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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商”到电商：“直过”民族的第二次“直过”

改革开放是中国一场伟大

的革命，既有像深圳等一批“杀

出一条血路”，令人瞩目的开路

先锋，也有许多在边疆民族地

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追赶者，

他们一同构成了改革开放 40

年波澜壮阔的画卷。与东部沿

海相比，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

改革开放之路更为艰难曲折，

需要打破的思想桎梏更多，需

要跨越的历史阶段更长。哪怕

大家习以为常的“做买卖”“讨价

还价”，对于一些民族而言，曾

经都是羞于启齿的事。

40 年改革开放，“直过”民

族的商品意识从无到有，也催

生了本民族第一代商人。他们

走出高山峡谷，靠着勇气、智慧

与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搏击风浪，成为一个古老民族

的先行者与开拓者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黄黄豁豁、、邹邹伟伟、、孙孙敏敏

雪山夹峙，激流奔腾的怒江峡谷，险峻的道路
边一排排背篓排成一溜，里面都装满了山货，可是
见不到一个卖货的人。但是，只要你上前去翻翻背
篓，就会有人来。原来，卖东西的傈僳族人感到害
羞，躲在远处等客人……

这是上世纪 70年代，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刘
远达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见到的场景。后
来，老刘发现，缺乏商品意识，羞于经商，不会讨价
还价，是云南“直过”民族的普遍特点。有的民族直
到 80年代初，还没有本民族的第一代商人，在他
们聚居的地方也没有初级市场，只用自己的实物
产品在村社或部落内换取自己所缺物品。

“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
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
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对商品向货币的转化的形象比喻。对于到改革
开放初期还缺乏商品观念，自给自足，没有商人，

更没有市场的“直过”民族而言，这样的跳跃尤为
“惊险”。

改革开放是中国一场伟大的革命，既有像深
圳等一批“杀出一条血路”，令人瞩目的开路先锋，
也有许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追
赶者，他们一同构成了改革开放 40年波澜壮阔的
画卷。与东部沿海相比，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改革
开放之路更为艰难曲折，需要打破的思想桎梏更
多，需要跨越的历史阶段更长。哪怕大家习以为常
的“做买卖”“讨价还价”，对于一些民族而言，曾经
都是羞于启齿的事。

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颇、傈僳、拉祜、

佤等少数民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1949年之
后他们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一夜之间”跨越了其他
民族上千年的历程，因此被称为“直过”民族。社会
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发展阶段无法跨越。对于
“直过”民族而言，如何从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并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非走不可又艰险的一步。

“卖东西”为何是让人害羞的事？

1984 年 6 月，基诺山举行了第

一次农产品交易集会。但是，基诺族

村民背着各种土特产转来转去，羞于

出售，也不会讨价还价，有的交到供

销社，有的晚上又背回家

怒江峡谷往南一千多公里的西双版纳基诺
山，热带雨林茂密，气候温暖湿润，如同北回归线
附近一颗“绿宝石”。我国最后确认的一个民
族——— 基诺族就生活在这片 600多平方公里的山
林中。

“在传统观念里，多余的东西应该送给没有的
人，或者以物易物，拿去换钱是不道德的。”70岁
的基诺山基诺族乡原文化站站长资切说，村民“有

肉同吃，有酒同喝”的观念根深蒂固，过去猎到野
兽“见者有份”，谁家杀了猪也是寨子里平分。为了
换取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基诺族才下山用药
材、茶叶与其他民族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完全没
有“生产东西卖钱”的概念。

即使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到边疆，传统
观念仍难改变。1984年 6月，基诺山举行了第一
次农产品交易集会，这是基诺族历史上破天荒的
事。但是，出售产品的人却很少，基诺族村民背着
各种土特产转来转去，羞于出售，也不会讨价还
价，有的交到供销社，有的晚上又背回家。“现在看
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迈出这一步感
觉比登天还难。”资切说。

为什么封闭的自然经济对“直过”民族会有如
此强的影响力？冲破自然经济壁垒如此之难？

这既有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因，
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云南高山峡谷相间，河流纵
横，交通不便。云南 94% 的面积都是高原、山地，
中间零星分布的各种“坝子”(盆地、河谷)仅占全
省面积的 6%。坝子之间，山川阻隔，可耕地少，限
制了各农业区域的联系和分工合作，商品交换主
要也是本坝子的“街子”，以鸡羊猫狗龙马等日为
街期，日中为市，附近农民以易有无，坐商及客商
极少。因此，云南各个区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自
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区域。居住在边境
沿线、高山峡谷、原始密林中的“直过”民族则更加
封闭原始，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比如，生活在独龙
江峡谷中的独龙族 1999年才通公路。

“与自然环境造成的壁垒相比，打破思想观念
的壁垒更难。”77岁的云南省社科院原民族学所
所长郭大烈，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曾主持“云南民
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课题。他调研发现，“直过”
民族的原始共产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观念很强，加
之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片面追求“一大二公”，
把“大锅饭”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种
思想一拍即合，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
发展。

生活在中缅边境澜沧县的拉祜族，被称为“猎
虎的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之后，原始共产主义风俗仍然浓厚。村中谁家杀
猪，听见猪叫其他人便会纷纷赶来，连吃带拿，
300多斤重的猪一天就消耗完毕。一家人烤酒，全
寨男女老少都来喝，喝到酒干人醉才散场。20多
年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澜沧县曾采访到这样
一个故事：木噶区的一户拉祜族群众看见别人开
餐馆赚钱，自己也开了一家羊肉汤锅店，结果亲戚
朋友一见都来吃，他高高兴兴地还倒酒给他们喝，
外面寨子的亲戚朋也纷纷来吃喝，结果不到几个
月便亏本关门。

当商品经济碰上古老的民族

如今，布朗族、拉祜族已不再羞
于“卖东西”，妇女们也已不像过去按
“堆”来卖菜，而是麻利地拿出秤，称
斤论两
“有钱狗咬，有粮好在”“钱多钱少都能活，粮

食少了过不得”……这些“直过”民族的谚语表体
现了“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传统观念。改革开放
之初，西双版纳开发基诺山、布朗山“两山”资源，
提出“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时，就与传
统观念产生了碰撞。

“云南少数民族贫困落后面貌的根本改变和
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商品经济这一
革命的因素。能否改变那种自然经济的封闭性所
造成的传统观念及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取决于商

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在 30多年前的那次民族调
查中，郭大烈和同事提出了明确建议，只有努力发
展交通和商品流通，在对自然资源进行技术开发
的基础上，广开门路从事商品生产，改变原始平均
主义的思想及落后的消费习俗，培养商品经济的
观念，自然资源才会转化为产品优势、商品优势，
社会经济也才能有大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云南将帮助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振兴全省经济的一项
战略任务，先后总结推广了新平县鲁奎山国家开
发资源与发展当地民族经济相结合、德宏州以边
贸促进“商工农”全面发展、元江县山区坝区结合发
展商品生产、西双版纳州分山治理开发热区资源
等经验，推动不同类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村民说我们吃粮食，不吃砂仁，当时大家的
观念是以吃饱肚子为原则，认为种砂仁不能当饭
吃。”当科技人员第一次进基诺山推广砂仁种植
时，遭到了群众的反对。资切回忆说，群众过去饿
肚子饿怕了。

地处热带的基诺山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确实
适宜发展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

为打消群众顾虑，当地政府通过减免公余粮，
提供无息贷款，科技人员帮扶等措施，逐渐推广砂
仁、茶叶、橡胶种植。仅仅几年时间，基诺族村民就
尝到甜头，不仅吃饱了饭，手里还有钱。到 1984年
底，基诺山储蓄所农民存款额就达 66 . 9万元，农
民人均存款 74元，这样高的存款额当时在整个西
双版纳自治州也是少有的。

“我小时候上学的费用，家里盖房子，都是靠
种砂仁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种砂仁逐渐培养起群
众商品意识，成为日后基诺山发展的关键。”基诺
山基诺族乡乡长白兰告诉记者，现在砂仁、茶叶、
橡胶依然是基诺山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越做越
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 1 . 1 万元，是 1978 年
的一百倍。

位于中缅边境的布朗山，比基诺山更为偏远
闭塞，是全国唯一的布朗族乡。一千多平方公里的
莽莽原始雨林与崇山峻岭间，生活着 1 . 7万名布
朗族、拉祜族、哈尼族群众，不少人到上世纪 60年
代还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结绳记事的原始生
活，是西双版纳自治州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布朗山过去除人马驿路外，没有公路。1965 年，
1500多名各族群众一同上阵，用 3个月修通了布
朗山历史上的第一段公路——— 从区公所驻地到勐
混的 43公里山路。

“改革开放之后，布朗山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
还是路。”68岁的岩坎章上世纪 80-90年代一直
在布朗山工作，并于 1987年担任了第一任布朗山
布朗族乡党委书记。在他的力主下，1987-1988年
全乡掀起了群众性开挖乡村公路的高潮，基本改
变了过去村寨之间交通闭塞的状况。1990年，当
地修通乡政府到勐海县城的新公路，第一次开通
布朗山到县城的班车，布朗山向外面的世界敞开
了大门。乡政府组织了布朗山历史上第一次集市
贸易活动，古老的民族终于有了集市。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第一批到布朗山来做生
意的外地人，是他们活跃了市场，教会了我们布朗
族经商。”回顾历史，曾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岩坎章深有感触地说。

1998年，布朗山乡政府附近建起可遮风避雨
的农贸市场，来自四川、贵州、湖南来的几名个体
商户，从附近村寨收购活猪屠宰后出售，平均每天
可以卖出两头。看见外地人做生意挣钱，村寨里的
一些妇女迈出第一步，每天背蔬菜到集市卖，赚了
钱又扩大种植规模，其他村民也陆续加入。此后，
乡政府所在地陆续开了 8 家餐馆、24 家小卖
部……

2000年，当记者来到布朗山时，乡政府附近

的集市已是一片热闹景象。布朗族、拉祜族妇女
已经不像过去按“堆”来卖菜，而是麻利地拿出
秤，称斤论两。偏远的村寨里也冒出了“小卖
部”，经营的村民年获利可达一两千元。

搏击商海的“前浪”与“后浪”

40 年改革开放，“直过”民族的

商品意识从无到有，也催生了本民

族第一代商人，而成长于市场经济

与互联网时代的本民族年轻一代，

在商海中更加如鱼得水

恩格斯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停滞不变，
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止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
个革命的因素。”

40 年改革开放，“直过”民族的商品意识从
无到有，也催生了本民族第一代商人。他们走出
高山峡谷，靠着勇气、智慧与机遇，在市场经济
的大潮中搏击风浪，成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先行
者与开拓者。

当面容黝黑、温文尔雅的岩罕出现在记者
面前时，很难把他与第一批开辟澜沧江-湄公
河货运的“冒险家”联系起来。这个赤手空拳从
布朗山走出的汉子，在 30年内，从边民互市点
的小商贩起步，到承包货船闯荡湄公河流域，并
将生意做到了缅甸、老挝、泰国，成为西双版纳
外贸行业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 90年代初，在中缅边境“边民互市
点”学做了两三年生意后，20多岁的岩罕来到
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景洪市闯荡，看见澜沧江
里有货船，他就想能不能往下游湄公河去闯一
闯呢？他于是承包西双版纳港船运公司、思茅港
船运公司的货船，将服装、电池、盐巴、毛毯等百
货贩运到下游的老挝、缅甸等地，没想到这些日
用品在境外很受欢迎。

岩罕经商很灵活，老百姓有现金就收现金，
没钱以物易物也可以，一个电筒换一只鸡，一包
盐巴换三公斤粮食。尝到甜头的岩罕一发不可
收拾，承包更多的船从事湄公河贸易，不仅将国
内的产品卖到下游，还将下游泰国的农副产品
进口中国。几年后，随着贸易的扩大，租的船吨
位小不够用，岩罕于是自己造船，组建了自己的
湄公河船队。

澜沧江-湄公河水位季节性落差大，险滩
礁石多，行船风险高。1997年，岩罕拉了一船价
值 200多万的百货顺流而下，出国境后不久就
触礁下沉。船长下令弃船逃生，不会游泳的岩罕
跳进河里就呛水晕了过去。两天之后，救援人员
才在岸边草丛中发现奄奄一息的岩罕。“我也不
知道怎么活过来的，但醒过来后，又继续跑船。”
岩罕说。

如今，走出布朗山的岩罕又经常回到布朗
山，协助政府帮助乡亲们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并
带动大家发展产业。“过去布朗山是封闭的，像
青蛙在井里，现在像在大海里。只有开放，不断
向前，各民族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说。

与岩罕这样的第一代民族商人相比，成长
于市场经济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一代，在商海
中更加如鱼得水，将山乡与市场无缝对接，掀起
一场新的革命。

24 岁的小洪是基诺山亚诺寨的一名基诺
族“新茶商”。看起来满脸稚气的他，仅用 3年时
间就颠覆了父辈的模式。基诺山是云南普洱茶
古六大茶山之一，其保存至今的数千亩古茶树
近年受到市场追捧。过去，村民们大多给广东、

福建的茶商“打工”，帮其收购鲜叶并加工成毛
茶，赚取加工费。

2015年，小洪大学毕业回到基诺山，“现在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如此发达，为什么不自己做
高端普洱茶呢？”他向父亲借钱开始创业，选择
最优质的古茶树资源，按单株订价，与村民签订
5 年收购合同，并通过微信、网店的方式销售。
虽然古树茶产量低，小洪一年只能做 500公斤
左右，但价格平均达 2000多元/公斤，做一年超
过父亲加工毛茶三年的收入。

从“惊险的跳跃”到跨越式发展

市场经济的“魔力”和互联网

的普及，缩小了“直过”民族与发达

地区的“代差”与鸿沟，过去连汉话

都不会讲的村民，现在能用普通话

跟人交流，谈起生意来更是头头是

道
当年走路到乡政府都要一天的村寨通了柏

油路，曾经赤脚走路的村民开上了汽车；过去仅
有一台“摇把子”电话的山乡，如今 4G 信号全
覆盖；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窝棚茅屋变成了美
丽乡村；刀耕火种的荒山变得郁郁葱葱，成为生
态有机绿色茶园；过去读书识字的人屈指可数，
如今村村寨寨都考出了大学生……

回访 20 年前记者走过的“直过”民族聚集
地区，变化翻天覆地，发展日新月异。记者感受
尤为强烈的是“直过”民族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
的巨大变化。市场经济的“魔力”和互联网的普
及，缩小了“直过”民族与发达地区的“代差”与
鸿沟，古老的民族更加开放，更加自信；过去连
汉话都不会讲的村民，现在能用普通话跟人交
流，谈起生意来更是头头是道；“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不少村寨变成了现实，村民们保护
生态的意识比山外还强。

老班章村，布朗山原始雨林中一个毫不起
眼的自然村。“班章”的意思是“有桂花树的窝
棚”，从名字就知道这是个“守着绿水青山受穷”
的贫困村。随着近年来人们对绿色、生态、有机
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村里数千亩平均树龄几
百年的古茶树从过去无人问津到市场追捧，原
生态的“老班章”成为普洱茶第一品牌。市场的
无形之手与政府的帮扶，使古茶树成为村民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户均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每年春茶收购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商云集村
寨，因现金流量大，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专门在此
设了云南首个自然村营业点。

漫步在老班章村，很容易让人产生身处内
地“新农村”的错觉，忘了这是距昆明远达 700
多公里的边境原始雨林中。别墅式的小洋楼鳞
次栉比，一个个现代化、标准化的“茶叶初制加
工所”敞亮整洁。村民卖茶已进入了电子商务时
代，不再背着麻袋现金存银行，而是通过手机扫
码微信、支付宝做生意。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
山，村民更加爱护生态环境，对每棵古茶树都严
加保护，禁止使用农药化肥，并制定统一的管护
标准。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郭大烈退休之后
还一直关注“直过”民族的发展。让他感到欣喜
的是，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巨大成就，已经远
远超出了当年调研时的设想。

这位纳西族老人说：“当年我们还担忧‘直
过’民族能否顺利地实现‘惊险的跳跃’，现在看
来，不仅跳跃成功，而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2000 年，当时布朗山中村寨的景象皆为茅屋。

 2018 年，过去十分贫困的布朗山老班章村如今家家户户盖起
了新楼房。

 1999 年，阿佤山村寨中的佤族儿童。摄影：本报记者黄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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