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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停止全球血玉贸易

本文作者呼吁每一个人——全球消费者, 中国游客, 奥运观众, 奥林匹克运动员——抵制对缅甸血玉的销
售。第二十九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BOCOG)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控制缅
甸血玉的全球销售行为,并开始督促他们终止对缅甸玉石的加工。

关于克钦学生青年联合会 (AKSYU)
AKSYU 成立于 1996 年, 是一个由愿为缅甸克钦邦的民主和人权事业而献身的克钦族青年和学生组成的
活跃组织。AKSYU 积极致力于流亡中的缅甸民主力量的结盟工作。AKSYU 的 目标也包括改造生活设
施,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国外的激进力量一起保护克钦邦的环境。*AKSYU 指导了这方面的研究,以及本报
道中的访谈。

关于缅甸8-8-08
缅甸 8-8-08 以奥林匹克精神的名义, 呼吁中国利用它独特的力量拯救缅甸人民, 并帮助他们获得自由。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8808forburma.org。

出版

8808 For Burma & All Kachin Students and Youth Union

设计与排版

New Words LLC

插图

克钦族青年和学生联合会,缅甸克钦邦克钦新闻集团
匿名华人

联系

info@8808forburma.org
aksyuthai@yahoo.com

Copyright
© 2008 by 8808 for Burma

License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License.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se, visit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0/ or send a 
letter to Creative Commons, 559 Nathan Abbott Way, Stanford, California 94305, USA. 
For more on this license visit - http://creativecommons.org



目录

前言

血玉
表:  2003-2007 玉石产量

“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表:  国家宝石拍卖中玉石与其它宝石数量对比

表:  出席 2007年 11月 国家玉石拍卖

来自玉石之国的声音
缅甸为玉石开采而付出人力与环境代价

概要

没收土地与强制迁移

环境灾难

危险的工作条件

采集叶马斯——一个搜玉者的一生

开采地区的军事管制

巨大盈利引发毒品危机

性交易和毒品泛滥:致命的结合

结语

呼吁行动
个人
北京奥组委(BOCOG)

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其他主要玉石贸易国 

ENDNOTES



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将在奖牌上嵌入黄金、白银、通、之外的另一种材
料——玉石。尽管,这是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遗产中注入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努
力,但是,北京奥运奖牌也是中国与邻国缅甸政府之间深刻复杂关系的一个象
征——以及野蛮的军政府统治。

前言

缅甸玉石是一项全球性的商业, 但前提是在强硬的专制军人政府的管治下, 人类为之付出了痛苦和缺少法
制的代价。  2007年九月, 由丹瑞大将领导的军政府粗暴的镇压了由缅甸佛教徒领导的和平抗议活动。  
2008年 三月 三日, 一场四级台风 Nargis 袭击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 造成 240万人受灾, 15万人丧
生, 当时缅甸军政府的表现使其更进一步被钉在国际社会的耻辱柱上。  缅甸的军人政权通过消灭小型
和独立的开采公司, 完全控制了本国包括翡翠在内的的宝石工业, 并强迫所有的宝石销售都要通过仰光的
官方拍卖进行。  宝石现在是缅甸第三大出口产业, 并且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1。
 
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需求剧增, 中国最近成为缅甸玉石的最大买家, 很多收入来自中国。  2007年 三月 
二十七日, 北京奥组委宣布将在奥运奖牌设计中加入产自青海的玉石2。  奥组委已经正式宣布, 他们制造
奖牌采用的玉石使用产自青海的玉石(软玉), 而不是来自缅甸的硬玉。  然而, 市场上流通的玉石产品许
多来自缅甸残酷的玉石工厂, 并为野蛮的缅甸军政府赢得收入。  奥运会上的玉石秀将进一步刺激全球
玉石市场的需求3。 

玉石的生产需要克钦邦人民为之付出巨大的人权和环境安全代价。  没收土地和强制搬迁都是家常便饭, 
并且由于不当的开采, 时常发生山崩、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  开采情形非常悲惨, 时常发生事故, 每天
最低报酬只有不到一美元。  军政府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充满罪恶和暴力的环境, 他们殴打甚
至杀死那些捡拾采矿公司当作废物丢弃的石头的当地人。  采矿公司老板与当地政府合谋经营当地兴旺
的毒品生意 —— 同时还有发达的性产业 —— 这导致了艾滋病的流行, 甚至跨过边境传入中国。

虽然, 缅甸玉石仅仅只是中国与缅甸军政府之间广泛经济联系的一部分, 但如果中国方面能做出决定, 不
再购买那些被称作“血”玉的玉石, 将会对缅甸当局带来实实在在的重大冲击。

本文作者呼吁每一个人——全球消费者, 中国游客, 奥运观众,奥林匹克运动员 —— 抵制对缅甸血玉的销
售。  第二十九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 (BOCOG)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控制
缅甸血玉的全球销售行为, 并开始督促他们终止对缅甸玉石的加工。

国际奥委会和其他的组织应当找到一个明确的和创造性地手段, 令其远离缅甸血玉贸易, 以此来捍卫奥林
匹克的正义象征, 以及奥林匹克特许标志的价值。  他们应当立刻采取行动, 保护世界公民的信心, 由于不
明真相, 那些人正令全球血玉贸易深陷一个罪恶的, 无法无天的罪恶深渊。



血玉

自从1995年开始, 缅甸军政府已经有效强化了对玉石生产的军事管制, 并将其
作为收入来源, 这使得硬玉成为缅甸最大的一个出口项目。

1788年, 缅甸硬玉首次在克钦邦被发现4。  最初, 玉石矿由当地克钦族人民开采, 后来, 克钦人, 缅甸人
和中国人开办的公司联合克钦独立组织 (KIO) 对其进行开采, 后者是 一个 激进的武装抵抗组织, 直到 
1994年 之前, 该组织一直在与中央军事政府进行武装斗争。 

1994年, KIO接受了一项停火协议, 缅甸军政府通过了缅甸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SLORC) 第 8/95 
号法案, 也就是著名的 “缅甸宝石法”, 该法意在控制非法的宝石走私行为 —— 红宝石, 蓝宝石, 翡翠, 硬
玉, 钻石, 珍珠以及其他的贵重宝石 —— 并且规定 “私人企业和协作组织可以自由的生产, 销售宝石”5。

虽然宝石走私活动遭到严重打击, 但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兜售代价高昂的开采许可证, 以及制定不切
实际的开采标准, 把那些私人开采公司从宝石工业中剔除出去6。  初步调查表明, 那些公司现在需要以及
高的价格购置重型机械以满足配额, 才可以申办许可证。  因此, 那些与当局或当局的密友毫无瓜葛的小
型, 独立企业就被一纸开采许可证拒之门外7。

1995年 缅甸宝石法案生效, 军政府取代合资企业地位之前, 大约有三百家小型的独立企业从事硬玉开采
业务。  此后由于开采地区的扩大, 以及大型机械化作业的增加, 导致 2001 到 2006年 间缅甸宝石产量
翻了一倍还多8。  到2006年, 只有十家公司从事玉石开采, 但产量高达 20390吨, 与之相比, 1988年 产量
只有 120到 130吨9。  如今, 大约有三十家合资公司从事玉石开采业务, 这项产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已经
改变。  一名接受 AKSYU 访问的村民指出, “1960 到 1970年 代, 我们开采一个矿坑需要十年时间 ,而现
在只需要一个月”, 据估计, 玉石生产的规模大约增加了1000倍。

缅甸宝石公司 (MGE) 是军政府矿业部下属的企业, 而缅甸联合经济控股公司 (UMEHL) 则是军政府国防
部所有的企业, 由在职或退休的军职人员组成, 如今缅甸所有三十家合资开采企业都与两者有着合作伙
伴关系。  绝大多数合资公司都直接或间接 (通过分包合同) 的受到缅甸大公司的支持, 而这些大公司直
接受到缅甸军事将领的控制。  例如 Htoo 公司就操纵了克钦邦帕敢地区的几个开采业务, 该公司的老板

(Pala International, “Special Report: Burma Gem Sales and Statistics”, Gem News from Pala International, 
viewed on 7/30/08 at http://www.palagems.com/gem_news_burma_stats.htm)



是岱扎  (Tay Za),   此人是与丹瑞大将关系密切的商业巨头,    今年  美国  政府针 对 此 人 进行了 特 别 制 
裁10。   作为最底层的分包商, 过去那些独立的矿工失去了自由开采的权利, 并且再也无法从玉石开采活
动中分享利益。  一名矿工解释说, “我们再也不能为我们自己开采玉石了, 现在我们不过是他们的廉价劳
动力”(MYT)。

在缅甸, 多元化的玉石产业也主导了玉石加工领域 —— 包括玉石的切割, 抛光以及制作诸如珠宝之类的
成型产品11。  2006年 10月, 缅甸向德国出口了1吨玉石加工产品, 并计划在 2007年 向西班牙出口此类
产品12。

然而, 当局通过玉石开采权的管制进一步强化了对缅甸玉石产品的管理, 它们通过对未加工或粗加工的玉
石销售和贸易的管制, 尽量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2005年, 军政府宣布玉石为 “国宝”, 并要求所有的玉石
都要在仰光经过国家珠宝拍卖, 而不是直接销售给商人。

自1964年 起, MGE已经控制了每年的 宝石拍卖活动, 1992年, 该公司又增加了年中拍卖, 2004年, 增加了
年度特别玉石拍卖13。  从那时起, UMEHL也开始支持自己的拍卖活动14。  2007年, 缅甸国内有六个国
家控制的拍卖活动。

很难精确的估计缅甸军政府每年从玉石产业中获得了多少利益, 因为官方统计一般来说并不可靠, 那些统
计反映的只是玉石拍卖的数量而不是价值。  此外, 一些涉足玉石产业的个人虽非军政府成员, 但也从宝
石拍卖中收益。  然而, 来自开采许可证的收入中, 特许费是所有矿石收入的 20%, 另外对于出口销售收
入还要克税 10%, 这些收入都归军政府所有, 另外, 要估算军政府从玉石产业中获得的利益, 还要算上受
军政府控制的企业, 以及那些实际上由军政府控股的企业收益15。

2007年 11月商业周刊一篇文章估计, 每年缅甸对中国的玉石出口可能价值4.332亿美元16。  人权观察引
用了这个数字, 并对其提出质疑, 另外一个数字是, 2007 到 2008财政年度, 缅甸的全部宝石出口总额为
6.47亿美元, 与 2006 到 2007财政年度 2.97亿美元的数字相比, 这是一个极大的增长17。



“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目前中国的经济一片繁荣, 而且它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中心, 2008年 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这两者的体现, 它导致对硬玉的需求成指数上升, 这导
致遭受缅甸军人政权压迫的不良产业趋于兴旺。

\尽管软玉 —— 一种产自中国和田、昆仑地区的玉石 —— 在中国拥有更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并且它也
是北京奥运会上大约三千枚奖牌的原材料之一, 但在流通市场上, 对于软玉的需求正在被来自缅甸的硬玉
所侵蚀。  缅甸硬玉因而主导了公开的玉石市场。

的确, 北京奥组委 (BOCOG) 已经公开表示官方特许产品, 例如奥林匹克纪念品等都将采用中国玉石, 但
它们也鼓励来参观奥运会的海外游客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非官方许可的玉石产品。  北京奥组委为奥运会
所编写的官方购物指南上非常清楚的提到 “在香港销售的玉石中绝大多数是来自缅甸的硬玉”, 并积极的
鼓励游客在玉石市场购物18。  

中国的玉石商人和他们在缅甸的供应商也乐观的预计在整个奥运会期间, 玉石销量将有明显的增长。  
2006年 7月, MGE 负责玉石的副总裁引用了缅甸一家独立周刊的文章, 该文称 “中国人正在为北京奥运
会制作玉雕产品......他们将会把这些产品销售给参观奥运会的外国人。  他们计划在奥运会期间大量销售
玉雕产品”19。

AKSYU对缅甸克钦邦帕敢地区参与玉石开采的合资企业进行访问, 也 反映了这一问题:

他们的目标是整个奥运期间的玉石制品市场。  商人在这里购买玉石并不关心其品质如何。  他
们仅仅关心价格是否低廉, 然后把玉石带回中国储存起来......。  玉石从克钦邦被运走, 而中国是世
界上唯一的玉石市场。  我认为用不了多久帕敢的玉石就会被开采一空。

——ZR,村民

一些人购买玉石, 并把它们加工成指环, 手镯和纪念品。  他们所购买的产品比整个奥运期间正常
应销售的数量多得多。  他们将把这些产品卖给奥运期间造访中国的国际采购者。

-- ZH, jade mining company employee

据缅甸8-8-08在 2008年 6月 对北京玉石商店的 一个 非正式调查推断, 在售的多数玉器来自缅甸。  在
商店里, 玉石和珠宝原产地往往缺乏证明, 售货员和商人通常声称他们的商品来自中国南方。  当对 他们 
施压要求澄清时, 他们 会承认硬玉来自 中国南方玉器中心的私人批发商, 例如广州, 但那里的玉石原产地
是缅甸。

品质优良的玉石, 尤其是“帝国绿”硬玉, 价值连城并且只有缅甸出产。  佳士得拍卖行在 1999年 全球
拍卖的十件最昂贵珠宝中, 有五件是硬玉, 最顶级的四件中择有三件20。  最为著名的一件硬玉器物被所
有才与拍卖的人称作 “双倍幸运”, 它是一件由二十七颗15毫米大小均匀的珠子串成的项链, 1997年 以 
930万美元成交21。

中国正在迅速膨胀的经济缔造了 一个 优质硬玉的新市场 —— 这样的玉石极具升值潜力, 很多中国的新
经济精英们求购这些产品, 作为一项财政投资22。  据报道, 仅 2006年一年, 从缅甸销往中国的玉石原料
就增长了70%23。

中国对于硬玉的需求增长主导了缅甸的宝石拍卖, 并且挤占其他宝石份额24。



缅甸简报摘要(摘自 (劳动人民日报) 1990年 2月 13日), 卷4, 第2条, 
1990年 2月
“缅甸从宝石销售中获益 2300万美元”, 新华社 2003年 3月 24日
“珠宝商半年获益1520万欧元”, 缅甸新光报,  2003年 10月 23日
帕拉国际, “特别报道:缅甸珠宝销售与统计”, 2008年 7月 16日, 2008年 
7月 23日,网站 http://www.palagems.com/gem_news_burma_stats.htm) 
“大约70%的珠宝销售在缅甸拍卖“, 法新社, 2005年 10月 17日
“缅甸宝石销售突破百万美元“, 法新社, 2007年 3月 21日
“MGE 表示其玉石销售突破历史纪录“, 缅甸时报,卷19, No 376,23 -- 
2007年 7月 29 日
“Empo 半年销售宝石, 玉石, 珍珠达 3618件“, 缅甸新光报, 2007年 11月  
27日

在 2007年 11月 MGE举行的拍卖活动中, 中国商人占全部出席商人的 55%, 占全部外国商人的 90%, 这
个数字和过去几年来出席仰光拍卖活动人员的趋势是一致的25。

“在一片抗议呼声中缅甸秘密进行珠宝拍卖“, 法新社, 2007年 11月  27日
“Empo 半年销售宝石, 玉石, 珍珠达 3618件“, 缅甸新光报, 2007年 11月  27日

自 2001年 起, 特别是去年缅甸镇压佛教徒和平抗议之后, 国际民间组织 —— 包括珠宝和贵金属协会 
—— 都在促成对缅甸宝石实行抵制和制裁。  2008年 7月 30日, 汤姆·兰托斯制止缅甸军人集团反民主
行径法案被在美国签署生效, 该法案杜绝了 一个 漏洞, 之前造制裁的缅甸宝石及其加工产品可以通过泰
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进入美国。  2007年 12月, 加拿大颁布法令, 禁止所有来自缅甸的产品进口, 另外, 
欧盟也禁止了缅甸宝石输入26。  因此, 西方人很可能会借去中国, 或其他的玉石贸易国家如泰国旅行的
机会获取缅甸宝石。  然而, 中国并没有对来自全世界的消费者 —— 包括独立旅行者, 旅游团体, 以及北
京市旅游局组织的 “奥运人家“ 访问者 27 —— 发出抵制硬玉的呼吁, 很多人可能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成
为缅甸军政府的支持者, 并间接的纵容缅甸硬玉产业所赖以生存的, 大范围, 系统化的不人道行为。



来自玉石之国的声音: 
缅甸为玉石开采而付出人力与环境代价
通过对玉石产业的严密控制, 缅甸军政府以人权和克钦邦人民生活环境的巨大
牺牲为代价, 或取巨额利润。  以下的段落来自 ASKYU的工作人员对对玉石开
采地区数年的调查, 以及 ASKYU在 2007年 9月 至 2008年 3月间对克钦邦居
民的三十次采访, 这些人分别是玉石矿工, 玉石商人, 开采企业雇员, 社区领袖, 
吸毒者和性工作者。  为了保护访问者的安全, 下文将用他们名字的首字母标
示他们。  同时 ASKYU 保留了所有的原始访问文件。

自 2006年 起, 由于玉石开采地区的扩大 ,数十个村庄和数千居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家园。  为缅甸政
府工作的公司没收了土地, 并强制人们迁移。  所有权文件和协议对这些行为无济于事, 至于补偿, 如果有
的话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无论口头报怨还是诉诸法律, 都不会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出于开采的需要, 整个村庄都要被迫迁移, 而且常常不会告知他们应该去哪里。  开采行动也造成一些地
区无法居住, 人们别无选择, 只能逃离该地。  露天开采以及对土壤的不当处理造成山崩, 土壤流失和反常
的洪水。  这些因素也迫使人们被迫搬家, 并对环境造成损害。

矿工在毫无保护, 人身安全充满威胁的环境下工作; 事故造成的意外伤害及死亡不会被记录, 也不会给予
赔偿。  那些过去在小规模作业中拥有股份的矿工, 现在只能从企业那里拿到每天不足1美元的工资。  那
些无法找到工作的人只能成为叶马斯 (Yemase) 或采石者, 他们在被倾倒的土壤或下脚料中筛选玉石。  
如果里面被发现有 “公司财产”, 这些人会被企业保安人员, 有时是被雇佣的缅甸军人追捕, 殴打或杀害。

在玉石开采取, 滥用毒品早已臭名昭著; 海洛因, 生鸦片, 病毒和不同毒品的混合物随处可见。  企业为让
矿工长久的工作而向他们分发毒品, 而当局则为了从毒品贩子那里收税, 以及索取贿赂, 放任这类生意泛
滥成灾。  当局向毒品贩子兜售许可证, 并只对那些不付钱的贩卖者采取行动。  地方领导人试图寻找解
决办法, 不关闭毒品中心, 因为毒贩向政府行贿, 使他们无法被关闭。

短命的矿区, 有限的工作机会和极低的报酬, 为玉石开采地区的妇女培植了性产业的土壤。  “性中心” 随
处可见, 在一间房间里, 往往有十到三十名妇女, 她们彼此被帘子隔开, 独立提供服务。  由于经济陷入绝
境, 年轻妇女发现自己很难摆脱这样的处境, 因此被迫从事这一职业。  性产业和吸毒行为的泛滥, 为艾滋
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并且这一趋势已经从克钦邦越过边界, 渐渐传入中国。  1990年代, 在与缅甸接壤
的瑞丽镇由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高达 60% 到 80%。  如今云南省已经有四个县成为“艾滋
病流行地区”28。



土地没收与强制搬迁

“这些公司来到这里,直接拿走了土地。” – LTJ

“我已经办理了十起与没收土地有关的案子。所有原告都有所有权的官方证明,但官办企业把这些
土地分成了一个个开采区。业主要求得到补偿,但这些公司并没有支付......并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
解释。” – LTJ

“2007年, Sharaw Hka村,  Moziza 村和 Kate 村都被迁走。  从去年开始, Gwi Hka 村正在搬迁之
中, 今年每个人都被要求搬走。  而Maw Mau Layang村也接到了搬迁的命令。  政府表示他们将
告诉人们搬到何处, 但至今仍没有消息。  一座价值 1000万 的 房产, 企业只肯支付 20 到 30万 的 
补偿。”– MYH & TL

“2007年 6月, 我所在的有八百户人家的村庄被强制搬迁。  没有人得到任何补偿。  虽然已经为我
们准备好了一个新的定居点, 但它位于开采区倾倒的垃圾和下脚料堆成的山顶上。  为了住在这
个可怕的地方, 我们 甚至还要支付3万缅元。” – MYH 

“他们没收农田,并强迫村庄搬迁。每年我们都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盖起新的房子——
而且我们现在的搬迁越来越频繁了。矿井的爆炸会影响我们的房屋, 有时爆炸还会袭击人们的家
园, 并造成平民丧生。” – SDY , 玉石商人 

“克钦族的礼拜教堂已经被拿走了。  根据缅甸法律, 教堂和庙宇不能充公。但他们不管这些——
无论什么地方, 都会被划为开采区。” – LTJ

“我们的家乡和花园被指定为开采区, 政府和他们的公司没收了这一地区, 而且没有任何补偿。  帕
敢地区的很多地方现在看来像是垃圾堆。  公司在所有的地方开采, 直到这一地区被毁灭。  当局
对此情形熟视无睹。” – LA 



环境灾难

“没有人关心环境。  帕敢曾经是遍布树林和竹林的绿色地区。  但如今这些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的
帕敢像垃圾场。  乌露河还是那么肮脏。  位于山上的帕敢镇如今每个雨季都有洪水肆虐, 而洪水
把来自矿区的土壤冲遍整个市镇。”  – LA 

“帕敢地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那些倾倒矿井垃圾的地方。  他们炸开 10000尺高 的 山脉, 并深入地
下 500尺 挖掘, 但问题是挖出来的土丢到哪儿去?  他们把泥土倾入乌露河, 使河道变得狭窄, 更增
加了洪水泛滥的机会。  到了雨季, 比村子还要高的土堆被洪水冲垮, 并随着洪水冲入村子, 冲垮房
屋。  在整个雨季, 帕敢市爱塔亚地区的一半家庭都被浸泡在洪水和泥浆里。  而在 Seng Tawng 
地区, 则有大约三百个家庭面临相似的问题。”  – ZK ,  叶马斯收集者

“他们把土倒入乌露河,河床因此被越抬越高。  政府有一项法令, 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堵塞河流, 但
从来没有人采取措施保护这些河流。  现在在帕敢和 Seng Tawng 地区, 人们面临非常严重的洪涝
灾害, 这逼迫人们不得不迁离此地。” – PSNL 



危险的工作

“很多从事开采工作的人死去。  一些人死于塌方, 另外一些人死于地下水泄露或机械事故。  很多
人死去, 但没有被记载, 死因也永远没有人知道。  拥有矿井的公司会与当地政府或北方军指挥官
进行谈判, 死亡事故会被很快结案。” - LTJ

“2007年 11月, 我目击过这样的事情(矿难死亡事件)。  一个男孩在矿井附近寻找玉石, 一块石头
从上面掉下来砸在他头上, 那个男孩立刻死去了。  我也听说很多人在意外爆破造成的塌方中死
去。  死去的人甚至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 MM

“...... 在一次100尺深的塌方事故中, 大约有100人死去。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但当时乌露河消失
了几天。  河水流入了矿井的洞里, 但当水流出时, 人们从水里闻到了死尸的味道, 那时人们才意识
到矿工可能都死了。” - ZR

“当我们搜寻时得万分小心。  有时石头会击中搜寻者; 还有时从上面落下的大石头会让人当场送
命。  三个月之前在 Moziza, 有三个人被坍塌的渣土堆形成的一个空洞吸了进去。  人们马上开始
用铁铲挖掘他们, 但其中一个早已死去。  另外的两个则受了重伤; 其中 一个 腰部被铁铲铲断。” 
- BS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没有人会营救你。” - NW

“普通工人 (按天为公司工作的工人) 每个月大约得到 40000缅元 (33美元)。  另外, 如果找到一块
小矿石, 他们会得到 100缅元的奖励, 如果找到一块大的, 可能会得到10000缅元。  他们用奖金糊
弄工人 (不准带走矿石)。这样低的薪水, 企业不再雇佣当地人 —— 由于当地人知道优良玉石的价
值, 因此要求更多的报酬。  现在的工人来自缅甸更穷的地方, 由于这些人对玉石的价值一无所知, 
所以他们愿意为那些公司工作。” - LYA 

“在 一个 矿井里有 200 到 300 名矿工, 他们在重型机械作业的环境中夜以继日的工作。” - LA

“每天工人们被强迫加班,  并且没有任何加班费用。  当他们犯错误时会遭到殴打,  有时则是监
禁。”– ZR



叶马斯收集者: 一个采玉者的一生

由于玉石矿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垄断, 让小型的开采活动无法进行, 工作机会也被来自外省的工人挤占, 当
地矿工只得转行做叶马斯收集者, 这项工作是没日没夜地从大型矿井丢弃的废料中用筛子筛选玉石。  他
们处在开采区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 忍受无缘无故的伤害, 毒瘾, 以及来自公司打手和雇佣兵的拳脚。  如
今, 帕敢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依靠做叶马斯收集者维生。

“有时, 他们从垃圾中找到玉石,但公司的人直接把它抢走。  而找到玉石的人会挨打。  在极端情
况下, 找到玉石的 人会遭到追捕, 被人用铁铲杀死。  有的公司完全禁止人们在他们的垃圾堆里寻
找玉石。”– LY

“我们仅仅是在公司矿井倾倒的垃圾中搜寻。  如果我们进入了禁止区域, 我们可以受罚。  我们 
从晚上十一点起工作到破晓, 在白天睡觉。  很多年轻人在晚上搜寻;  他们使用冰毒来保持清醒。  
我也使用毒品 —— 说老实话 100 个 人 里面有80个人在用它。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海洛
因。”– UNW,叶马斯收集和吸毒者

“有时某人可能会找到一块珍贵的玉石。  但如果他发现玉石的地方是公司禁止进入的地区, 并被
抓住了, 他可能会遭到毒打, 并被杀死。  今年五月, 大约五十名叶马斯收集者在一家公司所在地区
搜集玉石时被发现, 这引发了他们与公司工人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械斗。  没有人死亡, 但有20名重
伤者被送往医院。  在开采区, 公司只会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 - TL,  MYH

“叶马斯收集者不允许在公司开采区活动。  2007年 10月, 一名年轻的叶马斯收集者在七星公司开
采区附近挖掘时遭到枪击。  当时没有人对持枪者采取行动, 因为他受命于公司。” - PSNL

“孩子从 12岁起就从事叶马斯收集者工作。  如果他们找不到石头, 就去偷窃, 然后被公司的人打
死或枪杀。” - MM



开采地区的军事化管理

现在玉石矿区从事开采的多半是合资企业, 这让开采区的缅甸军事人员越来越多。  官员和军人以为公
司提供“安全”保护的名义, 检查和监督工人。  军政府允许公司使用暴力而不受惩罚, 他们还逮捕很多
年轻人, 许多还不到十八岁, 并把他们送去当兵。

“军人总是在矿区附近监视。  我们这里的矿区办公室住着一位来自仰光的陆军少校, 另外两个
人则总是呆在矿区开发部门。  自从合资企业成立开始, 这里好像一直在为军人工作。  工人要向
他们提交许可证, 个人简历和几张照片, 以获得一个工作机会。  他们也向官方的玉石管理部门汇
报每天开采了多少玉石。  为了防止盗窃, 所有的事情都被管制。  人们被禁止在开采区 20英里半
径范围内活动。  (如果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工作) 我甚至没有机会接近开采区。” –LA 2006 WL

“2006年, 叶马斯采集者想要在一个玉石开采区附近寻找玉石, 但公司阻止他们进入, 并引发冲
突。  北方军指挥官来到这里调查情况, 但他说对该公司的行为没有任何责任, 甚至叶马斯采集者
被杀也是一样。” - WL

“在过去的三年里, 大量召集年轻人加入军队。  他们逮捕年轻人, 并声称他们‘生活在黑暗之
中’。  一些人已经被谴往密支那的新兵训练中心, 另外一些人则被送往内比都。”- MM, 玉石商
人。



巨额利润引发毒品危机

“......去看看密支那和 Jaw Bum 市的 墓地,看看那里的墓碑。你会发现克钦族人的平均寿命是
29岁。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短暂。年轻人怀揣赚钱的梦想前往帕敢,但在现实面前碰壁,只有返回家
乡。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帕敢染上毒瘾,并走向犯罪......现在的形势对克钦族的年轻人是一个危机。
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未来。” - LTJ  

“老板像钓鱼那样, 用毒品从工人手里换走玉石。”– DBS, 村长

“那些人被准许贩毒, 或者只要缴税就可以不被逮捕。  如今我们处于毒品的攻击之中;  这是一
场战争。  当这里的毒品可以自由销售的时候, 本地的克钦族年轻人很容易成为毒品的目标。”- 
LTJ & LA

“我们不能关闭毒品商店。  如果我们关闭一次, 毒贩就会像政府行贿。  政府和毒贩从毒品交易
中获取巨大利益, 并且警察也在保证毒贩和吸毒者的安全。” - DBS,  村长

“我无法想象一天中有多少警察来这里索贿。  如果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 每小时至少有三名警
察光临。  毒贩每次支付数千缅币。  他们划地而治。  大的毒贩每天可以收入700到 800万 缅
币” - SWL



性交易和毒品泛滥:  致命的结合

在缅甸每五十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 而在性工作者和吸毒者中这个比例是全亚洲最高29。  记
录表明, 注射吸毒者中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达26% 到 30%。  在全世界范围内, 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
的几率是最高的, 在那些已经感染该病的国家, 比例高达 50% 到 100%30。

“由于经济陷入困境, 越来越多的女孩被迫卖淫。” - LA

“我估计帕敢的青年人约有 50% 被感染艾滋病。这里有 140 家性服务中心, 我想在帕敢大约有
2800名性工作者。”– JI , NGO员工

“尽管我不愿从事这项工作, 但我不得不做。因为妓院的老板为我母亲支付了住院帐单, 而我必须
偿还这笔钱。”– LLLA, 性工作者

“我从十四岁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现在我十八岁。很多顾客都是非常老的男人。我在每个顾客身
上花费大约 20分钟, 可以得到 6000缅币的收入(大约 5美元)。但其中的 3000缅币我要交给老板, 
还要有 2000缅币用来购买每天的食品, 水和照明(剩下的不足1美元)。我想辞掉这份工作,但老板
告诉我, 如果我想离开的话, 就得找个人来代替我。  如果我能离开这里, 我想去医学专科学校读
书。” - LLLA, 性工作者

“我从 1998年 开始使用海洛因(当时 12岁), 最近这两年我开始注射。我开始吸毒是因为朋友最
初免费送给我毒品......  现在我每天注射三次。 每次注射需要 1500到 3000缅元 (1.5到 3美元)。
如果我有钱, 我会使用更多毒品。  如果我的毒瘾发作就会感到非常痛苦。” – NT, 叶马斯采集
者和吸毒者



结语
尽管对于中国与缅甸军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经贸关系来说, 血玉贸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如果中国人做
出自己的良心判断, 不去购买这些带血的玉石, 将给这项产业能带来最为直接和实在的冲击。

北京奥运会将让玉石在世界市场上被高度曝光, 这将潜在的增加缅甸硬玉在全球的贸易活动。  因此重
要的是奥林匹克活动应当找到一个明确的和创造性地手段, 令其远离缅甸血玉贸易, 以此来捍卫奥林匹克
的正义象征, 以及奥林匹克特许标志的价值。  他们应当立刻采取行动, 保护世界公民的信心, 由于不明真
相, 那些人正令全球血玉贸易深陷一个罪恶的, 无法无天的罪恶深渊。

尽管本报道仅限于玉石, 但缅甸8-8-08 以及 AKSYU也注意到中国和缅甸军政府之间深厚而复杂的关
系。  中国向缅甸军政府出售3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 它也是缅甸最大的海外投资者和贸易伙
伴, 并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组织中坚决保护军政府不受制裁31。  缅甸军政府每年从玉石贸易中取得数
亿美元收益, 但中国为该政权提供了高达2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此外它们还投资10亿美元修建从缅甸通向
中国的管道, 输送石油和天然气32。

呼吁行动

缅甸 8-8-08 和 AKSYU为了减少血玉贸易对缅甸的破坏, 做出如下呼吁:

对个人的呼吁
全球的消费者们, 访问中国的游客, 奥林匹克参观者们, 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员们 —— 应当抵制缅甸血玉的
销售。  在中国公开市场上销售的玉石可能很难辨别其产地, 消费者们应当拒绝购买任何玉石产品, 除非
有绝对的信心保证该玉石产品并非来自缅甸。

对北京奥组委(BOCOG)的呼吁
BOCOG促销的玉石纪念品中, 以及在北京奥运会和奥林匹克活动中有大量未经BOCOG特许的玉石产
品。  应当停止在他们的网站、奥运人家和游客指南中宣传这些没有取得许可的玉石产品。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玉石贸易国家的呼吁
缅甸政府的邻邦,以及其他玉石贸易国家 —— 包括中国, 新加坡和泰国 —— 应当禁止进口硬玉, 同时禁
止硬玉产品出口, 应当知道, 全世界多数硬玉, 尤其是所有品质优良的硬玉, 其产地均来自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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