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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刀耕火种的分布一、云南刀耕火种的分布

云南是中国刀耕火种农业分布 多
的省份。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有独龙族、
怒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佤族、
拉祜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基诺族、
苗族、瑶族、苦聪人、克木人等。古代刀
耕火种遍布云南山地，20世纪50年代，刀
耕火种依然十分盛行的地区主要是从云南
西北部到东南部与缅甸、泰国、老挝、越
南接壤的地带。目前，刀耕火种仍然存在
于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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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南部主要的山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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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20世纪50年代盛行刀耕火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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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刀耕火种的类型二、云南刀耕火种的类型

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按轮歇
方式、住着方式、栽培作物区分，有如下
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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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轮歇方式分类

按轮歇方式分类，有无轮作轮歇和混合
轮歇两种类型。

1. 无轮作轮歇类型

此类型民间称之为“懒活地”。这一类型主要分

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卡场景颇族
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南部的布朗
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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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盈江卡场和勐海南部，分别分布着景颇族和
布朗族星罗棋布的村落。每个村落都有明确的
地界，村民们附着于村落的土地上，极少迁移
流动。两个地区的刀耕火种方式，都是单一的
无轮作类型。其特点是，每个村落都将自己的
林地划分为7、8片或10余片（主要以森林更新
所需年限为依据），按照规划的顺序，每年坎
种一大片或几小片，每片地仅种一季作物便抛
荒休闲，形成严格的有序轮歇周期，从而达到
对林地长期保护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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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轮作刀耕火种，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生产技术。
其独特的生产技术集中体现在“烧而不耕”这四个字上。

烧得好，肥料多，土壤疏松，草死虫灭；不使用锄犁
耕地，是因为深耕会导致表层灰肥损耗，加剧水土流
失。还会损害地里树桩的树根。烧而不耕，生产工具
就只需要砍刀和点播棒。生产工序也比较简单，冬春
之际砍地，暮春烧地，初夏播种，林地烧得透彻，盛
夏不必除草，待庄稼成熟，守地护秋，接着便可收粮
入仓。可见，这是一种极为粗放的农业。然而唯其粗
放，也就特别省力，因而人们称其为种“懒活地”。时下

流行的观点是，粗放必然原始落后。然而山民们却并
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有效地保护林地资源，能否少
投入高产出，这才是他们衡量先进与落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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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轮作轮歇和轮歇刀耕火种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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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合轮歇类型

混合轮歇类型分布较广，德宏州的
傈僳族、部分景颇族、德昂族及汉族地区，
临沧专区西南部的沧源佤族地区，思茅专
区西南部的佤族和拉祜族地区，西双版纳
州的基诺族和部分哈尼族地区，是其主要
的分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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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这一类型的众多的民族，并不单纯地依赖
一种刀耕火种轮歇方式，而是同时交替从事几
种轮歇方式。即除了耕种“懒活地”之外，还进

行多年轮作刀耕火种。轮作刀耕火种又可以分
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短期轮作——连续耕种2至
3年，休闲7、8年或10余年。其二是长期轮作——
连续耕种5、6年甚至7、8年，休闲10余年或20、
30年。从事轮作的地区一年之中必须同时进行
双轨制的生产安排，即从冬春之际开始的懒活
地耕种和始于夏末秋初的轮作地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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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的产生，必须具备3个条件。

第一，是土地分类知识。凡从事轮作的山地民族，
都具备丰富的土地分类知识，他们一般按照林地海
拔高低和土壤肥瘠将其划分为2至3类，并施以相应
的轮作方式。

第二，是耕作技术的进步。3年以上的轮作，必须
逐年深耕土地增加熟土。仅靠砍刀和点播棒的不锄
不犁的懒活地耕种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于是铁锄和
牛犁的使用就是不可缺少的了。而随着锄犁的使用，
播种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效率较高的撒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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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具备丰富的栽培作物利用知识。山地旱田
能否实现长期耕种，关键是如何解决后续肥料的投入。
亚热带山地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仅靠头年砍焚
森林的投入并不能维持长期耕种。在山高坡陡，地远
路遥的耕种条件下，人们很难选择平原积肥施肥的方
法。而是创造了利用栽培作物调节、更新地力的途径。
常见的如使用苏子、芝麻、棉花黄豆等肥地作物和陆
稻、玉米等轮流耕种，以延长土地的耕种年限。对于
主要栽培作物陆稻，则千方百计地驯化和引进具有不
同生态特点的丰富品种，根据林地逐年递减的地力，
配之以与之相应的陆稻品种，同样能达到长期轮作的
目的。在滇西南刀耕火种地带，陆稻品种多达上千个，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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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短期轮作休闲制，尤其是是实行长期轮作休
闲制。与十分粗放的无轮作刀耕火种相比较，已
经显示了集约化的倾向。对于山地刀耕火种农业
而言，粗放意味着省力，越集约则意味着劳动力
投入越多。众所周知，连续耕种无情消耗山民劳
动力的“罪魁祸首”是草害。林地耕种时间越长，

草害便越严重。长达3个多月的中耕除草，如果
稍有松懈，庄稼即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因
此，一般而言，山地民族并不情愿选择连续耕种
生产方式。只是由于人口增多，土地紧张，再不
节约耕地便无法满足口粮的情况下，人们才被迫
发展多年轮作轮歇方式，这也是轮作轮歇方式形
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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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亚、巴卡村基诺族的轮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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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住着方式分类。（二）按住着方式分类。

按住着方式划分云南的刀耕火种，有3
种类型：任意移动型、固定地域内移动型和定
居型。

1.任意移动的民族

有瑶族、苗族、苦聪人、克木人、部分哈尼族、
傈僳族、拉祜族等。过去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
地域，过着“人随地走，地随山转”的游耕生活，
森林退化了，难以再连续耕种，便移居到其他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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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固定地域内移动的民族

有独龙族、怒族等，他们大都有属于村寨的
土地范围，他们也经常迁移住所，但并不跨
越村寨的土地范围，而是在固定的土地范围
内随着轮歇地而搬迁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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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居型的民族

有基诺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德昂族等。
这些民族在古代也有过迁徙流动的历史，但后
来从事有序轮歇的刀耕火种，分别定居下来，
不再轻易地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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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住着性划分的三种刀耕火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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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栽培作物分类（三）按栽培作物分类

按栽培作物分类主要有两种类型：陆稻
栽培类型和杂谷栽培类型。

1.陆稻栽培类型

分布于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该区气候温暖，山地
海拔较低，适宜陆稻栽培。据云南农业科学院的
调查，云南传统陆稻品种多达2000余种；笔者20
世纪80年代初期在基诺山调查，其遗存的陆稻品
种尚有74个。陆稻品种的多样性是土地利用，既
轮歇和轮作的需要，当然也与饮食生活有关。从
事陆稻栽培的民族，以陆稻为中心，同时种植棉
花、玉米、大豆等数十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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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杂谷栽培类型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怒江和独龙江流域。该区为
高山峡谷地貌，气候较为寒冷，大部分地区不
适宜陆稻栽培，传统栽培农作物主要有荞、稗、
粟、稷、高粱、青稞、燕麦等，16世纪以后玉
米传入云南，成为了主要的栽培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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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稻和杂谷两个刀耕火种类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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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刀耕火种的变迁（三）、云南刀耕火种的变迁

从以上介绍可知，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
火种所蕴含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是十分丰富的，
可以说，它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极有价值的文化
遗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
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云南的刀耕火种也由
盛行逐渐走向衰落。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
使刀耕火种发生变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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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的马列主义史
观认为，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必须
改造和取代。这种认识不仅为政府官员所坚持，
而且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对山地民族及其刀耕
火种形成强大压力。

第二是国家政策的影响。以改造和取代为目标，
50多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禁止刀耕火
种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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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社会改革的影响。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而且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冲击着山地民族
及其刀耕火种。

第四是人口增加的影响。50多年来，山地民族
的人口数量增加了大约3倍，外来人口也逐年增
多，人地关系趋于紧张。

第五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放弃刀耕火种，依托
市场种植水果、茶叶和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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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政策法规

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市场经济市场经济

社会改革社会改革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刀耕火种的变迁刀耕火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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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间云南刀耕火种的变迁，具体而言，
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影响，
60、70年代主要是政治运动的影响，80年代
主要是林业政策的影响，90年代至今主要是
市场经济的影响。

目前云南西南部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状况与
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以下显著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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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刀耕火种的规模和分布已经大为减少。
以基诺山为例，50年代所有村庄都从事刀耕火
种，而现在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只有小普西一
个村寨了。

2.森林大量减少，土地严重退化，传统
刀耕火种农业大都变成了短期休闲轮歇农业。

3.大量的刀耕火种轮歇地被水田、台地
和茶园、橡胶林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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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言，再过10年或20年，刀耕火种
将从云南西南部的大部分山地消失，代之而起
的将是梯田和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和用材林的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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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刀耕火种云南的刀耕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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