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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与巨人共生”：塔尼亚·李与普约·塞梅迪《种植园生活：印尼油棕区的企

业占领》，揭示印尼棕榈油产业的掠夺性 

编者按：任何去过印尼外岛的人可能都会被油棕种植园的规模所震惊，这些沉默的巨兽，

将外岛大部分土地侵吞占尽——我在苏拉威西岛公路上昏沉的长途旅行中，风景总与棕榈

相伴。与其庞大的物理规模相对应的是这种产品已成为当仁不让的现代社会血管般的基础

设施，不仅在食品、化妆品、洗涤剂中，越来越多的生物柴油也在采用棕榈油——可以说，

我们吃着这种油，也呼吸着这种油。记得有个朋友从欧洲落地雅加达后，她问我，这里的空

气有一股特殊的味道，你是否闻到过？我当然已经习以为常，但如果印尼的空气真有特殊的

味道，那一定是棕榈的气息。 

棕榈油作为全球商品的基础设施属性，绝大部分人却对这种商品的生产条件与其创造

和改变的生活一无所知。如果不再是殖民帝国在其边疆发展种植园，现在是谁？谁延续了今

天的帝国和边疆关系？铺天盖地的油棕生产，对谁有益？令谁折磨？因为一对人类学家跨

越边界的重要合作，这些具体鲜活的痛苦和挣扎第一次跃然纸上。比起英文标题，我更喜欢

本书的印尼文标题“与巨人共生”，“巨人”来自作者 Pujo Semedi 在开篇的比喻：“种植园

是一个巨人，无效、懒惰，但是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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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理学杂志》（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于 2022 年 9 月发布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地理系教授伊恩·贝尔德（Ian G. Baird）关于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塔尼

亚·李（Tania Li）与加查马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普约·塞梅迪（Pujo Semedi）所著《种植

园生活：印尼油棕区的企业占领》（Plantation Life: Corporate Occupation in Indonesia's Oil 

Palm Zone）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大规模的种植园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景观；事实上，发展种植园是欧洲殖民帝国建

立统治权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自 21 世纪头十年末以来，用于开发种植园的大规模特许

经营土地已成为所谓全球土地热潮（global land rush）相关的重要实证研究场所。通过对被

称为“种植园区”（plantation zone）的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上侯县（Sanggau Regency）

丹戎（Tanjung Subdistrict）大规模油棕种植园的深入研究，本书对上述研究脉络做出了贡献。

本书重点是两个特定的油棕土地特许经营权，一个为印尼国企 Natco 所有，另一个为私企

Priva 所有。Priva 富裕的私人老板与印尼政府的国内移民计划（transmigration）合作，将人

们从人口稠密区，特别是爪哇岛，安置到加里曼丹岛等人口稀疏区。这个种植园创立时，世

界银行还在支持国内移民项目。基于多年的扎实研究，作者认为种植园优势的关键是政治，

而非农艺或生产效率，“政治”包括政治经济和作者说的特定“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ology），

即“企业占领”（corporate occupation）。这本书还强调了“印尼政治中特有的有罪不罚”

（the order of impunity）（2 页）。Antipode（《批判地理学杂志》）的许多读者会喜欢作者

在这项研究中的方法。 

《种植园生活》的每章都围绕一系列具体而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种植园的发

展方式至关重要。第一章的问题是：“Natco 和 Priva 是如何在丹戎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存

在产生了什么新的关系？”。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民族志的方法，对这两个种植园的起源进

行了深度回顾，部分来自经历了发生变化的当地人民的声音，包括公司掠夺当地人民的土地

造成的不公正，而这些土地维持了他们以前的生计。作者对导致在特定地方建立大规模油棕

种植园的官僚体系和政治条件感兴趣。他们强调，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地理和人口动

态，需要仔细关注。  

第二章提的问题是：“谁在这两个种植园工作，为什么？”。在这章中，作者精彩地阐

述了与种植园有关的不同行动者群体的立场，并将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带入。关注的行动者

包括达雅克当地人、爪哇移民和这些群体的不同变体。通过他们采取的做法，权力关系和相

关的紧张局势开始浮现，不平等和不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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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作者问：“农民被公司束缚意味着什么？”。虽然强迫劳动或“苦力”劳动

在印度尼西亚的油棕种植园中已不复存在，但作者证明了工人是如何与控制种植园的公司

纠缠在一起的，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种纠缠都有利于资本的积累。 

第四章他们问道：“种植园区的生活是什么？”。在这一章中，作者更深入地探讨了在

种植园中以不同身份工作的不同群体的生活，展示了许多人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和不稳定

（precarious）。比如油棕外包种植户（oil palm out-growers），他们有自己的小园子，但仍

与购买和加工他们油棕的大公司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公司在维护必要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许多当地人既怨恨自己的土地和森林被油棕巨头夺走，又因其他原因依赖同样的

公司和种植园，从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身份定位（positionalities）。 

第五章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油棕种植园仍在印尼到处扩张？”。这一章题为“企业

存在”（Corporate Presence），是我最喜欢的一章，因为它采取了一种更宽广和更具分析性

的方法来研究油棕种植园，包括回顾重要的辩论。作者显然对印尼继续授予大型油棕种植园

特许权感到失望，但他们的表述相当中立。作者们有力地批评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1，认为它在实质性解决印尼大型油棕种植园相关的核

心社会和环境问题方面做得很少。作者们看起来同情社会活动家呼吁停止发放新的油棕种

植园特权，但他们没有这样呼吁，因为他们认为，考虑到支持特许权种植园的巨大反作用力，

这种呼吁将是徒劳的（182 页）。考虑到这一章的整体基调，他们的立场还是让我有些惊讶。 

《种植园生活》的最后一章讨论了这本书的主要发现，种植园生活是企业占领下的生活，

它限制或压垮了许多印尼小农。这种压榨包括资本家在人们强壮的时候把他们当作低薪劳

动力，在他们生病、虚弱或年老的时候把他们抛弃。作者大体上遵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视

角，考虑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是如何组合起来产生利润的。 

《种植园生活》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不同于典型的殖民知识生产模式（即印尼人收集数

据，但很少参与分析或写作），而是在所有工作上，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对这一合作过程

 
1 RSPO 是主要的认证机制，覆盖了全球棕榈油交易的约五分之一。它汇集了棕榈油生产商、加工商和贸易

商、消费品制造商、零售商、银行和投资者，以及环境和社会非政府组织（NGO）。RSPO 最近在 2018 年

强化了其标准，根据新的规定，经过认证的生产商不能砍伐森林或在泥炭地上种植油棕。 新标准还加强了

对人权捍卫者、工人和社区权利的保护。要获得认证，申请者必须符合标准的所有关键指标。然后它们必

须每年接受审计，并由 RSPO 认可的认证机构每五年进行一次评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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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包含在本书末尾的附录“协作实践”中。这一部分很有启发，但如果是在进入正文之

前读到这些重要的背景信息就更好了，可能它更适合作为长序言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一方法

论对于理解这本书是如何写作的至关重要，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是理解印尼加里曼丹油棕

种植园生活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参照。 

《种植园生活》对热带地区大规模特许种植园的研究脉络，特别是东南亚岛屿地区，做

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很大的课堂采用潜力，也适用于更普遍的教学。它将扎实的经验民族志

与强大的理论相结合，这在塔尼亚·李的其他书中也很明显，包括《改善的意愿：治理术、

发展和政治实践》（2007）和《土地的终结：土著边疆的资本主义关系》（2014）。我已经

计划在我教授的关于东南亚发展研究和政治生态学的本科/研究生高级课程中采用《种植园

生活》。 

     

（原文见 https://antipode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Book-review_Baird-on-Li-and-

Semedi.pdf，本文为开放获取） 

                                                                                           

   

“印尼之内”网站（Inside Indonesia）于 2022 年 1 月发布悉尼大学人类学系讲师 Sophie 

Chao 博士关于塔尼亚·默里·李与普约·塞梅迪合著《种植园生活：印尼油棕区的企业占

领》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棕榈油供应来自印度尼西亚，目前印尼的单一作物油棕种植园占地

约 1638 万公顷。油棕的扩张是印尼群岛和热带地区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也

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是，居住在种植园中心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种植园体制（plantation regimes）形成了什么样的主体？种植园对农村的土地和生计产生了

大量负面影响，为什么它们仍在扩张？ 

这些问题是《种植园生活》的核心，该书是一本对企业占领印度尼西亚油棕种植园区所

产生的社会、经济、情感、物质和政治关系的民族志，由执教于加拿大的英国人类学家塔尼

亚·默里·李（Tania Murray Li）和印尼人类学家普约·塞梅迪（Pujo Semedi）合写。本书

基于两位作者和一百多名学生在西加里曼丹省丹戎的两个种植园——国企（Natco）和私企

（Priva）进行的实地研究和采访。 

https://antipode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Book-review_Baird-on-Li-and-Semedi.pdf
https://antipode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Book-review_Baird-on-Li-and-Semed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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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视角来源于一系列行动者，他们的生活深受种植园体制的影响，包括特许经理、

种植园工人、政府代表、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居住在单一作物种植园边缘的社区。作者

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ology）巧妙地分析了这些视角，研究土地、

劳动力和资本是如何集聚（assemble）在一起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穷下去，以及在

种植园关系中产生了什么主体，如何管理领土和人口。这个过程中，他们突出了种植园“创

造世界”（world-making）的属性，因为它给不同位置的的主体配置了新的生活和秩序。 

这一分析揭示了种植园生活形成中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一是企业种植园作为“占

领军”（occupying force），它暴力入侵并重新配置了种植园实地内外的实践、过程和关系。

其二是种植园深入骨髓的殖民—种族逻辑（colonial-racial logics）仍然深深嵌入了当代印尼

的法律和政治话语中。其三是种植园形式内多重榨取制度的结晶：棕榈油作为全球市场商品，

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金融利润，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被迫进入他们无法控制的

生活方式的人们的非劳动收入。 

通过分散多元的网络和多种形式的“企业作恶”（corporate harm），种植园生活的每个

维度都延续了“新秩序时期”（New Order）以来国家认可的合法化的强制暴力。这些“企

业作恶”包括未经适当协商就侵占大片土地；黑手党行径的系统性巩固；破坏村民的稻田和

橡胶田；使以前独立的小农沦为近乎无地的农民；彻底抛弃那些不支持或阻碍种植园项目的

人；以及几乎剥夺种植园周围社区居民的公民权。 

根据李和塞梅迪，种植园生活的形成反过来又与根深蒂固的，具有欺骗性的种植园逻辑

纠缠在一起，即国家支持大规模现代种植园的发展，以养活国家和世界。这种逻辑掩盖了政

治经济、政治技术和印尼政治中“有罪不罚”的中心地位，并一直在推动和维持种植园霸权。

与此同时，种植园体制的霸权被尴尬的矛盾所困扰。 

作者指出（26 页），种植园是理性的官僚机器，也是侵略性的掠夺巨人。种植园经理既

是技师，也是小偷。种植园将带来财富和繁荣的承诺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单一作物的环境

既整洁干净，也充斥着污染和寄生虫。种植园在物质上的固定性和耐受性也伴随着偶然性和

脆弱性，因为工人和农民通过盗窃、勒索、要求承认和补偿、锻造新的欲望和性格、表达愤

怒和背叛，以及对子孙后代的不同未来的想象来反抗对他们的剥夺。许多人都知道种植园生

活存在严重问题，但他们学会了忍受和驾驭这种生活以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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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进行法律改革、企业应可持续的不断呼吁，甚至存在彻底废除种植园的呼声，

但单一作物种植园仍在印尼疯狂扩张，《种植园生活》论证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是本

书最具洞察力和发人深省的贡献之一。李和塞梅迪认为，种植园持久和扩张的根源在于对

“企业作恶”的许可——它被视为国家授权企业为偏远人民和省份带来繁荣的同时，不幸但

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换句话说，农工业项目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危害被正常化为种植园

经营里预期之中但不能摆上台面的成本，这些种植园受到政治支持和保护，因此“不允许失

败”（183 页）。然而讽刺的是，印尼的小农一再表明，他们不需要企业来确保全球市场作

物的生产。 

偏见认为小农种植技艺不精、需要企业存在，但三个多世纪以来，只要有足够的基础设

施，印尼小农已经证明了他们种植经济作物的意愿和能力。要实现种植业的经济和发展目标，

并不是非企业不可。 

两个突出的优点使本书在针对种植园形式的社科研究中与众不同。其一是作品对种植

园形态在时空特殊性上细致入微的关注，以及它们揭示的对企业资本主义所处的运作方式

的见解。正如李和塞梅迪所警告的，使用“种植园”标签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暗示了不同种

植区之间的错误等同，每个种植园区都是特定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地形和轨迹的产物（21

页）。作者指出，关注特定种植园形式的特殊性，并不排斥对其他时空种植园生活比较研究

的可能性。相反，本书邀请对不同种植园形式中产生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因素进行细致分析，

例如现存的政治制度、法律架构、劳动制度、租期安排、生态系统背景和经济作物本身的影

响和可供性（affordance）。 

《种植园生活》的第二个优点在于其独特的方法论，在题为“合作实践”的附录中进行

了讨论。在深具启发性的这个部分，李和塞梅迪详细描述了从最初的研究计划到定稿，他们

俩之间以及他们与学生群体如何合作。他们的田野调查和写作方法颇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是

具有生产性的。他们解释了他们如何试图克服外国（第一世界）和本土研究人员（第三世界）

之间的殖民关系。在合写的过程中，他们互相确认每一方都学到了什么。他们还讨论了英语

和印尼语的互译如何帮助深入分析本书关键思想、概念和论点。综合以上种种，《种植园生

活》的研究方法强有力地证明了当前时代去殖民化、全球南北合作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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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生活》的写作清晰而引人入胜，对种植园形式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论见解，值得

任何对热带环境和社会、农业关系、殖民资本主义体制和种植园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

人一读。 

 

（原文见 https://www.insideindonesia.org/book-review-plantation-life，本文为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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