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世纪缅甸在清迈统治的结束与清迈地区的人口迁移运动 

 

清迈是古代兰那王国的中心，从 1296 年孟莱王建立清迈城开始，至 20 世纪初泰国进行

地方行政改革将清迈纳入曼谷王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为止，兰那王国存在了 600 年之

久。 

清迈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首先它位于宾河（Ping River）和谷河（Kok River）这两条

河河谷的中间地带，有充足的水源；其次两条河流所形成的冲击平原提供了肥沃的土地；第

三，宾河除了提供水源外还是一条重要的水上运输通道，顺流而下能到达湄南河中游和下游

地区，逆流而上通过陆路可以和缅甸掸邦以及中国云南等地进行贸易。上述自然条件为清迈

发展成为泰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区提供了物质保证。历史上富饶的林业和土地

资源孕育了兰那文化。但是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清迈地处内陆，周围的高山阻碍了交通。

交通的不便使这一带的发展进程相对缓慢，旁边是缅甸和泰国两个较强大的政权，作为一个

内陆地区，依赖邻近的强大政权是不可避免的，其处于缅泰这两个强势政权之间的重要战略

位置也使其成为两国不断争夺的对象。这一地区复杂的地形和农业资源的分布特点使得居民

的居住模式都是小规模村落聚居，难以形成大的行政中心，这种小而分散的特点也决定了当

地的行政以地方自治为主。我国史书常把清迈称为“八百媳妇国”，缅甸史书提及清迈常常

称为“清迈 57 县”，清迈作为一个地理上的中心既松散地控制着众多的类似自治政权，也要

向它的宗主国进贡，相当于政治生物链上的一环。 

一、缅甸在清迈的统治及其结束 

清迈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孟莱王朝统治时期（1296-1558 年）、缅甸人统

治时期（1558-1774 年）和逐步并入泰国时期（1796-1933 年）。 

孟莱王朝的统治一般要追溯到 1296 年孟莱王建立清迈城，清迈城的建立为泰北的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之前清迈地区存在多个小的权力中心，类似于城邦国家。孟莱王建立清迈

城之后逐步将清迈周围的其他小的城邦国家如清莱（Chiang Rai）、清盛（Chiang Saen）、南

邦（Lampang）、南奔（Lamphun）、帕尧（Payao）等统一在一起，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兰那

政权，并形成别具一格的兰那文化。从 1296 年直到 1558 年缅甸军队入侵之前，清迈地区逐

步发展，并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大影响，其影响范围甚至达到现在缅甸掸邦的萨尔温江以东、

老挝的琅勃拉邦和中国西双版纳的景洪地区。1孟莱王朝末期，王室衰微，但是其王权观念

非常重视正统，只认孟莱王的传人为正统，当这支世系失传之后，别人登上王位都被认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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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而难以服众，从而给了缅甸可乘之机。 

缅甸对清迈的统治始于东吁王朝（1531-1752 年）的莽应龙时期（1551-1581 年在位），

莽应龙登基之初缅甸正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他首先征服了南部孟族的勃固王朝，之后又打败

了北部的阿瓦王朝，基本统一了缅甸。征服清迈一方面是为了切断清迈对掸邦地区的支持

——掸邦一直是缅甸中央政权充满戒备之心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扩张建立一个中转

站和兵员及粮草的补给地。掸邦境内萨尔温江西岸的孟乃（Moe Nae）一直是莽应龙的心头

大患，因为它离莽应龙的都城东吁城较近，而与清迈的联系又非常紧密，因此莽应龙 先向

孟乃下手，征服孟乃后于 1558 年乘胜攻下清迈。征服清迈对缅甸极为有利，既加强了对掸

邦的控制又获得了一个进一步进攻阿瑜陀耶的后方基地，用以补充人力和给养。 

缅甸统治清迈时期是兰那王国势力较弱的时候，尽管中间有中断，这个时期还是持续了

200 多年，一直到清迈和吞武里王朝的郑信王结盟反抗缅甸。缅甸在清迈的统治大致分为两

个时期。1558-1664 年为前半期。莽应龙在征服清迈初期并没有在清迈派驻军进行直接统治，

而是把清迈作为政治中心，继续沿用其原有的统治体系，用孟莱王朝的贵族作为当地的 高

统治者，但因为不能服众而出现动荡， 后莽应龙才派自己的儿子来进行统治。莽应龙去世

后的缅甸一度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统治者忙于国内的安定，因此将清迈作为一个半自治

地区，即传统意义上的进贡国，官员以效忠于缅方的当地贵族为主。清迈下属城邦国的统治

者的指定、继承和废止由缅甸的国王来指定，这进一步加强了对清迈下属的控制。 

1664-1774 年为后半期。此时缅甸东吁王朝的阿那毕隆王（AhNoutPhatLon Min，

1605-1628 年在位）重新统一了缅甸。他隆王（ThaLon Min，1629-1648 年在位）对全国的

行政进行了改革，并将首都迁到了人口稠密并有大量灌溉农田的上缅甸阿瓦地区，势力大增。

此时东吁王朝处于复兴阶段，有能力加强对属地的管理，因此对清迈采取了直接统治，重新

征服清迈下属的各个城邦，包括萨尔温江以东的掸邦各邦、清迈地区的芳县、清盛、清莱等

地，不对缅甸效忠的统治者被带往缅甸首都阿瓦，以效忠缅甸的新统治者取而代之。此外将

清迈地区作为缅甸的一个地区来治理，而不是作为一个进贡国来对待，官员多由首都阿瓦直

接派来，其中由“谬温”（myo wun）统领行政事务，悉该（sit kai）率兵驻防，当地的官员

起的作用较小。由于清迈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地区，并存着许多小的政权，因此缅甸采取“分

而治之”的政策，对于像清迈、清莱等重要的地区大多由缅甸官员直接统治，次要一些的地

区由缅甸国王指派当地的头人进行统治。这种变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加强了缅甸势力在

当地的存在，也成为日后缅甸扩张的基地；二是防止其他势力尤其是阿瑜陀耶对清迈地区的

渗透。清迈逐步由一个进贡国而成为缅甸的一部分。到了贡榜王朝时期（1752-1885 年），



更多的贵族被派往清迈地区。1763 年，军事官员“波”（po）取代了原来的“谬温”来统治

清迈，以巩固缅甸在当地的统治。而在清迈下属地区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缅甸国王任命

的当地人，另一种是直接来自缅甸或来自掸邦的统治者，大多是来自掸邦的王子。这些官员

经常轮换，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积累过大的个人势力。2 

在缅甸统治者看来，清迈和掸邦东部、老挝、阿瑜陀耶是一个整体，同属于泰掸民族，

但他们之间既互相联合又相互争斗，清迈在上述地区居于地理上的中心。掌握了清迈就相当

于掌握了泰掸人的中心，内可牢牢控制掸人，东面和南面可牵制老族人和中部泰族人，随时

可以发起进攻。因此缅甸统治者对清迈一直非常重视，莽应龙前后八次远征清迈，甚至派出

自己的儿子前往统治。虽然用心良苦，但在莽应龙驾崩后，缅甸的中央政权很快陷入四分五

裂之中，他远在清迈的儿子也割据一方并和阿瑜陀耶王室联姻，儿子娶了阿瑜陀耶的公主，

女儿则嫁给阿瑜陀耶的王子。而在阿瑜陀耶统治者看来，清迈只是北方的一个独立的同族王

国。由于意识到了清迈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因为缅甸经常利用清迈作为进攻阿瑜陀耶的

基地，使得清迈成为阿瑜陀耶和缅甸人争夺的焦点之一。 

缅甸在清迈地区统治的结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18 世纪 30 年代在泰北的南邦

地区也发生了政权更替事件，猎人出身的提布昌（Thip Chang）在民意和宗教界的支持下驱

逐了缅甸在当地的统治者，继任为南邦的统治者。此时缅甸的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南方的孟族一度攻下了阿瓦，无暇顾及南邦的反抗，同时南邦统治者依然与缅甸中央政权保

持了良好的关系，奉缅甸为宗主国，并没有引起缅甸中央政权的足够重视。这给了南邦统治

者发展壮大的机会。另一方面 1765-1767 年，缅甸再次以清迈为基地攻打阿瑜陀耶掏空了清

迈的实力。缅甸在清迈地区的文化同化政策（1770 年，缅甸规定南邦等地按照缅甸习俗男

子在腿上刺上纹身，女子则要穿耳洞）也引起了当地的反感，把清迈慢慢推向了新建立的吞

武里王朝的怀抱。1767 年之后，由于缅甸人一方面要面临着暹罗人此起彼伏的反抗，另一

方面北部还在和中国的清朝军队作战，疲于应付。缅甸人逐步被驱逐出暹罗，暹罗又重新对

以清迈为中心的泰北地区有了觊觎之心。但这时暹罗的实力还不足以拿下泰北。清迈地区统

治者本身态度的转变帮了暹罗的忙。南邦统治者提昌的孙子伽威拉，在辅佐父亲执政的过程

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 1770 年之后他和当时清迈的统治者一起密谋赶走缅甸人的统

治。此时清迈和南邦即使联合起来依然不是缅甸的对手，于是他们想到了联合暹罗来赶走缅

甸人，双方一拍即合。1774 年伽威拉挑起驻扎在清迈的缅甸军队和当地人的冲突引发屠杀，

防守薄弱的缅甸人遭遇重创。这个事件导致缅甸人的溃败并 终在三年内逐步撤出。此后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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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缅甸人试图重新夺回清迈，但是都遭到了抵抗而没有成功。 

1782 年，伽威拉被曼谷王朝指定为清迈地区的统治者时，他的权力依然局限在南邦地

区，清迈自从 1775 年之后成为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此时缅甸人还控制着北部的清莱、清

盛等地区。由于清迈是整个泰北地区的枢纽，要想巩固政权，赶走缅甸人的势力，清迈是一

个更加合适的首都。此外伽威拉和他的家族只是平民，要想获得统治的正统性还必须赋予自

己神圣的光环，于是他想到了要重建清迈城。清迈自从 1296 年由孟莱王建为王城之后，孟

莱家族统治了近 300 年，在被缅甸人统治了 200 年之后，恢复孟莱王时期的荣耀不仅可以重

新聚集民众，还可以赋予自己家族神圣的光环。于是他重建清迈的寺庙、城墙和街区。但是

城市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必须依靠人力，这就是 19 世纪时伽威拉王实行的“把蔬菜放进篮

子，把人口聚集在城市（Kep phak sai sa kep kha sai muang）” 3运动的直接原因。这一运动

的目的就是为重建清迈积聚人口。 

二、伽威拉的人口迁移运动 

人烟稀少是从泰北地区赶走缅甸人和把清迈重建为当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的 大障碍。伽

威拉说服为躲避战火逃进森林的人们走出藏身之处，回到他们原来的村庄，说服战争时期逃

往他乡的民众回到清迈。曼谷王朝一世王还把达府（Tak）和滕县（Thoen）这两个人口受

影响较小的地区作为清迈的附属地。但是由于战争、饥荒和传染病造成的人口严重减员，仅

靠自愿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来补充无疑是远水不能解近渴，还必须通过一些非常手段。从

1782 年得到曼谷政府册封到 1816 年去世，伽威拉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把人口聚集在城

市”行动，其实就是迁移其他地区的居民前来清迈居住，这其中必然伴随着武力。 

第一次强制迁移人口发生在 1783-1790 年。这一时期，伽威拉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兵员以

扩充实力，为将缅甸人赶出泰北地区积聚力量，同时获得清迈城重建所需要的大量人口。1783

年，伽威拉派他的得力助手前往泰缅边境的克耶族地区（今缅甸克耶邦）迁移了一些当地居

民安置在帕桑（Pa Sang）居住，同年他又前往萨尔温江以东的掸族地区，劫掠当地居民迁

来帕桑居住。1784 年，一支 40000 人的缅甸军队兵临南邦，这是缅军 后一次大规模地进

犯清迈地区。伽威拉无力抵抗，但在曼谷中央政府的援助下击败了缅甸军队。继而伽威拉的

士兵乘胜追击，又从掸邦掠夺了大量人口。在伽威拉胜利的鼓舞下，泰北其他地方的统治者

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已经不堪一击的驻扎在清盛的缅甸军队，并纷纷投到伽威拉的麾下以寻

求保护，进一步壮大了伽威拉的力量。1788 年伽威拉发动对清盛的进攻，以报复前一年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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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对南邦的进攻，伽威拉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劫掠北部村庄的人口，并截断驻扎清盛的缅军的

物资供应。1790 年，他又越过萨尔温江，到西岸去掠夺人口。这些人口基本都被安置在帕

桑居住，至今这些地区还保留着他们家乡的地名。在有了一定的人口基础后，1791 年伽威

拉开始着手重建清迈城，以便更好地抵抗缅甸人的进攻。建城的主要的劳动力就是之前从掸

邦各地迁移来并安置在帕桑居住的掸族人。 

第二次迁移人口发生在 1797-1804 年。这次是将首都迁到清迈以后围绕夺回清盛而进行

的人口迁移运动。从 1797 年至 1802 年，伽威拉多次发动对萨尔温江两岸缅甸控制地区的进

攻以获得足够的人口。在攻打萨尔温江东岸地区时，俘获了为缅王效命的当地头领。为了在

清迈获得个好位置，这位首领转而帮助伽威拉对付缅甸人，向伽威拉献策，去劫掠缅甸的景

栋。而此时景栋人也不堪缅甸人的统治而正想倒向清迈。1802 年 11 月清迈的军队袭击了景

栋，俘虏了包括王室在内的大约 6000 人，并把他们带回清迈。这次行动有两个重要意义，

一是所俘虏的 6000 人员不是一个小数目，二是夺取景栋在地理上截断了清盛缅军的后路，

为下一步夺取清盛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年的准备，他终于能够在 1804 年积攒起足够的力量

将盘踞在清盛的缅甸人驱逐出去。当然这不仅仅是伽威拉的个人计划，他还获得了来自曼谷

方面的强力支持。1804 年，来自清迈、南邦、万象、难府和曼谷的联合军队出兵清盛，实

施围城。7 个月后，饥荒蔓延，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后清盛陷落，驻守清盛的缅军将

领率部撤回缅甸境内。联合军队带走了清盛地区 23000 人，分成了五组，联军中的每一方带

走一组，摧毁了城墙并烧毁了城市，以阻止缅甸人再次占据。进攻清盛不仅成功地把缅甸人

从清迈的门户——清盛赶出去，还获得了人口补充，对巩固清迈城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是在 1809-1810 年，伽威拉利用掸邦地区对缅甸中央政府横征暴敛的不满发动了

对掸邦东部地区的征服，武力加说服政策使景永和景栋的土司带领其手下的大量居民跟随伽

威拉来到清迈地区。1810 年以后就不再有关于伽威拉从别处迁移居民的文献记载。1816 年

他去世后，“把人口集聚在城市”的政策也宣告终止。 

三、迁移人口的分布 

在伽威拉的“把人口集聚在城市”的运动中，到底有多少战俘被带到清迈地区？他们是

如何分布的？到 19 世纪中期他们的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是多少？清迈地区的史书里很难找

到答案。泰国学者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估计从 1782-1838 年的所有从各地武力强迁至泰北地

区的人口为 50000 到 70000 人。1840 年，在清迈地区的清迈、南奔、南邦、帕府和难府等



地区大约 25-40%的人口是这些强迁人口的后裔。4另外根据一份寺庙的文献，到 19 世纪末

期强迁人口的后裔占了清迈人口的 20%，但是这个数据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在这份文献

中有至少 10 多个村庄被归入清迈派，但这些村庄的名称并不是兰那语村名，说明他们是外

迁来的族群。而另外一些信仰万物有灵的非佛教徒，如克伦人也没有包含在这份文献中，还

有来自掸邦孟萨的 8000 人也把自己归在清迈派里面。另一方面分散居住在清迈北方的芳县、

帕尧、清道等地非清迈裔居民也没有包括在这份文献中。5因此实际外来迁移人口应该高于

20%。同时期的英国的资料显示强迁人口在当地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泰国学者的估计。

1829-1835 年曾经三次到过清迈的英国人戴维·理查森（David Richardson）估计当地的原有

居民不足三分之一，他五年后的日记中又再次估计迁移人口所占的比例约为四分之三，并认

为当地人口所占比重过低是因为在 16-18 世纪缅甸统治期间频繁地从清迈迁移人口至缅甸

所致。另一位英国人估计“清迈、南奔、南邦等地的三分之二人口是孟族难民或者来自缅甸

北方地区主要是景栋和孟永地区，他们并非自愿而是被许以各种未被兑现的诺言强制迁移到

此地的。”6 1856 年，清迈的加威罗若王（Kawilorot，1856-1870 年在位）在登基后进行了

一次人口普查，录得清迈（不包括清莱）有 30000 人，南邦 30000 人，南奔 8000 人，难 10000

人。7总人口数为 80000 人，如果前述泰国学者的估计数字准确的话，则外来迁移族群的比

例就不应该是保守的 20%，而是 60-90%了。泰国学者和西方人在数据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因

为西方人走的路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交通线上，外来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这条路线上。而在

比较偏远的地区本地人占的比重更大。笔者综合上述资料认为，外来强迁人口占清迈地区总

人口的 50%左右还是可信的。 

要弄清楚这些强制迁移的居民到达清迈地区后被安置在哪些地方，以及他们在 19 世纪

时又是如何繁衍生息的，这确实是难题，文献中很少有记载他们被安置在了哪个具体的村庄。

当时的清迈地区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社会和民族方面的人口调查，对泰北地区的方言分布、村

名的分析能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 

结合当时进行人口迁移的目的、地理环境和一些民俗学的分析，这些迁移人口基本上安

置在清迈到南奔再到南邦之间的广大平原地区。因为这些被强制迁移来的居民到达新地方后

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和创造一个类似家乡的生活环境，常常以自己的家乡来命名新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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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为今天追溯这些居民的来源提供了部分线索。“在清迈的三赛（SanSai）和萨给山（Doi 

Saket）区是景栋人的村庄，他们的村名为勐瓦（Muang Wa）、勐栾（Muang Luang）、勐帕

亚（Muang Phayak）和勐孔（Muang Khon）等，都是以他们家乡所在的区域来命名的。”
8
 

南邦是另外一个需要大量补充人口的地区。1802 年，有 6000 名来自掸邦地区的孟萨

（MoeSa）、孟布（MoeBu）、孟班（MoePan）的居民被迁移到南邦。但是今天已经不容易

寻找到他们的足迹了，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和空间上都和当地的阮族（Yuan）居民很接近，

这使他们当地居民区别很快消失了。”9 

清迈到南奔再到南邦地区是泰北地区的中心，也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它位于清迈通

往泰国中部的交通要道上，有利于贸易的开展，而且这里适合耕种的土地较多，是清迈地区

繁荣和稳定的基础，因此大量的迁移人口被安排在这一带居住。 先迁移来的居民被伽威拉

安置在原本要作为首都的帕桑居住，随着他重建清迈计划的实施，这些人口又被迁往清迈，

因此早期从别处强制迁移来的人口主要安置在清迈附近居住，清迈集中了周围各个地区、各

个民族的人。随着清迈地区人口的饱和以及周围的南奔和南邦地区同样需要人口补充，后来

迁移来的人口主要安置在南奔和南邦附近地区。 

从民族上来说，缅甸掸邦东部的居民和清迈地区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都属于说 Tai

语的民族，但是即使在 Tai 语民族内部也有很多分支，例如在整个萨尔温江东岸一直到湄公

河流域的两江之间居住的 Tai 语民族他们自己就区分为 Tai Yai（掸族、大泰）、Tai Lue（傣

族、泐泰）、Tai Yuan（阮泰，也曾称为老族）、Tai Yong（庸泰）、Tai Khun（景栋、艮泰）

等等。由于山川河流的阻隔作用，每个民族的聚居地都有当地的头人来统治，这些一个一个

的聚居地就是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交通的不便和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依靠自给自

足的经济基本上就能满足当地的生活需求而缺乏横向的联系。因此虽然从广义上来说是同属

一个民族，但是在心理上并没有统一的认同，而是只效忠于自己的土司。土司为了保护自己

的地盘而向更大的政权效忠，而位于几大政权之间的土司们常常因为周围政权实力对比的不

同或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需要而倒向不同的政权，存在多头效忠或左右摇摆问题。传统上来

说，萨尔温西岸的民族更多地受到缅甸中央政府的羁制与缅甸的关系更近，而萨尔温江东岸

地区和清迈关系更近，但是因为缅甸在清迈地区有了 200 多年的统治，早已将萨尔温江东岸

和清迈看做自己的后院，尤其是清盛地区是通往清迈和湄南河流域的桥头堡，缅甸军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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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驻扎已将这里变成缅甸一个稳固的基地。 

19 世纪上半叶从缅甸掸邦迁往清迈和南邦地区的移民是强迫迁移伴随少量的自愿追

随，因为有时这种强制迁移也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一方面 18 世纪后半期掸邦东部经历了

连绵不断的战争。缅甸人为了发动对其他地区的战争也不停地增加各种苛捐杂税，同时成年

男子都被征走打仗。而当地的势力太弱，没有足够的力量像清迈那样赶走缅甸人，当伽威拉

派来的军队前来索取人口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摆脱“反抗-镇压-投降”这种宿命的愿

望，或许到清迈地区去是一个不太坏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一地区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田地

的面积都不大。而清迈地区有大片的肥沃土地缺少人来耕种。如果能到土地肥沃的地方又能

逃避战乱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因此景栋和孟永这两地的头人和居民在抵抗清迈来袭的时

候就没有那么坚决了。 

四、结论 

1、人口的极度缺乏是清迈地区从外部迁移人口的主因。 

历史上东南亚大陆地区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缺少人力，这一方面体现在各国间发生的

历次战争上。每次战争结束对土地的占领是次要的，对人口和财富的掠夺才是主要的，因此

伴随着战争结束通常都会有大批的民众和俘虏被带往获胜的一方，有的甚至全村全城地被迁

走。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暹罗和缅甸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对人口的控制。缅甸无论在其所控

制的中心地区还是在统治清迈时期都很重视对人力的控制。统治者为了掌握全国的人口状况

曾经在 1635 年和 1784、1802 年在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土地范围内进行人口和土地普查，将全

国的人口状况都汇总到首都，以便王室对自己可以掌握的人力和税收能有全面的了解。缅甸

统治清迈时期也曾在清迈地区清查平民的数量并规定：如有人逃走必须报告并登记在册。对

于逃避劳役者要受惩罚，甚至处死，有时也会累及父母，在战时惩罚更为严厉。这和缅甸渴

望获得充足的兵员有关，当地的贵族和头人也会因为没有按要求派出足够的兵力或提供足够

的粮草而受到重罚。缅甸还从清迈地区迁移人口到缅甸中部地区编入王役组织阿姆担中，这

个王役组织一直到到贡榜王朝的后期还存在着。在与阿瑜陀耶的历次战争中，也常常以清迈

地区的部队作为先锋。阿瑜陀耶的萨迪那制度——通过按等级授田并把派登记在一定的封建

主名下——就是要加强对平民的人身控制，甚至用纹身来进行识别和防止逃跑。这些措施都

体现了统治者对人力资源的渴望。 

2、缅甸人在清迈地区统治的结束与清迈地区的强制迁移人口互为因果。 

缅甸在清迈地区统治的结束其直接原因是当地人的反抗。由于缅甸在清迈的统治是以获

得清迈地区的赋税和把清迈作为扩张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因此繁重的赋税和连年的征战掏空



了清迈的实力，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当地人在有胆识的头人领导下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反

抗势必会招致缅甸军队的镇压，导致大量的人口逃到其它地区，征战本身也造成减员。因此

在缅甸人被赶出城之后，清迈这个昔日兰那文化的中心一度因无人居住而荒芜了 22 年之久。

当清迈的统治者试图重建清迈时又需要大量的人口从事劳动，也需要补充新的兵员以抵御缅

甸人卷土重来。所以又到与清迈相邻的缅甸掸邦、克耶邦等地强制迁移人口。而在迁移人口

过程中又不断削弱缅甸在清迈地区的势力，直至把他们从泰北重镇清迈、清盛、清莱等地完

全肃清，同时壮大了自身的实力。 

3、对人口的极度需求导致对迁移人口的政策相对宽容。由于清迈地区是因为人口稀缺

而采取从其他地区迁移人口的行动，虽然形式上是以武力掳掠，但是其对待这些外来人口并

不是按照战俘来对待，而是接近国民待遇。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显示具体安置这些外来

族群的政策，但是从实际发生的现象看是接近国民待遇的。这一时期，清迈的经济还是以农

业为基础，要恢复因饱受战乱而元气大伤的经济，耕种土地出产粮食是 主要的，而清迈这

个号称“百万稻田”的地区 不缺乏的就是土地，因此将迁移来的人口安置在靠近清迈、南

奔、南邦等城市附近的农田劳作。尽管给这些外来族群接近国民待遇，但是在安置他们的时

候尤其在清迈城及其附近地区按亲疏关系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居住区域、田地的位置等方面

还是和清迈本地居民不一样。比如：清迈原有的居民居住在内城，即使是从事农业生产，其

田地也靠近清迈，地势较高不容易被水淹的 好的田地大多分配给本地人。在都城和 重要

的粮食产区，清迈裔的居民的优越性和被信任得以凸显。可见这些强迁人口虽然是因为清迈

地区人口的缺乏而享受着类似国民待遇，但是其被信任程度上有区别。在关键的时刻和关键

的地方，嫡系百姓会更让人放心。这一方面是因为重建清迈早期主要还是依赖本地人，为了

安全和使用方便要尽可能地靠近政权中心，另一方面，从其他地区迁移来的人口每次少则几

千人，多则上万甚至几万人，将他们安置在城内或者城附近居住也不太现实，只能选择大块

的尚无人居住的地方供他们居住。清迈地区的迁移人口的待遇明显要好于战俘，基本上等同

于当地居民。只有那些不顺从者才会被当做奴隶，受到比较严格的管理。他们在自己家乡的

头人的管理下生活，相似的地理环境，相同的管理人使他们不容易有在异乡的感觉。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清迈地区从缅甸迁移人口与缅甸人在清迈地区统治的结束有密切

关系，同时也有重建清迈、恢复兰那王国昔日辉煌的现实因素的考虑，人口的补充不是带有

意识形态意义的征服和迁移人口。这些迁移人口也确实为清迈地区的恢复与重建做出了贡

献。经过 200 年的变迁，他们已经基本上与当地族群融为一体，仅在某些细微之初还保留有

其原有文化因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杨国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