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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 年密松水电站事件之后，缅甸排华思潮不断攀升。这一思潮伴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

进程不断发展，成为影响中缅关系转折和思考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触发点，文章结合缅甸各
阶层的情感和不同行为体行为、利用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从缅甸排华思潮
产生的国内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出发，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构建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分析框架。利用
框架从缅甸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羞辱”文化、民主改革之后缅甸局势变动、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
等宏观背景，以及缅甸民众的排华记忆、民族主义盛行、对中国支持军政府的误解、华企在缅甸投
资的产业结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对投资地各阶层利益的忽视、非政府组织对民众的错误诱导、
媒体过分关注华企和华人以及过分夸大华企的影响等微观主体剖析缅甸排华思潮主要原因。结合
其产生的过程和形成的机制，从国家外交政策调整、华企和华人行为的转变、加强与缅甸非政府组
织联系、正确引导媒体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批判性地缘政治；排华思潮；行为主体；华企华人华侨；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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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 年密松水电站项目被缅政府叫停，
该事件标志着缅甸排华的民意思潮成为影响政府
中缅之间的关系开
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标志着缅甸国内的反华思潮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始被政府和学界广泛关注。缅甸当前兴起的反华和排华思潮是由于其内部不同阶层对在缅华
这一思潮影响较深、
涉及面广、
行为主
企、
华人和华侨的某种情感而引起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
体构成复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而行为主体共有的观
念、
社会结构中的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
缅甸排华思潮就
华侨的结果。
是缅甸社会结构中的规范、
文化和不同阶层作用于中国在缅投资的企业和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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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和希望构成的文化
情感的冲突已成为影响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恐惧、
[2]
“羞辱”
文化和改革的“希望”
文
重塑着我们的世界 。缅甸民主改革之后，
被英国殖民以来的
化并存。伴随着缅甸经济对中国的过分依赖，这种“羞辱”
文化在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过
度自由化之下迅速转化为“仇恨”文化，
“仇恨”与“希望”文化的并存造就了缅甸民众在排华
的同时，
又希望大量外部投资进入缅甸，
加速缅甸的民族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改革步伐。缅
甸各阶层这种矛盾的心态加上民主改革后极度自由的媒体、民粹主义泛起、复杂的民族构
成、
武装割据突出等因素，使得民众长期以来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民怨和矛盾爆发。这种爆发，
不仅体现在愈加激烈的宗教冲突和缅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的冲突，也表现为将这些怨气向
对缅甸影响最深的中国企业和在缅甸的华人、华侨释放。这股由缅甸“羞辱”
文化演变为来的
“仇恨”文化表现为缅甸近年来的一系列反华事件和兴起的排华思潮，给缅甸的华人和华企
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当前缅甸反华和排华思潮的表现形式、清楚其影响范围、掌握
其主体、了解其特征、剖析其动力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对于我国企业在缅甸健康发
展、保护华人华侨安危，为我国在缅甸投资营造良好氛围都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缅甸反华和排华思潮形成过程复杂，主体构成多样，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国家尺度和跨
政府经济合作的宏观视角对该思潮进行研究，似乎很难透彻地解释其整个发展过程，因此，
我们尝试用新的情感地缘政治的情感文化；批判地缘政治学关注地理空间内的不同行为主
体对地缘政治事件的认识和描述，关注地理知识、政治权利和学术、权力精英、社会机构和普
通大众之间的活动反馈过程[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与结构构建”的视角对缅甸
排华思潮的多行为主体进行解析。
目前，学界已有相关的成果研究排华问题，其中涉及国家主要有印度尼西亚、美国、朝
鲜、
澳大利亚、
俄国、越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当前对排华思潮的研究最主要集中在对
排华思潮的原因分析上。在众多排华原因中，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形成排华思潮最主要原因之
一[4]。罗俊红从种族优越论、
种族文化歧视和美国传教士的种族偏见三个方面探讨了全美排
—同乡会馆与唐人街的存在
华浪潮兴起的原因[5]。赵晓兰从民族融合角度指出华人组织——
所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冲突、民族融合的困难，是美国排华不容忽视的原因[6]。卢明辉综合分
析战后东南亚国家排华原因[7]。经济因素是排华思潮形成的第二主要要素。陈晓燕通过对历
史事实的深入分析，指出近代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同时期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一差
距造成中国廉价劳动力对美国市场的冲击[8]。胡尧瑶通过分析 20 世纪初期印尼排华骚乱，
得出经济因素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9]。罗雪珍分析了越南 1975 年～1986 年的排华运
动，认为中越国家利益冲突，两国关系恶化是酿成排华的根本原因[10]。
除了研究排华思潮的原因之外，排华的影响或后果也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杨建分析了
1959 年印尼排华事件与广东归侨安置问题[11]。吴金平通过进行田野调查，得出由排华所带
粟明鲜关注了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
给美国华侨的心理影响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12]。另外，
与排华之间关系[13]。国外的学者则从历史发展因素[14]、缅甸民主改革之后高度自由化的媒体
作用等视角剖析了缅甸排华的原因[15]。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排华产生的原因，还是排华的影响，这些分析均以宏观
微观视角相结合，
从行为主
或者微观的视角进行探讨，忽视了排华的各行为主体。而从宏观、
体的行为对排华事件进行解构的研究不多。具体针对缅甸的成果中仅有回顾 1967 年缅甸的
反华事件经过及其原因的少量文献[16]，这与 2010 年缅甸民主改革以来，缅甸日趋高涨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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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事件”
华思潮形成强烈的反差。近现代以来，中缅关系一直交好，即不存在领土争端，
之后，中国反而成为缅甸政治、经济等最大的支持国，但是为什么在缅甸还存在反华情绪？随
着缅甸民主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缅甸似乎和中国越走越远，是不是正如西方学者和媒体所
‘谁丢掉了缅甸’”[17]？中国到底有没有丢了
提出的“中国官员和中共要人感到困扰的问题是：
“（缅甸）
缅甸？是谁丢了缅甸？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无论缅甸丢没丢，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14]
反华的情绪已经成为一种持续的态度，而不是短暂的公共意见”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重新
思考新的中缅关系，思考缅甸产生排华思潮的深层原因。

2

缅甸排华思潮的历史、现状及特征

文中指的华人主要指的是 1988 年以来，军人接管缅甸政权之后移民缅甸的华侨、中国
具
人，当前在缅甸投资的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缅甸人主要指的是缅甸的各民族和各阶层，
体的构成在行为主体中将详细解释。
2.1 历史上的排华事件
历史上中缅之间曾经有不少的摩擦和战争，但真正意义的排华是缅甸在 1967 年 6 月～
7 月间对爱国华侨进行迫害的事件。该事件由 6 月 22 日中国女子中学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
像章被扣押，并抓捕到学校领学生的家长开始，短短数日内这一排华事件漫延到曼德勒、彬
迫害，对华侨
马那、东枝、
卑缪、毛淡棉等重要城市。事件中缅甸政府和民众对华侨进行抓捕、
的商店进行打砸抢。整个过程导致华侨 42 人死亡，600 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被捕，损坏商
致一名中国专家遇难[18]。该事件虽然与当时国内的过左思想有紧
店无数，
围攻中国大使馆，
军政府借机转移国内矛盾、
密的关联，但关键还跟华侨爱国激情被利用、缅甸国内局势紧张、
缅甸民众将反华、仇华情绪转移到华侨身上等众多因素有关。事隔四十多年，该事件一直在
华侨和华人心中留有阴影。
2.2 缅甸排华思潮的现状及其特征
2.2.1 缅甸排华思潮现状
搁浅到 2014 年 8 月底曼德勒贝京县中国数家金矿被打砸抢事
自 2011 年
“密松水电站”
也
件，
缅甸的反华情绪和排华思潮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中国一直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透露
是缅甸最大的经济援助国，
但自缅甸民主改革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
出有意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依赖，如此变革使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利益与外交活动不断受
民众反对华企开始以抗
到影响。2011 年 9 月，
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因民众的反对被迫停工，
加之
议的形式出现。2012 年底，
中缅莱比塘铜矿因排放物对环境污染和影响周边民众的健康，
最终经过艰难的协调
政府军处理民众抗议不当，
致使反对该铜矿的抗议演化为全国性的事件，
一系列的反华、
排华事件开始发生。
得以开工，
但反华的情绪因这一事件而在全国蔓延。此后，
例如少数民族及缅族舆论领袖一致反对萨尔温江水电开发项目；中国在中缅边境的矿产开发
的事件；
中缅高速铁路被搁浅；
仰光
和木材开发被欧美及日本渲染为
“掠夺资源”
“
、破坏生态”
缅甸政府成
新区招商涉华事件；
孟邦中国人买地风波；
曼德勒清查中国商人操纵房地产市场；
“在曼德勒的 100
立反洗钱机构首先针对中国洗黑钱；缅政府宣布新水电项目优先西方国家；
商品和人员的流入导致该市
万左右居民中，
如今一半都是中国人……居民普遍抱怨中国资金、
[18]
‘赶’
出了市中心”
但从
房地产和生活用品价格飞涨……将当地人
，
虽然外媒报道有失偏颇，

中我们可以窥见缅甸排华情绪已经在曼德勒以及缅甸的大部分地区积蓄，
2014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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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9 月 3 日曼德勒贝京县中国金矿被数百人持枪打砸抢事件就是当地群众情绪发泄的一种表现。
表1

排华事件及当前反华排华思潮对比表

1967 年排华事件

2011 年以来的排华事件

形式

军队镇压、暴力冲突

抗议、暴力事件

具体内容

逮捕华人、打砸抢华人 抗议华企在缅甸的部分投资、限制华企投资、排挤华人、打砸抢华
商店、冲击驻华大使馆

人企业

排华类型[19]

政治性排华型

舆论煽动型、种族冲突型

主体

军政府、民众

部分民众、部分政府精英、部分少数民族武装领导人、部分宗教人

时间

1967 年 6 月～7 月

2011 年至今

主要内容

士、少数民主政党、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势力、新闻媒体
影响

42 人死亡；600 多名华 密松水电站搁浅；中缅高速铁路被搁浅；仰光新区招商涉华事件；
侨学生和教师被捕；两 孟邦中国人买地风波；曼德勒清查中国商人操纵房地产市场；缅
次冲击驻缅甸大使馆、 甸政府成立反洗钱机构首先针对中国洗黑钱；缅政府宣布新水电
致 1 位外交人员丧生。 项目优先西方国家；打砸抢贝京县华人金矿，损失近 1 亿多缅币；
2014 年 12 月 23～24 日缅甸村民再次冲击莱比塘铜矿致缅甸 1
死 20 多伤，11 名警察受伤，2 名中国员工遭枪击受伤。

原因

文革期间过左思想的错 国内复杂的局势、羞辱文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煽动、中国企业
误引导、缅甸内部矛盾 投资策略的失当、境外势力的影响、民粹主义泛起
的激化、缅甸民众情绪
被利用。

2.2.2 缅甸排华思潮的特征
近年来，缅甸排华从目前排华的形式和排华的相关事件来看，当前的排华思潮具有以下
几个特征：首先，排华的主体以民众为主，并有少量的政党和政府官员。其次，排华的主要对
象以在缅甸投资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为主，
华侨其次。第三，反华主要形式以抗议为主，逐步
扩大到政府在经济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控制，
目前演化为民众的暴力事件。与以前的排华事件
相比，这些排华不涉及残杀和逮捕华人华侨事件。第四，反华群体在不断扩大，其中西方势
力、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力量。与 1967 年的排华相比，当前的排华更加复杂，它不仅是国内
的事件，
更是西方势力下缅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泛起的结果。最后，排华的区域集中在华
其中曼德勒的反华情绪最为突出。
人投资的区域和领域，
华侨集中区反华情绪不断蓄积，

3

排华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缅甸排华思潮的出现给缅甸和中国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而言：
首先，受缅甸排华思潮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在缅甸的投资企业。中国在缅的投资集中

在能源、
资源型的产业，主要是水电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木材等行业。自 21 世纪初期
中国企业和华人大量进入缅甸，中国一直位于其外资投资的前列，2011 年成为缅甸最大的
投资国。因为 2011 年以来一系列的排华反华事件，导致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直线下降，2012
财年仅为 4.07 亿美元，而此前两财年分别为 43.5 亿美元和 82.7 亿美元[20]。缅甸的排华思
潮，及其引起的抗议、打砸抢、政府部门对中国企业和商人的限制等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极
大的经济损失。在最近的曼德勒贝京县的金矿打砸抢事件中，中国企业初步评估损失近 1 亿
从
多缅币，
折合人民币 63 万元左右[21]。2014 年 7 月底，
中国与缅甸签署的投资 2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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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民众带来极大的损失。
皎漂港到昆明的高铁搁浅。这些都给国家、
其次，缅甸的排华思潮给中国能源的安全供给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
使得能源安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源的高度依赖，
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对于能源的供给，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开拓更多
利比亚国内动荡、
马六甲海
的能源供给地是保证能源安全供给的重要举措。而从中东动乱、
峡之困等一系列的事件和事实，我们不难发现拥有安全、稳定的能源供给地远远胜过“开拓
“政经分开”的指导下，因局部性的战
、
更多的能源供给地”。因为在现有的中国
“不干预内政”
争和区域局势动荡，中国想在中东等地区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很难得以保障；加之，中国能
中国要保证能源供给地的安全和稳定
源进口的远距离特征明显、
“马六甲海峡之困”等因素，
困难重重。学者梅育新就提出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最大的障碍是当地社会的不稳定[22]。加之
2013 年中缅油气输油管道的贯通，缅甸和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可以更为安全、稳
定的进入中国，
缅甸逐步成为中国重要“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给地”。但是由于缅甸的排华和
反华情绪，
“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给地”受到极大的威胁。
再次，缅甸排华思潮给中国当前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带来较大的影响。缅甸是东南亚地
区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缅甸地处中国、
东南亚、南亚的交汇区，西南和南面分别与孟加拉湾
和安达曼海相临，其敏感、重要的地理区位和潜在脆弱的国内局势，对我国当前地缘环境的
安全、保护缅甸华人利益、维护西南边疆和能源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促进“中印
孟缅经济走廊”
的建设、做好我国当前
“稳定周边、开拓周边、塑造周边”的相关工作都具有重
同时为中国避开马六甲
要的意义。排华思潮产生不仅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特别是皎漂港到昆明的高速铁
海峡而西出印度洋、冲破美国岛链的封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路搁浅之后，这一影响更加明显。
第四，排华思潮给缅甸的华侨和华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反华排华的思潮对华侨和华人
的生活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缅甸政府内部因为过分依赖中国而产生的不安，从而在政策
实施中采取的对华企和华侨的限制。另一方面，华侨和华人因为缅甸内部排华思潮而产生的
担忧和恐惧。据相关报道，为了避免诱发排华思潮的蔓延，曼德勒的华侨商会发出公告要求
华侨在参加聚会时尽量不要乘豪车、铺张，少出现在高档场所，甚至有些华侨在过春节都不
敢贴对联以示庆贺[20]。这些报道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
但从一个侧面也揭示了排华思潮对
华侨的影响。最后，缅甸的排华思潮的影响就是直接对在缅华人的冲击。
当然排华和反华思潮也给缅甸的社会经济发展、居民基本生活带来冲击。除了中国的国
有企业在缅甸投资外，很多华商还专门经营关系缅甸生产生活的零售、日用品销售等行业。
同时，缅甸 90%边境贸易来自中国[23]。因此，缅甸的排华和反华思潮给缅甸国内的经济建设
和人民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

排华思潮产生的原因分析

其中实用型、学术型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将地缘政治学理解为更宽泛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每种理论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政策制定者，
和大众型是构成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理论，
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
媒体、民众及非政府组织等[24]。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研究既要关注
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13]，建构主义国家关系理论关于
国家、国际经济组织，也要关注媒体、
主体行对结构构建的理论，排华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行为主体，我们提出了缅甸排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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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及运行过程的分析框架（图 1），
该框架主要涉及宏观的历史及国内
外综合影响，微观的排华思潮产生过
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具体而言，分
析的框架涉及缅甸内部的运行机制、
外部影响机制、行为主体、行为客体、
媒介等几个方面。
4.1 影响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宏观
因素
4.1.1“羞辱”文化转化为“仇恨”文化

图 1 缅甸排华思潮产生及运行的过程解构示意图

的结果
从宏观角度来看，
缅甸排华产生最重要的因素与其近现代的发展历史有较大的关联。家
庭、种族或者社会群体对某一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或者长期作用于本群体的认识具有传承
性[25]，N.加内桑认为缅甸的排外情绪与其 19 世纪以来一直被英国殖民、然后被日本占领、目
前在在国际政治中又夹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缅甸整个近现代的发展史中
表现出的长期对宗主国的关系不密切，使得缅甸国民形成对外国人“深深的不信任”[20]。而从
在 1967 年的排华事件中，中国过左的思想对缅甸的影响、缅甸反华的情绪被
历史视角而言，
错误引导等成为当前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思想土壤。虽然 1967 年的排华事件得到平息，
1971 年中缅关系恢复正常，但是这种反华情绪和记忆一直在缅甸国民心中留存。当前，缅甸
“既不想过分依赖中国，又无法摆脱”的心态
的发展过分依赖中国，其生产生活离不开中国，
“仇恨”文化宣泄的对象。
使得缅甸
“羞辱”文化被激起，
在缅的华企、华人、华侨成为这种
4.1.2 民主改革之后各方势力纷纷进入缅甸是排华思潮泛起的温床
将国门向世界敞开。各国投资者、媒
民主改革之后，缅甸为了国家利益，
多方寻求支持，
体、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缅甸，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要么扶持代理人，要么过分关注中国在
给原本就很复杂的缅甸增加了
缅甸的投资，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丑化中国的投资等行为，
混乱的成分。矛盾重重的社会变革使得整个缅甸充满了不确定性，加之改革不能立即奏效，
从而自下而上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的民粹主
因此，民众的情绪和意愿很容易被利用和诱导，
义很容易产生，
成为排华思潮产生的温床。
4.1.3 后殖民主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排华的思潮产生的直接诱因之一
缅甸民族主义者、政府精英、民众对中国过分依赖的担忧由来已久，他们普遍认为这是
中国对缅甸新的经济殖民，但是迫于欧美制裁的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中国。民主改革之
因此，缅甸在
后，由于不同国家的投资和多方势力的参与，摆脱对中国的过分依赖成为可能，
欢迎其他投资者的过程中，开始有意对中国疏远和排斥，使得中国与缅甸的经济合作没有以
能源资源开发、国际贸易等产业，
前那么畅通。目前无论是关系缅甸国计民生的电力、通讯、
还是与普通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服装、电器和化妆品等产品的供给和销售等，中国企业及华
人、华侨都日益成为最主要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中国投资者在缅甸迅速发展，并很快在其社
会经济各个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现状，导致了缅甸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担忧。这种担忧让部
分缅甸的“精英阶层担心缅甸变得过于依赖中国”[20]，因而在政府执行某些政策时或在引导
民众发展中很容易成为排华思潮产生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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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欧美国家的介入使得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民主改革之后，美国重返亚太，欧洲国家开始投资缅甸，他们在投资经济的同时，不断培
育和扶持自己的代言人，这使得原本复杂的国内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些宏观的行为主
体策略和投资行为的变化将影响着缅甸排华思潮发展的方向和动向。
4.2 影响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微观要素
4.2.1 行为主体作用下的缅甸排华思潮
排华思潮的主要承载者，
其构
缅甸排华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指缅甸国内排华行为的施动者，
也包括少数民族武装控制区的少数民族
成主要有排华的缅甸民众（既包括缅政府控制的民众，
僧侣等。行为主体是缅甸排华思潮和
民众）、
政府精英、
军方领导人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领导、
还包括：
行为的直接发出者，
他们产生排华思潮的直接原因除了历史上的排华的群体记忆外，
[26]
华企
1） 华企、华人的进入破坏了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尺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华人、
各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华
的进入大打破了不同尺度内部的权利均衡，
而在不同尺度下，
人、华企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分为缅甸国家的利益，该部分主要由政治精英和民
族主义者为代言人，担忧缅甸成为中国的附庸；各政党的利益，主要指的是各政党为了获取
更大的政治资本，寻求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支持，而中国的进入会破坏各党派既有的格局或
包括经济
者中国这样的大国成为某一方的拥护者而侵害了其他方的政治利益；民众的利益，
利益、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等，主要体现为华企在地方进行生产而地方民众无法获得足够的
利益；少数民族的利益，为了在国内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和分享国内更多的资源，在少数民族
控制范围内，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威来分配能源和带领民众，华人、华企的进入和与缅政府合
作会挑战他们的权威，分化他们对民众的绝对指导；宗教人士的利益，华企进入，拆除寺庙、
开发资源等侵害了宗教组织的利益，
打破了宗教势力控制范围内的信仰平衡。
2） 中国与军政府的经济合作被缅甸民众错误认识，导致其对中国反感情绪强烈。虽然
中国对缅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
中国一直秉承“不干涉内政”的宗旨，
但在军政府时期，
贡献没有被民众正确认识，反而被理解为军政府在国内实施独裁统治的帮凶。
3） 缅甸民众对华人的仇富心理，这是排华思潮产生的重要情绪来源。无论是新进入缅
甸的华人还是祖辈在缅甸的华人都比较富有，
“那些在郊区有别墅、去高档商场购物的，往往
都是华人”[27]。缅甸主要城市房地产和生活用品价格飞涨被民众认为是大量华人的流入和资
金进入的结果。因此，
缅甸民众的仇富心态增加了缅甸排华情绪产生的可能性。
4.2.2 行为客体作用下的缅甸排华思潮
行为客体主要指的是排华思潮这一行为针对的对象，也就是受动者，主要是中国、缅甸
的华企和华人，
其中华人主要是指在缅甸从事生产的中国人和华侨。针对中国、华企和华人
他认为[28，29] ：
在缅甸不受欢迎原因剖析，学者范宏伟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①从中国政府而言，
缅甸产生排华情绪是中国在前军政府时期对缅甸实施的政策的后遗症。②对于中国企业而
言排华思潮，客观上与中国在缅甸投资企业的结构和特征有很大关联。中国在缅甸的企业主
要集中在能源、
资源性产业，因此没能给当地带来更大的就业机会。③中国企业与缅甸进行
，切入
经济合作中对民生层面和普通百姓利益层面比较少。④中国企业在缅甸“走上层路线”
缅甸的社会的途径主要做了一些服务于当地的公益性事业，但是他们更多的不是通过非政
府组织或者让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开展，而是通过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民众反感的途径，
既没有在投资地赢得声誉和支持，也没有使当地的民众受益。⑤中国企业和华人对缅甸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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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解不够深入，不能更好地与投资地的缅甸民众沟通，例如密松被认为是克钦人的圣地，
也是缅甸文明的发源地，密松水电站的停工不仅仅是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
不
的争斗，
也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和民族的情感。同时，中国企业缺乏与投资地的有效沟通，
能很好的切入到投资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华人忙于挣钱而忽视了如何更好地融入缅甸的地
方社会，
完全成为游离于缅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阶层，他们的生产生活既没有得到缅族的认
可，也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
这样的状况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4.2.3 媒介作用下的缅甸排华思潮
从整个排华思潮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媒介主要指的是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等，也
就是批判性地缘政治中的“大众型”理论的主体之一。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对于排华思潮
的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粹主义
第一，非政府组织是缅甸排华思潮的催化剂。在民族主义盛行、宗教冲突激烈、
泛滥、武装冲突不断、民主改革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的缅甸，任何一种力量的进入都会使得整
不仅对中国
个原本混乱的局面更加复杂和无序。民主改革之后，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缅甸，
的投资进行指责，而且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示威和抗争。增添了民众对中国企业不满和排斥
但是由于非
情绪。密松水电站的搁浅、莱比塘铜矿遭到的抗议本来是小尺度的区域性事件，
政府组织的不断引导，
从而将小尺度的地区事件演变为全国性的事件。
华人和华侨
第二，媒体的过分关注，对事实的夸大和歪曲，加剧了缅甸排华主体对华企、
正确的媒体舆论在促进社会进步、
引导人们的
的排斥和反感。媒体舆论的导向性非常明显，
社会行为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错误的媒体舆论则反之。民族改革之后，缅甸媒体高度自
过分的关注和夸大中国企业在缅
由化，缅甸主流媒体和其他私人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
这
甸的不良影响，
营造出中国企业在缅甸只顾赚钱、不顾缅甸人民利益、生态和安危的形象，
无疑也给原本就有排华情绪的民众火上烧油。媒体过分关注缅甸的华人华侨，报道华人的奢
侈生活等，刺激了缅甸敏感的民族性格，激起了缅甸盛行的民族主义情感，加深了缅甸民众
对华人、
华侨的不满和排斥。

5

我国预防缅甸排华思潮恶化的应对措施

缅甸排华思潮是一种“尺度政治的实践，它不仅表现为宏观的政治层面，也表现在微观
[30]
要彻
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
。这种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底消除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从其产生的动力机制和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预
防其恶化和削弱其消极影响。
调整中国外交的整体思路
5.1 反思中国现行的外交策略，
正如学者范宏伟所言，缅甸会成为中国外交改变整体思维的触发点[26]，
其实此种情况不
仅缅甸存在，在中国投资的非洲、中东地区同样存在。中国在投资国经济上较热，政治上遇
冷，地方民众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企业有不满情绪，这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困境，是中国大量海
外投资的共性，
也是需要政府和企业深刻反思的问题。李晨阳也指出，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注
重细节[31]。“不干涉内政”
“政经分开”政策确实是我国外交政策的经验总结，但随着中国的
、
崛起，世界地缘环境的变化，中国不干预内政下的经济合作能否适应当前变化了的世界地缘
首先需要对中国
政治格局？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因此，要摆脱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困境，
现行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明确中国外交策略和立场。缅甸军政府时期，独裁是民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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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内政”与军政府进行经济
大的不满，民众与军政府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局面。中国奉行
，协助军政府实施独裁。因此，从宏观上明晰
合作，民众有理由认为中国就是军政府的
“帮凶”
外交策略，明确立场显得尤为重要。
注重缅甸的社会投入和融入
5.2 调整企业、华人和华侨的行为，
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大投资地社会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而言，
反思原来“自上而下”的方针，
投入，关注公益事业势在必行。虽然中国企业在缅甸也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是中国企
业采取的形式往往不是直接与民众交流，而是通过代理人完成这些工作，而这些代理人往往
“入乡随俗”
还没
很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20]。作为缅甸的中国企业，
代表的不是民众的利益，
有完全得到地方社会的支持，
更多的企业与投资地脱离，仅仅作为投资地的一块进行资源开
“（中国企业）
发的飞地。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像中国驻缅使馆政治处主任高明波所说的那样：
必须保持当地社区的支持……要开放、要参与”。如何转变这种局面，怎样得到当地社区支
持，参与到当地社会生活成为华企能否在缅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对于华人和华侨，中缅贸易的增长，给他们带来了长足的致富机会，因此，他们“只顾赚
钱，不参与（当地）政治”，
“住高档别墅，出入高档场所的往往是华人”[25，26]。这些不恰当的行
为引起了缅甸民众极大的不满情绪。
“曼德勒贝京县打砸抢华人金矿、警察坐视不管的事件”
无论是企业，还是华人、
客观反映了华企和华人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一事实。鉴于此，
融入缅甸的社会。
华侨，都应注重缅甸的社会投入，
5.3 了解地方文化，平衡投资地利益分配
深入了解缅甸的地方文化、关注地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在缅华企必须面临的问题。
很多反华事件，
就是由于华企、华人没有清楚了解地方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引起的。华企、华
殊不知缅甸社会构成复杂，民族矛盾
人往往把在中国自上而下的业务开展方式应用在缅甸，
突出，政府管理能力相对有限，地方割据明显等特征决定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行不通。密
莱比塘铜矿事件除
松水电站的搁置虽然有复杂的原因，
但不了解当地文化是主要原因之一；
了解当地文化极其
了影响环境，也与企业要拆迁当地的一座古老佛寺有很大的关联。因此，
关键。注重投资地的利益分配也非常重要，
“中国企业的确也提供了服务……（但它们）并未
个人没有
让当地人真正受益”[16]。缅甸当地民众不能受益，眼睁睁看着自家门前资源被拿走，
获得任何利益反而要承受因资源开发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局面，是缅甸民众反
华排华的直接根源。因此，
建立有效的机制，
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非常必要。莱比塘铜矿事
件最终得以平息是企业承诺将获得收入的 2%让渡给社区的结果。
5.4 熟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
加强对缅甸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和合作
对缅甸非政府组织的不了解和对其影响作用的低估，是中国企业在缅甸遇到障碍的主要
学者普遍指
原因之一。国内政府和学术界对缅甸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起始于密松水电站的搁浅，
熟悉缅
出了缅甸非政府组织在密松水电站被迫停建中的重要作用[32，33]。对于华企和华人而言，
减弱排华思潮的重要途径。
只
甸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
了解其最终诉求是减少在缅甸的障碍，
从而将
有掌握其运作机制、
诉求掌握，
才能根据华企和华人自身的需求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干预，
加强与非
对华企和华人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
华企、
华人也应当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的意图，
政府组织的合作，
可以主动让非政府组织了解自身的目的和诉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其进行
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扶持，
通过了解、
合作、
扶持等方式引导其向对华企有利的方向发展。
树立中国大国形象
5.5 利用媒体舆论的正面引导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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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主流媒体和私人媒体对中国企业行为的过分夸大或者不切实际的报道，过分关
注华人在缅甸的影响对于缅甸排华思潮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舆论对小事件的过分关
不顾缅甸民众健康的错觉；形成中
注给民众产生华企华人为了赚钱大肆破坏缅甸生态环境、
华
国企业为了掠夺资源不考虑缅甸民众情感和宗教信仰等不负责任的形象。片面夸大华企、
华人应当正确、积极
人的影响，放大了华企、华人在缅甸民众心目中的不良影响。因此，华企、
的做好缅甸媒体舆论过分关注和夸大华企、
华人的不良影响的回应，让缅甸民众明白事情原
委，使其从客观上认识华企华人在缅甸的投资。鉴于此，华企、华人也应当学会正确利用媒体
舆论的力量，在缅甸主流媒体上正面宣传华企、华人在缅甸的积极作用。加强与地方媒体的
沟通，学会利用媒体为华企、华人树立良好形象，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致谢：感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范宏伟教授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
心顾问欧阳红军老师和博友繁霜的帮助，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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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and Cause of Anti-China
Sentiment in Myanmar based on Actant
LI Can-song1,2,3, GE Yue-jing1, MA Na2, HU Zhi-ding2
（1. School of Geogra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3.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Beijing 10083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yitsone event in 2011,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Burma
has been soaring. This sentiment,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Burma, has become one important trigger point of changes in Burma-China relationship and change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ies of emotion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of Burma and different
behaviors and utilizes theories of constructivism of geopolitics of emotion
and foreign relation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 of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Burma on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 Then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main
rationales behind the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terms of long-cultivated
‘shame culture’ in Burma, political change in Burma after the democratic reform, long-term cultivated cultural psyche, anti-Chinese memorization of
civilians in Burma, the prevailing nationalism, the misunderstanding towards
China supporting military govern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ompanies invested in Burma, Chinese failing to fit into the local culture, the neglect of
local classes, wrong inducement by local NGOs, over-exposure by local media
and exaggerated influence of Chinese companies by local media. The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rovement i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al change by Chinese companies and Chinese people in Burma, how to
strengthen relations with NGOs in Burma and how to properly guide loc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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