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2期（2020 年 9月）

1

7 月 2 日，缅甸帕敢 (Hpakant) 的韦卡 (Wai Khar) 翡翠矿区发生废土堆坍塌事故，约 200 多人被掩埋，截至官方搜救活动

结束时共 174 人死亡，54 人受伤，1 至少 100 人失踪。这是缅甸迄今为止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次矿难，超过了 2015 年造成 115 人

死亡的另一起帕敢矿难。据悉，缅甸政府对遇难者家属每户提供 50 万缅元 ( 约合 2500 人民币 ) 的赔偿金。

7 月 3 日，缅甸总统府称，政府已成立帕敢矿难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故原因、调查事故各级相关负责人、慰问和资

助遇难人员家属、制定预防措施等多项工作。2 

7 月 6 日 , 缅甸军方发言人称军方已经解雇了两名失职的矿区高级军官，二人本应负责严格把控矿区禁地的人员进出 ；另

外军方称将对事故开展调查。3

一、矿难缘何发生？

矿难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暴雨导致矿山的废土堆塌陷，在废土堆下方聚集的个体淘玉者缺少安全防护措施，被瞬间坍塌的

土堆掩埋及被矿池的巨浪淹没，从而造成大规模死亡。由于季风给韦卡矿区带来大量降雨，雨水流入巨型矿井，形成了一个

大矿池。事发当日凌晨，疏松的废土堆倒塌，坠入矿井池中，激起 6 米高的巨浪，将数百名个体户淘玉者席卷入水中。

这个时节的缅甸矿难多发。每年 6-10 月是缅甸的雨季，7 月和 8 月更是洪水泛滥的季节，通往矿区的道路都被淹没，车

辆无法通行。在帕敢采矿的正规玉石公司一般会在 5 月中旬后逐渐停止采矿工作，待雨季过后的 9 月或 10 月才恢复工作。今

年 6 月 26 日，缅甸资源与环保部发布通知，要求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暂停克钦邦翡翠矿区采掘作业，预防矿区发生因暴

雨导致的塌方事故。然而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的预防性政策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由于矿山坍塌掩埋、矿石滚落、工人失足跌入矿井池、当地挖矿敌对派系斗殴等诸多原因，帕敢地区每年的死伤人数都

难以统计，也只是有零星的新闻报道。帕敢的矿难为何每年都重复发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何个体淘玉者明知矿山殒命风

险极高还是前赴后继前往帕敢？为何民盟政府明明三令五申禁止雨季采矿，矿难的悲剧还是持续发生？帕敢的问题不只是生

产安全、矿区管理的问题，更牵涉到缅甸毒品滥用、边境贸易、族群冲突、军政关系、政商关系等多方面问题。本文限于篇幅，

且缺乏实地考察资料，也只能管中窥豹，蜻蜓点水式地从这几个方面做一个粗浅分析。

二、他们是谁？为何来到帕敢？——“也么塞 ”的翡翠梦

在帕敢矿区淘玉的散户大部分是缅甸国内的移民劳工。据克钦邦政府公布的资料，从全国各地前往克钦邦的散户淘玉者

总数在 30 万左右，4 其中三分之二属于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采矿人员 ；5 而克钦邦总人口数尚不足 170 万。6 在缅甸语里有一个专

门的词形容这些挖翡翠毛料的淘玉散户，发音是 “ 也么塞 ”（yemasay，缅文 ရေမဆေး）直译是 “ 没有经过水洗 ”。一般情况下，

玉石开采过程中需要高压水枪冲洗，把泥渣冲刷干净后得到原石。没有进入水洗过程的渣土就进入了矿渣堆，成了淘玉者的

宝藏。这些淘玉者大多来自缅甸中部、掸邦和若开邦。有四分之一的淘玉者在成为散户之前曾在采矿公司当过矿工 ；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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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淘玉者依附于某个采矿公司的老板（Law Pan），依靠老板提供食宿，7 采矿成果与老板五五分成。中大型矿的老板一般

是曼德勒的华人，中小型矿则有很多由当地克钦人拥有。8

更高的收入和对一夜暴富的渴望驱动着 “ 也么塞 ” 们，他们怀揣着翡翠梦前赴后继来到帕敢。据统计，淘玉者们的月收

入中位数约为 1800 元人民币，是缅甸全国平均收入的两倍。9 笔者曾在仰光参观过一个由自然资源与治理研究所主办的 “ 血色

翡翠 ” 的摄影展，看到过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硬玉岩开采而被完全改变的帕敢地貌 ；当矿区的卡车在倾泻满车的矿渣时，淘

玉者不顾一切，争先恐后、极速冲向矿渣。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工作是在拿命赌运气，但总是抱着希望 —— 某天捡拾到一块价

格不菲的翡翠就可以一夜暴富、摆脱贫困、成家立业，从此过上安稳的生活。10 驱动淘玉者的不只是一夜暴富的发财故事，还

有无法提供充分就业的缅甸宏观经济等诸多因素。去玉山寻宝是市场为缅甸低收入年轻人提供的少数出路之一，风险高，但

诱惑更大。

在帕敢，毒品滥用问题与翡翠开采相伴相生。11 据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心的调查，有半数以上的淘玉者有毒瘾或使用过

毒品。长期以来，缅北都是毒品肆虐的地区，毒品的获取并非难事。在帕敢矿区，海洛因的使用非常普遍，一剂海洛因只需

花费 500-1000 缅币（不到五块钱人民币）就能买到，淘玉者长时间在矿区工作依赖于毒品带来的神经刺激保持精力。

在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开始后，原本就处于社会边缘的 “ 也么塞 ” 也同样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在民盟

政府的法律管控体系之内，也没有被民盟的新冠经济救助计划覆盖。“ 也么塞 ” 大多受教育程度低，安全意识较差，工作也缺

乏安全保障或个人防护设备。政府也无意为这群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群提供社会安全网，以免将其所作所为合法化，甚至激励

更多的效仿者。

三、缅甸翡翠的开采和贸易简述

世界上 70% 的硬玉 12 原产自缅甸，13 绝大部分产自缅北克钦邦帕敢地区，产品大部分销往中国。由于缅甸工业体系尚不完善，

原产地只能对原料进行粗加工，成品加工大都在中国云南和广东。缅甸出产翡翠最多的地方是山体较厚的勐拱北部和西北部，

其中最有名的玉矿区位于帕敢。帕敢在东汉时属永昌郡，到了清朝则由勐养土司管辖，曾被中国人称为 “ 野人山 ”。14

帕敢玉石矿区地图

看点快报 ：《缅甸所有矿场都要整改，面积缩减，2021 年后可能一翠难求？》https://kuaibao.qq.com/
s/20190607A07RVH00?refer=spider，2019 年 6 月 7 日。

二战后，缅甸的翡翠贸易路线经历了好几轮演变，与商品走私如影随形。1948 年缅甸独立后，由于云南边境关闭，翡翠

贸易的线路是从克钦邦到仰光再从海路转向香港。15 1962 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军政府将玉石资源收归国有，16 玉石的私人

贸易被政府规定为非法贸易。从 1964 年开始，缅甸国企及缅甸宝石公司每年举办宝石公盘（被业界称为翡翠公盘），这是唯

一一个外国投资者可以合法购买缅甸宝石原石的渠道。由于官方对玉石交易的种种限制，在暴利驱动下，玉石商开始转战泰国，

将玉石走私进入泰国，以泰缅边境作为中转站将玉石销往全球。17

玉矿开采及贸易在缅甸是透明度非常低的行业，也不在采掘业行业透明计划（Extractive Industry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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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公开范围内。官方统计的贸易额占实际贸易的比例很低，通过走私流出缅甸的玉石价值难以统计。2012~2016 年，缅甸

官方公布的玉石年均销售额是 12 亿美元，但中国公布的同期进口量却是 26 亿美元。其他的非官方数据都是基于估算，波动

范围很大。有的研究者估算 2015-2016 财年缅甸玉石产量在 37~431 亿美元之间。18 研究机构 “ 全球见证 ”，在 2015 年的一项研

究称，2014 年这一年内缅甸玉石产值高达 310 亿美元，相当于缅甸 GDP 总量的一半。

2016 年翡翠贸易价值去向的估算结构

David Dapice, “Kachin State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rioritie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SH CENTER, 
https://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kachin_state_development_prospects_and_priorities_5-13-16.pdf, 

May 2016.

四、1988年以来缅翡翠相关政策演变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缅甸政府对玉石开采的政策法规随着缅甸经济私有化而发生了较大转变。在奈温将军施行了 26 年

的 “ 缅式社会主义 ” 道路破产之后，1988 年 10 月，缅甸政府宣布边境贸易合法化，翡翠突然成为中缅边境贸易中的热销商品。

1995 年，缅甸政府颁布了《缅甸宝石法》，允许缅甸公民个体开展翡翠贸易。缅甸矿业部可向缅甸公民颁布翡翠开采和特许经

营权。政府通过翡翠公盘的玉石原石拍卖来获取税收。从 2008 年开始，翡翠的市场行情好，价格迅速增长。但 2014 年之后，

由于中国的反腐运动，中高端的翡翠市场衰退迹象明显。19 但随着 2016 年网络直播以井喷之势进入大众视野，中低端翡翠市场

开始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在中缅边境的瑞丽等地变得极为火爆。20

2016 年民盟上台后，对玉矿采掘的政策又有了新一轮的调整，更加关注采矿安全和环境保护。历年发生矿难的绝大部分

是大型玉矿，而这些勘探区块是在登盛政府时期（2011 年至 2016 年）获批经营的。民盟政府上台后，不再批准大型玉石勘探

区块。2016 年和 2019 年，民盟政府又先后两次颁布了新的《缅甸宝石法》。2016 年的宝石法将手工淘玉者的挖矿行为合法化。

从 2018 年开始，政府不再批准企业经营新的玉石开采区块，到期了的玉石开采区也将不再予以延期。根据 2019 年的宝石法，

政府不再颁发大型玉矿的采矿许可，最大的矿区为中型矿，面积不能超过 5 英亩。21

五、帕敢的 “资源诅咒 ”

不少实证研究认为，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为长达七十年的缅甸族群冲突火上浇油。缅甸国防军（Tatmadaw）和克钦

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KIA）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冲突之一，翡翠贸易带来的经济收

入是包括 KIA 在内的克钦地方武装的主要收入来源。缅甸国防军与 KIA 在过去三十年来都在争夺对帕敢的实际控制权，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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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然存在辖区重叠的情况。在 1988 年之前，帕敢地区主要由 KIA 控制，1988 年军事政变后，国防军进入了帕敢地区。克

里斯滕森等人的研究认为，在 2011 年的民主化开始后，军方高层挑起局部内战来确保其在翡翠矿区的开采权得到保留，并确

保其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22 该研究使用的地理编码的武装冲突数据，论证了从 2011 年开始，缅甸国防军在玉石矿区附近挑

起的冲突急剧上升的论断。

无论是国防军还是 KIA 都在帕敢有其授权的公司代理人，并与其形成庇护关系 —— 武装组织为公司提供安全保护，公

司与武装组织分享巨额利润。在 1994 年国防军与 KIA 签署停火协议后，克钦独立组织放弃了对帕敢部分地区的控制，国防军

下属的军企开始进入帕敢地区，并掌控了大片玉矿。很多获得玉矿开采权的公司都与军方高层领导或其亲信有密切私人联系。

国防军成为了保护矿业公司、维持矿区稳定的主要武装力量。2015 年之后，国防军的保护者角色部分被缅甸警队取代。KIA

在帕敢地区的存在从未完全消失，2011 年国防军与 KIA 战火重燃，克钦独立组织又开始向帕敢地区的公司收税。除 KIA 以外

的民族地方武装中，佤联军（United Wa State Army）在帕敢也有经济存在，90 年代佤联军与国防军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也获得

了在帕敢开矿的特许权。23 

民盟上台后，缅甸政坛军政博弈的 “ 双头政治 ”24 愈发明显。民盟政府对管理和规范散户淘玉行业无能为力，既没有细致的、

可操作的矿区法律法规，也无法从实质上干涉或监管军方对矿区的管理。尽管 2019 年的宝石法允许散户淘玉者在省邦政府注册，

但由于程序不清晰，大部分人选择不注册。民盟虽然有一定的行政权 —— 例如向企业颁发开采令，收取手续费，但该地区的

安全和管理等核心问题却不受民盟控制。即便民盟能管得住正规注册的玉矿公司，却管不住散户的淘玉者。例如，民盟政府

命令在疫情防控期间减少人群聚集，要求采矿公司停止采矿。公司的确遵守了政府要求，管住了公司员工，但淘玉的散户却

从未停下来 。25

结语

帕敢是被翡翠资源所 “ 诅咒 ” 的冲突边缘地区，其所处位置如同龙卷风的中心，尽管缅甸内战的战火没有烧到此处，但

它却是各武装力量争夺经济利益的战场。

民盟政府上台后努力通过立法等方式改善帕敢的环境和安全状况，但无法取代国防军掌控帕敢地区的地位，也缺少动军

方最大 “ 奶酪 ” 的权力，因此也很难在短期内将 “ 良治 ” 带入帕敢地区。民盟政府受到诸多结构性因素的掣肘，即便有心，也

无力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矿难发生。除非军方真心实意与民盟合作，完善相关立法并严格管理矿区、增强矿工人身安全保护，否则，

帕敢的矿难还会年复一年发生下去。“ 也么塞 ” 的翡翠梦也将继续建立在其随时殒命的风险之上。

1 央视新闻客户端 ：《缅甸帕敢矿难搜救工作结束 174 人遇难 55 人受伤 仍有 20 人失踪》，http://q-cdn.mtq.tvm.cn/liuxf/cctvNews_/web/index.
html?id=Arti7gLf8IE7f6pY37sGfA45200706&isfromapp=1，2020 年 7 月 6 日。

2 王悦舟 ：《缅甸成立帕敢矿难调查委员会》，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12105 ，2020 年 7 月 3 日。
3 The Star: “Myanmar army sacks officers over landslide tragedy”,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0/07/07/myanmar-army-

sacks-officers-over-landslide-tragedy, 07 July 2020.

4 另外也有数据说来自各地的个体淘玉者有 40 万，参见 Min Zar Ni Lin, et al. "Artisanal jade mining in Myanmar: Livelihoo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19,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F-53424-MYA-1.

姚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政治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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