 参见凯斯·托马斯的 《历史与人类学》 之总结部分， 载于阿

兰·伯纳德和斯宾塞编辑的 《社会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 伦敦： 鹿特莱奇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７３－２７７ 页。
让·米肖 《偶然的民族志学家： 东京－云南边境上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 １８８０－１９３０》， 莱登、

波士顿， ＭＡ： 布里尔学术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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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来说， 人类学家是多面手； 他们喜欢组装多种元素， 通常用稀奇古怪

的拼图进行跨越学科界限的拼接，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 这里面也包括历

史学。①

实际上， 凯斯·托马斯说过， 直到 ２０ 世纪早期， 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历

史性的探索。② 这是在包括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等标志性研究方法出现并成为它

核心组成部分之前的事。 后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和 Ａ． Ｒ． 德拉克利夫·布朗

等人类学的探路者， 虽然成为这些新的领域研究方法的拥护者， 但他们也保

持与历史学强大的学术联系。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结构主义及其对手宏大叙

述、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 人类学家们比以往更热衷于将社会过程进行历史

化。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包括列维·施特劳斯 １９５２ 年出版的 《种族与历

史》， Ｅ． Ｅ． 埃文斯·普理查德于 １９６１ 年在曼彻斯特的著名讲座 “人类学与

历史”。③ 再后来 １９８０ 年， 在很多修辞性的与哲学性的争论当中， 在乔治·斯

托金、 埃里克·沃尔夫、 马歇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中， 与历史方面的

关联不断增强， 这导致了今天历史概念本身就是文化的和具体的这一根深蒂

固的信念； 并认为， 没有历史分析的人类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和有瑕疵的。④ 历

史上诸如档案研究、 编年史和大事记以及口承史阅读、 收集生活史、 进行心

理映射等导向性的方法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主流。
这样一来， 走在一条其路径越来越交叉的旅途上， 亚洲的历史学家与人

类学家们将会从相互承认与学术性地相互接触中获益匪浅。 在 １９９０ 年的一篇

文章中， 克利福德·格尔茨以这样诱人的远景总结道：

７１

①

②
③

④

公平而言， 一小部分历史学家也开始使用东拼西凑 （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 这个概念。 早期的撰稿人有

Ｋ． Ｍ． 贝克， 其文章 《论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 载于 Ｄ． 拉卡布拉和 Ｓ． Ｌ． 卡普兰编辑的 《现代

欧洲学术史： 重新评价及新视角》， 第 １９７－ ２１９ 页， 依塔卡， ＮＹ：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 马里

奥·拜奥其里奥利， 其文章 《科学革命， 拼图与礼仪》， 载于洛伊·波特和马库拉斯·泰西主编的

《国家情境下的科学革命》， 第 １１－５４ 页，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弗里德里奇·库珀 《冲突

与连结： 反思殖民非洲史》， 载于 《美国历史评论》， 第 １５１６－１５４５ 页， ９９， ５， １９９４ 年。
托马斯 《历史与人类学》， 第 ２７３ 页。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种族与历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１９５２ 年出版的手册； １９６１ 作为

一本书重印； Ｅ． Ｅ． 埃文斯·普理查德 《人类学与历史》，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大学，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６１ 年。 在这一著作中， 普理查德大胆宣称： “正如没有历史学， 人类学就一无是处， 没有人类学，
历史学也就一无是处。”

法拉利奥·法乐利 《 “我们的祖先很少说话”： 华伍鲁的知识与礼仪》， 收于勒昂町纳·Ｅ·温

莎编辑 《哈尔马贝拉及之外： 摩卢卡斯的社会科学研究》， 莱登： ＫＩＴＬＶ 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１９５－
２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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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兴起的人类学家不但对过去 （我们一直对此感兴趣） 感兴趣，
而且也对历史学家如何使过去充满意义感兴趣， 以及历史学家不但对文

化奇异性感兴趣， 而且也对人类学家将这些文化变得离我们更近的方法

感兴趣， 这绝非仅仅是一种时尚； 它将使其产生的热情、 它引起的恐慌

与它导致的混乱得以存续。①

从东南亚地块的视角检验 “佐米亚”

本文关注亚洲腹地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 其覆盖区域与欧洲相当。 随着

它在 ２００２ 年的问世， 冯·申德尔的 “佐米亚” 概念及其重要性和逆流性在学

界一直被边界政治和制度性崇拜的区域研究所深度左右， 因而证实了它具有

足够的权威性， 能使许多社会科学家对其默认， 从而对其作出稀少的反响。
然而， 这一概念的确引起了该区域学者的关注， 它也是直接讲给他们听的，
也表现出了与他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一致性。 这一兴趣最突出的一个例

子就是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最近的一本书， 该书聚焦于冯·申德尔的

“佐米亚” 区域东部地区。② 再往西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学者， 本期特刊里以萨

拉·施耐德曼 （ Ｓａｒａ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帕德森·格尔施

（Ｃ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Ｇｉｅｒｓｃｈ） 为代表， 都在此次大规模的合作中看到了问题的相关

性。 他们认为， 这一高地区域的人们拥有共同的传统，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

藏政治文化影响来加以解释。 研究高原东部区域的其他研究人员， 对把跨国

方法运用于这个区域及其人群的做法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有限。③ 我和约翰·
麦基侬过去意识到我们所谓的东南亚地块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ａｓｓｉｆ） 少数人类

群体跨国性的重要性， 并曾建议将那里关于边缘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学术

性地绑定的民族情境中剥离开来。④ 然而， 冯·申德尔用来讨论这一区域的纯

８１

①
②
③

④

克利福德·格尔茨 《历史学与人类学》， 第 ３３３ 页。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利姆·俞·汝克 （Ｌｉｍ Ｊｏｏ Ｊｏｃｋ） 《地缘权利领域、 东南亚与中国： 一个拱桥地块的地缘策

略》， 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１９８４ 年； 革罕·维耶瓦尔登纳 （Ｇｅｈａｎ Ｗｉｊｅｗａｒｄａｎｅ） 《东南亚大陆跨境

族群》， 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１９９０ 年； 格兰特·埃文斯 （ Ｇｒａｎｔ Ｅｖａｎｓ）、 克里斯托弗·胡顿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ｕｔｏｎ） 和夸·昆·恩 （Ｋｕａｈ Ｋｈｕｎ Ｅｎｇ） 编辑 《中国与东南亚相遇的地方： 边境地区的社

会文化变迁》， 新加坡， 堪培拉： 东南亚研究所、 艾琳 （Ａｌｌｅｎ） 和欧文 （Ｕｗｉｎ）， ２０００ 年。
约翰·麦基侬、 让·米肖 《陈述： 东南亚大陆的山民领域》， 载让·米肖编辑 《动荡的时代

与恒久的民族： 东南亚大陆的山地少数民族》， 第 １－２５ 页， 理查蒙德， 苏雷： 可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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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立场， 以及它背后的理论假设， 已经使我们当中的几个人感到有点不舒

服。① 所以， 在这一专题性的期刊里， 每一位作者都在他 （她） 的田野中用

有充分根据的知识， 就他们如何回应 “佐米亚” 这个概念及其所包括的范围，
提供了一种解释。

使 “佐米亚” 这个概念成为同时受全球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都感兴趣

的空间， 不仅在于它的跨国性， 及其就世人已接受的亚洲次区域之跨区域性，
还在于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临近的几个政体联系在了一起。 类似情况在费

尔南德·布劳戴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 的基础研究中提到了很多， 比如地中海

是一个人类、 商品和思想流动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学者也强调了波罗的海、
印度洋或爪哇海与此是同质现象。 也许把这类分析方式应用到高山地区有较

大的难度。 高山地区与沙哈拉沙漠、 冻原地区或亚马逊丛林类似， 与海洋地

区相比， 较少有人涉足。 虽然并非没有人类居住， 但山地地区连绵起伏的地

形与多样性的气候， 使这些人类群体与临近的人口稠密地区分隔开来， 而他

们之间仍然容许发展出诸多的商路来。②

也许， 将佐米亚与其他比如安第斯山、 阿尔卑斯山等高地进行比较会更

富成效。 作为一个严格的社会空间， 它具有独特的社会、 政治与历史逻辑，
无论是作为一个庇护所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即使是松散地， 高地总是

附属于更大区域的政治历史过程。 多少世纪以来， 这一包容性每当高地及其

周围的低地地区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形成了， 并伴随着既有利于高

地社会又有利于低地社会的朝贡关系与互补性的商品贸易一体化。 商品流通

与人口流动的模式通常沿商路与迁徙路线从人口密集的地区到人口较少的下

一个地区， 比如南美洲的东西海岸之间， 东西欧之间， 还有在我们的例子中

的印度与中国。③ 比利牛斯山脉、 阿尔卑斯山脉与高加索山脉符合这一描述的

情况， 而落基山脉与乌拉尔山脉并不大符合， 原因是这些山脉与周边地区长

期以来缺少人类群体的聚集。
与安第斯山脉的高原文化或地处欧洲中心的阿尔卑斯山脉相对照之下， “佐

米亚”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区域， 仍有待学术上给予它进一步的关注。 它就像一

９１

①
②

③

福摩萨 （Ｆｏｒｍｏｓｏ） 《 “佐米亚” 人抑或 “佐米亚” 比人？ 东南亚大陆民族存在什么样的未来？》。
帕德森·格尔施 《同商人、 和尚与麝香穿越佐米亚———处理地理学、 贸易网络与内陆、 东部

与东南亚边境》， 第 ２１５－２３９ 页。
马努斯·菲斯克修 （Ｍａｇｎｕｓ Ｆｉｓｋｅｓｊｏ） 《采矿、 历史与反国家之瓦———中缅之间的自治政治》，

第 ２４１－２６４ 页； 萨拉·特纳 （Ｓａｒａ Ｔｕｒｎｅｒ） 《关于边境与边境叙述———中越边境地区地方商人机遇和挑

战的纵向研究》， 第 ２６５－２８７ 页。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二———佐米亚、 边疆与跨界 　

个新近发现的星云， 只是最近才出现在雷达上。 然而， 佐米亚的历史特点毫无

疑问是具有全球性特点的。 除了刚刚说到的， 我们可以认为， 它所引起的作为

范围宽广的空间之兴趣， 在于那种不但把各亚洲高地连接在一起， 而且也把亚

洲高地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并进行全球贸易。 多少世纪以来， 这个区域的贸易

以各种层次的规模进行着： 一个河谷与另一个河谷， 一个农奴小国与周边的农

奴小国之间； 在宏观规模上， 包括那些广泛与丝绸之路思想相联系的洲际交换

的长途贸易。① 虽然从未成为连结远东与南亚、 中东与欧洲贸易的中心， 但因

为穿越这些高地的商路及其提供的珍贵而稀有的物品， 它们已经成为各贸易

模式整体的一部分②。 这些物品包括动物、 动物产品、 棉花、 亚麻、 草药、 银

等贵金属， 还有宝石。 玉米与鸦片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③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在伊比利亚人 １６ 世纪从美洲引入亚洲之前， 并不为亚

洲人所知。 它很快在中国西南山地边缘地区普遍种植起来。 它既不需要肥沃的

土壤也不需要灌溉； 它可以种在山坡上， 而且十分适应高地温和的气候。 作为

一种作物， 玉米证明对山民极富吸引力， 易种植， 好收割， 方便储藏， 也不会

耗去高地土壤太多的营养物质。 它的根系有助于山坡水土保持， 而且可以在同

一块地里同时种上黄豆、 豌豆和罂粟等经济作物。 玉米还可以用手磨磨成细面，
那里家家户户历史上几乎都有一台手磨， 于是， 玉米成了猪的主要饲料， 人偶

尔也吃一些。 最后， 同样重要的是， 玉米成了家酿白酒最受欢迎的原料， 高地

大力消费这种自熬酒， 而且正形成一个蒸蒸日上的生意行当。④

高地人借助这一独特的谷物， 成功地扎根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 当前，
玉米也帮助低地中国汉族民众应对人口压力， 协助他们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

与高原迁移， 在那些过去只有山民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
鸦片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Ｓｏｍｎｉｆｅｒｕｍ）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区域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更

有说服力的例子。 由于欧洲人和印度人在中国大量销售鸦片， １９ 世纪出现了

０２

①
②

③

④

菲斯克修 《采矿》， 第 ２４１－２６４ 页。
安·麦克斯威尔·希尔 （Ａｎｎ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Ｈｉｌｌ） 《商人与迁徙者： 东南亚云南籍华人的族姓与贸

易》， 纽黑文， ＣＴ： 耶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威廉·Ｇ·克拉伦斯·史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Ｓｍｉｔｈ） 《东南亚大陆及其边境地区马的饲养》， 载于彼得·卜姆伽德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ｏｍｇａａｒｄ） 与大卫·亨利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ｎｌｅｙ） 编辑 《小所有者与饲养者： 东南亚食物作物与家畜农业史》， 莱登： ＫＩＲＬＶ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８９－２１０ 页。

这两个例子来自让·米肖 《东南亚大陆各民族历史词典》， 拉纳母， ＭＤ： 斯卡雷克劳 （Ｓｃａｒ⁃
ｅｒｏｗ）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于 ２００９ 年作为 《东南亚大陆民族百科全书》 重印）， 第 １４９－１５０、 １８３－１８６
页。

见萨拉·特纳 《关于边境与边境叙述》， 第 ２６５－２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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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度的消费水平 （根据麦考伊提供的资料， １８７０ 年中国有 １５００ 万瘾君

子）①。 英国东印度公司明显地刺激并巧妙地维持了这一趋势。 根据 １８４２ 年的

《南京条约》， 中国被迫允许西方人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几乎自由地销售

鸦片。 留给中国人与入侵者进行竞争的唯一选择就是倡导并支持国产鸦片。
居住在适宜鸦片生产地区———也就是西南石灰岩山区和高原地区———的人们

被鼓励种植罂粟， 生产鸦片原材料并卖给政府。 国家反过来加工原材料并将

成品销往内陆市场。② 那些通过缅甸与印度支那 （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指越南为主的

东南亚地区） 到达中国 “佐米亚” 地区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对西南高地的许

多鸦片生产者殷勤备至。 鸦片成品也从西贡和加尔各答装船运输到欧洲在中

国海岸的商埠和世界其他有中国移民定居的地方。 正如迪斯卡尔·盖廷 （Ｄｅ⁃
ｓｃｏｕｒｓ－Ｇａｔｉｎ） 最近所说的， 这一贸易是如此的有利可图， 而需求数额又那么

巨大， 以至于， 在 １８９８ 年到 １９２２ 年间， 这一行业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总殖

民预算的贡献率在 ２５％到 ４２％之间浮动。③ 佐米亚地区的高地少数民族也因此

成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参与者。 １９ 世纪下半叶震撼华南的暴动与反叛， 比如

“藩塞” 与苗民反叛， 还有接下来向半岛高地的移民潮， 至少可以部分地与控

制销售鸦片的强烈愿望相联系起来。④

进入 ２０ 世纪下半叶， 控制鸦片生产与销售对各种好战群体来说仍然至关

重要， 它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武装斗争的资助手段。 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

争中， 甚至美军也协助运输、 储存、 分销与消费鸦片及其衍生品 （海洛因或

吗啡）。 但当这一区域的战事消退后， 各国政府更多地看到了这一奇特贸易有

害的一面而不只是它带来的好处， 于是开始正式结束这种贸易。 他们得到了

那些现在必须遏制由归国部队带来的毒瘾问题的国家的资助。 所有东佐米亚

区域国家最终在 １９８８ 年签署了 《联合国禁毒宣言》。 大规模的鸦片生产及其

１２

①

②

③

④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ｃＣｏｙ）， 同凯瑟琳·Ｂ·利得 （Ｃａｔｈｌｅｅｎ Ｂ． Ｒｅａｄ） 和里奥纳

德·Ｐ·亚当斯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Ｐ． Ａｄａｍｓ） 《东南亚海洛因政治》， 新加坡： Ｈａｒｐｅｒ 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 １９８９ 年； 参

见皮埃尔·阿诺德·仇威 （Ｐｉｅｒｒｅ⁃Ａｒｎａｕｄ Ｃｈｏｕｖｙ） 《鸦片： 揭开罂粟政治》， 伦敦： Ｉ． Ｂ． 陶里斯出版

人， ２００９ 年。
大卫·Ａ·贝罗 （Ｄａｖｉｄ Ａ． Ｂｅｌｌｏ） 《鸦片与帝国的局限： 中国内陆地区禁毒 １７２９－１８５０》， 剑

桥， ＭＡ：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２００５。
Ｃｈａｎｔａｌ Ｄｅｓｃｏｕｒｓ⁃Ｇａｔｉｎ， Ｑｕａｎｄ ｌｏｐｉｕｍ ｆｉｎａｎｃａｉｔ ｌａ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１９９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Ｆａｉｌｅｒ， Ｍｏｎｏｐｏｌｅ ｅｔ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ｏｐｉｕｍ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ｌｅ ｐｉｌｏｒｉ ｄｅｓ Ｃｈｉｍｅｒ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２００１．

罗伯特·Ｄ·杨克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Ｊｅｎｋｓ） 《在贵州的暴动与社会混乱： 苗民的反叛， １８５４－
１８７３》， 火奴鲁鲁：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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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后果， 现在已经转移到另一个主要战争地带， 这一次则位于大佐米亚

西部地区： 阿富汗和中亚高地。 这一地区的全球性联系继续发展着。

来自亚洲高地的早期欧洲视角

现在， 我建议我们进入佐米亚区域亲自见证一下它的范围与独特性。 作为开

始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借助地方层次的视角来理解其中一些错综复杂的因素。 我

们的田野向导是一位孤独的殖民传教士阿罗伊·肖特 （Ａｌｏｙｓ Ｓｃｈｏｒｔｔｅｒ）。 他在一个

世纪前就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记述并发表了他所观察到的一切。 １８９０ 年初， 刚刚任

命的天主教牧师随 （巴黎） 海外传教会到达了中国， 并很快发现自己被安排在兴

义府 （Ｈｉｎ⁃ｙ⁃ｆｕ）。 这是一个位于遥远的贵州教区的边远小镇， 也就是在现在的中

国贵州省。① 接下来的 ４３ 年里肖特在少数民族部落中传教， 直到 ６３ 岁离世，
他称这些部族为苗族和夷族， 后者也被称为彝族、 倮倮族或怒苏人。

　 　 图 １　 阿罗伊·肖特 （最上排中间） 和贵州的皈依者， 资料来源： （巴
黎） 海外传教会。

在任职期间， 他表现出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 除了完成艰巨的宗教职责，

２２
① 有关肖特的更详细的生活与研究， 见米肖 《偶然的民族志学家》， 第 １４５－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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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设法找时间搜集资料， 就他日常观察到的未来的皈依者进行全面的民族

志描述。 １９０８ 年， 时年 ５０ 岁， 他在 《人类学》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 期刊上发表了一

些他观所察到的社会现象。 这是一份两年前刚由神圣语言协会的威廉·施密

特神父发起的期刊， 威廉·施密特神父专门从事传教士民族志、 民族学和语

言学研究。 肖特这样写道：

对于民族志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 贵州就像一个植物园、 一个民族

学博物馆。 那里陡峭的高山与深邃的山谷形成了巨大的箱盒式空间， 其间生

活着已被归类或分类了的许多部落。 他们是被中国汉人入侵者战退之前构成

中国最初人口的土著种族存活者。 他们是中华民族 （这一概念） 出现之前的

早期人类群体； 我们的贵州教区是中国行省制度未形成之前的典型地区。①

这位牧师接着为他的读者解释了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和人类群体的分布

情况： “苗族， 就像灌木丛一样， 覆盖了贵州的山区。 夷 （彝） 人， 就像巨大

的树干， 将他们稠密的村庄向肥沃的坝子延伸。”②

肖特的散文是珍贵的， 因为他把这些高地区域富有意义的群体包括在他

的散文里面。 在第一个引文中， 他总结了高地地区不同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的

历史性等级关系。 这里， 他注意到了由陡峭的高山围绕着的独特而崎岖不平

的地形， 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地方文化长期地与世隔绝。 这一万花筒式的民族

是古老的， 也许比汉人还古老。 从第二部分节选内容中， 我们知道， 随着时

间的推移， 按一定的至少是基于人口数量的功能性安排， 具有一定特征的民

族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ｓ）： 人口相对比较多的群体如彝族占

据了适宜精耕细作之灌溉稻作农业的高地坝子。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 封建

体制接着就发展了起来； 亦即， 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关系， 是由土地分配状况

和控制军队的传统精英决定的， 后者还拥有一群顺从的农民③； 而人口较少的

部族如苗族， 则选择更高且互不相连的生态位中去生活。 这一差异性指向了

一种政治等级关系， 根据这一等级关系， 生活在中等海拔高度的群体面对更

高海拔的群体时， 夸耀自己比后者享有更多的权力。 然而， 两者都是该地区

３２

①
②
③

阿罗伊·肖特 《贵州 （中国） 部落民族志手记》， 载 《人类学》， １９０８ 年， 第 ３９７－３９８ 页。
同上， 第 ４０３ 页。
乔治·孔多米纳斯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 《论泰国政治体制的演变》， 载于 《民族学》， ４１，

１９７６ 年， 第 ７－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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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著居民之一。 第三者， 也就是汉人， 与前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肖特对这一观察的简短阐述， 其目的既不是要延续也不是要倡导一种关

于这些高地居民的原生论、 本质论观点， 或一种社会科学家普遍所持的理论

观点。① 尽管如此， 这并不妨碍我们接受一些事实。 在地面上， 人与空间总是

相交的， 当地理上的遥远性与经济政治的孤立性相当的时候尤其如此。 当这

种孤立性被那些在历史上的掌权者划分为原始人或野蛮人的从属者当作工具

来使用的时候， 情况尤其如此。 这一过程已经导致了那些被认为从属者的人

做出了有人所谓的 “现代性土著化” 的适应性回应。② 正如我们在本文中进

行的讨论， 斯科特甚至大胆地说道， 这些群体或多或少地把国家的概念抛在

身后逃跑了， 加入到更公平的政治形式中去了。③

“佐米亚” 的命名与界定

肖特当时内心深处受到个人意识形态和自己所处的环境的限制， 他心里

并没有一个像 “佐米亚” 这样包罗万象的概念。 申德尔的观点值得赞许的是，
他号召学术界对真正处于国家与文明体边缘的这些地区与社会给予更多的关

注； 否则， 只会将它们忽略并仅仅作为边缘的、 充满异国情调的和落后的地

方来看待。 运用这种方法， 冯·申德尔承认了他从前辈那里得到的灵感。 这

一陈述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一个其基地位于尼泊尔的发展群体———国际山地

一体化发展中心———提议的， 该中心发布 “兴都库升－喜马拉雅山地区” 地图

的目的更多的是想让世人了解这一区域， 而不是出于学术的目的。 当时没有

引起太多学术性的探讨， 但在这里， 它作为 “大佐米亚”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Ｚｏｍｉａ） 明

显的前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④

４２

①

②

③
④

斯蒂文·弗希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ｕｃｈｓ） 《反本质主义： 一种文化与社会理论》， 剑桥， ＭＡ： 哈佛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１； Ｊ． Ｄ． 艾勒 （Ｊ． Ｄ． Ｅｌｌｅｒ） 和 Ｒ． Ｍ． 卡夫兰 （Ｒ． Ｍ． Ｃｏｕｇｈｌａｎ） 《原生论的困乏： 民族

依附之去神秘性》， 载 《民族与种族研究》， １６， 第 １８１－２０２ 期， １９９３ 年。
马歇尔·萨林斯 《什么是人类学启蒙？ 二十世纪的一些教训》， 载 《人类学年度评论》， ２８，

ｐｐ ｉ－ｘｘｉｉｉ， １９９９ 年； 萨利·恩格尔·梅利 （Ｓａｌｌｙ Ｅｎｇｅｌ Ｍｅｒｒｙ） 《跨国人权与地方积极主义： 绘制中间

层》， 载 《美国人类学》， １０８， １， 第 ３８－５１ 页， ２００６ 年。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冯·申德尔 《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 第 ６５５ 页， ｎ ２０。 国际山地一体化发展中心 （ＩＣＩＭＯＤ）

把自己描述成 “一个服务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八个地区成员国———阿富汗、 孟加拉、 不丹、 中

国、 印度、 缅甸、 尼泊尔与巴基斯坦———的地区性知识发展与学习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ｉｃｉｍｏｄ． ｏｒｇ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查询）



　 “佐米亚” 及其影响力

接着， 冯·申德尔带着 “佐米亚” 之名出现了，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加以

解释的概念。 冯·申德尔的田野调查是在印度东北端， 缅甸与孟加拉交界的小

邦国中进行的。 “佐米亚” 这个新词所代表的地方很尴尬地位于一个其情境需要

一个更宽泛、 无所不包的标签的地方。 命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创造性行为。 它

也需要一个强大的逻辑支撑， 容许一个合理而方便的名字符合通过这样命名的

尽可能最宽泛的主体或社群。 在这一场命名的论辩中有几点被遗漏了， 也许是

因为 “佐米亚” 这个概念本身太有诱惑力了， 以至于未加批判地被接受了。
冯·申德尔陈述道： “‘佐米亚’ 源自佐米 （ｚｏｍｉ）， 一个描述缅甸、 印度、 孟加

拉许多讲钦－米佐－库基语 （Ｃｈｉｎ⁃Ｍｉｚｏ⁃Ｋｕｋｉ） 的高地地区的概念。”① 这些地方

方言， 主要由居住在缅甸西部、 印度最东端和孟加拉东部相接的边境钦人山

区 （Ｃｈｉｎ Ｈｉｌｌｓ） 一小块地方为中心的人类群体所讲的， 所以高度的地方文化，
与其他高地没有共性。 钦人山区以外的高地社会没有用佐 （ ｚｏ） 或佐米

（ｚｏｍｉ） 这个概念的， 这一点弗兰克·莱曼已经在 １９６３ 年提到过。②

冯·申德尔很精明。 “佐米亚” 像香格里拉 （ Ｓｈａｎｇｅｒｉ⁃ｌａ） 或香娜都

（Ｘａｎａｄｕ） 一样， 是一个时髦的名字， 人人都想咬它一口。 它很有可能与媒体

和学术出版商胶着在一起， 因为他们对这个词所包含的神秘气味有种嗜好。
我也怀疑， 无论在普通学术圈还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中间， 我们每天都

在接近这种创造与传播一种 “新的令人兴奋的” 亚洲人群——— “佐米亚” 人

（伯纳德·福摩萨已经使用了）， 而 “佐米亚” 人研究紧随其后。③ 但我们必

须记住， 关系到一个广袤而极富差异性的现实， “佐米亚” 作为地域名称仍然

是个蹩脚的选择。 用北美做类比， 这就相当于落基山脉 （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ｉｅｓ） 的命

名———用一个英语名字 （Ｒｏｃｋｉｅｓ） 为一个从中美洲延伸到阿拉斯加的巨大山

脉———源自一个育空 （Ｙｕｋｏｎ） 东部阿拉斯加人使用的地方民族地名。 作为一

种选择， 亚洲高地 （Ｈａｕｔｅ Ａｓｉｅ） 的概念， 广泛地运用于法国喜马拉雅山研究

界， 也许提供了一个更有前途的选项。 但我想， 坚持认为冯·申德尔的新词

应该是完美的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目的性， 而且 “佐米亚” 大可继续留用。
关键是， 正如伯纳德·福摩萨问到的那样， 这个名字后面的现实是否真正能

５２

①
②

③

冯·申德尔 《认知地理和无知地理》， 第 ６５３ 页。
弗兰克·Ｋ·莱曼 （Ｆｒａｎｋ Ｋ． Ｌｅｈｍａｎ） 《钦人社会结构》， 厄巴纳， ＩＬ：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１９６３ 年。 根据莱曼的说法， 在钦语中， 佐 （ Ｚｏ） 是边缘之意， 米 （Ｍｉ） 是人的意思； 佐米 （ Ｚｏｍｉ）
于是可以翻译为 “边缘地带的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个人交流）

最终， 学者们会意识到 “佐米亚” 和 “亚马孙尼亚”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 放在一起考虑时潜在的和

谐之处， 一些新词也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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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亚洲高地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带来意义。
迄今， 佐米亚这个概念最著名的运用来自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

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一书。 在这本富有学术启发性的书中， 詹

姆斯·斯科特明确地提到了冯·申德尔的著作， 并把 “佐米亚” 作为他进行

明确的分析。 然而， 斯科特称之为 “佐米亚” 的区域与冯·申德尔的提议是

明显不同的。 为了公平看待这种不一致性， 斯科特在前言中进行了简单的陈

述， 但没有进一步给出细节：

“佐米亚” 是一个几乎包括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 并横跨五个

东南亚国家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泰国和缅甸） 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份

（云南、 贵州、 广西和部分四川） 的所有海拔大约高于 ３００ 米的区域。 这

是一片囊括大约 １００ 万多样化的少数民族和语言多样性的 ２５０ 万平方公

里的广袤大地。 地理上， 它以东南亚大陆 （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ｍａｓｓｉｆ） 地块著称。①

斯科特选择称之为 “佐米亚” 的区域与冯·申德尔的提议并不相符， 但

正如这一引文指出的， 它符合其他人称之为东南亚地块的区域， 而且， 这一

相似性值得进一步解释一下。
也许， 如斯科特所建议的， 这样一个非地理概念的佐米亚， 可能看起来

更适合东南亚地块这样一个作为社会空间而非地域空间的名称。 这一同样的

困境也适用于安第斯山、 亚马逊、 地中海或喜马拉雅地区的社会与文明。 这

些区域的社会与文明尽管也有这样的关切， 几十年来广泛而有益地使用这样

的名称。 冯·申德尔的佐米亚概念在其地理、 文化及语言等方面的定义是不

准确的； 因为他主要建议的是宽泛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精确的边界。 相对照之

下， 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 东南亚地块的概念来得更具有操作性， 且它的

内在逻辑也界定得更清晰。 人们讨论这一概念的时间比冯·申德尔的佐米亚

稍长一些， 也因此有时间比较精确地把握它的特征。 本期特刊多数撰稿人的

研究基于亚洲陆地东南部———东南亚地块———的地理范围之内， 从而以不同

方式削弱了它的逻辑性。
冯·申德尔 “佐米亚” 概念中所指的区域与东南亚地块所覆盖的区域不

同， 二者只有东佐米亚部分是重合的， 这一区域也是斯科特所关注的地带。

６２
①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佐米亚” 及其影响力

某种程度上， 我理解冯·申德尔划定大佐米亚的原因和赋予它宏观地理形态

逻辑的做法， 这一大区域所囊括的社会多样性拒绝任何结论性的文化评估。
基于地方志和区域史， 巴基斯坦游牧的普什图族、 克什米尔的古加尔牧民、
中尼边境的夏尔巴农民、 西藏西部的牧民、 缅印边境上的园艺种植者钦人、
滇中处于封建社会的彝族与白族、 广西西半部高度汉化的壮族、 穿梭于各社

会群体中的回民 （中国穆斯林） 商人， 以及生活在老挝南部和越南以亲属制

度为基础的南岛语族群体， 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居于对诸如

语系、 宗教系统、 不同的社会结构、 迁徙模式以及来自外界的不同影响等这

样一些文化因素的考虑， 作为社会人类学家的我， 对在社会研究中， 把这些

区域作为一个内在联系体的实际操作性表示质疑 （ｃｆ． Ｆｏｒｍｏｓｏ）。 不容置疑，
冯·申德尔是从宏观的、 历史的和政治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因此他不可能

像社会人类学家或是人文地理学家那样对文化差异的细节那么关注。
几年前， 在做关于 《东南亚地块民族的历史词典》 一书时， 我不得不为

所遇到的 “东南亚地块” 这一条目做出详尽的解释。 这一名称最初来源于林

朱乔 （Ｌｉｍ Ｊｏｏ Ｊｏｃｋ） 写的这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章： “领土权利范畴、 东

南亚和中国： 涵盖一切的山地地理战略。”① 当时尽管在文章中， 以及在我所

编辑的文集 《动荡的时代和坚韧的民族： 东南亚地块的山地民族》 中曾多次

使用过 “东南亚地块” 这一术语， 我和其他的一些学者都没有意识到有必要

或义务对这一区域进行定义。 直到 ２００６ 年编纂字典时， 我才决定把区域性历

史进程、 政治集权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语言扩散、 族群分类和迁徙，
以及地理特征等元素包含在内。

从该地带显著的外部维度入手， 基于这一大区域特别复杂的地形和频繁

的人口流动， 用精确的海拔、 纬度、 经度， 以及特定的外部限制和内部分支

来界定这块区域不太现实也没有意义。② 然而从最大限度上来看， 这些高地族

群大多散居在海拔 ３００—５００ 米的地带， 所包括的区域大概有西欧那么大。 以

７２

①

②

参看让·米肖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 《泰国一个苗族村寨的经济转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Ｈｍ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同前， 参看 《从中国西南到印中的上部： 苗族移民概观》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 Ｕｐｐｅ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ｍｏｎｇ （Ｍｉａｏ）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同上， 参看 《动荡的时代》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参见如下例子。 关于婆罗洲 （加里曼丹的旧称）， 参看伯纳德·赛拉托 《婆罗洲雨林的游牧

民： 经济、 政治和定居的意识形态》 （Ｎｏｍ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ｎｅｏ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
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Ｄｏｗｎ）； 关于印度尼西亚， 参看塔尼亚·默里·李 （Ｔａｎｉａ Ｍｕｒｒａｙ Ｌｉ） 编辑的 《改变印度

尼西亚的高地》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一书中的 《边缘性、 权利和生产： 高地改革的分

析》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Ｕｐ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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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中国南北温暖的长江 （扬子江） 为界， 东南亚地块向南延伸， 涵括了从

东到南， 从喜马拉雅山到西藏高原这一带的高山区域， 还有那些受季风影响，
被来自雅鲁藏布江下游、 伊洛瓦底江、 萨尔温江 （中国境内称怒江）、 湄南

河、 湄公河、 红河 （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 以及珠江流域水流所冲刷的高地国家。 在

中国， 佐米亚地块包括了西藏的最西边， 四川的西部和南部， 湖南的西部，
广东西部的一小块区域， 整个贵州和云南， 广西的北部和西部， 以及海南岛

的高地这些区域。 从东南亚半岛延伸出来， 佐米亚包括了与缅甸接壤的印度

东北部， 孟加拉东南部这一大片边界区域， 泰国的北部和西部， 湄公河谷以

上的老挝， 沿东部安南山系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边界地带， 以及柬埔寨的东北

部边沿地带。
我未把超出东南亚地块以北界限的重庆盆地包含在内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千多年前这一区域曾受汉人统治， 大量的人口涌入海拔 ５００ 米以上， 被四

川中部和西部称为 “米饭碗” 的肥沃之地。 出于同样的原因， 北方的甘肃和

山西同样也未被包含在这一区域内， 因此东南亚地块北方的界限大致是沿扬

子江来划分的。 在最南端， 我认为马来西亚半岛高地不应该被包含在内， 因

为它被泰国西南部的克拉地峡所隔断，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它和马来世界的

关系更亲密①。 那就是说马来西亚半岛高地上很多属于南亚语系的原住民， 例

如奥拉阿斯利 （Ｏｒａｎｇ Ａｓｌｉ）， 和东南亚地块上的佤、 克木等还有巴纳族群都

有关联。
冯·申德尔最初关于佐米亚定义的区域和东南亚地块所包含的区域范围

很接近， 有意把西藏自治区， 与之毗邻的新疆、 青海、 四川， 以及尼泊尔、
不丹和印度的高地排除在外。 我也决定不把西藏纳入到东南亚地块， 撇开它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一员这一无可辩驳的身份， 从历史上来看西藏和藏文化给

周边文化带来的影响更适合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实体。② 西藏世界有自己的

内部逻辑： 它是一个政治上中央集权、 宗教上和谐统一， 有着悠久历史、 特

色鲜明的政治存在， 是一个可以被划归到 “封建” 帝国范畴的实体。 这是历

史上与东南亚地块有关联的其他社会群体基本达不到的。③ 在这个意义上， 西

８２

①
②

③

霍尔 （Ｈａｌｌｉｎｇ） 《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塔林 （Ｔａｒｌｉｎｇ） 《剑桥的历史》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ｏｔｏｒｙ）。
参看萨拉·施耐德曼 （Ｓａｒａ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喜马拉雅的中心在 “佐米亚” 吗？ ———一些跨越

时空的学术和政治思考》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ｉｎ Ｚｏｍｉａ？ 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梅尔文·Ｃ·戈德斯坦 （Ｍｅｌｖｙｎ Ｃ．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现代西藏的历史， １９１３—１９５１： 喇嘛王国的覆

灭》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１９１３—１９５１：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ｍａ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佐米亚” 及其影响力

方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地块的限定， 既是历史和政治的， 又是语言学的、 文化

的和宗教的。 当然， 这并非是绝对的。 西藏周边地区的族群， 例如中国云南

的康巴人①、 纳西族、 独龙族、 摩梭人、 珞巴族 （Ｌｏｐａ）， 或是锡金的布提亚

人 （Ｂｈｕｔｉａ）， 历史上曾几度与古代西藏保持或近或远的关系。 此外， 藏缅语

系和藏传佛教延伸到青藏高原的东端， 其边缘地区很直观地呈现出多种文化

传统的交融性。
如需进一步细数东南亚地块的特征， 一系列核心要素需要被考虑在内：

首当其冲的是历史， 其次是语言、 宗教、 传统的社会结构、 经济以及与低地

邦国的政治关系。 广袤的生态系统、 边缘化的状态以及与主体民族之间的从

属关系， 所有这些高地族群所共享的特性不足以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四

大语系在这里纵横交错， 但没有哪一种语系占主导地位。 说到宗教， 一些族

群信仰万物有灵， 一些信仰佛教， 一些信仰基督教， 很大一部分信奉道教和

儒家的价值体系，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仍然保留着

不同信仰的复合体。 纵观历史， 世仇和当地群体之间频繁的敌对状态是文化

多元性的证据。② 这一区域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帝

国， 或是几个世仇邦国共同的空间， 抑或是几个政体和谐共处的区域。 那些

主要表现为世系制与封建制对抗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典型的政治组织在这一带

长期地存在着。③ 从今天国家层面来看， 不同国家的不同政体 （民主国家、 三

个社会主义政权、 一个合乎宪法的君主政体、 一个军事独裁制政权） 共享着

这一块区域， 这样的现状充分显示了东南亚地块在古代时期的政治多样性

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 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其他跨国区域的高地一样， 用历史、

经济和文化的术语来表述东南亚地块， 更别提冯·申德尔的佐米亚， 都是边

缘化的和碎片化的。 作为亚洲研究这一大背景下具有研究前景的区域分支研

究， 东南亚地块缺乏应有的实际价值。 然而我并不想成为这一新的亚洲区域

分支研究的旗手，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研

究， 探讨跨边境和边缘社会。
在对整个东南亚地块进行细致的调查后会发现， 这一区域的民族和主体

９２

①
②

③

在格尔施 （Ｇｉｅｒｓｃｈ） 的 《穿越佐米亚》 （Ａｒｏｓｓ Ｚｏｍｉａ） 一文中讨论过。
赫尔曼 （Ｈｅｒｍａｎ） 的 《云彩之间》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 兰布德－萨尔蒙·克劳丁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Ｌｏｍｂａｒｄ⁃Ｓａｌｍｏｎ） 《中国文化适应的一个例子： １８ 世纪的贵州》 （Ｕ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ｌ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éｃｌｅ）。

参看米肖的 《历史字典》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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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都是不一样的， 如上述提到的那些民族。 从地理位置而言， 他们都居住

在遥远偏僻之处； 从政治和经济而言， 他们都和地方政权保持着一定距离，
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 从文化角度而言， 这些高地群体更像是一块色彩对比

鲜明的文化马赛克， 而非一幅色调和谐的拼图———后者被特里·兰博称为

“一场引起幻觉的噩梦”①。 然而， 当从某一特定的距离进行观察时， 这块马赛

克也可以成为一幅与众不同的、 有着特殊意义的图画， 尽管有时这样的描述不

尽准确， 但这些正是冯·申德尔和斯科特所做的， 为此他们应该得到嘉奖。
让我们回到斯科特的佐米亚， 把有关印度和西藏外围喜马拉雅人口的讨

论留给萨拉·施耐德曼和帕德森·格尔施。② 从历史上来说， 如作者之前所探

讨过的③， 这些高地不是被低地帝国作为诸如奴隶等资源的获取地， 就是作为

他们之间领地的缓冲地。 撇开政治上的统治和隶属关系， 确切地说， 詹姆

士·Ｃ·斯科特认为他的佐米亚区域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凝聚力， 正是这种力

量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斯科特尝试用地中海世界

的例子来反观佐米亚：

这是一个 （即地中海地带） 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统一的领土或政治管

理来定义的社会， 这是一个通过积极的物流、 人流和思想交流来进行维

护的社会。 从一个稍小的层面来说， 爱德华·怀廷·福克斯认为古希腊

的爱琴海在政治上虽然从未统一过， 但它是一个独特的、 社会性的、 文

化的、 经济上的有机体， 通过便利的水路， 爱琴海上人们之间频繁的接

触和交换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把类似的分析转移到东南亚， 斯科特接着补充道：

历史上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来自马来世界———航海世界中最

０３

①

②

③

参看 Ａ． Ｔ． 兰博 （Ａ． Ｔ． Ｒａｍｂｏ） 《越南北部山区的发展趋势》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一文。

施耐德曼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的文章 《喜马拉雅的中心在 “佐米亚” 吗？ ———一些跨时空的学

术与政治思考》； 格尔施 （Ｇｉｅｒｓｃｈ） 的 《穿越 “佐米亚” 》。
参看格尔施 （Ｇｉｅｒｓｃｈ） 的 《穿越 “佐米亚” 》 （Ａｃｒｏｓｓ Ｚｏｍｉａ）； 费斯克修 （Ｆｉｓｋｅｓｊｏ） 的 《采

矿》； 利姆 （Ｌｉｍ） 的 《领土权的势力范围》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Ｗｉｊｅｙｅｗａｒｄｅｎｅ 的 《民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安德鲁·沃克的 《金船的传奇： 老挝、 泰国、 中国和缅甸边境的规则、 贸易和商人》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Ｂｏ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ｏ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佐米亚” 及其影响力

出类拔萃的一个———其文化从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一路影响到马达加斯加，
再到南非海岸。 在南非海岸港口人们所说的斯瓦希里语就带有马来文化

的印记。 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处于全盛时期的马来国， 简直可以像汉萨

同盟那样成为贸易港口之间的转运联盟 （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最基本的管

理国家的单元是如占碑、 巨港 （又名巴邻旁）、 柔佛和马六甲这样的港

口， 马来西亚的贵族阶层利用政治和贸易上的优势对他们进行洗牌。 当

面临这样一些远距离的海上群体时， 我们陆地国那些 “由一系列紧凑相

邻的领土组成的 ‘王国’ ” 的概念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①

以上这些被斯科特用作例子来支撑他把佐米亚当作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

社会空间的论据。 然而从地理空间上来看， 同相对容易到达的海洋水路相比，
东南亚地块就不像水上群体那样易于协商。②

佐米亚区域内的国家、 边界及其人类群体的能动性

让我们撇开斯科特的文章， 来看一下一个世纪前的 “佐米亚”； 它是一个

非国家的空间， 那里小邦林立， 比如云南西双版纳说泰语的勐 （Ｍｕａｎｇ）， 在

越南境内的西双楚泰国 （ Ｓｉｐ Ｓｏｎｇ Ｃｈａｕ Ｔａｉ）， 在老挝境内的澜沧国 （ Ｌａｎ
Ｘａｎｇ）， 缅甸的掸邦，③ 南诏 “封建” 政权， 还有云南和贵州的彝、 侗、 白

族④。 事实上， 国家的缺位并不是东南亚高地的主要特征， 相反， 它是大量小

型的， 有着松散联系的， 处于各种社会形态下小邦国的聚集地。 他们在活动

的区域内遵循平均主义， 但他们从不联合， 也从来没有完全地融入周边的政

治实体中去。 正如帕特森·格尔施和马格努斯·菲斯克修所解释的： 那些危

险但可行的商旅贸易通道有助于让这些空间上分离的政治实体保持着经济上

的往来。
欧洲影响在东南亚扎根之前， 该地所盛兴的是曼荼罗式的国家治理模式。

封地和帝国中心的外围地带被看作是缓冲区， 那里居住着不太文明或尚未开

化的人们， 他们与帝国核心区所形成的朝贡关系基本能够保证核心区政治上

１３

①
②
③

④

参看斯科特的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第 ４８－４９ 页。
参看格尔施 （Ｇｉｅｒｓｃｈ） 的 《穿越 “佐米亚” 》。
参看孔多米纳斯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 的 《随笔》 （Ｅｓｓａｉ）； Ｊ． Ｒｉｓｐａｕｄ， Ｌｅｓ Ｎｏｍｓ à éｌéｍｅｎｔｓｎｕｍé

ｒａｕｘ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ｔéｓｔａï．
译注： 均为前现代的小国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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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和稳定。① 相比之下， 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把这一文化大陆分区细分为

南亚、 东亚、 中亚 （Ｉｎｎｅｒ） 和东南亚的分法， 主要是基于欧洲和中国关于民

族国家以及线性边界的概念。
后来， 有关东南亚地块的研究被划归至诸如美国协会这样专门研究亚洲的

学术机构之名下， 其研究小组和论文不得不定位于一个既定的次区域。 那些为

数不多、 跨越两个或多个次区域的小组则被归到新近成立的名为 “跨边界” 的

部分， 这样的跨区域研究虽然姗姗来迟却势头喜人。② 和这一视野相一致， 在某

种程度上作为这一区域研究的结果， 大部分政治学家或多或少意识到， 由于少

数民族的政策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 少数民族的事宜也应该在国家的大背景下

进行研究。 克里斯多夫·邓肯编纂的标题为 “开化边缘地带” （２００４）③ 这一卷

集中， 虽然举出相应的例子， 并给予每个国家相应的篇幅进行分析， 但对于

中国或印度周边的区域， 或是跨边界讨论的这一部分却是空白的。
然而， “少数群体” 或是由它派生而来的 “偏远和边缘” 这样的分类，

只有从低地的视角出发才有意义； 只有涉及国家中心产生的关于边缘地带的

权威知识 （这些知识无论是来自古代年鉴零星的记述、 异国最近的研究， 还

是年代久远的自述） 才有意义， 只有把它们放在国家背景之下才有意义。④ 在

一个既定的民族国家框架之下来研究高地的社会群体， 会将一个个有着紧密

联系的文化实体推向诸如 “主体－少数、 现代的－古代的、 文明的－野蛮的”
这样的二元论战中。 此外， 诸如 “民族少数” 和 “少数民族” 这些预设的标

签不加区别地贴在这些人群身上。 在过去的 １００ 年中， 根据一系列原则， 许

多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关于东南亚地块和佐米亚的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具有

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国家因素如何抑制或消除整个跨边界社会的规模。 这一

２３

①

②
③

④

Ｏ． Ｗ． 沃尔特 （Ｏ． Ｗ． Ｗｏｌｔｅｒｓ） 的 《东南亚的历史、 文化和宗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ｏｎｃｈａｉ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 的 《暹罗： 一个国家地质体的历史》 （Ｓｉａｍ
Ｍａｐｐ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Ｂｏｄｙ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ｒｕｎｅａ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éｔ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ａｓ
ｌｅｓ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ｓ Ｓｉｎｏ⁃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ＡＡ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ａｓｉａｎｓｔ．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参看克里斯多夫·Ｒ． 邓肯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 Ｄｕｎｃａｎ） 的 《开化边缘地带： 东南亚政府关于少

数民族发展的政策》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
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例如 Ｍａ Ｔｏｕａｎ Ｌｉ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Ｐｅｕｐｌｅｓ 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Ｏｕｖ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é ａｕ Ｘ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ｕ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ａｖｅｃ ｕ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Ｐｅｒｐéｔｕｅｌ ｐａｒ ｌｅ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Ｈｅｒｖｅｙ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Ｄｅｎｙｓ 一书； 谭章的

《 “窄门” 前的石门坎： 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ｄｏｏ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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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看得到， 例如库尔德人、 吉普赛人、 因纽特人、 努尔

人、 玛斯昆族人和婆罗洲土著等群体。 作为充满政治意味的边界这一概念人

为地割裂了跨边界群体的历史、 社会和文化结构； 当把这一概念运用于这些

碎片化的小群体时， 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也随之被削弱

了， 更大的实体往往消失在国家边界之外。①

社会人类学家们并非否认国家背景和国家定义的重要性， 他们的争辩是

应该从跨境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因边界划分出的民族群体文化的完整性， 而不

该仅仅把他们当作某一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严格地把佐米亚和东南亚大陆当

跨国界的社会空间来看待有助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在这一问题上， 萨拉·
特纳向我们展示了苗族如何很好地利用家族和贸易的网络越过中越边界进行

交易， 而马格努斯·费斯克修 （Ｍａｇｎｕｓ Ｆｉｓｋｅｓｊｏ） ［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伯纳

德·福摩萨 （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ｏｒｍｏｓｏ） ］ 则探讨了佤族如何利用中缅边界的优

势。②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 跨境研究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对这一占世界

一定人口数量人群的关注， 历史上这一人群一直处于被曲解和被剥权的境地。
就这一点而言， 斯科特的著作对于重新评价这段历史， 对赋予高地居民

能动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采用类似政治学家的视野， 斯科特粗略地描述了佐

米亚区域人类达成的协议和相应的政治关系 （即他关于佐米亚的定义）。 他在

文中写道：

佐米亚是世界上存留下的最大一块还未被完全划归民族国家的区域；
这样的时日不多了。 然而， 不是太久之前， 这些自治的人群曾是人类历

史上人口数量较大的一个群体。 时至今日， 河谷地带的人们仍把他们看

作是 “我们活着的先民”， 抑或是 “在稻作文化、 佛教和文明未出现之前

３３

①

②

就这一点而言泰国被看作是典范，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间， 出现了苗族、 克

伦人或者是阿卡族的成百的专题著作。 然而针对各个案例， 每个族群的代表作并不多。 比如， 戈登·
杨 （Ｇｏｅｒｄｏｎ Ｙｏｕｎｇ） 的 《泰国北部的山地部落》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因加·莱尔·
汉松 （Ｉｎｇａ Ｌｉｌｌ Ｈａｎｓｓｏｎ） 的 《泰国北部阿卡人的民间故事》 （Ａ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 ｏｆ Ａｋｈａ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保罗·Ｅ·杜任伯格 （ Ｐａｕｌ Ｅ． Ｄｕｒ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的 《泰国北部傈僳族的灾难和治疗》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ｕ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罗伯特·Ｇ·库伯 （Ｒｏｂｅｒｔ·Ｇ·Ｃｏｏｐｅｒ） 的 《苗族群体性

别的不平等》 （Ｓｅｘｕ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ｍｏｎｇ ）。
佐米亚或东南亚地块研究的类似案例研究请参看下列两部作品： 让·米肖的 《动荡的时代与

恒久的民族： 东南亚大陆的山地少数民族》； 让·米肖和蒂姆·福西斯 （Ｔｉｍ Ｆｏｒｓｙｔｈ） 编辑的 《移动

的山： 中国、 越南和老挝山地民族的生计和种族地位》 （Ｍｏｖ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Ｌａ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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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样子”。 然而， 我认为山地民族应该被理解为在过去 ２０００ 多年的

历史进程中， 为逃避河谷地带建立国家工程的压迫———奴隶制度、 征兵、
课税、 徭役、 传染病和战争———而进行逃逸的、 流亡的和孤立的人群。
他们居住的大部分区域被称为破碎带或者避难区。①

虽然这一大胆的论题并没有以一种透彻的、 强有力的以及纪实性的记述方

式加以论证， 但是与斯科特观点相容的那部分以前已经讨论过了。 一般地， 借

助那些对表现出逃逸策略者的实地调查， 总是人类学家先展开这样的讨论。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在北亚马逊盆地和当地各群体合作一段时间之后， 法国人类学家皮

埃尔·克拉斯特在 １９７４ 年发表了一篇简短的题为 《抵抗国家的社会》 （Ｌａ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ｔａｔ） 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② 克拉斯特的

论点在于讨论前哥伦布时期美洲那些被称为原始社会的群体， 他认为那些缺乏

复杂分层社会结构的群体并不意味着他们 “还” 没有发现社会分层。 相反， 克

拉斯特推测， 经过时间的沉积， 那些社会群体形成了一种避免陷入社会分层困

境和承诺的能力。 对他而言， 这些所谓原始社会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他们

当中出现国家。 在当时的法国， 克拉斯特的论文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讨论。 让人

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现代性罪恶的极力反抗遭到人们的指责， 人们认为他在把这

群 “高贵的野蛮人” 浪漫化， 一些人或许觉得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斯科特。
斯科特向皮埃尔·克拉斯特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克拉斯特 “在充分

的、 新的证据支撑下， 其对后统治时期南美逃离和躲避国家控制的原住民大

胆的诠释……具有很强的洞察力”③。 他也向冈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

（Ｇｏｎａｌｏ Ａｇｕｉｒｒｅ Ｂｅｌｔｒáｎ） 对于墨西哥人类学家所命名的 “避难所区域” 具有

重大影响力的分析表示感谢。④ 同时他引用了其他一些在全球范围内探讨类似

情况的学者的观点， 那些被征服的社会看起来想把自己隔离起来， 忽视或拒

绝国家对他们的控制。 欧内斯特·盖尔纳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意识到北非的马

格利布 （Ｍａｇｈｒｅｂ） 也存在这样的生存模式， 为远离定居下来的穆斯林阿拉伯

人和躲避后者势不可当的文化浪潮， 那里信仰万物有灵的柏柏尔人宁愿选择

４３

①
②

③
④

参看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第 ９ 页。
参看皮埃尔·克拉斯特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ｌａｓｔｒｅｓ） 的 《抵抗国家的社会》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Ｃｏｎｔｒｅ ｌéｔａ） 一

书。
参看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第 １３ 页。
参看冈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Ａｇｕｉｒｒｅ Ｂｅｌｔｒáｎ） 的 《避难所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ｆ⁃

ｕ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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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的生活方式而非定居某地。① 施瓦兹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和所罗门 （Ｓｏｌｏｍｏｎ） 记

录了在欧洲统治时期， 天主教会在巴西企图让印度土著定居下来， 并试图改

变他们的信仰， 这一尝试引发了希瓦罗人和扎帕罗人 （Ｚａｐａｒｏ） 沿袭一场古

老的撤离方式， 反映的是一种对印加帝国进行抵抗更古老的模式。② 有意思的

是在后一个例子中， 与佐米亚的情况正好相反， 占统治地位的印加人住在高地，
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则被驱赶至疾病蔓延的低地热带雨林。 再一次强调我们在

分析中要避免赋予过多的原始效能在海拔上， 把它当作划分社会的标志。
斯科特也注意到理查德·怀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 记录的一群美洲印第安

人， 一个世纪后在更往北的地方， 如何利用北美五大湖区作为避难所来躲避

美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③ 在欧洲， 斯科特指向罗马的吉普赛人如何马不停蹄

地躲避各国对他们的控制、 囚犯以及 １５ 世纪逃亡到哥萨克前线的俄罗斯农

奴。 在亚洲， 他用拉铁摩尔关于为了躲避汉人的同化而逃到山上的小型社会

的研究 （１９６２）； 罗伯特·哈夫纳关于爪哇高地印度教徒腾吉里人 （Ｔｅｎｇｅｒｉ）
躲避控制岛屿的强大穆斯林邦国的著作； 还有基辛关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山

区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ｒｄｉｌｌｅｒａ） 尹富高省的结论 （１９７６）。 斯科特还大量使用了关于

缅甸高地有影响力的分析 （１９５２）， 在那里， 平均主义的克钦社会根据情况与

战略性目的， 在他们基于亲属制度的地方权力形式和他们的低地封建社会邻

居掸族更集权化的政治组织之间来回摇摆。④ 在这些令人信服的研究之上， 我

们还可以加上帕德森·格尔施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Ｇｉｅｒｓｃｈ） 关于清朝如何逐步控制云

５３

①
②

③

④

参看欧内斯特·盖尔纳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的 《圣人的地图集》 （Ｓ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Ａｔｌａｓ） 一书。
参看斯图尔特·施瓦兹 （Ｓｔｕａｒｔ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和弗兰克·所罗门 （Ｆｒａｎｋ Ｓｏｌｏｍｏｎ） 合著的 《新民族和

新国民： 南美土著社会 （殖民时期） 的适应、 调整、 和种族进化》 （Ｎ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ｄ⁃
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ｒａ） ） 一文。

参看理查德·怀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 所著的 《中间立场： 五大湖区的印度人、 帝国 （君权）
和共和政体， １６５０—１８１５》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６５０—１８１５）。

欧文·拉铁摩尔 （ 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历史上的边疆》， 载 《边疆史研究： 论文集 １９２８—
１９５８》，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 罗伯特·Ｗ·哈夫纳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Ｈｅｆｎｅｒ） 《印度教爪哇人：
腾吉儿传统与伊斯兰》， 普里斯顿， ＮＪ：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菲利克斯·Ｍ·基辛 （Ｆｅｌｉｘ
Ｍ． Ｋｅｅｓｉｎｇ） 《北吕宋民族史》， 斯坦福， ＣＡ：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７６ 年； 埃德蒙·利奇 （Ｅｄｍｏｎｄ
Ｌｅａｃｈ） 《缅甸高地政治制度： 克钦社会文化研究》， 剑桥， ＭＡ： 哈佛大学出版社， １９５４ 年。 关于利

奇， 同样可以参见： 乔纳森·弗里德曼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亚细亚社会形态演化中的制度、 结构与

矛盾》， 沃尔纳特克里克， ＣＡ：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 Ｓａｇｅ， １９９８； 还有曼迪·萨丹 （Ｍａｎｄｙ Ｓａｄａｎ） 和弗兰索瓦·
罗宾内 （Ｆｒａｎｓｏｉｓ Ｒｏｂｉｎｎｅ） 编辑 《东南亚高地的社会动态学： 重新考虑 Ｅ． Ｒ． 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

制度》， 莱登， 布里尔， 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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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西双版纳的深入研究。 或者， 还有伯纳德·赛拉托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ｅｌｌａｔｏ） 和

让罗姆·卢梭 （Ｊｅｒｏｍｅ Ｒｏｕｓｓｅｏｕ） 关于婆罗洲①高地丰富多彩的研究， 这是一

个与佐米亚极富可比性的地区。 他们观察到， 那里的浦南 （Ｐｕｎａｎ） 游牧民与

迪亚克 （Ｄａｙａｋ） 农民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便恰好可以避免臣属于他们。 类似

地， 阿兰·泰斯塔尔特也陈述道， 那些世界各地被包围的狩猎———采集社会

的流动性， 体现了他们想同包围他们的农耕民族的控制保持一定距离的

愿望。②

斯科特的分析有一个与他所谓的 “褶皱的地形” 相关的非常创造性的想

法。③ 对他而言， 这一概念是他解释为什么佐米亚地区的小型社会选择高地作

为庇护所的原因的一部分。 艰苦而难以到达的地域环境， 具备了一定的安全

感， 那样的地形又可以社会性地加以设计， 使本已连绵起伏的山地更加难以

通过。 相反地， 想到达那里并控制这些群体的雄心勃勃的国家， 却可以通过

一系列 “缩短距离的技术”， 如桥、 全天候公路、 伐木修路、 精确的地图和电

报等， 缩短连绵起伏的山地距离。 先进的脱叶技术、 直升机、 飞机和现代卫

星照片进一步缩小了山地的起伏跌宕。 这种 “褶皱” 并不简单地以力学的方

式 “在那里” 存在着， 而是为了某一目的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从逻辑上来说，
斯科特观察到， 对于那些想把 “地形的褶皱” 最大化并把它作为一种阻碍国

家控制的人来说， 可以使用许多对抗性的策略： 摧毁桥梁、 在关隘设陷阱、
沿公路伐木、 切断电话电报线路……大部分游击战争 （不是如何获取情报的

技术那部分内容） 的文献都是关于如何利用地形使其有利于自己的做法的。④

这样一来， 佐米亚居民不只是被动的臣民， 而且可以作为主动的参与者

（ａｇｅｎｔｓ）。 正如尼古拉斯·塔普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ａｐｐ） 最近在他评论詹姆斯·斯科

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一书时说到的那样：

斯科特想把能动性赋予那些被认为是没有能动性的人， 来理解历史

６３

①
②

③
④

译注： 加里曼丹的旧称。
格尔施 （Ｇｉｅｒｓｃｈ） 《亚洲边境》； 伯纳德·赛拉托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ｅｌｌａｔｏ） 《婆罗洲热带雨林的游牧

人： 安顿下来的经济学、 政治学与意识形态》， 火奴鲁鲁：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让罗姆·卢

梭 （Ｊｅｒｏｍｅ Ｒｏｕｓｓｅｏｕ） 《中部婆罗洲： 分层社会的族群身份与社会生活》，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阿兰·泰斯塔特 （Ａｌａｉｎ Ｔｅｓｔａｒｔ） 《原始共产主义： 经济与意识形态》， 巴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ｉｓｏｎ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１９８５ 年。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第 ２ 章。
同上， 第 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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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的那些实行刀耕火种、 裂变式的亲属制度和口承传统， ……等习

俗的人们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与策略化的行为。 这是一副与人们通常接受

的把这些认为是国家代理不情愿而倒霉的牺牲品、 历史上的输家、 富庶

土地边上的强盗与某些史前遗留下来的化石遗存。①

关于这些 “设计出来的野蛮人”②， 斯科特试图告诉我们的是， 他们按照

外来的处方， 试着根据自己所处的独特情况尽可能加以土著化， 并以外来观

察者不容易解读且具有创造性和文化独特性的方式， 炮制出他们量身定制的

回应。

结论： 超越 “佐米亚”

大家出于几个原因都同意将这期特刊称为 《超越 “佐米亚” 》。 我们选

择采用 “佐米亚” 这个概念是因为， 尽管它缺乏精确性， 其定义也充满争议，
但正是这么一个术语似乎能够不断地引起争论。 况且， 这个术语具有一种无

可估量的品质， 它能引起国际社会去关注一个由各种独特社会和几乎没被研

究过， 却完全值得为世人更好地了解的历史组成的 （区域） 混合体。 我们用

“超越” （ｂｅｙｏｎｄ） 这个词， 因为它强调这么一个事实， 即， 这一期的每个作

者都同意， 他们将在自己专门从事调查研究的地点和时段内， 通过脚踏实地

的研究， 用现实来检验佐米亚这个概念。 这一检验在一个专业的历史期刊上

进行， 其作者来自各种学科， 从而为仔细权衡超越任何特定学术团体的 “佐
米亚” 这一术语的相关性做出贡献。 参与这一研究的所有作者对佐米亚的想

法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并在这里以原创者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方式进行理解与

表达。 其结果不但推进了关于这个概念学问的学术边界， 也扩展了意在包括

的有关人类群体的知识边界。
本文出现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到底是谁需要一个像 “佐米亚” 这样

的概念？ 我猜， 很可能不是那些共同拥有高地的民族国家。 如果佐米亚区域

的国家语言中都有各具地方特色的名称来指称境内高地的情况确实存在， 据

我所知， 他们还没有一个国家采用了一个功能性的术语来谈论国境之外的高地。

７３

①

②

尼古拉斯·塔普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ａｐｐ）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

历史〉 书评》， ＡＳＥＡＳＵＫ Ｎｅｗｓ， ４７， ２０１０ 年。
詹姆斯·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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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认为， 我们谈论的主体们他们本身从未需要过诸如佐米亚、
东南亚地块、 喜马拉雅地块和高地这些概念。 在山上， 数百种地方语言有指

称本地居住环境的名称， 有时明确指称一种具体的地形。 但是我怀疑， 世居

于此的各个社会从未从地方的角度来设想像 “佐米亚” 这么一个无所不包的

概念。 有关这些高地的一个或另一个群体的专家们可以确认的是， 无论是从

实用的角度还是从象征的角度来说， 这种规模层次的事物对于高地人是没有

什么意义的。 通常情况下， 社会人类学 （而且也包括语言学家， 实际上还有

阿罗伊·肖特这样的偶然民族志学家①） 专门只研究一个独特的高地社会群体

而不是几个， 而且通常只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进行。 有数百篇关于傈僳、
纳加、 布提亚、 瑶、 苗、 傣、 哈尼、 侗、 布依等的文章， 都证明了这一趋

势。② 我还怀疑， 许多扎根于本土的学者会持有这样的观点， 即， 佐米亚这个

笼统的概念是在一个过于宏观的层面上加以定义的， 在他们的学科里并不是

一个可操作性的对象。
虽然高地人、 他们国家的统治者， 还有学术专家们也都不大可能需要佐

米亚这么一个概念， 它会受到那些为了机构、 学术、 研究或教学性的目的而

想在宏观层面上交流关于 “高地” 及其民族想法的国际组织与学术界的欢迎。
其他跨国标签最近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 比如环北极研究专门研究北极圈

周围的土著人。③ 旨在研究南美洲中部跨国热带雨林地区的亚马逊研究也成立

了。 这些都表明，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研究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

大部分人类群体， 而且也需要有一个超越政治边界与学科边界的愿望， 以便

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当前和未来地方社会的状态。
在亚洲， 从长远来看， 佐米亚及类似概念与历史学和普通社会科学的相

关性， 仍有待思考。 尽管， 它目前很有吸引力， 但也有可能证明是昙花一现

的。 跨越这些高地的公路铁路网的密度的日益增强、 通信技术 （电视、 移动

电话、 因特网） 的几乎全覆盖还有边境地区对贸易和旅游业的逐渐开放， 可

能很快就会磨平这个区域地形的摩擦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 这将把这些民族融

入更广阔的亚洲， 而且， 最终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大量的高地人已经离开他们祖先们曾经耕作过的乡村， 现在居住在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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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让·米肖 《偶然的民族志学家》， 第 ６７ 页。
让·米肖 《历史学词典》， 第 ２７３－３５５ 页。
见马基维基地图制作 （Ｍａｋｉｖｉｋ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提供的地图 ２０００， 加拿大，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ａｋｉｖｉｋｉ．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ｎｕｎａｖｉｋ⁃ｍａｐ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查询）。 北极大学现在提供环北极研究的本

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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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及其周边的低地与都市地区。 这一运动所涉及的范围是惊人的。 克伦

和拉祜已经成为曼谷城市周边的非熟练劳工。 男男女女的岱依人、 泰人、 侬

人在河内的人民大会里代表他们的选区。 夏尔巴人在印度北部城市经营旅游

业。 受过教育的纳西族、 白族和彝族在昆明和成都当任公务员。 瑶族、 侗族

和布衣族学术研究人员在贵阳当老师。 壮族电脑程序员在南宁和香港推销他

们的技术。 苗族出租车司机在上海忙忙碌碌。 民族流行歌手偶尔登上佐米亚

各地的排行榜首。
在相反的方向上， 佐米亚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已经或仍在推进鼓励低地居

民到人口压力低于全国水平的高地去追求他们的经济之梦的移民政策。 这一

政策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越南的新经济区规划到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西部大开

发计划。 典型的高地城镇就这样在过去的 １００ 年左右从主要以土著居民为主

的实体演变成巨大的文化杂交所在地。 佐米亚地区的土著社会可能迟早会被

来自外部的人口整合或取代， 使得这一独特的社会空间变得不再那么具有相

关性。 中国的西藏、 新疆等省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趋势有说服力的例证。
然而， 当代的各种联系也很有可能又一次重塑了佐米亚区域， 而不是使

之消失。① 游客要求差异性， 而不是千篇一律。 多数高地人仍然在乡野里生活

与劳作， 无论从人口、 技术还是从思想方面来说， 都很少直接受到低地移民

的影响。 其结果， 从民族方面而言， 高地地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低地

地区， 在未来的许多年里， 这一区域的民族多样性仍将继续存在。 面对同化，
逃跑、 避难和反抗的情况是否依旧那么严重， 仍有待观察。 面对现代化的这

一困境， 詹姆斯·斯科特在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一书中谨慎地表明， 他对这一情况的解读只适用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的情

形。 然而， 他早期关于底层政治 （ ｉｎｆｒ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ｅｓ） 和日常反抗的著作中强烈地

建议， 这一现代化进程也许没有它的支持者预告的那样有效地得到进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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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ｂｒｅｅｄｅｒ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ｏｄｃｒｏｐ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ｏｍ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ｎｌｅｙ， ｅｄｓ．
ｐｐ １８９－２１０． Ｌｅｉｄｅｎ： ＫＩＴＬＶ Ｐｒｅｓｓ．

Ｃｌａｓｔｒｅｓ，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８７ （１９７４）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ｒｌｅｙ，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Ｚｏｎｅ．

Ｃｏｈ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 １９８１．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２： ２２７－２５２．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ｓ， 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９７６． 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Ｔｈａｉｓ． Ｅｔｈｎｏｓ ４１： ７－６７．

Ｃｏｏｐ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９９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９ （５） ．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Ｇ １９８３． Ｓｅｘｕ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ｍｏ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ａｔ Ｂｈｒｕｋｓａｓｃｒｉ．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ｓｃｏｕｒｓ⁃Ｇａｔｉｎ， Ｃｈａｎｔａｌ １９９２． Ｑｕａｎｄ ＬＯｐｉｕｍ Ｆｉｎａｎｃａｉｔ Ｌａ 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ｏｉｎ Ｅｎ
０４



　 “佐米亚” 及其影响力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Ｄｕｎｃ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 ｅｄ ２００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ｕｒ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Ｐａｕｌ Ｅ １９７９．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ｕ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２ （４）： ２０４－２１０．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Ｗｏｌｆｒａｍ ２００５．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ｌｌｅｒ Ｊ． Ｄ． ａｎｄ Ｒ． Ｍ． Ｃｏｕｇｈｌａｎ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６： １８１－２０２．
Ｅｖａｎｓ Ｇｒ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ｕ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ｕａｈ Ｋｈｕｎ Ｅｎｇ， ｅｄ ２０００ Ｗｈｅ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ｅｔ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Ｅ． Ｅ １９６１．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ａｂｉａｎ，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２００１．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Ｅｔ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 （４）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ａｉｌｌ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２００１． Ｍｏｎｏｐｏｌｅ ｅｔ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Ｏｐｉｕｍ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Ｌｅ Ｐｉｌｏｒｉ ｄｅｓ Ｃｈｉｍｅｒ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１９９８．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ｌｎｕｔ Ｇｒｅｅｋ， ＣＡ：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Ｓａｇｅ．

Ｆｕｃｈ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２００１．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ｅｅｒｔ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１９９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１
（２）： ３２１．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Ｅｒｎｅｓｔ １９６９． Ｓ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
ｓｏｎ．

Ｇｉｅｒｓｃｈ， Ｃ．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Ａｓ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 Ｃａｒｌｏ， ｗ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Ｃ． Ｔｅｄｓｃｈｉ １９９３． Ｍｉｃｒｏ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Ｔｗｏ 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Ｉ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０ （１）： １０－３５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Ｍｅｌｖｙｎ Ｃ １９８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１９３１－１９５１： ｔｈｅ Ｄｅ⁃
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ｍａ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ｌｌ， Ｄ． Ｇ． Ｅ １９８１．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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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ｓｏｎ， Ｉｎｇａ Ｌｉｌｌ １９８４． Ａ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 ｏｆ Ａｋｈａ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ｏｐｅｎ⁃
ｈａ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Ｈｅｆｎ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１９８５． Ｈｉｎｄｕ Ｊａｖａｎｅｓｅ： Ｔｅｎｇｇ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ｒｍａｎ， Ｊｏｈｎ Ｅ ２００７．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２００－１７０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ｉｌｌ， Ａｎｎ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９９８． Ｈｉｌｌ，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ｕｎｎａ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Ｊｅｎｋ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１９９４．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ｔｈｅ Ｍｉａｏ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１８５４－１８７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Ｊｏｃｋ， Ｌｉｍ Ｊｏｏ １９８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ａｓｓｉ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ａｌｂ， Ｄ． ａｎｄ Ｈ． Ｔａｋ ２００５．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Ｋｅｅｓｉｎｇ， Ｆｅｌｉｘ Ｍ １９７６．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ｕｚｏ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ｅｒｋｖｌｉｅｔ，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Ｊ． Ｔｒｉａ ２００９．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ｒ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６ （１）： ２２７－２４３．

Ｌａｄｕｒｉｅ，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ｅ Ｒｏｙ １９７５． Ｍｏｎｔａｉｌｌｏ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ｃｃｉｔａｎ， ｄｅ １２９４ ａ
１３２４．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Ｏｗｅｎ １９６２．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９２８－５８．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ａｃｈ， Ｅｄｍｕｎｄ １９５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ａｃｈ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ｈｍａｎ， Ｆｒａｎｋ Ｋ １９６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ｒｂａｎａ， ＩＬ：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Ｌｉ， Ｔａｎｉａ Ｍｕｒｒａｙ， ｅｄ １９９９．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Ｕｐ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Ｕｐｌａｎｄｓ．
ｐｐ １－４４．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Ｈａｒｗｏｏｄ．

Ｌｉｎ， Ｍａ Ｔｏｕａｎ １８８３．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Ｐｅｕｐｌｅｓ 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Ｏｕｖ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é ａｕ Ｘ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 Ｔｒａｄｕｉｔ… ｄｕ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ａｖｅｃ ｕ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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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ｐéｔｕｅｌ ｐａｒ ｌｅ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Ｈｅｒｖｅｙ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Ｄｅｎｙｓ． Ｐａｒｉｓ： 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２００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Ｍｉｒｒｏｒ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ｏｍｂａｒｄ⁃Ｓａｌｍｏｎ，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１９７２ Ｕｎ ｅｘｅｍｐｌｅ ｄ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Ｌ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８４．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Ｅ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
ｃ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ＭｃＣｏ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Ｗ． ｗｉｔｈ Ｃａｔｈｌｅｅｎ Ｂ．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Ｐ． Ａｄａｍｓ ＩＩＩ １９８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ｒｏｉ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Ｈａｒｐｅｒ 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ｓ．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 ２００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ａｇｎａｒｄ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ａｓｓｉｆ． Ｉｎ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ａｓｓｉｆ． Ｊ．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ｅｄｓ． ｐｐ １ － ２５．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Ｓｕｒｒｅｙ： Ｃｕｒｚ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ｒｒｙ， Ｓａｌｌｙ Ｅｎｇｅｌ ２００６．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０８ （１）： ３８－５１．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Ｊｅａｎ ２００６．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ｎ Ｍａｓｓｉｆ．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Ｄ：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ｋｉｎ⁃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１８８０ － １９３０． ｐ． ｉｘ．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 Ｂｒｉ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Ｈｍ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６ （２）： ２２２ － ２３２ １９９７．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
Ｕｐｐｅ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ｍｏｎｇ （Ｍｉａｏ）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ｉｅｗ⁃
ｐｏｉｎｔ ３８ （２）： １１９－１３０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Ｊ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ｉｍ Ｆｏｒｓｙｔｈ， ｅｄｓ ２０１０． Ｍｏｖ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Ｌａｏ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Ｐｌｕｖｉｅｒ， Ｊａｎ １９９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Ｒａｍｂｏ， Ａ． Ｔ １９９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

ｇ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Ｄ．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Ａ． Ｔ． Ｒａｍｂｏ， Ｊ． Ｆｏｘ， ａｎｄ Ｌｅ Ｔｒｏｎｇ Ｃｕｃ， ｅｄｓ． ｐ ８． Ｈａｎｏ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Ｒｉｓｐａｕｄ， Ｊ １９３７ Ｌｅｓ Ｎｏｍｓ à éｌéｍｅｎｔｓ ｎｕｍéｒａｕｘ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ｔéｓ ｔａï，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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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ａ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９ （２）： ７７－１２２．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Ｊｅｒｏｍｅ １９９０．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ｏｒｎｅ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ｌｉｎ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９９．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２８： ｉ－ｘｘｉｉｉ．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 Ｗｉｌｌｅｍ Ｖａｎ ２００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Ｉｇｎｏ⁃

ｒａｎｃｅ： Ｊｕｍｐ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 （６）： ６４７－６６８．

Ｓｃｈｏｔｔｅｒ， Ａｌｏｙｓ １９０８． Ｎｏｔｅｓ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Ｔｒｉｂｕｓ ｄｕ Ｋｕｏｙ⁃Ｔｃｈｅｏｕ
（Ｃｈｉｎｅ）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 ２： ３９７－３９８．

Ｓａｄａｎ， Ｍａｎｄ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Ｒｏｂｉｎｎｅ， ｅｄ ２００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ｂｙ Ｅ．
Ｒ． Ｌｅａｃｈ．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Ｓｔｕａｒ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ｏｌｏｍｏｎ １９９９． Ｎ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ｒａ） ．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 Ｓｔｕａｒｔ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ｅｄｓ． ｐｐ ４４３ － ５０１．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ｏｔｔ， Ｊａｍｅｓ Ｃ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ｌｌａｔ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９４． Ｎｏｍ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ｎｅｏ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Ｓａｒａ．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ｉｎ Ｚｏｍｉａ？ 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ｐｐ ２８９－３１２．

Ｔａｎ， Ｚｈａｎｇ １９９２． “Ｚｈａｉ ｍｅｎ” ｑｉａｎ ｄｉ ｓｈｉ ｍｅｎ ｋａｎ： Ｊｉｄｕ Ｊｉａｏ ｗｅｎ ｈｕａ ｙｕ
ｃｈｕａｎ Ｄｉａｎ Ｑｉａｎ ｂｉａｎ Ｍｉａｏ ｚｕ ｓｈｅ ｈｕｉ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ｄｏｏ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Ｙｕｎ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ｊｉａｏ ｙｕ ｃｈｕ ｂａｎ ｓｈｅ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ｈｅｎｇ Ｘｉｎ ｈｕａ ｓｈｕ ｄｉａｎ ｊ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Ｔａｐｐ，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２０１０．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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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ｅｄ” ． ＡＳＥＡＳＵＫ Ｎｅｗｓ： ４７．
Ｔａｒｌｉｎｇ Ｎ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２ Ｖｏｌｓ．） ．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ｅｓｔａｒｔ， Ａｌａｉｎ １９８５． 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ｆ， Ｖｏｌ 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ｅ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ｉｓｏｎ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ｉｔｈ １９６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２４： ３－２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１９９６．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ｌａｎ Ｂａ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ｅｄｓ． ｐｐ． ２７３ －
２７７．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Ｔｏｎｋ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９７５．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ａｃｙ：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 （１） ．

Ｖａｎｓｉｎａ， Ｊａｎ １９８５．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Ｗ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Ｈ． Ｍ．
Ｗ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Ｖａｌｅｒｉ， Ｖａｌｅｒｉｏ １９９４． Ｏｕｒ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Ｓｐｏｋ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Ｈｕａｕｌｕ． Ｉｎ Ｈａｌｍａｂｅｒ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ｏ⁃
ｌｕｃｃａｓ． Ｌｅｏｎｔｉｎｅ Ｅ． Ｖｉｓｓｅｒ， ｅｄｓ． ｐｐ １９５－２１２． Ｌｅｉｄｅｎ： ＫＩＴＬＶ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ｒｅｗ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Ｂｏ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ｏ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Ｗｈｉｔ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６５０－１８１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ｉｊｅｙｅｗａｒｄｅｎｅ， Ｇｅｈａｎ １９９０．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 Ｔｈｏｎｃｈａｉ １９９４． Ｓｉａｍ Ｍａｐｐ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Ｂｏｄｙ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Ｗｏｌｔｅｒｓ， Ｏ． Ｗ １９９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ｎ．）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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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ｏｕｎｇ， Ｇｏｒｄｏｎ １９６２．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Ｔｈｅ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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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ａ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Ａ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ａｓｉａｎｓｔ．ｏｒｇ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Ｍａｋｉｖｉｋ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００ Ｍａ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ｋｉｖｉ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ｎｕｎａｖｉｋ⁃ｍａｐ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１ｓｔ， ２０１０．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ＣＩＭＯ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Ｋｕｓｈ⁃Ｈｉｍａ⁃
ｌａｙａ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Ｂｈｕ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Ｎｅｐ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ｉｍｏｄ．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３１ｓｔ，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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