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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16—19世纪非洲的普拉佐与奇孔达人

———兼论非洲的流动武装

刘 伟 才

内容提要 　16—19世纪 ,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地带活动 ,通过普拉佐的形式维持自己

的存在。赞比西普拉佐的兴起催生了一个被称作“奇孔达人 ”的武装奴隶阶层 ,他们在普拉

佐中担当重要角色 ,维护普拉佐的内部稳定、对外安全 ,为普拉佐领主创造和积累财富。普

拉佐衰亡后 ,奇孔达人分散到不同的地区 ,有的建立新的政权组织 ,有的四处流动 ,有的融

入其他非洲人族群。通过对奇孔达人的论述 ,本文提出了“非洲流动武装 ”的概念 ,指出流

动武装现象在非洲历史上长期存在 ,在当前也未绝迹。所以 ,应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对当

前非洲存在的流动武装进行认识。

关键字 　葡萄牙 　赞比西河 　普拉佐 　奇孔达人 　流动武装

1498年 3月 ,葡萄牙人首次抵达莫桑比克岛。随后 ,葡萄牙人开始了在莫桑比克海岸的侵略和

征服 ,占领莫桑比克岛和索法拉 ,控制了莫桑比克的海岸地带。从 16世纪 30年代起 ,葡萄牙人开始

注目内地的莫诺莫塔帕王国 ,希望找到并控制传说中的黄金产地。为此 ,葡萄牙人投入极大的成本

远征内陆 ,并逐步在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域建立起据点。

葡萄牙人在沿赞比西河地带的存在主要通过“普拉佐 ”的形式体现出来。葡萄牙国王将殖民者

在外掠夺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私产 ,称其为“王室领地 (Crown Estate) ”,然后又将这些土地“赐予 ”土地

的实际占有者 ,并发给土地凭证 ,授予土地占有者封号 ,还给予额外的赏赐 ,以此表明所有土地属于

葡王并强调土地占有者的臣服地位。葡王所“赐予 ”的这些“王室领地 ”就是“普拉佐 ( Prazo) ”,而这

些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就是“普拉佐领主 ( Prazero) ”。普拉佐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一种制度形式 ,实

施这种制度的两个典型一个是南美洲的巴西 ,另一个就是非洲的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域 ,主要在今莫

桑比克一带 ,本文将其称为“赞比西普拉佐 ”。

赞比西普拉佐的生存、发展与一个被称为“奇孔达人 ”的特殊群体密切相关。奇孔达人是

一群被武装起来的奴隶 ,主要是黑人。这些武装黑人奴隶由葡萄牙人或有葡萄牙血统的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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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负责保卫普拉佐 ,为普拉佐进行武装掠夺和贸易活动 ,是普拉佐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这些奇孔达人以赞比西普拉佐为依托 ,主要活跃于今莫桑比克、赞比亚的南部、东部和

东北部 ,还有的在马拉维、津巴布韦北部、坦桑尼亚南部一带活动 ,甚至有的足迹远至今安哥拉

和刚果 (金 ) 。

北罗德西亚 (今赞比亚 )时期 ,殖民政府曾组织人员对区域内族群进行调查 ,拉尼 ·普尔的《北

罗德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 》①、伊恩 ·坎宁森的《北罗德西亚卢阿普拉地区的人民 》②涉及了对奇孔

达人的调查研究 ,也提及了葡萄牙殖民者尤其是奇孔达人指挥官的活动。布隆尼斯洛 ·斯特凡尼金

和希拉里 ·德 ·桑塔纳的《奇孔达“佣兵队长 ”的兴起 》③则论述了几支著名的奇孔达人队伍的构成、

来历及活动 ,还对几个著名指挥官的生平和活动进行了介绍。

M1D1D1纽伊特和艾伦 ·伊萨克曼是研究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两个最重要的学者。纽

伊特的《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 :普拉佐体系的历史解释 》④一文和后来的《葡萄牙定居点在赞比西 :东

非的探险、土地使用和殖民统治 》⑤一书对普拉佐的兴起过程、社会组织、土地制度等进行了论述 ,后

者更是对重要的普拉佐领主的活动、重要的普拉佐之间的战争以及普拉佐体系在 19世纪末 20世纪

初的变迁进行了论述。艾伦 ·伊萨克曼是著名的莫桑比克历史和社会研究学者 ,他有关赞比西普拉

佐和奇孔达人的研究有很多。例如 ,《莫桑比克 :一种欧洲机制的非洲化 ———赞比西普拉佐 , 1750—

1902》⑥从“非洲中心 ”的角度论述了葡萄牙普拉佐在赞比西河地带的本土化 ,认为普拉佐已不是什

么欧洲势力在非洲扩张的“杰作 ”,而是日渐成为一种非洲化的机制 ,普拉佐领主阶层也日益本地化 ;

《奴隶与奴隶之外 :中南非洲动荡世界里奇孔达人种族认同的塑造 , 1750—1920》⑦全面论述了奇孔

达人的形成与演变 ,着眼于这一群由来自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人构成的复杂群体如何演变成一个具有

集体认同的族群的过程。伊萨克曼还有多篇关于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论文 ,《中南非洲奇孔

达人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历史 》⑧基本上是一部奇孔达人兴起和早期发展的简史。《作为跨界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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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佐领主 :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 》①和《跨界奇孔达人和殖民前中南非洲的跨界人口流动 : 1850—

1900》②则以跨界人口流动为视角分别对普拉佐领主和奇孔达人进行了论述。将普拉佐和奇孔达人

的历史看作是一段人口流动的历史 ,同时也认为普拉佐和奇孔达人在这种人口流动中形成了自己特

殊的社会文化。

一、赞比西普拉佐与奇孔达人的形成

葡萄牙人以莫桑比克沿海据点和内陆的塞纳 ( Sena)和太特 ( Tete)两个行政中心为基地不断沿

赞比西河深入。当时 ,内地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内争不断 ,导致实力大衰 ,之前臣服的族群纷纷摆脱或

寻求摆脱控制。葡萄牙人乘机参与王国内争以攫取贸易和土地特权。1589年 ,莫诺莫塔帕王国统治

者内格莫 (Negomo)为了巩固争夺得来的王位 ,将一片土地让与葡萄牙人 ,这是葡萄牙人从莫诺莫塔

帕王国最早“合法获得 ”的一块土地。内格莫死后 ,后继者鲁塞雷 (Rusere)对葡萄牙人更加依赖 ,他

让与葡萄牙人的土地更多。1607年 ,他将一片土地转给太特的一个葡萄牙商人 ,因为这个商人拥有

一支 4000人的佣兵队伍。鲁塞雷的继承者马武拉 (Mavura)则完全受葡萄牙人的控制 ,成为不折不

扣的傀儡。据说他甚至在 1629年将整个王国让与葡萄牙人 ,作为葡萄牙人帮助他维持统治的报酬。

葡萄牙人还利用王国分崩离析的形势 ,或打着为王国“平叛 ”的旗号 ,或直接通过武力征服 ,从那些原

受王国统治的族群手中夺取土地。到 17世纪中期时 ,葡萄牙人已经在沿赞比西河的地带建立了不

少居住点 ,控制了大量土地。为了将这些土地纳入葡萄牙王国版图 ,并让土地的主人效忠王国 ,葡萄

牙统治者在这些地域推行普拉佐制度 ,一个个领有大片土地的普拉佐在赞比西河两岸的地方建立

起来。

普拉佐领主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奴隶或强制当地人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 ,其他主要的经济活

动是强征税赋、猎象、掠奴以及进行长途贸易。普拉佐的这种经济模式与当时东南非洲的经济特点

密切相关。当时东南非洲沿海由阿拉伯人、斯瓦西里人以及少量的欧洲人占据 ,他们主要从事贸易 ,

以廉价工业制品和枪支弹药从内陆换取黄金、象牙和奴隶。除了这种正常的交换活动外 ,它们还对

东南非洲内地进行武装远征 ,直接猎取象牙和掠奴。有的则凭借自己手中的优势武力参与内陆族群

的争斗 ,以此获得黄金、象牙、奴隶等物 ,并能与某些酋长建立优惠性的贸易联系。在当时的情况下 ,

仅象牙和奴隶两项就能给普拉佐领主带来巨大的利益 ,基本上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定居性生产。此

外 ,普拉佐领主虽然名义上占有大片土地 ,但由于人力不足以及对广大地域的控制力不够 ,也无法利

用这些土地进行大量生产。即便进行大量生产 ,所产出的产品也可能处于普拉佐周边族群的觊觎之

下 ,且这些产品的利润相比较也不如象牙、奴隶诱人。

为了保证普拉佐领地的基本安全、小规模生产的持续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进行 ,普拉佐领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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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定的武装力量。而像强制劳动、强征税赋、掠奴等活动也会引起一些族群的敌视 ,还有土地控制

争端、贸易争端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武力做后盾。然而 ,地理上的分散和交通不便使各普拉佐

很难联合互助。普拉佐名义上受葡王辖制 ,普拉佐领主是葡王的“封臣 ”,但实际上来自“封君 ”的保

护却少之又少。根据当时葡萄牙军事管理者的估计 ,保护塞纳和太特以及内陆主要的贸易中心曼尼

卡 (Manica)和宗伯 ( Zumbo)至少需要 500人。如果要有效地防护所有普拉佐 , 500人根本不够。而

实际上 ,整个十七八世纪 ,在这一地区的葡萄牙武装很少超过 200人①。“由于缺乏一支有效的殖民

军队 ,普拉佐领主们就征召和武装奴隶。”②大部分普拉佐领主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 ,并且还可以

通过购买或抢掠获得奴隶 ,所以奴隶的人力资源比较充足。于是领主们就从奴隶中挑选人员 ,为他

们配备武器尤其是枪支 ,加以训练 ,并派自己信任的人担任首领组成武装队伍。

出于安全的考虑 ,普拉佐领主往往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人混合在一起组成武装队伍。

因此 ,最初组成武装队伍的奴隶的来源比较复杂。按今天的国界 ,他们有的来自坦桑尼亚 ,有的来自

赞比亚 ,有的来自马拉维 ,有的来自津巴布韦 ,有的来自莫桑比克 ,还有的来自安哥拉③。也有的武装

奴隶直接来自普拉佐所在地区或者普拉佐附近地区 ,尤其是后期 ,一些普拉佐领主直接从自己的土

地或邻近的土地上招兵买马。一些普拉佐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通加人 ( Tonga)、恩森加人 (N senga)

集中的地区 ,这些普拉佐中的武装奴隶就有很多的通加人或者恩森加人。当某一地区出现饥荒或者

遭致外部侵袭时 ,一些当地人也会选择自卖入普拉佐为奴 ,以获得食物和保护 ,这些人中有些也会成

为武装奴隶。

由于这些武装奴隶掌握使用枪支的技术 ,主要从事武装活动 ,并且深受普拉佐领主倚赖 ,因而享

有一定的特权。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地点 ,不与其他的奴隶混杂。其村子一般位于普拉佐中的重要地

段 ,这本身就是特权地位的一种体现。这些武装奴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普拉佐安全、镇压其他奴隶

反抗、征收税赋、为领主猎象、掠奴、从事长途贸易等。完成领主交给的任务后 ,这些奴隶能接受奖赏

或津贴 ,还可以从领主那里分得武装活动的收获品。

这些武装奴隶服从统一的指挥 ,有自己独立的等级结构。指挥官具有极大的权威 ,除了指挥各

种行动外 ,还负责分发从普拉佐领主那里得来的报酬和赏赐、惩罚违纪者和使巫术者、解决下属之间

的争端等。在有的情况下 ,这些武装奴隶只认指挥官 ,不认普拉佐领主。当普拉佐领主想解除指挥

官的职务时 ,他们甚至还起而反抗或以反抗相威胁 ,阻止普拉佐领主的行动。

由于享受种种特权 ,这些武装奴隶瞧不起那些单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以及农民 ,并且逐渐有

意识地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特地位 ,这些武装奴隶首先在着装上就异于一般

奴隶和农民。印花布是当时欧洲与中部非洲和东南非洲进行贸易的时新商品 ,是非洲人认可的财富

象征之一。由于这些武装奴隶经常有机会从事武装和贸易活动 ,并且能从领主那里获得赏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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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足够的印花布用于着装和装饰①。这些武装奴隶还在身体上做标记 ,比如 ,在眼部下方刺黑

点、锉缺门牙等 ,以与其他人相区别 ,也显示狰狞②。这些武装奴隶还发展出了一套仪式 ,在新人加入

以及表彰勇敢行动时使用。对这些武装奴隶来说 ,作战后凯旋和狩猎满载而归最值得庆祝 ,在这个

时刻 ,他们往往会有自己的特殊仪式 ,并跳自己的舞蹈。这些武装奴隶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注意

强调自己的独特地位 ,贬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奴隶和农民③。这些武装奴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还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混合体 ,既有奴隶从原属的不同地区带来的语

言成分 ,也吸收了普拉佐所在地区的语言成分 ,还有一些葡萄牙语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武装奴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 ,并获得了一个与其职业特点相

适应的“威猛 ”称呼 :奇孔达人 (Chikunda)。“Chikunda”一词来自绍纳语“kukunda”,意为“征服 ”。

这一称呼最先使用大约是在 17世纪中期 ,只是普拉佐领主用于称呼自己的武装奴隶 ,后来随着这些

武装奴隶新认同的形成 ,奇孔达人就成为这一新集体的通用称呼④。

二、奇孔达人在普拉佐中的职能

普拉佐领主在普拉佐中进行少量的农业生产 ,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奴隶和强制当地农民。监管这

些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暴动时进行镇压是奇孔达人的一个职能。普拉佐领主派遣自己最信任的奇孔

达人进驻主要的村庄充当代理人 ,这样的代理人称为“楚安加 (Chuanga) ”。由楚安加组织农民为领

主从事农田生产、清路、运货、修理房屋等劳动。这些奇孔达人还负责监控当地居民行动 ,不让他们

偷窃领地财产 ,并在他们获得猎物等产品时督促他们按一定比例上缴。当发生暴乱时 ,奇孔达人就

使用武力镇压。一些普拉佐领地上的农民极具反抗精神 ,他们有时不服从强制劳动 ,或者不愿意上

缴领主或奇孔达人所要求的财物 ,这时就会发生暴乱。奇孔达人必须时时监控这些农民的动向 ,力

争在暴乱发生之前解决问题 ,而一旦暴乱发生 ,奇孔达人则使用武力无情镇压。

普拉佐领主在自己的普拉佐中俨然一方酋长 ,他们定期向当地的居民征收税赋 ,还要求居民向

他们进贡。奇孔达人也从事征收税赋和收取贡品的工作。一方面 ,奇孔达人是普拉佐领主的代理

人 ;另一方面 ,因为征收税赋和收取贡品常常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甚至反抗 ,这也需要像奇孔达人这

样的武装人员。在收获季节到来之前 ,楚安加会同当地酋长和各村庄的头人统计户数 ,然后制定每

户应缴纳的税赋和贡品的数额。每个普拉佐征税和收贡的标准不同 ,有人认为这与普拉佐领主掌握

的奇孔达人武装力量的强弱有关。奇孔达人武装强大的 ,就能征收到比较多的税赋和贡品 ,反之则

只能有较少的收获⑤。对于拒绝缴纳税赋和贡品的村庄或个人 ,普拉佐领主会派遣一队奇孔达人毁

坏村庄 ,对逃税逃贡者则进行抓捕。奇孔达人则当众处罚不缴纳税贡的居民 ,用犀牛皮鞭抽打 ,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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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则直接杀死或者沦为奴隶。

在强制劳动和强征税贡的压迫下 ,一些普拉佐中的居民会选择逃离 ,去到普拉佐管辖不到的地

带或者其他的普拉佐。为了阻止这种行动 ,普拉佐领主会在关键地点安排奇孔达人把守。

除了担当警察、税吏角色 ,保证普拉佐内部的稳定外 ,奇孔达人还要充当军人 ,保护普拉佐免

受外部的侵犯。普拉佐面临的外部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普拉佐外敌对的非洲人族群 ,二

是敌对的普拉佐。一些非洲人族群觊觎普拉佐的财物 ,希望通过袭击获取战利品 ,也有一些是对

普拉佐抢掠活动的报复。至于敌对的普拉佐 ,主要是因为一些普拉佐领主为了控制更多的地盘 ,

或者取得某一区域的支配地位。所以 ,“定期的袭击、大规模的战役、持久的战争状态是普拉佐间

关系的一个重复的主题 ”①。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支强大的奇孔达人队伍对于一个普拉佐来说至关

重要。

普拉佐的财富除了来自农业生产和强征税贡外 ,绝大部分来自长途贸易、猎象、掠奴甚至抢劫 ,

而这些活动都由奇孔达人来进行。

在普拉佐领主的安排下 ,奇孔达人组成几十人或几百人不等的队伍 ,带着枪支、火药、布匹、珠

子、贝壳、盐、烟草以及奴隶等商品 ,深入今赞比亚南部和东南部的恩森加人和切瓦人 (Chewa)酋邦

进行贸易 ,有的奇孔达人商队还远至刚果 —赞比亚一带的隆达人地区和卡曾伯王国 ,主要换取象牙、

黄金等物 ,有时则是奴隶和食物。一些普拉佐由于极少从事农业生产 ,食物根本无法自给 ,而恩森加

人就是奇孔达人谷物的一个重要供应者②。

由于路途遥远和险恶 ,奇孔达人的商队一般都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商队有一个由普拉佐领主任

命的领头人 ,称作“姆桑巴兹 (Musambadzi) ”。姆桑巴兹负责确定行走的路线、分配下属奇孔达人的

工作、与所遇到的酋长或头人讨价还价。领头人之下 ,一部分奇孔达人专门负责搬运 ,一部分奇孔达

人专门负责过河时驾驶独木舟 ,还有的则负责武装护送。

猎象是奇孔达人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奇孔达人非常善于猎象 ,他们活跃于赞比西河沿岸的大片

地区。这一地区的口述资料一致称赞奇孔达人的猎象技术 ,他们善于用斧子砍断大象的肌腱使其无

法行动 ,并且也是射击能手。即便那些对奇孔达人不满甚至敌视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奇孔达人是这

一地区最好的猎人 ,没有人比他们更好。开始他们使用弓箭和长矛 ,后来他们使用滑膛枪 ,他们是使

用滑膛枪狩猎的高手 ”③。由于奇孔达人善于猎象 ,并且能依托葡萄牙人的贸易网络获得巨大的利

润 ,一些地方的酋长很愿意接纳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猎象 ,从而分得一杯羹④。

掠奴和抢劫也是奇孔达人的重要活动。在很多情况下 ,长途贸易和猎象过程中就伴有掠奴和抢

劫活动。奇孔达人使用枪支 ,并且训练有素 ,组织先进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某些地区从事掠奴

和抢劫活动。沿赞比西河地带的很多族群都遭受过奇孔达人的侵袭 ,一些地区因为奇孔达人的掠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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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和抢劫而导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 ,从而触发或者加剧饥荒①。进入赞比西河地带的传教士和商

人目击者也多次写有遭奇孔达人袭击后的村庄废墟的景象②;甚至有人认为殖民者初进入赞比亚南

部时 ,之所以很容易地就与当地酋长签订土地转让协定或保护条约 ,就是因为这些酋长希望得到白

人的保护 ,免遭奇孔达人的袭击③。

奇孔达人有时也不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 ,而是以武力相威胁达到自己的目的。有记载说 ,奇孔

达人在村庄进行贸易的过程中 ,会将枪支靠在附近有鸡的房屋上 ,在枪支的扳机部位系上昆虫。当

鸡吃昆虫时 ,扳机就会被扣动发射。然后奇孔达人以枪支被损坏为由强迫鸡的主人赔偿 ,一般是赔

偿羊、鸡 ,有时则要求以奴隶赔偿④。

奇孔达人从表面上来看只是武装的奴隶 ,但对普拉佐而言 ,他们却集政治稳定者和经济财富创

造者于一身。在当时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 ,奇孔达人维持普拉佐的运转 ,保障普拉佐的安全 ,并通

过贸易、猎象、掠奴和抢劫等活动为普拉佐创造财富。奇孔达人 ,这些武装的奴隶成了普拉佐经济活

动的引擎以及普拉佐领主特权地位的基石⑤。

三、普拉佐的衰亡与奇孔达人的演变

葡萄牙政府在沿赞比西河地带推行普拉佐制度的初衷是将这一地区的土地和居民纳入自己的

“帝国 ”,但种种原因使得葡萄牙统治者的这种愿望无法实现。

随着普拉佐的增多 ,控制土地的扩大 ,葡萄牙统治者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各普拉佐。沿赞

比西河地带的普拉佐实际上大多是独占一方 ,各自为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普拉佐的领主

及其家庭实际上已不再是纯种的葡萄牙人 ,而是葡萄牙人、果阿人和非洲人的混血 ,这使普拉佐与葡

萄牙本土的联系更加松散。为了改变这种趋势 ,葡萄牙统治者想了很多办法 ,企图保持和加强对普

拉佐的控制以及普拉佐的葡萄牙特性。葡萄牙统治者发布敕令 ,要求普拉佐只能由长女继承 ,而继

承普拉佐后的长女必须嫁给出生于葡萄牙的葡国公民 ,否则取消其继承权。葡萄牙政府还把一些普

拉佐转让给王公贵族的遗孀、孤女 ,她们同样也必须与葡萄牙出生的公民结婚。此外 ,葡萄牙政府还

希望通过限制普拉佐继承代数、定期更新产权证明、要求普拉佐领主向葡萄牙政府纳税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对普拉佐的有效控制 ,但这些措施的效果都不大。

19世纪 80年代列强瓜分非洲的浪潮开始以后 ,葡萄牙由于国小力弱 ,在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时

总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英国殖民者从南向北的扩张和德国殖民者在东非大量攫取土地的活动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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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抗争乏力。英国人先后建立南罗德西亚和北罗德西亚 ,使葡萄牙人在东南非洲的传统活动范围大

大缩小。赞比亚东部大片领土长期以来是普拉佐领主们的活动范围 ,掠夺、贸易一度兴盛。但英国

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东北罗德西亚①后 ,葡萄牙人势力逐渐退出。由于无力向普拉佐提供基本的

保护 ,葡萄牙统治者也难以得到他们的效忠。

另外 ,普拉佐制度本身也存在弱点 ,即便是作为一种非洲化的统治机构也难以维持。首先 ,普拉

佐领主虽然深处非洲的环境 ,但他们缺乏非洲式的传统权威。作为外来者 ,普拉佐领主总是与土著

的非洲人统治者处于冲突状态 ,虽然也有一些普拉佐领主的非洲化程度日益加深 ,但他们仍是一个

异于土著非洲人的特殊群体。即便有的普拉佐领主能和当地统治者结成良好关系 ,但这只是单个的

现象 ,并非整个普拉佐的结构特征。总体而言 ,普拉佐实际上始终处于一个敌对的、不稳定的环境

里 ,这使它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 ,普拉佐领主极为倚赖奇孔达人的武装力量 ,但他们无法

长久、绝对地控制这种武装力量。在有强势的指挥官的情况下 ,奇孔达人的力量实际上并不属于普

拉佐领主 ,而是属于指挥官。从另一个角度讲 ,奇孔达人的存在实际上是普拉佐领主的最大威胁。

再次 ,大多数的普拉佐直接进行的生产活动极少甚至完全没有直接生产活动 ,这就使普拉佐财富的

积累只能依靠强征税赋、伴有侵犯性行为的长途贸易、猎象和掠奴等活动 ,这些活动的总体结果只能

是恶化普拉佐与其他族群的关系 ,阻碍普拉佐的发展。直接生产活动不足最主要的还会造成生活必

需品尤其是食物的供应不稳定 ,在整个地区食物供应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普拉佐领主往往是让奇孔

达人通过武力占有稀缺资源 ,这无疑也将引发与其他族群的冲突②。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此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宣布废除奴隶贸易 ,大西洋奴隶贸易

成为非法活动并逐渐衰退 ,但印度洋奴隶贸易却仍维持。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 ,而蓄奴地对奴

隶的需求短期维持不变的情况下 ,印度洋奴隶贸易有时甚至出现增长势头 ,从东南非内陆抓捕奴隶

后在海岸出卖或进一步斥资将奴隶贩卖至印度洋岛屿仍是高利润的经济活动。这时 ,普拉佐领主们

变本加厉地进行掠奴和奴隶贸易 ,几乎整个赞比西的普拉佐都参与到奴隶贸易中来 ,掠卖奴隶成了

它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有的普拉佐领主直接掠买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为奴隶 ,甚至有的直接将手下

的奇孔达人出卖 ,这大大激化了矛盾 ,加快了整个普拉佐体系的衰落。

18世纪 50年代时 ,沿赞比西河地带的普拉佐一共有一百多个。一个世纪后 ,只有不到 20个普

拉佐仍能维持运转 ,其余大部分领主只能保持对普拉佐名义上的控制③。普拉佐尚能维持的时期 ,无

论如何独立反叛 ,奇孔达人始终还是认某一普拉佐为归属 ,效忠特定的普拉佐领主。然而 ,“普拉佐

体系的崩溃 ,使不再受法定奴隶地位约束的奇孔达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认同 ”④。

一些奇孔达人在有能力的指挥官的带领下 ,占据土地 ,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 ,然后以此为基础进

行贸易、猎象、掠奴活动 ,有时也充当雇佣军。卡尼扬巴 ( Kanyemba)是建立独立政权实体的最著名

的奇孔达人之一。他本是赞比西河南岸一个叫坦德 ( Tande)的部落的人 ,是一个坦德酋长和一名果

阿妇女的儿子 ,葡萄牙名叫何塞。何塞加入葡萄牙的奇孔达武装并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一名高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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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官。后来他带着一批奇孔达人回到自己的酋邦 ,并按奇孔达人的方式进行管理 ,从而将自己的酋

邦从一个坦德酋邦转化为一个奇孔达人酋邦。他还自称“卡尼扬巴尼扬巴 ( Kanyembanyemba) ”,意

为“猛烈 ”,因为卡尼扬巴尼扬巴本身是一种羊吃了会死的植物。卡尼扬巴通过武力和外交手段获得

了大片土地 ,他手下的武装力量也在原有奇孔达人的基础上通过招收当地人入伍而不断扩张 ,达到

15000人 ,成为赞比西河一带的重要势力。一位欧洲旅行者记载 ,“卡尼扬巴随时都会侵袭有任何可

取之物的村庄 ”。而一些当地的长者也说 :“卡尼扬巴从来不与当地人自由地买卖奴隶 ,他总是强迫

他们 ,如果他们拒绝 ,卡尼扬巴就会派奇孔达人摧毁村庄 ,杀死所有的老人 ,并将年轻人抓回自己的

堡垒。因为卡尼扬巴的侵袭 ,坦德人、通加人和恩森加人生活在恐惧里。”

卡尼扬巴的女婿马特肯尼亚 (Matekenya)也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治实体 ,拥有一支 3000人的武

装。另外还有位于太特西北、赞比西河北岸和南岸的马康加 (Makanga)和卡拉兹曼巴 (Carazimam2
ba) ,前者拥有一支 4000人的武装 ,后者也有数百名追随者①。这些新的独立实体承袭了之前普拉佐

运作的一些模式 ,奇孔达人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既是政治经济统治的核心 ,也是军事组织的

核心。

还有一些奇孔达人群体四处流动 ,有的凭借自己的经验继续从事猎象和贸易等活动 ,有的凭借

自己的技能从事搬运活动和驾驶独木舟。但很多奇孔达人群体则除了从事和平性质的活动外 ,还从

事武装袭击活动 ,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时进入赞比西河地带的欧洲人报道了多起奇孔达人的袭击

事件以及遭奇孔达人袭击后村庄的状况。

也有一些流动的奇孔达人充当雇佣军 ,他们参与一些土著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争斗 ,根据出

价选择支持的对象。居住在今赞比亚东部省的安波人 (Ambo)极为信服奇孔达人的武力 ,当内部出

现冲突时 ,各方总是喜欢寻求奇孔达人的帮助。在安波人的一场争斗中 ,奇孔达人受雇帮助一方 ,他

们熟练地使用枪支 ,并且控制自己的射击 ,消耗对方的弹药②。甚至有一个恩森加人 ,因为妻子被另

一个恩森加人强奸并藏了起来 ,他也寻求奇孔达人的帮助 ,雇佣一队奇孔达人寻找妻子并报复

仇人③。

另有一部分奇孔达人逐渐地融入非洲人族群中 ,有的奇孔达人回到自己成为武装奴隶之前所属

的族群 ,也有的直接融入所在区域的族群。

但必须指出的是 ,虽然这些奇孔达人与一般的非洲人生活在一起 ,有的还放弃了武装生活的本

行 ,但他们仍然强调自己的奇孔达人背景或者称自己的祖辈、父辈是奇孔达人。有的老奇孔达人会

教育自己的子孙 ,他们是奇孔达人 ,是战士 ,是征服者 ,是勇敢和高贵的。当年奇孔达人用于表明自

己勇士气概的将门牙锉缺的习惯仍被一些人保持④。直到今天 ,居住在今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

亚三国交界处一带的奇孔达人后裔仍旧唱着颂扬伟大战士和猎手的赞歌 ,回忆他们祖先的冒险经

历 ,有的甚至还以当年奇孔达人使用的军礼互相问候⑤。一些奇孔达人往往拥有较周围一般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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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高超的技艺和经验 ,有的善于修理甚至制造枪支 ,有的对铁器制造非常在行 ,有的则在狩猎、经

商等方面拥有特殊的经验。对赞比西河格文比河谷 ( Gwembe Valley)一带的物质文化调查发现 ,一

名当地人会使用其他当地人都不会使用的纺织技术 ,而这种技术就是从奇孔达人那里学来的①。特

别的技能和经验使奇孔达人在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些奇

孔达人虽然融入一般非洲人的族群 ,但仍旧在服饰、语言、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保持原有的特

点。而这些特点也影响了周围的一般非洲人族群 ,他们有的模仿政治和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奇孔达人

的生活方式 ,有的还信仰奇孔达人崇拜的神灵 ,有的非奇孔达人在与奇孔达人通婚后也称自己是奇

孔达人。

四、提出问题 :从奇孔达人看“非洲流动武装”

综上所述 ,奇孔达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流动性 ;拥有武装 ;以武装为后盾从事威胁性和劫掠性

经济活动 ;以威胁和劫掠所得为主要经济来源 ;后来逐渐发生变迁和融合。

非洲大陆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一群武装起来的人们跨越族群和王国的界限 ,在广大的区

域内从事和平与非和平 ———主要是非和平 ———的活动 ,造成广大区域内不同族群人民的流散与融

合。这群人往往不事生产 ,而是在大片区域内进行抢掠活动 ,同时常常伴以残酷的烧杀。这群人以

抢掠所得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从被打击人群中吸收人员加以补充。这群人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转之后

往往会在某地定居下来 ,或融入其他人群。笔者将这样的人群称为“非洲流动武装 ”,奇孔达人在一

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流动武装人群。

在非洲殖民统治建立前的时代 ,流动武装的现象长期广泛存在。在中部非洲曾出现过一支名叫

“杰加 ”(Jaga)的流动武装 ,它们骁勇善战 ,四处流动打劫村庄 ,抢掠象牙商队 ,抓捕奴隶 ,对当时刚果

一带的王国和族群形成极大的威胁 ,直接造成了刚果王国的灭亡。后来 ,这群人有的融合进当地族

群 ,有的到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小王国②。在南部非洲 ,祖鲁王国 ( Zulu)的崛起和恰卡 ( Shaka)领导

的战争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和多个族群的流散、迁徙以及整合。原为恰卡部将的姆齐利卡兹 (Mz2

ilikazi)为逃避恰卡的打击 ,率领恩德贝莱人 (Ndebele)转战涵盖今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博茨瓦纳

的广大地域 ,途中不断攻打别的族群 ,也不断吸收别的族群 ,后来在今津巴布韦一带建立了马塔贝莱

王国 (Matabele Kingdom)。同样受祖鲁军队驱赶的一支恩戈尼人 (Ngoni)则一路武装北上 ,一路劫

掠 ,后在赞比亚、马拉维占据大片地区后定居下来③。姆齐利卡兹的恩德贝莱人和北上的恩戈尼人也

可以看作是非洲流动武装的典型。

在现代历史上 ,非洲流动武装也很活跃 ,除了保持从事流动武装活动的特性外 ,也发生了一些改

变。以往的流动武装往往只以经济性掠夺为主 ,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 ,现代的非洲流动武装经济活

动更加复杂 ,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莫桑比克独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受到一支被称作“莫桑比

克全国抵抗运动 ”(MNR,Mozambique National Resistance)的流动武装的袭击。这支流动武装起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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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殖民政府和南罗德西亚情报部门共同建立 ,后来葡萄牙殖民统治崩溃和津巴布韦诞生后转而

接受种族主义的南非支持。它们除了接受南非的支持外 ,也随时随地进行抢掠和猎象。这支武装流

动于南罗德西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南非一带 ,破坏莫桑比克社会经济 ,打击莫桑比克解放运动。

安哥拉内战时期 ,萨文比领导的反政府武装以掠夺和控制钻石产地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同时受到南

非、美国等国的支持 ,意在推翻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执掌的政权。这支武装也是流动于安哥拉、纳

米比亚和赞比亚一带。在南部非洲 ,由于数个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较晚 ,因而一直存在着争取民族解

放的游击斗争 ,比如津巴布韦的游击斗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非国大 ”的游击斗争等。这些

游击武装力量也具有一定的跨国流动性。

在当代 ,流动武装这种现象在非洲仍未绝迹。以乌干达北部、刚果 (金 )东部为中心 ,活动足迹遍

布周边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仍是区域性乃至引起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 ,它们或盘踞或流动于深山丛

林 ,或控制重要的矿产区以维持经济来源 ,或绑架索取赎金 ,或时时四处劫掠。他们袭击村庄 ,掳掠

儿童 ,有时还制造大规模屠杀平民、强奸妇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对这些流动武装怎么看、怎么应

对 ,如何解决由他们而引起的种种问题 ,如人道主义危机、儿童兵、艾滋病等 ,除了了解他们的现状

外 ,还需要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对他们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

[本文作者刘伟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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