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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环喜马拉雅环境、 生计和文化的连贯性

郁　 丹①

语　 　 境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 由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一带一

路’ 战略背景下环喜马拉雅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 (编号: １５ＢＭＺ０７０)、 云南

民族大学 ２０１５ 国际教育合作基地项目、 云南民族大学 ２０１５ 高层次国际人才引智

项目支持ꎮ «文集» 中文献的挑选、 翻译和编译工作由 “耶鲁大学—云南民族

大学 ２０１６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夏季研讨班” 专家、 学者和部分学员担任ꎮ 本次

研讨班作为云南民族大学第二期夏季学科前沿文献编译研讨班ꎬ 由夏季班云南

民族大学欢喜马拉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喜马拉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ꎮ 夏季班作

为云南民族大学高水平民族大学建设战略的一部分ꎬ 按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性、
边疆性和国际性的三个定位来设计研讨和编译文献ꎬ 其宗旨是为了带动中青年

学者、 研究生、 博士生、 博士后的学科创新ꎬ 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对国际上现有

１

① 郁丹ꎬ 自 ２０１４ 年秋起担任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主任、 教授ꎮ 之前担任德国马普宗

教与民族多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科研组负责人、 德国哥廷根大学跨区域研究中心核心研究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新世纪人才等职务ꎮ 郁丹教授于 ２００６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园

获得人类学博士ꎬ 专长跨区域学、 边疆学、 环境人文学、 民族生态学、 影视人类学理论、 宗教学ꎬ 个

案研究包括近现代藏汉佛教互动、 藏族神山文化中的生境可持续性、 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水文化中的

环境人文、 “一带一路” 战略背景下的环喜马拉雅生态多样性、 中－印两国文化多元治理比较研究、 欧

亚宗教世俗化的多样发展脉络等ꎮ 其科研地理范畴涵盖中国西部、 南亚、 东南亚、 中亚高地和北欧极

圈高地ꎮ 近期的代表性专著和文集包括 «地境与心境之间的西藏———地方、 记忆、 生态审美» (Ｍｉｎｄ￣
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ｃｅꎬ Ｍｅｍ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Ｅｃ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ꎬ ２０１５) 和 «环喜马拉雅

边疆———生计、 地域、 现代» (Ｔｒａ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ꎬ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ꎬ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与
Ｊｅａｎ Ｍｉｃｈａｕｄ 合编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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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成果的深度研讨和编译ꎬ 对欧美相关论著、 论点进行语境分

析、 历史研读、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和阐释ꎮ 夏季班的主题围绕跨区域

理论、 喜马拉雅中心地区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高地的跨族、 跨界的人文和经贸

的流动以及区域性性别政治与现代化的关联ꎮ 这些主题的选择是基于项目负责

人及特邀专家们对全球化语境下地方与区域文化、 环境、 生境的变迁以及商品、
资本、 科技的流动性和穿越性的充分认识ꎮ 研讨中涌现的创新点表现在专家们

及学员们对地方问题的互联性和全球表述性的认识ꎮ
本次夏季编译班由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郁丹教授与耶

鲁大学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阿拉克赛克西纳 (Ａｌａｒｋ Ｓａｘｅｎａ) 共同主持、
由耶鲁大学玛丽艾弗琳塔克 (Ｍａｒｙ Ｅｖｅｌｙｎ Ｔｕｃｋｅｒ) 教授、 约翰格林

( Ｊｏｈｎ Ｇｒｉｍ ) 教 授ꎬ 哥 本 哈 根 大 学 亚 历 山 大  郝 斯 特 曼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ｏｒｓｔｍａｎｎ) 教授、 澳洲艾德莱德大学乔启德鲁 (Ｇｅｏｒｇｉｎａ Ｄｒｅｗ) 博士、 云

南民族大学李全敏博士、 李云霞博士、 王建华博士、 杨柽担任专题讲座、 主

持研讨、 评议等工作ꎮ 学员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ꎬ 包括中央民族

大学、 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西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青海民族大学、 云

南大学、 耶鲁大学、 波恩大学、 剑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等ꎮ 在为期五天高

密度研讨中ꎬ 专家们和学员们集思广益ꎬ 进一步对喜马拉雅研究的拓展以及

与中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的连接做了深度的视野和观点的交换ꎮ 研讨班结束

后ꎬ 部分学者马上与云南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展开文献的挑选、 翻译和编译工

作ꎮ 文集的主编工作由郁丹教授、 李云霞博士①、 曾黎博士②担任ꎮ

环喜马拉雅研究与喜马拉雅研究的差别

喜马拉雅研究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从广义上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

史ꎬ 但是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学科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ｙ) 在 ２１ 世纪初才开始系统性的进

入全球学术视野ꎬ 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ꎮ 国内外对喜马拉雅

地区的研究大多散落在藏学、 地理学、 民族学、 人类学、 环境学、 人文生态

学、 宗教学、 国际政治学等学科里ꎬ 其中以藏学为主导ꎮ 从严格学科意义上

讲ꎬ 藏学不等同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ꎬ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ꎬ 对此ꎬ 下个段落

有详细的阐述ꎮ 在民族学、 地理学、 人类学里有很多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个

２

①
②

李云霞ꎬ 博士ꎬ 毕业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ꎬ 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ꎮ
曾黎ꎬ 博士ꎬ 毕业于人民大学ꎬ 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ꎮ



　 序　 　 言

案研究ꎬ 但是大多没有从学科意义和跨区域概念上把这些个案的理论研讨放

入喜马拉雅学科理论框架里ꎮ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学界有关喜马拉雅地区

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ꎬ 更庆幸的是近几年来ꎬ 陆续有喜马拉雅研究单位的成

立ꎬ 比如西南政法大学于 ２０１０ 年成立喜马拉雅研究所ꎬ 云南民族大学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成立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ꎬ 四川大学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成立喜马拉雅文

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青海民族大学于 ２０１６ 年成立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

家研究中心ꎮ 这些前沿科研单位都在尽快进入各自定义的科研方向来展开各

种课题的研究ꎬ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一大困境是对喜马拉雅区域的地理和理论

导向研究缺乏综合性梳理和定义ꎮ
如果从宽泛的角度把喜马拉雅研究定位为一类区域研究或一个复合型学

科ꎬ 其根基和范畴具有这些特点或局限性:
• 西藏中心论

• 南喜马拉雅视角

• 英国殖民产物论

• 冷战思维对区域研究的定位

以上四点可以先把英国在南亚的殖民时期略述为喜马拉雅研究的源头ꎮ
对喜马拉雅地区民族、 生态、 文化、 宗教、 经济体系的研究最早从 １９ 世纪

英伦殖民官员、 学者和探险家开始ꎮ 由于早期英人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并不

是系统的学术行为ꎬ 因而梳理喜马拉雅研究史自然成了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ꎮ 实际梳理工作到 ２１ 世纪初才开始体现出学科的系统性ꎮ ２００４ 年大卫华

特豪斯 (Ｄａｖｉｄ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出版了他主编的 «喜马拉雅研究起源» 文集 (Ｗａ￣
ｔｅｒ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０４)ꎮ 该文集把布莱尔浩顿赫杰森 (Ｂｒｉａ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Ｈｏｄｇｓｏｎꎬ
１８０１—１８９４)ꎬ 一位英国殖民官员和非常优秀的自由学者ꎬ 认定为喜马拉雅研究

的开山鼻祖ꎬ 追认他给后人的三大贡献ꎬ 即喜马拉雅地区佛教研究、 自然史和

语言民族学ꎮ 在文集中ꎬ 郝杰森被誉为 “喜马拉雅人类学创始人” 及 “我们最

高的权威和最佳印度原住民民族学和音韵学调研者”ꎮ (Ｇａｅｎｓｚｌｅꎬ ２００４: ２０９)
华特豪斯的 «喜马拉雅研究起源» 在受到广泛赞扬的同时ꎬ 也引起带后

殖民、 后现代背景的学者对早期喜马拉雅研究的反思ꎮ 著名藏学家埃里克

斯麦克 (Ａｌｅｘ ＭｃＫａｙ) 则认为郝杰森及其同代的殖民学者对喜马拉雅地区

的信息采集和知识构建与英国在该地区的殖民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分不开的ꎮ
从后殖民学的角度看ꎬ 像郝杰森这样的殖民官员兼学者的确是早期西方喜马

拉雅研究的中坚人群ꎮ 郝杰森的研究方法与其他英国殖民学者类同ꎬ 大量使

用本土知识分子和劳力来完成自己的资料采集工作ꎮ 不言而喻ꎬ 西方殖民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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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学者、 探险家在近代和现代对西藏及其周边的地理和地质勘探、 文化民

俗的探索和记载、 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在喜马拉雅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

重ꎮ 对此ꎬ 汤姆斯  理查德 (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１９９６)、 温蒂  佩雷斯

(Ｗｅｎｄｙ Ｐａｌａｃｅꎬ ２０１２)、 戴雷克瓦拉 (Ｄｅｒｅｋ Ｗａ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４)、 迪比亚西阿

南德 (Ｄｉｂｙｅｓｈ Ａｎａｎｄꎬ ２００８)、 阿拉斯特兰姆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ꎬ １９８６) 等学

者对英国异域文化的知识生产有大量的历史回顾和后殖民学反思ꎮ
笔者对此也有同感ꎮ 现代喜马拉雅研究的定位还没有完全从英国殖民时

期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定位脱开来进行新的区域研究概念发展ꎮ
１９ 世纪时ꎬ 赫杰森视野里的喜马拉雅是以西藏为工作对象但以尼泊尔为中心ꎮ
他所采集的大量佛教文献、 撰写的民族志大多是藏文和与西藏有关联的ꎮ 作

为殖民官员ꎬ 他学术活动的前提是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赋予他的使命ꎬ 即把

印中贸易陆路通道通过西藏打开ꎮ 因此ꎬ 西藏其实是郝杰森的殖民与学术并

重的研究对象ꎬ 并不是针对喜马拉雅区域的总体研究ꎮ 他在尼泊尔期间以西

藏作为前提的民族志、 植物标本、 宗教文本采集同时产生了地缘政治和区域

研究概念上的效应ꎮ 这些效应的重合点就是以上所说的喜马拉雅研究的 “西
藏中心论”ꎮ 从地缘政治上讲ꎬ 郝杰森的喜马拉雅视野给英国和之后的现代印

度提供了众所周知的 “西藏缓冲说” (Ｔｉｂｅｔ ａｓ ａ ｂｕｆｆｅｒ)ꎮ 由于英国在当时藏

族和清朝政府的抵御下没有实现印中贸易陆路通道ꎬ 因而在地缘政治上转而

把西藏视为印中之间的隔离带ꎬ 以防范清朝和之后的现代中国对印度所谓的

“威胁”ꎬ 也就是当时英帝国所说的 “缓冲带”ꎮ
郝杰森的科研活动所产生的英国殖民时期地缘政治定位也同时派生出喜

马拉雅研究ꎬ 但目前还存在一个地理与概念的局限性ꎬ 即同样是一个西藏中

心视野ꎬ 但不同的是它决定了以后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走向ꎮ ２１ 世纪伊始ꎬ
学者们对喜马拉雅研究开始综合性历史回顾和概念范畴定位时ꎬ 还是依附于

郝杰森的视野ꎬ 一个从印度次大陆往北看的西藏中心视野ꎮ 特豪斯主编的

«喜马拉雅研究起源» 文集中 １１ 位撰稿人ꎬ 除了一位鸟类学家外ꎬ 都是研究

印度、 西藏、 尼泊尔和不丹等地的专家ꎮ ２０１６ 年全球重要的喜马拉雅研究单

位之一尼泊尔和喜马拉雅研究协会在德克萨斯大学举办的学术年会中有 ４ 个

圆桌分 组 和 ５ 个 主 题 研 讨 组ꎬ 其 中 只 有 凯 罗  麦 格 蕾 娜 翰 ( Ｃａｒｏｌｅ
ＭｃＧｒａｎａｈａｎ) 主持的研讨组是针对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理论定位ꎬ 其命题为

“喜马拉雅山脉是一个区域吗? ———关于通过或超越民族国家的学术研究”
(ＨＳＣꎬ ２０１６)ꎬ 其余的均为具体历史和现代社会、 文化问题ꎮ 到目前为止ꎬ
特豪斯的 «喜马拉雅研究起源» 是唯一专注于喜马拉雅研究的源头探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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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ꎬ 但没有提出其理论定义与科研范畴ꎮ
纵观当代全球学界对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理论探索ꎬ 耶鲁大学的喜马拉

雅研究中心和云南民族大学的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为走在前沿的两个单位ꎮ
在 ２０１３ 年耶鲁大学举办的 “喜马拉雅的连接: 学科、 地理和视角” 会议首次

把 “喜马拉雅”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和分析对象提了出来ꎬ 主办方学者提出了

一系列值得探索的前沿理论问题: “把 ‘喜马拉雅’ 作为一个宽泛的区域概念

来对待是否引发了一个降低特殊政治史 (现代民族国家史) 重要性的一个生

态或文化先决论? 或者它 (喜马拉雅研究) 合理地认知到多个生态、 经济和

文化相连的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把许多复杂个体 (大小族群社会和生态系统)
缠绕在一起了? 倾向于互联性、 包容性的、 使用新型分析方式的喜马拉雅研

究怎样能从过去的惯性中得到鉴戒? 新的表述又如何被包容在当代喜马拉雅

研究更宽广的多样性中?” (Ｌｏ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该次会议尽管没有把参会学者

的论文整理出版ꎬ 但是在学科发展上起到了新的开拓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间ꎬ 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接连举

办了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理论新探国际会议” “云南民族大学第一期环喜马

拉雅区域研究前沿文献编译夏季班” “耶鲁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

究夏季高级研讨班” 等重要学术活动ꎮ 国际会议云集了当代多位喜马拉雅研

究和跨区域研究著名专家ꎬ 为推动喜马拉雅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理论创新进

一步做出了贡献ꎮ 会议文集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ꎬ 其理论重点之一

是笔者提出了 “环喜马拉雅研究” ( ｔｒａｎ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的区域研究概

念ꎬ 其用意是让喜马拉雅研究从 “西藏中心论” 和 “南亚视野” 的局限性中

走出来ꎬ 在地理上拓展到东南亚和中国西南高地ꎬ 尤其是云南省ꎮ 东南亚高

地与喜马拉雅山脉在地质上是连贯的ꎬ 其形成与欧亚板块和南亚次大陆板块

的持续撞击是同时产生的ꎮ 在生态上、 文化上、 语言上、 宗教上、 商贸上自

古就有跨民族、 跨区域的连接ꎮ 在此基础上ꎬ 笔者作为这几个国际学术活动

的主持人ꎬ 提出 “环喜马拉雅研究” 这个区域研究概念的重点是在 “环” 字

上ꎬ 词根源头来自西文前缀 “ ｔｒａｎｓ￣”ꎬ 意为 “跨” 或 “互联”ꎬ 那么 “环”
是其中的一个意思ꎬ 但在中文里的概念使用上注入了全部理论用意ꎮ 因而ꎬ
从地理、 经验和概念上讲ꎬ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被定义为一类新型的跨区域

研究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和跨界研究 (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其侧重点是

对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与周边族群、 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连贯性机制的研究ꎬ 包

括自然地理 /地质、 文化 /文明体系、 语系、 商贸网络、 人口流动、 国际关系、
区域和平构建等ꎬ 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跨区域自然、 人文、 地缘政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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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动态元素的研究ꎮ 因而ꎬ 相对喜马拉雅研究ꎬ “环喜马拉雅研究” 更多地使用

了跨区域研究理论ꎬ 也对这些理论在 “环喜马拉雅研究” 中进行拓展和更新ꎮ

环喜马拉雅学科概念对区域研究发展的意义

从区域研究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的学科发展意义上讲ꎬ 自 ２０１５ 年笔者环喜马

拉雅学科概念提出以来ꎬ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达到一个共识ꎬ 即喜马拉雅

研究在欧美起始以来一百多年里在总体上把东南亚高地和中国西南高地边缘

化或排除在外ꎮ 环喜马拉雅研究作为对一个更大的地理范畴的研究必须包括

这两个相连的但是被边缘的区域ꎮ 在这里我们需要概述一下被边缘化的历史

原因ꎮ
首要原因是以上提到的 １９ 世纪在英国南亚殖民视野下起步的喜马拉雅研

究ꎬ 因其地缘政治、 商贸利益和地理范畴的狭窄性ꎬ 不可避免地把东南亚和

中国西南高地遗落在其视野之外ꎬ 只突出尼泊尔和西藏地区ꎮ 另外一个重要

边缘化因素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政体对区域研究 (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加大资源上的支持ꎬ 同时也出于其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对区域研究进行了重构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区域研究构建基于近代欧洲对世界的 “分类、 定序和

构权的帝国性工程”ꎬ 滑入到美国全球战略知识生产的过程中ꎬ 尤其是针对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新民族国家的国土划分和意识形态的地理分界岭的研

究 (Ｓｉｄａｗａｙꎬ ２０１３: ３)ꎮ 冷战时期亚洲区域研究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形成了

现在我们熟悉的格局ꎬ 这个格局说白了就是以 “制图手术” 把亚洲地理按美

国的战略和意识形态需要切割成诸如 “东亚” “南亚” “东南亚” “中亚” 等

学术区域板块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２００２: ６５０)ꎮ 其中相关民族国家被归入到相对

应的制图板块中去ꎮ 换言之ꎬ 一个国家的疆界也就成了一个区域研究的疆界ꎮ
在学术上讲此类区域划分曾经有过其贡献ꎬ 但是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ꎬ 这些

制图型的区域研究划分总体上对跨国、 跨民族、 跨界动态元素的研究、 对民

族国家内的民族、 文化多样研究有许多盲点ꎬ 因而起到了阻碍作用ꎮ
环喜马拉雅区域概念的发展重心是把传统的喜马拉雅山脉中心地区与东

南亚、 中国西南和其他地质上相连的亚洲高地重新串接起来ꎬ 目的是为了在

把被排除在以西藏或尼泊尔为中心的喜马拉雅研究视野之外的ꎬ 但具有地质、
生态、 人文等连贯性的区域作为推动环喜马拉雅研究的起点ꎬ 以期达到对以

上所述的跨区域自然和人文连贯性机制的研究ꎮ 在此ꎬ 需要强调的是ꎬ 在人

文和社会学学科里ꎬ 东南亚、 南亚区域研究中已经具有很多对区域、 跨区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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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国家等概念的丰富研究成果ꎮ 笔者在构建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概念中ꎬ
受到很多的启发ꎮ 比如ꎬ 艾德蒙利奇 (Ｅｄｕｍｎｄ Ｌｅａｃｈ) 对缅甸高地政治体

制的研究 (Ｌｅａｃｈꎬ １９６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的 “想
象共同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２００６)、 威廉冯申德尔的 “过程地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２００２)、 斯坦利谭拜尔 (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Ｔａｍｂｉａｈ) 的

“星系政体” (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ｙ) (Ｔａｍｂｉａｈꎬ ２０１３) 等ꎮ 其中ꎬ 冯申德尔对区

域研究的反思话语对构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区域研究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ꎬ
他的理论用意是 “探索区域 (ａｒｅａ) 是如何被想象而成以及区域知识是如何

被用来结构化地把区域构建为 ‘中央地带’ 或 ‘边境 (边疆) 地带’ ”ꎮ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 ２００２: ６４７) 在此学科结构反思过程中ꎬ 他提出了 “过程地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２００２: ６５８)ꎬ 其中 “地理” 不只是通常

认为的容纳社会和文化的容器ꎬ 更是具有连贯性、 具有包括自然和人文元素

的跨域动态性的概念ꎮ 因而过程地理从方法论角度讲对环喜马拉雅概念中的

区域间连贯机制的研讨具有更多的阐释功能和理论效应ꎮ
从冯申德尔的视角看ꎬ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也是一类过程地理学ꎮ 从

现代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看ꎬ 环喜马拉雅地区不再有如斯哥特所说的无国家族

群或地区 (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９: ５)ꎬ 而是按不同国家主权被划分成国家地理版图 /板
块ꎮ 但同时ꎬ 由于全球化的原因ꎬ 自然资源、 资本、 人口、 商贸和科技的跨

界流动ꎬ 民族文化地理不全然与国家地理重合ꎬ 而是按多种流动因素来定义ꎮ
边界和边疆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标志ꎬ 同时也是各自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穿越通

道ꎮ 从这个层面上讲ꎬ 环喜马拉雅研究在过程地理视野中是一类流动区域学ꎬ
也就是说ꎬ 区域概念不是固定的ꎬ 而是在动态中体现自身ꎮ

环境、 生计和文化

本文集的主题为环境、 生计和文化ꎬ 三者是不可相互剥离的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现实ꎬ 它们是相互融合的ꎮ 尽管在学科概念上三者有自己的独立

性ꎬ 但是从经验上讲ꎬ 它们是同一生境的三种表述ꎮ 从中文学科概念语汇上

讲ꎬ 这三组词汇是中文与西文概念的合并ꎮ 环境或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可以是环绕人

类、 某个物种的外境或是一个地球科学里涵盖大气层 (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水界

(ｈｙｄｒｏｓｐｈｅｒｅ)、 土壤层 (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生物圈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的统函外境概念ꎮ
作为局部外境ꎬ 环境可以是自然的也可是人为的ꎮ 比如可可西里与上海的差

别ꎬ 前者一般被认知为自然区域ꎬ 而后者是人造都市环境ꎮ 由于人类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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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局限性有越来越多的自我意识ꎬ 环境概念逐渐成为一个统涵概念 (ａｌｌ ｅｎ￣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几乎与地球等同的概念ꎮ 以此视角ꎬ 人类不再是置于环

境之外的物种ꎬ 而是其中的一分子ꎮ 在此ꎬ 无论基于人类中心论还是环境统

涵论ꎬ 环境是一个涵盖性极强的宏观概念ꎮ
与此同时ꎬ 环境与生计和文化是同体的ꎮ 无论现代全球化工业或信息职

业还是地方传统职业都建立在自身的生境位 (ｎｉｃｈｅ) 上ꎮ 生计是个人和群体

的生存方式ꎬ 而生存方式取决于人类如何寻找到最适合的外在环境条件ꎬ 也

就是从中可以获得物种延续所需能量和资源的生境位ꎮ 也就是说ꎬ 生计的存

在取决于相应的环境因素ꎬ 其持续性是建立在环境的可共性上的ꎮ ( Ｓｍｙｅｒ
Ｙｕꎬ ２０１５: ２６) 从能量和资源转换的角度讲ꎬ 生计是环境元素的生物和社会

表述ꎮ 从而ꎬ 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不是客观的存在ꎬ 而是与人类或其他物种产

生一种可以称之为 “关系式存在”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ꎮ 以上说到的关系是

单向性、 功利性的ꎬ 指的是人类生存对环境资源的需求ꎮ 这层关系在环境学、
生物学、 生态学里有大量的阐述ꎬ 就不在此重复了ꎮ 但需要提出的是ꎬ 自 ２１
世纪初开启的环境人文学里ꎬ 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科学者有了

一个新的共识ꎬ 就是人类或所有物种与外在环境具有情感性的关系ꎬ 用人类

的词汇来说就是 “乡土感情” “地方情感” “乡恋” 等ꎮ 这些看似非物质人

类－环境－生计关系ꎬ 但是里面体化了很多可以量化表述的物种与环境的多重

可持续关系ꎮ 对于这些多层次、 非物质关系ꎬ 学者们常常用诸如 “情感” “互
根性” “系统” “次序” “伦理” 等词汇来研讨文化、 文明、 社会体系的存在

和发展与具体环境因素无法脱节ꎮ 环境－物种－生境的关系式存在因而不是单

向性的ꎬ 而是双向、 多向、 多体系、 多物种的ꎮ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本地

或原住民的角度阐述环境或地球本身是生命体ꎬ 具有意识ꎬ 且与各物种有不

同的沟通方式ꎬ 也有对自身的完整性有所诉求ꎮ (Ｒｏｓ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Ｓｍｙｅｒ
Ｙｕꎬ ２０１４) 这方面的概念转换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各地原住民环境人文的研究ꎮ
在这些学术话语中ꎬ 最突出的是研讨文化体系中的环境伦理和环境可持续性

的人文因素ꎮ 在此ꎬ 环境不只是物理的、 无生命、 无意识的ꎬ 而是不断与各

物种ꎬ 包括人类ꎬ 在互动中ꎮ
环喜马拉雅地区也不例外ꎬ 其多样生计和文化与其独特的环境同属一个

区域整体ꎮ 喜马拉雅山脉从东到西 ２５００ 多千米ꎬ 它是一个地质上连贯的整

体ꎬ 但是从地形、 生态、 海拔、 气象上看ꎬ 它也被多个峡谷和高原分隔为多

个不同的生态－地质单位ꎮ 不同的人类生计和其他物种生境也与这些生态—地

质单位相对应ꎮ 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总人口过 ６５００ 多万ꎬ 按自然语言划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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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多个民族组成ꎮ (Ｂｒｅｔｏｎꎬ １９９９: １２０) 人种主要分为四大类: 一、 印度祖

源ꎻ 二、 藏族祖源ꎻ 三、 阿富汗－伊朗祖源ꎻ 四、 缅甸及东南亚高地祖源ꎮ 每

个祖源地都有其原住民宗教习俗ꎬ 大多以万物有灵或萨满式为主ꎮ 同时ꎬ 佛

教、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不分海拔高低或生态差异贯穿喜马拉雅地区ꎬ 并且与

原住民宗教习俗产生复合型宗教形式 (Ｋａｒａｎꎬ １９６６: ７－８)ꎮ
从生计上讲ꎬ 喜马拉雅的多样民族生产模式可从海拔的高、 中、 低来概

括不同的人类－生态关系ꎮ (Ｇｕｉｌｌｅｔꎬ １９８３: ５６１) 海拔的高低与气候、 气象和

生态系统的差异是相对应的ꎮ 根据笔者在尼泊尔、 印度、 青藏高原的田野观

察ꎬ 在 ３６００ 米以上ꎬ ４８００ 米以下ꎬ 一般是人类可生产和居住的高海拔层ꎮ 在

这个高海拔层里ꎬ 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北两侧的生计模式几乎是相同的ꎬ 由于

干燥的土地无法支撑农耕ꎬ 南侧的印度裔、 阿富汗－伊朗裔和北侧的藏族人口

大都以畜牧或游牧为生计模式ꎮ 在海拔 ３６００ 米以下ꎬ ２０００ 米以上的地区ꎬ 人

类生计形态以农业、 牧业和半耕半牧为主ꎬ 在这个海拔层里ꎬ 由于土壤适合

种植不同的谷物、 蔬菜和果实ꎬ 人们大都以定居耕种或定居畜牧为主ꎬ 由于

农业的发展ꎬ 社会结构与高海拔游牧人群相比也较为大型和复杂ꎮ 在海拔

２０００ 米以下ꎬ ５００ 米以上ꎬ 生计模式由农耕、 半农半牧、 刀耕火种和种植现

代经济作物为主ꎮ 这些地区里有很多大面积河流冲积地ꎬ 土地肥沃、 水资源

丰富ꎬ 因而适合农耕生计模式ꎬ 尤其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面低海拔地区ꎬ 人

们都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基础ꎮ 东南亚和中国西南高地多为喜马拉雅山脉的山

脚地区ꎬ 由于地形、 生态和水层的复杂和多样性ꎬ 农耕常常以梯田和刀耕火

种形式为主ꎮ 总之ꎬ 从自然地质和生态层面上看ꎬ 环境、 生计和文化及社会

制度是一个整体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中叶后ꎬ 如前所述ꎬ 喜马拉雅地区也成为人为划分的多个

不同民族国家地理板块ꎬ 其中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到了 ２１ 世纪已经波及所有

族群ꎬ 包括那些被称为 “无国家” (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９: ５) 族群ꎮ 因此ꎬ 按传统的

文化史、 文明史和生态学角度来研讨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 生计和文化出现

很多或缺ꎮ 传统生计和自然环境被按现代工业和消费规律来重新导向和开发ꎬ
其用意和规模不再与原初的传统生境位和自然资源使用相等同ꎮ 那么ꎬ 在研

讨环境的同时ꎬ 我们也需要研讨穿透不同生态系统、 人类社会、 文化体系的

环喜马拉雅现代性 (ｔｒａｎ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ꎮ 现代性在 ２１ 世纪是以多样形

态出现的ꎬ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历史上的单一性仍然占有主导地位ꎬ 即来源

于西欧的启蒙思想和工业革命世界观ꎬ 其环境意识把人与自然、 人与其他

物质、 人与地球本身分离为主客体关系ꎬ 并且把这个复杂关系简化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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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关系或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ꎮ 在本文集里几乎所有论文都谈及现代性的

现实意义ꎬ 展现出传统与现代、 现状与发展的张力ꎮ 在张力中ꎬ 我们看到了

现代性的多种形态ꎬ 其中ꎬ 以经济发展而驱动现代化在面临环喜马拉雅多样

民族和生态系统的同时不再是一类从外到里、 从上至下只专注经济开发的生

产模式ꎬ 由于本地国家、 民族、 城镇、 乡村的参与ꎬ 环喜马拉雅现代性是多

元的ꎬ 且推动了本地人群在环境可持续性、 人文遗产保护、 非物质福祉等方

面的多种能动性ꎮ 本文集里的多篇论文在多样现代化语境下对环喜马拉雅环

境、 生计和文化的做了深入的研讨ꎮ

学科发展和政策意义

回到序言语境部分提到的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性、 边疆性和国际性三个

治学和科研定位ꎬ 本编译文集的云南语境与这三个定位是一致的ꎮ 加上云南

省作为中国 “一带一路” 东南亚和南亚的辐射中心ꎬ 这三个定位对推动环喜

马拉雅区域研究ꎬ 除了以上所概括的科研视角外ꎬ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科学研究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史中ꎬ 不只是中性的学术和科技的研究ꎬ 而是对

构建一个强大、 富裕、 和平的新中国具有自身民族和国际责任ꎬ 因而边境、
边疆和跨区域研究有不可推脱的科学和政策使命感ꎮ

在学科发展上ꎬ 云南民族大学对环喜马拉雅研究与中国现有的和近期创

新的边疆、 跨界、 跨区域研究动态和趋向是一致的ꎬ 大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和

全球化发展以来启动的ꎮ 比如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ꎬ 科研方向为中国边疆的古代和近代史ꎮ 中央民族大学于 ２０１６ 年成立了

“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ꎬ 其重心放在当代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上ꎮ
在中国的民族大学系统内ꎬ 云南民族大学的边疆学和跨界研究一直走在前沿ꎮ
在最近的 １０ 年里增添了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研究基地、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

问题研究基地、 云南省跨境民族地区生物质资源清洁利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云南省东南亚南亚西亚研究中心、 云南藏学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ꎮ 环喜马拉

雅研究中心是云南民族大学众多国际科研平台之一ꎮ 本着把中国学科发展话

语国际化和学科理论前沿化的宗旨ꎬ 中心成立两年以来致力于在云南省周边

国家进行民族志研究和理论拓展ꎬ 在很多方面如前所述已经开始梳理出国内

外同行还没有做到的一些理论见解ꎮ
环喜马拉雅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理论概念ꎬ 其核心科学价值是构造以民

族学为基石的、 具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跨区域学科及其一系列以实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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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跨学科理论ꎮ 在构建区域学科理论上ꎬ 通过跟踪多个环喜马拉雅地块

范围内的生态和民族多样性和地缘政治表述ꎬ 云南民族大学学者与国内外同

行共同研讨 “佐米亚思维” (Ｚｏｍｉａ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ꎬ ２０１０)、 “认知地

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２００２)、 “地境可塑性”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ꎬ ２００５)、 “水利政治依赖性” (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等当前多种学科理论观点ꎬ 在全球性视野下积极地推动云

南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科研话语国际化的进程ꎬ 通过实证研究和与相关

国际科研单位及学者进行频繁的对话、 交流、 合作来创立云南民族大学特有

的社科 “云南学派”ꎬ 其国际标杆的特征是针对文化疆界和族际关系的流动

性、 生态的连贯性、 经贸的历史延续性ꎬ 以云南及环喜马拉雅地区案例为实

证基础发展具有丰富政策比较意义和价值的学科理论ꎮ
在政策意义上ꎬ 云南民族大学的环喜马拉雅研究紧密切合中国 “一带一

路” 战略发展方向ꎮ 基于云南省的特殊民族地理和与东南亚、 南亚的跨区域

连接ꎬ 环喜马拉雅研究首先是强调云南省及其比邻的环喜马拉雅国家与地区

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民族多样性、 文化语系同宗同脉性、 生态体系连贯性、 经

贸互依性的多民族 “利益共同体” 和 “命运共同体” 关系ꎮ 因而ꎬ 环喜马拉

雅研究的成果将对云南省和环喜马拉雅地区现存的多样民族 “命运共同体”
的深度解读ꎬ 对具政策应用型的理论模式的构建和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

实施将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译文成形过程

文集中的译文翻译工作有多位来自云南民族大学和其他兄弟姊妹院校的

青年学者、 博士生、 研究生参与ꎬ 总体翻译、 编译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ꎬ
２０１６ 年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夏季班课程和研讨为翻译前期的解读和阐释过

程ꎬ 学员们通过阅读文献、 聆听专家的背景介绍和概念讲解、 提出疑难来把

握所选翻译文献的个案主题和理论主派ꎻ 第二个步骤是夏季班结束后近半年

的翻译过程ꎬ 期间学员和编译专家们通过电子邮件和微信频繁沟通和解答疑

难ꎻ 最后是郁丹、 李云霞、 曾黎的主编工作ꎬ 其中郁丹、 李云霞承担大部分

主编工作和文集最后阶段的编译、 翻译校对和文体格式的统一工作ꎬ 与此同

时ꎬ 曾黎在出版事务中与云南民族大学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合同签订前期工

作做了大量烦琐、 仔细的工作ꎬ 每位主编、 译者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ꎮ
众所周知ꎬ 学术出版是一项非营利工作ꎬ 学者们、 学生们大都出于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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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学术专业的热情、 对学科发展的希望而进行学术出版工作ꎮ 在此ꎬ 我们希

望读者在对本文集批评指正的同时ꎬ 也看到翻译工作ꎬ 尤其是学术翻译ꎬ 是

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ꎬ 在概念词汇翻译上常常为了一两个词汇翻阅大量原

文使用的历史、 文化和学科发展语境ꎮ 为尊重原著者的学术叙述ꎬ 地名翻译

未完全依照我国传统的说法与译法ꎬ 文集中难免会有些错译或有争议的译法ꎬ
遇到此类情况ꎬ 我们不胜歉意ꎬ 请读者们与主编们联系或查看原文为准ꎬ 衷

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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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Ｌｅａｃｈꎬ Ｅｄｍｕｎｄ １９５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ａｃｈ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 Ｂｅｌｌ ＆ Ｓｏｎ Ｌ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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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Ｌｏｒｄꎬ Ａｕｓｔｉｎ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Ｑｕｉｎｔｍａｎꎬ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ꎬ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Ｍａｒｃｈ
９－１０ꎬ ２０１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ａｌａｃｅꎬ Ｗｅｎｄｙ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ꎬ １９００ － １９２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９６.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ｏｆ Ｅｍ￣
ｐｉｒ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Ｒｏｓｅꎬ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ｉｒ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Ｕｎ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１ (２０１２) １－５.

Ｓｃｏｔｔꎬ Ｊａｍｅｓ Ｃ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ꎬ Ｓａｒａ. ２０１０.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ｉｎ Ｚｏｍｉａ? 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
ｒ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Ｉｓｓｕｅ ０２ꎬ ｐｐ ２８９－３１２.

Ｓｉｄａｗａｙꎬ Ｊａｍｅｓ Ｄ ２０１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ꎬ １０３: ４:
９８４－１００２.

Ｓｍｙｅｒ Ｙüꎬ Ｄａｎ. Ｓｅｎｔ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ｃｏ￣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ａｎｄ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ｆ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Ａｍｄｏꎬ 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４: ８
(４): ４８３－５０１.

Ｓｍｙｅｒ Ｙüꎬ Ｄａｎ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ｄ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ｃｅꎬ Ｍｅｍｏｒａ￣
ｂｉｌｉｔｙꎬ Ｅｃ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ꎬ Ｊａｎｅｔ ２００５.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ｋｈａ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Ｔａｍｂｉａｈꎬ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２０１３. Ｇａｌ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Ａ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ꎬ ３ (３): ５０３－５３４.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ꎬ Ｗｉｌｌｅｍ ２００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Ｉｇｎｏ￣
ｒａｎｃ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ｉｎｇ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ꎬ ６ꎬ ｐｐ ６４７－６６８.

Ｗａｌｌｅｒꎬ Ｄｅｒｅｋ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Ｐｕｎｄｉｔ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ꎬ Ｄａｖｉｄꎬ ｅｄ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ｒｉａ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Ｈｏｄｇｓｏｎ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ｒｊｅｅｌｉｎｇꎬ １８２０－１８５８.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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