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姐华人社会的形成

陈 丙 先

木姐是缅语地名,意思是 繁华、热闹的城镇 。它位于瑞丽江南岸,在中国边境城市瑞丽的对

面,是缅甸掸邦西北部木姐市 ( 2000年由县升级为市 )的市府所在地,既是缅甸的国家级口岸,也是

中、缅贸易最大的边贸口岸。公元 1300年,掸王赛纪在那散 (今木姐机场 )建了两座桥,并辟为集

市。 1900年,木姐仅有 200多户、1000余人; 1968年发展为 1000多户、5000余人; 1991年增至 2500

多户、1. 7万余人。近年来由于边贸发展十分迅速,木姐已成为一座较具规模的边境城市,有贺孟、

岗南、市场、南街、北街和基督教街 6条主要街道,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并且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

头,被誉为 缅甸的深圳 。 

在木姐,华人! 众多,生活相对比较富裕。据木姐华侨会统计, 2004年木姐市内的华人家庭有

1300多户、近 1万人,从木姐到九谷及南坎的公路两边以及周围的山上还有近 5000名华人居住。

不过,据木姐一些知名华人分析, 2004年的统计可能不全面,有些新开发区里有很多华人,而华侨

会没有统计到。他们认为,到 2006年,木姐市区的华人应该有 1. 5万人左右,整个木姐的华人应该

在 2万人左右。∀ 木姐的华文教育也很发达, 2006年共有 6所华文学校,其中最大的是 木姐华侨

学校 ,共有 1781名学生 (含非华人族群的学生 ),其余 5所华文学校共有 1000多名学生。# 那么,

木姐华人社会是何时形成的呢? 本文将着重探讨其形成过程及成因。

一、木姐的历史归属及其演变

在历史上,木姐长时间属于中国,是中国古代勐卯府或麓川路 (今瑞丽及其周围地区 )的一部

分。 1897年,木姐被 永租 给了英属印度缅甸省。∃ 1960年中、缅划界时,木姐被划给了缅甸。

(一 ) 1897年之前的木姐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897年之前的木姐是中国勐卯府 (麓川路 )的一部分。瑞丽,古称勐卯,是德宏傣族的发祥地。

据传,公元前 364年 (东周显王 5年 ) ,傣族国王统一了各部落,建都喊萨,国号 勐卯果占壁 ,俗称

勐卯国 。% 虽然东汉永平十二年 ( 69年 ) ,汉王朝在哀牢地设永昌郡,勐卯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

但其与汉王朝只是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臣属关系,中央王朝从未对其进行过有效的控制。此后的

隋、唐、宋三代均未能在云南建立有效的统治,对云南边疆地区勐卯的统治更是鞭长莫及。直至蒙

古军队于公元 1253年南下灭大理国,结束了自唐朝天宝战争以来云南 500多年的相对独立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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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 华人 指的是中国汉族移民,不包括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移民。

笔者 2006年 4月和 10月两度赴木姐做田野调查,了解当地华人社会的状况,这是笔者通过调查从木姐华侨会及一些知名侨领

处了解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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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于公元 1274年在云南建立行省,中原王朝才强化了对云南的统治。 但是从元代至明朝中后

期,中央王朝虽然重视对云南的统治,但勐卯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却时好时坏。元政府多次派兵

征麓川,但始终未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明朝政府也是 三征麓川 , ! 这些战争多以中央王朝

的败北而告终。明万历二十四年 (公元 1594年 ),云南巡抚陈用宾筑天马、汉龙二关于勐卯西南

境,并大兴屯田,此时中央王朝才对勐卯进行了有效的实际控制。∀ 清雍正二年 (公元 1724年 ) ,在

勐卯、勐养、畹町、南畹河畔建立了屯田处,以戍边囤粮。

木姐在 1897年之前一直是勐卯的一部分。史载,明永乐十一年 (公元 1413年 ) ,思任法承袭平

缅宣慰使之职,迁居芒者 (约在今缅甸芒友即 105码附近,现为木姐辖地 )。明万历三十二年 (公元

1604年 )沐国公改思忠为衎忠,安插于勐卯,治所在姐告 (姐告,傣语意为旧城,现属中国,距木姐市

中心约 500米 )。
#

(二 ) 1897年之后的木姐辖于缅甸

清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 1897年 ) ,英国政府胁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 (中缅条约暨附款专条 ∗,
双方派员勘界,由于清朝界务大臣刘万胜接受英方贿赂,将历史上归属中国的勐养、勐拱、勐艮、勐

密等地,八关中的铁壁、虎踞、天马、汉龙四关以及 1894年条约中规定划归中国的木邦、果敢拱手割

让给英国,并且将天马、汉龙二关所在的勐卯三角地 (今瑞丽市弄岛境外一带,含缅甸的木姐、南坎

与中国的畹町 ) 永租 给了英国。

木姐被 永租 给英国之后,英国殖民者将其置于木邦的管辖之下。古时木邦的治所就在今木

姐往南大约 30多公里的地方,即现在缅甸的登尼。这就是现在木姐的掸 (傣 )人称其王者之地在

木邦而不在勐卯的原因。后来,根据 1960年签署的 (中缅边界条约 ∗,木姐又被划给了缅甸。

二、1945年之前木姐华人的状况

勐卯也是古代 南方丝绸之路 的通道之一, ∃ 元代至元 12年 (公元 1275年 ) ,由滇入缅之道,

谓之入缅西南道,由勐卯 (今瑞丽 )至南坎经天马关,以达江头城。% 木姐位于勐卯坝的南岸,很早

就有华人的足迹到达木姐。那么,木姐是否也像蛮莫、孟拱一样很早就出现了华人社会呢?

笔者 2006年在木姐做田野调查时,走访了多位木姐和姐告的傣族老人,他们所回忆的 1942年

日军到达之前木姐华人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据他们回忆,木姐当时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镇,镇区

和山区总共才有 20多个寨子,平均每个寨子约有 20来户人家,镇里没有矿场、工厂,人们普遍比较

穷。当时的镇区 (坝子里 )没有华人居住,只有一些挑着衣服、药品、瓷器之类的华人小商贩穿梭于

各个寨子之间,几乎每个寨子都能见到一两个华人,他们都讲傣话,晚上借宿在掸 (傣 )人家里。同

时,木姐山区有一个叫做兰花嘎的寨子里有四五户汉人居住。当时,整个木姐的华人不过是五六十

人而已,分散在各个寨子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很多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也迁往西部,中国西南地区

的人口大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往来于中、缅之间的中国商人大为增加。可

以推测, 1942年日军到达前,木姐的华人人数应该达到了一个高峰。

1942年 5月,日军进入木姐,
&
因为日本人迫害缅甸华人,木姐华人多数在日军到达前就已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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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边境逃回了中国。

下文将通过两个对比来进一步说明 1945年之前木姐华人的状况。

(一 )木姐与南坎 1945年之前华人状况的比较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南坎一直是南坎县 (即现在的木姐市, 2000年之前的木姐尚为一个

县,县政府所在地在木姐镇 )的县政府所在地,是南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木姐、贵概、九谷

都在其管辖之下。南坎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瑞丽弄岛乡的对面,瑞丽江的南岸。明朝陈用宾所

筑的天马、汉龙二关 (今瑞丽市弄岛境外一带 )就是进入南坎的要道,到八莫、瓦城皆经此地。同

时,南坎位于瑞丽江与南畹河汇合处的一个三角地带,那里地域开阔、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商业就比

较繁荣,各地商贾云集。另一方面,腾冲是云南最大的侨乡县,据一份密支那 1947年的 (上缅甸云
南同乡会会员名册 ∗载,就籍贯来说,腾冲籍的华人占了 63% ;就职业来说, 腾冲籍的华商占了

38%。 闽侨陈起森 1925年编印的 (华侨宝鉴 +缅甸北部 ∗列出了缅甸北部全部的华人商店,据

此,杨发恩将缅北各地腾冲华人商店的数目在 (和顺 +华侨卷 ∗中绘成表格,从该表中可知,上世纪

20年代中期,南坎没有一家腾冲籍华人所开的商店,可见当时南坎并没有多少腾冲华人。! 虽然 20

世纪 20年代中期至 1942年日军进入木姐前有着 10多年的时间间隔,但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西

南边疆地区相对较稳定,该地区地广人稀,并没有出现中国移民大量外涌的现象。可以想见,从

1925年到 1942年这 10多年间,以自然速度增长的南坎华人在人数上难以达到很大的规模。作为

南坎管辖下的一个小镇,木姐那时的华人人数应该更少,这就从侧面印证了前文傣族老人所描述的

1942年日军进入之前木姐华人的状况是可信的。

(二 ) 1945年之前木姐华人与瑞丽汉族居民的对比

据 (瑞丽市志 ∗载: 汉族迁入瑞丽的时间,上溯最早始于明 ,三征麓川 −之后,为了巩固边防,陈

用宾在勐卯建关筑城,并大兴屯田,留下了部分亦兵亦农的汉族戎卒,可谓汉族进入瑞丽 (勐卯或

麓川 )之始。清代至民国,特别是滇缅公路开通之后,随着商业的兴起,部分汉族商贾来到了勐卯,

民国 (勐卯地志∗载: ,汉人,多系内地之人,因经商留居成家,渐次繁殖..所属人口一千零一十。−
但全境汉族不多,直至解放前夕,汉族人口还不到总人口数的 1% ,且多住山区,坝区的汉族极少,

大批汉族进入瑞丽,是解放后的事。 ∀ 1950年 5月,瑞丽解放, 1951年瑞丽的总人口才 5180户、

28751人,
#
即使按照解放前夕当地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1%计算,当时瑞丽的汉族人口不过 200

多人。直至 1990年,瑞丽总人口才 20227户、81639人,少数民族占 60%以上,其中傣族最多。汉

族人口在坝区的多为国营农场的工人,其次是军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商人,其他汉人

就住在山区。坝区的汉人多数是 1950年后陆续从外地迁入的。∃

与瑞丽相比,木姐在吸引汉族移民方面具有以下劣势:第一,木姐在被定为缅甸的边贸城市之

前是南坎县管辖的一个镇,而瑞丽是一个县,辖有勐秀、户育、弄岛、姐相、勐卯、姐勒、畹町等七个乡

镇,木姐镇的地理面积远小于瑞丽县;第二,木姐与瑞丽有相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同处一个坝

子,但木姐在 1897年之后辖于缅甸,在大英帝国的管辖之下,汉族移民进入木姐比进入瑞丽困难得

多;第三,瑞丽的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比木姐更丰富,商机也更大。

1951年,属于中国领土的瑞丽县的汉族人口只有 200多人,那么,在 1942年日军进入之前木姐

镇的华人人数应远小于这一数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傣族老人

51

木姐华人社会的形成 ∋

 

!

∀

方雄普: (朱波散记 ∗,南岛出版社, 2000年,第 135页。

杨发恩: (和顺+ 华侨卷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 19页。

# ∃ ∋ (瑞丽市志 ∗,第 689、101、101页。



所言的可信性。

三、1945年之前木姐没有出现华人社会的原因

华人社会是一个凸显华人文化特色,有一定规模并与其他族群相区别的华人群体,从上文所述

可见,木姐在 1945年之前并没有出现华人社会,其原因何在?

(一 )木姐历史上强大的地方政权及后来殖民政权的存在不利于外来华人族群的生存

在 1897年之前木姐属于中国的时期,勐卯地区长期存在强大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拥有

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时常与中央王朝对立。勐卯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面对着汉族人的

中央王朝,自然不会乐意让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其辖地,以防汉族移民势力强大后成为中央王朝制约

其权力的工具。因而,勐卯地区强大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阻碍了该地区的汉化进程。正是由于勐

卯地方政权时常与中央王朝对立,该地区经常遭受中央王朝军队的讨伐,时起狼烟,特别是自元代

以来至 1818年征缅战争结束这一时期更是战乱频繁。正如 (德宏州志 ∗所载: 德宏地处祖国的边

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元代以来,境内多次发生过大规模战争。  

除了与中央王朝的战争外,勐卯地方政权还时常与周边其他地方政权发生争夺领土的战争。

元代至大三年 (公元 1310年 ) ,勐卯路的辖境为勐卯 (瑞丽 )、勐腊 (盈江 )、勐底 (梁河 )、遮放 (今遮

放坝 )、勐焕 (今芒市坝 )、勐克 (今保山地区 )及境外一些地方,后来勐英、勐密、景老、耿马的部分地

区以及其东南方的景迈、景线、景栋、景洪、腊门、腊光等地,甚至勐卫丽萨 (今印度阿萨姆邦 )都在

其控制之下,原来的六路多数被其兼并。及至明代前期思伦法在位期间,麓川兼并了其他各府,除

车里、元江、景东外,云南省西部、西南部所有傣族分布地区及缅北地区尽为其所占。后来思任法继

位,发誓要恢复其祖父思伦法时的强盛。思任法明正统二年 (公元 1437年 )率兵西侵勐养,其后继

续东征西讨,果真恢复了其祖父时的极盛时期。! 据 (瑞丽市志 ∗载: 明宣德五年 (公元 1430年 ),

缅甸、麓川奏木邦侵夺其地,降敕谕还之。 ∀

正是因为战乱,勐卯地区对外出谋生或经商的汉族移民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在木姐被 永

租 给英国后,那里并没有多少汉族移民,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华人。

1897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木姐后,虽然中、缅边境地区战争不多,但是对汉族移民来说,此

时的木姐已属于外国领土,英军士兵驻守边界,移居木姐比以往更为困难。

(二 )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外来移民缺乏吸引力

今天的瑞丽是 口岸明珠 ,木姐是 缅甸的深圳 ,可是历史上的勐卯坝子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的。首先,它的卫生状况差, 1950年之前,瑞丽是有名的 烟瘴之地 、超高疟区 。当地民谚说:

栽秧忙,病上床,秋后谷子黄,闷头摆子疟疾似虎狼 ; 要到勐卯坝,先把老婆嫁 。疟病发病率高

达总人口的 40%。其次,气候条件比较恶劣,洪涝灾害多, 三日无雨大旱,一日下雨就涝 。再次,

就木姐而言,坝子耕地面积不足,山区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业生产。 (瑞丽市志 ∗载: 由于缅寨土地

少,历史上多向中方边民租种土地,形成复杂的过耕关系,随着土改合作化运动,过耕关系一度为群

众私下解除。
#
至于山地的情况,由于缺少水源,不能进行有效的灌溉,不利于水稻的种植,只能

种一些玉米、甘蔗之类的作物。最后,直至日军到达之前,木姐镇都只有 20多个寨子,平均每个寨

子大约有 20来户居民,市场很小。明清时期,木姐不在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的主干线上,当时西

行入缅的主线即是 (滇志 ∗所称贡道之上路:由永昌 (保山 )至南甸 (梁河 )、干崖 (盈江 )、陇川、勐密

52

∋ (世界民族∗2010年第 4期

 

!

(德宏州志 ∗,第 1页。

∀ #∋ (瑞丽市志 ∗,第 738) 739、17、227页。



(今缅甸勐密 )、缅甸 (今缅甸阿瓦 ),直至摆古 (缅甸勃固 ),  所以来往的华商不多。

(三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难以吸引外来商人

虽然 1826年英国占领了下缅甸的部分地区,缅甸开始卷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开始了其近

代史进程,但是上缅甸,特别是缅北边境民族地区,直至缅甸 1948年独立时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

商品经济欠发达。另一方面,缅北边境民族地区长期由当地土司治理,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为主,商品交换程度低。木姐地处边境地区,直到 1956年还是由当地傣族头人所治理的, ! 以上

两点,可以由瑞丽这边的经济情况进行佐证。据 (瑞丽市志 ∗载,解放前, 瑞丽坝区处于领主经济

向地主经济过渡阶段,山区仍处于原始公社末期 , 生产力低下, ,种一山、收一筐、种一洼、收一
岔 − , 昔日 ,无街场市面,商务极其萧条 −。 1950年,仅有 1个 3人国营贸易小组,经营 300多种商

品,其中国货占 10% ,外货充斥市场 。∀

(四 )当地强势的主流文化不利于华人文化的凸显

木姐地处瑞丽江之南,先属勐卯,后属木邦,前后两者皆属同一民族傣 (掸 )族的聚居地。及至

缅甸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傣 (掸 )族依然是上述两地的世居主体民族,有着强势的主流文化,再加上

汉文化与傣族文化在宗教等方面的相近性,汉族移民很容易被当地同化。这一点反映在瑞丽的教

育情况上。据民国 (勐卯地志 ∗载: 勐卯素未兴学,不闻读书之声 , 勐卯僻居边徼,民尽夷族,文

字不通,语言各别,教育尚未萌芽,一因地瘠民贫,无人倡办,再因人无进取之心,从未获读书之益,

固莫由兴举 。# 1950年,坝区仅有 1所小学,其中学生 30人、教师 1人,山区仅有 3所教会学校。∃

相比之下,地处国外的木姐的华文教育应该更落后。另一方面,在坝区,也就是在傣 (掸 )族头人控

制的地区,除了一些流动的华商之外,华人移民一般很难在那里定居,只能分散于大山之中与一些

山地民族杂居。这不利于一个凸显华人民族文化特征的群体的出现。

四、20世纪 40年代末木姐华人社会的出现

1945年 1月 28日,中印公路通车,远征军与盟军收复缅甸后,滇缅公路也全线通车。% 随后,

原来回国避难的旅缅华人又陆续返回缅甸, & 原木姐华人也在战后返回木姐。云南解放前夕,国民

政府军队残部从云南逃跑,带着不少云南人逃到了缅甸、泰国, /如 1952年 8月,流亡境外的蒋军

余部在木姐集结兵力,声称要 强渡瑞丽江,占领瑞丽城 。0 还有很多中国西南地区的地主豪绅、

不理解共产党政策的平民百姓逃往缅甸,如瑞丽在解放前夕边民外迁 2000户,虽然绝大多数是傣

族,但其中也还是有部分汉人的。1 由于缅甸独立后关闭了滇缅公路, 中国移民只好通过传统的

滇、缅商贸路线入缅,瑞丽是古代 南方丝绸之路 的通道之一,所以大量华人由瑞丽进入木姐,木

姐成了到达缅甸其他地方的中转站之一。其中一部分中国移民因为缺少路费或是想在中国政治气

氛改变后再回家乡等各方面的原因而留在了木姐,导致木姐华人人数大增,从而出现了一个凸显华

人文化特色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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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木姐华人社会出现的标志

首先是华人庙宇的出现。 20世纪 40年代末,木姐华人在木姐镇区内修建了一座观音庙。据

木姐的老华侨介绍,当时的庙宇很小,只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庙里供奉着主神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两边还有其他几个神。这座小庙是当地华人祈求神灵保佑、宣泄宗教情感的去处,每逢

婚丧嫁娶,总要到庙里去祈求吉日良辰;每遭天灾人祸,总要前往庙里请求神灵消灾降福;每遇家人

出远门,总要到庙里祈求平安。对观世音菩萨的虔心既凸显了华人传统的宗教文化,表现了华人的

一种心灵寄托,也是当时漂泊在外的华人势单力薄、无依无靠的一种表现,或许神灵是当时逆境中

华人唯一能够求助的对象。同时,这座小庙也是当地华人联络乡情与宗族情感,商讨华人社会内部

事务或与华人族群相关的事务的地方。该庙 1983年扩建后沿用至今。

其次是组建了功能尚不完善的华侨会。木姐当时并没有像现在的华侨会这样正式的、组织完

善的、功能强大的华侨会,  只有一个由当地华人社会中比较有名的侨领或头人为了华人群体的利

益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松散团体,虽然也叫华侨会,但没有会馆,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只是遇到与

当地华人社会或华人族群有关的情况,那些侨领和头人们才会临时聚集起来到观音庙里商讨对策。

所以,那时的观音庙又被当成华侨会馆来用。当时,木姐除了华侨会之外,没有别的华人社团,因为

华人多数初来乍到,摆在第一位的是谋生。一些同姓氏、同地域的华人相互之间帮扶较多,但没有

形成团体,倒是一些国民党残军的将领在没有撤离木姐之前充当了华人领导者的角色,当时的华侨

会受他们的指挥。

再次是创办了 木姐华侨学校 。据木姐华侨学校的内部文件 (发展中的缅甸北掸邦木姐市华

侨学校 ( 1948) 2006) ∗记载: 1948年,当缅甸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迎来独立时,华人和缅甸各族

人民一道为之欢呼,热烈庆祝。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木姐地区的华侨华人于同年创办了 ,木姐华
侨学校 −。当时木姐华侨会的会长是黎信初,校址选在市区北面,今泰安公司商号后面荷花池旁的

空地,仅三间简易楼房,学生 50多人,老师两名,分成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四个班。 ! 华人子弟上

高小就得去南坎,上中学就得去腊戌或瓦城 (曼德勒 )。由于路途遥远或交不起费用等方面的原

因,华人子弟多上完初小就辍学了。 1948年木姐的华校学生比瑞丽 1950年的学生还多,这主要可

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当时 木姐华侨学校 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傣族华人的子弟,汉族学

生的实际人数没有那么多;其二,因为当时滞留木姐的华人中,从中国逃出去的地主豪绅占了很大

的比例,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

(二 )木姐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华人的生活状况

由于木姐坝区为当地的主流民族傣 (掸 )族所居住,再加上木姐坝区的土地比较紧张,刚到那

里的华人很难在坝区获得土地,主要靠做些小生意或靠某种手艺来维持生计。据当地的老华侨回

忆,一些稍微有钱的华人就在中、缅边境做贸易,或者做小额贸易,或者参加边民互市,这一类华人

占 30%左右,他们往来于木姐与瑞丽之间,木姐与腊戌、瓦城及缅甸的其他地方之间,其中一些人

落户于坝区成为手工业者,而还有大约 50%的华人慢慢进入山区从事农业,主要是种大烟。∀ 这种

华人的职业分布情况与其他云南籍华人聚居地方的华人职业分布有所不同。方雄普对一份密支那

1947年的 (上缅甸云南同乡会会员名册 ∗中 4457个会员的资料进行了分类统计,工人占 45%,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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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8% ,农民占 16%。 由此可见,那个时期木姐华人从事农业的比例明显高于上缅甸的平均水

平,工人、自由职业者的比例明显偏低,这正好反映了木姐当时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的状况,

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木姐华人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

当时,木姐华人为了融入当地社会,几乎都穿傣 (掸 )服,学说傣 (掸 )语。用当地华人的话来

说,就是 华人客居他乡,必须入乡随俗 。据一位 1952年就在瑞丽当兵后来又转入姐告农场工作

的 85岁的汉族老人回忆,当年他们在姐告边境巡逻时,随时可以看见木姐镇内的人员流动情况,除

了一些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和残军穿着汉服外,那些往来于边境做生意的华人都穿着傣服,他

们也不想让中国政府知道他们是逃出去的华人。这一点在几位傣族老人那里都得到了证实, 有

时,如果他们不开口说话,口音与当地人有差别,我们还真的认不出他们是汉人 。当时多数华人

尚未取得当地的合法身份,政治地位无从谈起,当时的客居心态也让他们无心过问政治。华人当时

的目标就是 借土养命 (一位老华侨的原话 )。华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正如一位眉缪侨领所说的:

我们寄人篱下,但求日子平安,不是过分让人看不起就行了 。但是在文化上,华人在竭力融入当

地社会的同时又尽力维护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他们修庙宇、叙乡情、学华文、贴春联。

五、结 论

木姐华人社会 20世纪 40年代末才形成,综观木姐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可以得出如下两个

结论。

第一,木姐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华人社会的形成。缅甸独立后关闭滇缅公路,中国移民只好

通过传统的滇缅商贸路线入缅,瑞丽是古代 南方丝绸之路 的通道之一,所以大量华人由瑞丽进

入木姐。上缅甸地广人稀,很多华人之所以选择留在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木姐而不迁往其他各

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木姐紧挨着中国,持客居心态的华人总想着在国内政治气候改变了之后

能重返故里, 选择留在木姐是为了日后回家方便 (一位老华侨语 )。这也解释了木姐华人与祖国

联系紧密且同化程度低的原因。

第二, 20世纪 40年代后期中国政局的变化是木姐华人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木姐在 20世纪

40年代末还是一个土地贫瘠、只有若干小寨子的无名小镇,既无丰富的资源,也无诱人的商机。然

而,就是从那时起,很多中国移民不断涌入,华人社会开始形成,开启了它的历史进程。 20世纪 40

年代后期之所以有大量中国移民离开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国政局的变化是其主因。在中国历史上,

政局动荡、王朝变更不胜枚举,但是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局动荡和王朝变更都没有改变社

会的根本制度,封建势力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和农民革命都没有带来深刻的政

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但 1921年开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

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革命对象封建势力和官僚

资本主义势力与恐惧和不理解革命的中、下层民众构成了木姐逃亡华人的主体,在人数上超过了历

史上的任何时期。

(陈丙先,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厦门, 36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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