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丝路史话

杜 瑜

中国 百科全书出版大 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海上丝路史话／杜瑜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

（ 中华文明史话）

ＩＳＢＮ７－５０００－６２３４－６

Ｉ．海 ⋯ Ⅱ ． 杜 ⋯ Ⅲ．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通俗
Ⅳ．Ｋ２０３－读 物 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１９９９）第６１２８７号

中华文明史话

海 上 丝 路 史 话

著　　　　　　　者： 杜　瑜

丛　书　编　辑：严　峻　　梁云福

本书责任编辑：韩知更

封　面　设　计：张慈中

责　任　校　对：王玉琴

责　任　印　制：任其忻

出　版　发　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１７ 邮编：１０００３７）号　　　　电话：６８３１５６０６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金盾印刷厂

开 本 ： ７８７× ９６０毫 米 １／３２

印 张：６．５

字 数：１１０千字

版 次 ： ２０００年 １月 第 １版

２０００年 １月 第 １次 印 刷

印 数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ＩＳＢＮ　７－５　０００－６２３４－６／Ｋ·３２６ 定 价 ： １０．００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胡 绳

《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的出

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及其他单位有

关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深化改革的大

好形势下，历史科学工作者立足于“ 两个文明”建

设，贴近现实，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一次尝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来，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博大精深，以其辉煌

的成就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中华文明既是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的我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艰苦奋斗的

结晶，也是凝聚我国各个民族团结奋进的无形力

量。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理所当然

要珍视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并使之发扬

光大。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

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就

民族属性而言，不是欧美的，不是其他国度的，而

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之

上的文化。就社会属性而言，它既不是资本主义

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继承了一切优秀历史

遗产、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

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也不能向后倒

退，必须努力创造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高的、

更进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这样的任务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我们全民族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坚韧不拔，一代接一代地奋斗。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

构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主张尊重历史，认

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文化合

乎逻辑的发展。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化，始终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既往文

化传统的问题。如同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一样，我们

的文化传统也并非尽善尽美。它既有精华，也有糟

粕。精华与糟粕搀杂，彼此渗透，总的说来，精华

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格局。

因为主流是精华，所以中华文明才能随着社会的进

步而不断向前推进。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糟粕，所

以需要一代接一代的改革者去推陈出新，创造更高

层次的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所创造的文明，既是它自己的，同时也是全人类

的。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必

要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意味着把某一个国

家，或者某一种形态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民

族。恰恰相反，应该是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所

以，我们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我们国情融



为我有。我们也主张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传统，不赞成在文化问题上的“ 全盘西化”论。

我们认为，惟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

荣，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实现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者。对

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既主张潜心攻关，编撰富有

创见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

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鼓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

立足现实，从社会需要出发，撰写大众化的、有学

问的著作，进行学术普及，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

而努力。也就是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

的指导下普及。

《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规模恢宏，涵盖广泛，

内容丰富，是一套大型的普及性学术丛书。全书百

册，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

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礼俗

等不同方面，对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作了比较全面系

统的介绍。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阵容很强。其中，

既有众多学有专长的中老年学者，也有一批朝气蓬

勃的青年科研人员。这套丛书大都是他们在坚实的

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较强的学术性、科学

性，而在表述方式上，则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做到雅俗共赏。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帮助广大

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明

确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这是一条友好之路，文明之路。通过它增强了各国

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它为世

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

到了近代才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破坏，他们武装侵

略，野蛮掠夺，致使这条“ 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

华”的友谊彩桥中断了。

今天世界各国人民依然怀念它，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重视它，纷纷重新扬起风帆，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我国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远航世界各国，

使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路重放异彩，把友谊的花朵洒

遍全球，让世界充满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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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地处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东方，面对世界

太平洋，海岸线长达１８０００公里最大的海洋 ，

海域辽阔，群岛环列，沿海港口林立。从远古到

１８世纪，我国航海事业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

早在殷商时期即已扬帆远航，不仅沿海岸能到达朝

鲜、日本，而且很有可能顺着海流已漂到了拉丁美

洲的墨西哥。迟至两汉时，已开辟了对印度洋的远

洋航路，直至大秦（ 即罗马帝国）东部（ 红海西北

角）。唐宋以后即已到达非洲桑给海岸进行直接贸

易交往。我国在世界航海民族行列中无愧为最优秀

的航海民族之一。

我国的丝绸历来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从汉至

唐，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从

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西方交往

的主要通道。同时我国的陶瓷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

向往的珍贵物品，而国外的香料、象牙、犀角等贵

重物品已为中国统治者必需品。所以宋元时期海上

丝绸之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人们又把这条海上丝

路称作“ 陶瓷之路”，或“ 香瓷之路”、“ 香丝之

路”。

这条海上丝路是连结我国与亚非各国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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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友好之路，文明之路。通过它增强了各国

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它为世

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

到了近代才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破坏，他们武装侵

略，野蛮掠夺，致使这条“ 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

华”的友谊彩桥中断了。

今天世界各国人民依然怀念它，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重视它，纷纷重新扬起风帆，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我国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远航世界各国，

使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路重放异彩，把友谊的花朵洒

遍全 　球，让世界充满着爱。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

一、先秦时期海上交通状况

１．最早的航海活动

我国位于亚洲东部，濒临太平洋西岸，东部和

南部有着１８０００余公里漫长的海岸线。根据我国古

代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发明了造船。古

书《 世本》中记载：“ 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 淮

南子》中则认为：“ 见窾（ 音ｋｕǎｎ）木浮而为舟。”

《 物原》则记有传说中的：“ 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

氏始乘桴。”“ 匏”就是葫芦，“ 桴”就是渡水用的

筏。由此可知人们最早从落叶或枯木浮于水面，受

到启发而发明造船，在造船之前曾用葫芦和筏来渡

水。至于是谁最先造出第一艘独木船，古籍中众说

不一，实际上早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就已开始制作

独木舟了，这比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早得多。

我国迄今尚未发现石器时代完整的独木船。但

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几把雕

花木桨，经碳１４测定，绝对年代相当于７０００年

前。而如此精细的木桨绝非最原始的。由此推断原

始木桨应当更早些，可能距今８０００年或更早一些。

进而推之，有桨必有舟，那么独木舟可能在此以前

即已出现。同时还采集到一件舟形陶器，可能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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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的陶制品；此外在陕西宝鸡市新石器遗址中

发现一件彩陶舟型壶；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新石器

遗址中出土一件仿方头方尾式独木舟的陶器，距今

约 ５７７５±１２０年。这些实物充分证明新石器时代已

有独木船，并可能已开始在沿海或邻近岛屿间作短

距离的航行。

从考古文化遗存来看，源于山东的龙山文化早

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先民们即已从山东半岛经庙

岛群岛漂过黄海和渤海，将龙山文化的器物和民俗

传播到辽东半岛。据林惠祥先生对有段石锛的考

证，源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有段石锛在台湾北部有不

少发现。根据当时的航行工具和航海技术，人们还

不太可能直接横渡台湾海峡，很可能是被大风或海

流从闽粤沿海漂航过去的。据中外学者研究，这种

有段石锛传到台湾后又继续传往菲律宾，然后再从

菲律宾传往苏拉威西、北婆罗洲以至波利尼西亚群

岛等地。

到了夏代即已具备建造木板船的生产条件。

（ 物原）记载：“ 夏禹作舵，加以篷、碇、帆、樯。

这虽不能完全可信，但从甲骨文卜辞中已有“ 凡”

字即为帆来看，帆约出现于夏、商之交。据汉代人

所记，商末周初时，曾有商的王族箕子出走朝鲜之

事。由此来看，商朝先民已能超出近海，发展渤海

以东的海上交通了。据后汉王充的《 论衡》所记：

周时“ 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 音 ｎｇ）草”及ｃｈà

人贡畅周成王时“ 载裳献雉，倭 ”　 在 西 汉的《 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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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大传》和《 韩诗外传》中亦有越裳献白雉的记

载。越裳在今越南北部，倭人指今日本，雉为长羽

同畅，为香郁芳草。这说明西周时，通珍禽，鬯 过

沿海航行与东方的日本和南方的越南已有海上交

往。

春秋战国时沿海地区航海活动日趋频繁，位于

海边的齐、吴、越等国往往利用自己海上优势，相

互进行海战。公元前５６７年，齐国征服了莱国，成

为控制山东半岛和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西汉古籍

《 说苑·正谏篇》记，齐景公曾“ 游于海上而乐之

六月不归”。春秋末连孔子也想“ 乘桴浮于海”。位

于长江口的吴国“ 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于公

元前４８５年派大夫徐承率舟师“ 自海入齐”，结果

为“ 齐军败之，吴师乃还”。位于钱塘江口的越国

“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 淮南子》也说：“ 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可

见水上活动对越国之重要。越灭了吴国以后，于公

元前４６８年由浙江会稽（ 今绍兴市）迁都琅邪（ 今

山东胶南县西南）；至战国时越国衰落，于公元前

３７９年不得不再次浮海南下，复迁都至吴（ 今苏州

市）。至公元前３２３年为楚所灭，从此长江下游亦

归楚所有。所以《 禹贡》说：“ 沿于江海，达于淮

泗。”《 禹贡》成书于战国末期，它记载了我国远古

时代最早的海上航路。这条航路从北方的河水入海

口和济水入海口，环绕今山东半岛向南，以达淮水

了一条入海口和江水入海口，从而构成 相当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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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线。向北可以航海通向东北方面今辽东半

岛一带的鸟夷；向南可以航海通向今浙江、福建一

带。这是我国航海史上最早的一页。

从战国末年即公元前３世纪的《 礼记·月令》

和《 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所记风的分类来看，我

国在公元前３世纪以前航海者已能利用季风来进行

海上航行。这比西方传说中的希巴洛斯和公元前１

世纪的埃及商船认识季风都要早两个多世纪。

从古籍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沿海已初

步形成一批重要港口：渤海西北有碣石（ 在今河北

昌黎县境），是燕国通海的门户；山东半岛北面有

转附（ 即今芝罘半岛）；南面有琅邪；长江口附近

有吴（ 今苏州市）；钱塘江口有会稽、句章（ 今浙

江宁波市西），是越国的海港；再往南有东瓯（ 今

浙江温州市）、冶（ 今福建福州市）和番禺（ 今广

州市）等。

渡美洲问２．股人远 题

自１８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 山海

经）的研究，认为这部书约成书于公元前１０世纪

前后，它包括了整个世界的旅行记载。其中《 海外

东经》、《 大荒东经》中的描述，似乎同墨西哥的科

罗拉多河谷有关；书中的《 东山经》似乎与北美

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等地区有关，从而提出早在

公元前１１世纪可能就有中国人到过美洲。以后在

美洲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墨西哥的考古发现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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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遗物和遗迹具有与中国商代文化特征相似的墓

碑、雕塑、石刀、铜器、图腾、壁画、文字、陶

片、纹饰等。如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发现上古时代的

圆形土墩和石斧，与中国张家口附近的土墩和石斧

相似。在墨西哥拉文塔土墩中出土的石雕，及在危

地马拉博物馆保存的奥尔梅克赤陶头像，都是中国

人的脸型。于是有的学者便认为在３０００多年前，

很可能有一批中国人到达了美洲或墨西哥。正好在

中国史书中记有商末武王伐纣时，曾有大批殷人逃

亡，桴泛出海。由此推论，很可能这批逃亡者从山

东半岛出海，漂流到台湾岛，然后沿琉球群岛北上

到了日本，再沿日本列岛北上，趁西风或黑潮海流

漂流到阿留申群岛，从而到达了北美洲。再顺加利

福尼亚海流南下到了墨西哥。这问题受到中外学者

普遍关注，有的继续论证探讨，有的据理反驳，予

以否定，沸沸扬扬，热闹非凡。

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支

打捞队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帕拉斯维德半岛浅海处，

发现两个表面有２～３毫米锰矿积聚层的“ 石锚”。

欧美专家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认为这两个“ 石

锚”的岩质在北美太平洋沿岸并不存在，与中国沿

海地区的灰岩基本相同；同时根据锰积聚率为每千

年１毫米来推算，这些“ 石锚”在海底已沉睡了二

三千年。这正是上述殷人东渡的年代，这些石锚可

能就是当时殷人遗留下来的。此外近年在墨西哥还

发现一方刻有“ 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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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国或秦末的田齐人氏的墓地，从而殷人远渡

美洲的话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探讨这问题

中，有的学者从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等方面来分

析，认为不太可能，对此予以否定。这问题尚在继

续探讨之中，如真能予以科学证实，那将是人类航

海史上石破天惊的伟大创举了。

３．早期与朝鲜 、日本的交往

前面已述早在商末周初，曾封箕子于朝鲜。随

后迁徙去朝鲜的人员日益增多。 早期与朝鲜半岛的

交往，主要是从山东半岛沿着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

岛与辽宁南岸航行到达朝鲜。再顺着朝鲜半岛沿岸

便可驶达朝鲜半岛的南部与东南部了。到战国时，

《 山海经》中记：“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

朝鲜。”可见当时对朝鲜已颇为了解，并把朝鲜、

日本视作属于燕的势力范围。这里把朝鲜、日本与

我国东北之间的位置关系说得很清楚了。近年在朝

鲜半岛南部多次发现具有我国战国时期文物特色的

铜铎、铜剑等实物出土，正是说明当时相互交往的

密切。

至于与日本的交往，最早是从朝鲜半岛南岸，

靠对马暖流与间宫寒流在日本海南部交汇而生成的

左旋海流为动力，这种自然漂流的航路只是单向

的，很少有人从日本冒险逆向来中国。西周时，既

有“ 倭人贡鬯”记载，说明由日本来中国的航路已

经开通。当时的航路可能是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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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对马、远瀛（ 今冲之岛）、中瀛（ 今大岛），到

达筑前胸形（ 今北九州宗像）的横渡朝鲜海峡航

路。这在《 日本书纪》中称之为“ 北海道中”或

“ 道中”航路。在日本备后三原町附近和邑久郡等

地发现有我国战国时期的中国铜剑和燕国的明刀

钱、安阳布等；在日本本州岛西岸的山阴、北陆地

区发现不少与我国先秦时期古钟相类似的祭祀器具

铜铎；在北九州沿海地区发现富有中国特色的铜

剑、铜鉾等遗物。这些文物的出土，正是当时中日

交往的实物见证，中国移民来到日本，带去了先进

的金属文化与水稻栽培技术，使日本开始从原始的

渔猎生活的绳文文化向使用金属工具和进行水稻种

植的弥生文化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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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萌芽

１．徐福东渡

徐福古称徐市，市即芾，与黻同，东汉后改为

福字，它们读音相同。他出生于今江苏省赣榆县城

北金山乡南１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迄今附近尚有徐

福旧庙。他是战国末年齐国的方士，懂得航海知识

并有航海经历，利用秦始皇巡海求仙的心理，趁秦

始皇东巡到琅邪时，诈称海中有神山仙岛，可以求

取长生不死的灵药。得到秦始皇的支持，发童男童

女数千人，并带了大量的五谷及种种百工而行，由

琅邪（ 今山东胶南县南部）出海远航，一去不归。

史籍中未记徐福具体去处，只是说去了“ 三神

山”、“ 平原广泽”，后人研究普遍认为是去了日本，

从而在中日两国文献中都留有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

记载；而且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还有“ 秦徐福之

墓”的古迹，在九州等地建有与此有关的徐福寺等

古迹，徐福东渡日本似已确凿无疑。在日本和歌山

县新宫町的“ 秦徐福之墓”前立有石碑，记：“ 相

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

籽及耕作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津登岸，从事耕

作，养育男女，子孙遂为熊野之长，安稳定渡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

当时徐福从琅邪港出发，沿海岸航行，绕过山

东半岛东端成山角，向西行过之罘港（ 今山东烟

台）到蓬莱，再沿庙岛群岛北上，渡过渤海海峡到

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再顺海岸行至朝鲜半岛东南

角的釜山，沿“ 海北道中”航路，经对马、远瀛、

中瀛到达北九州筑前的胸形；最后从北九州沿岸过

关门海峡驶进濑户内海，再沿大阪湾南航入纪伊水

道，绕过纪伊半岛，最终抵达和歌山县新宫町附近

的熊野滩。这条航路实际就是古代“ 海北道中”航

路的延伸。

徐福东渡的故事虽非确切，但它反映了秦始皇

时，由于苛政暴虐，人们为了逃避反抗，假借入海

求仙向海外移民确有其事。至于徐福是否确实到了

日本，虽不能肯定。但从日本民族的形成来看，秦

代肯定曾有大批移民从中国大陆前往日本，他们带

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

展。再从当时的航海技术与航路的开辟来看，海上

航行前往日本已非难事。在日本民间传说中，普遍

认为是徐福向日本居民传授了耕作、纺织、冶炼、

医术等技术。九州佐贺县的金立神社把徐福奉为农

耕、养蚕、医药之神；本州山梨县的浅见神社则尊

徐福为纺织之神。可以说徐福是我国海上丝路上扬

帆远航的先驱者，他东渡日本的举动不仅促进了中

日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充分表明当时我国

航海能力居世界领先地位。（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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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倭奴金印的发现

继秦代徐福东渡日本之后，两汉时期中日间交

往日益频繁，一方面是中国移民大批渡海去日本避

难；另一方面是日本列岛上小国纷纷来汉献见

１９９年曾有功满王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将蚕种带到日

本；２１４年有弓月君曾率来自一百二十县的中国居

民去日本；其后２２０年又有阿知使主率十七县的百

日本史籍中甚至称“ 秦汉姓移居日本。 百济内附之

民，各有万计”。大批的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汉代器物，在日本北九州等地出土大批汉代的

铁器、生活用具以至王莽新朝的货泉（ 当时的货

币）等，足以反映这一事实。

自汉代起，我国史籍对古代日本情况开始有了

专门记载。《 汉书·地理志》记：“ 乐浪海中有倭人

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到了后汉，两国关

系进而发展成“ 遣使奉献”或“ 奉贡朝贺”了

（ 后汉书）的《 东夷列传》说：“ 倭，在韩东南大海

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

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 三国

志·魏书·倭人传》亦记：“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

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图，汉时有朝见者，今

使驿所通三十国。”

在这众多的小国中，《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

着第一次中日正式交往的情景：“ 建武中元二年

（ 公元５７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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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汉光武帝所赐

的金印 ，在日本天明四年（ １７８４年）阴历２月２

筑前国糟屋部志贺岛叶崎（ 今日本北九州福区

县志贺岛）被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挖水沟时发

现。该印印面为２．３４厘米见方，约合东汉度量衡

制铜尺的一寸见方，正符合汉代规定所赐诸侯王的

金印大不逾寸的制度 。其厚０．９１厘米 ，重约

１０８．７２９克，金质蛇纽，蛇纽高１．２１厘米，下有

一小孔，供挂绶之用。其纽形与汉制也相符，汉制

按纽形表示名份不同，列侯为龟，将军为虎，蛮夷

为蛇。印面刻以阴文篆文“ 汉委奴国王”五字，委

与倭古时通用，“ 委奴国”正是《 后汉书》中所记

的倭奴国。此印现已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珍藏

在福冈市立美术馆里。在志贺岛发现金印的地方，

专门立了一块刻着“ 汉委奴国主金印发光之处”的

石碑，以志永远纪念，并在周围加以绿化建设，开

辟为“ 金印公园”。

无独有偶，１９５６年在我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

山汉墓中，也出土一方刻有“ 滇王之印”的蛇纽金

印。１９８１年在扬州市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

汉墓中，也出土了一颗与日本的“ 汉委奴国王”金

印十分相似的“ 广陵王玺”龟纽金印。其大小边长

与“ 汉委奴国王”金印完全一样，都为汉制一寸；

两印篆刻的字体也十分相似，印纽上都有鱼子纹。

史书记载：“ 广陵王玺” “金印授与时间只比 汉委

奴国王”金印晚一年。由此 充分证实日本二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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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现的倭奴国王金印确实是汉光武帝所授。这是

中日两国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它揭开了

日本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极

为灿烂的明珠。

《 后汉书》中还记载 ：安帝永初元年（ １０

年），“ 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据史家考证，这里的“ 倭国”是指伊都国，当时日

本列岛生产还比较落后，没有什么特产可献，只能

以奴隶作贡物，这里虽未记下这次朝贡回赠的赐

品，但从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一带出土文物可以得

到反映。在三云和番上遗迹中发现了大量铁器，其

中有中国后汉时期的刀柄呈环形的素环刀、铁斧、

管玉、杯子等。特别是在平原遗址的古坟群中，在

一座古墓中出土了４２面汉镜，其中有４面在全日

本所有出土的汉镜中是最大的，这当中有一面是极

为罕见的“ 内行花纹镜”。日本古代汉镜被认为是

权力和统治的象征，由此可见墓主可能是个统治

者，这些汉镜很可能就是与汉代交往中所得的赐

３ 时．两汉 上丝路的海 开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越人通过番禺（ 今广

州市）对外进行航海贸易。当时南方百越就是以珠

玑、玳瑁等海外珍品朝贡楚国。秦始皇统一六国

后，发兵经略岭南，就是为了得到越之犀角、象

齿、翡翠、珠玑，只是当时南海贸易及航线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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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太清楚。

我国对南海的海外交通航线具体记载始于《 汉

书·地理志》。这是因为在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

经济富庶，曾两次派遣张骞“ 凿空”西域，将我国

的丝绸带到了西方，远达地中海东部一带，开辟了

横跨亚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扩大了汉王朝的声

威和影响。由于陆路交通易受匈奴等部族的阻碍

汉武帝又开拓了南海对外交通与贸易活动，从而开

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派遣译长（ 属黄门的中官）从日南（ 今

越南广治附近）、雷州半岛的徐闻（ 今广东徐闻县

境内）、合浦（ 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等地启航出发

航行５个月，到达都元国（ 约在今马来半岛东南部

或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八昔河附近）；再行４个月

到邑卢没国（ 约在今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

勃固）；又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 约在今缅甸伊

洛瓦底江口一港）；然后步行十余日，即到夫甘都

卢国（ 在今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蒲甘城一带）；再

船行二月余，便到黄支国（ 约在今印度半岛东岸马

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在黄支国之南有巳程

不国（ 即今斯里兰卡），由此折返回航。沿途用带

去的黄金、“ 杂缯”（ 即各种丝绸织物）等，向那些

国家换取明珠和其他珍奇异物，一路受到沿途各国

的热情接待，有时还有当地海船护送。由此可见西

汉最初开辟的海上丝路一开始就已到达印度洋孟加

拉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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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汉王朝统一中国时，西方罗马人也统一

了意大利半岛，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 汉时称大

秦，又称犁鞬）。东西方两大帝国间，在中亚地区

有大月氏和安息两大国阻隔，所以陆上丝绸之路中

国丝绸虽已远销到罗马，但两国间无法直销，其间

由安息商人进行转销，牟取暴利。汉武帝开辟海上

丝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海上经由印度沟通与

罗马的贸易交往。当时西汉船队受航海条件限制

到了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拉姆及斯里兰卡等地，已

能换回所需货物，便折返回航。所以印度和斯里兰

卡便成了海上丝路上欧亚贸易的中转港。至于印度

以西的航路则由西方航海者开拓。

在古罗马学者白里内所著《 博物志》中记载

当时罗马人通过印度航商用宝石和红海产的珍珠在

斯里兰卡与中国商船交换丝绸；而汉代的中国商人

还在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建立了货栈，与来自埃及

的西方商船交换货物。在吉本所著的《 罗马帝国之

衰亡》一书中亦记载：罗马商船从埃及红海出发，

越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 印度的马拉巴

海岸及锡兰岛（ 即今斯里兰卡），乃其寻常停泊之

处，亚洲远邦商贾多麋集于这些地方，以待罗马商

人来与之交易”。这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亦得到了

充分证明，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３公里

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公元 １２世、 纪的古代国

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里发现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

马人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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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栈商行；还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

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等。这里具有浓

厚的罗马色彩，显然是当年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商人

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交往的中转基地。

到了东汉，为了恢复陆上丝路的交通，曾先后

三次派遣班超和班勇父子俩出使西域；同时积极探

索从南亚和中亚直接沟通去波斯湾、阿拉伯海、红

海的海上航路。在永元九年（ 公元９７年），班超遗

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波斯湾欲渡，打算入波

斯湾后，绕过阿拉伯海，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然

后由尼罗河去大秦中心地带——今埃及。可是安息

西界船人对甘英说：“ 海水广大，往来者善风，三

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

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从

而使甘英放弃了西渡计划，但已认识到“ 自此南乘

海，乃通大秦”。

与此同时，大秦方面的西方航海者也在积极了

解东方“ 丝国”，公元１世纪末，有一位居住埃及

亚历山大港的无名氏商人撰写了（ 红海回航记》，

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湾、印度次

大陆东西两岸，特别记载了中国，称作“ 秦”国，

其北方有一城市叫“ 秦尼”（ 可能指长安），这里

“ 出产丝、丝线和名为丝绸的布”，所以又称为“ 丝

国”。在托勒密的《 地理学》一书中转引一个叫梅

斯的商人所说，在远航中曾派人前往“ 丝国”。

在中国古籍中也不乏记载这条航线　　　　成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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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还早一个多世纪的《 魏略．西戎传》中就

记述了当时大秦直通中国的两条主要海道：“ 大秦

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 今越南北

方）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

异物。”也就是说，一条是直接通往我国古代南方

大港，在今越南北部及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一

条是以今缅甸南部的海口为海行终点，然后经伊洛

瓦底江等河谷北上，进入我国西南部，通过云南的

永昌郡与内地沟通。《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

记：永元九年（ 公元９７年），“ 掸国（ 即今缅甸）

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到

永宁元年（ １２０年），“ 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

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

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

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当时缅甸与东汉有

着密切交往，将罗马的魔术杂技演员引入中国，这

也是我国记载中第一批来中国的罗马人。

《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桓帝延熹九年，大

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

乃一通焉。”这是中国同罗马帝国直接友好交往的

最早记录，而且是突破了以往通过斯里兰卡的中

转，第一次疏通了东西方海上运输大动脉。从而连

接欧亚大陆的“ 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建立起来了。

（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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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海

丝路的发展

１．南海航路的发展

三国时期，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孙权充分利用

其优越的海洋地理条件，积极倡导大规模航海活

动，就在他称帝的第二年即黄龙二年（ ２３０年），

即“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

亶洲”。夷洲即今台湾岛，亶洲为秦代徐福东渡而

未再归来的日本列岛。终因亶洲“ 所在绝远，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我国正史中第

一次关于台湾海峡两岸交往的正式记录。

孙权还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他们南

海之行，历时达一二十年，“ 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

数十国”，几乎遍及整个东南亚，甚至到达今天菲

律宾群岛。回国后分别撰成《 扶南异物志》和《 吴

时外国传》等书，这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关于南海

情况的专门著作，可惜都已失传，只是在其他古籍

中多有引用。与此同时，黄武五年（ ２２６年）有罗

马商人叫秦论的来到交趾，后被送去谒见孙权，孙

权向他了解了许多罗马帝国的风情习俗，然后派刘

咸送他回国，不巧刘咸在途中病故，不然刘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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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去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中国人。

这时期南海航路上中外贸易依然持续不断，东

南亚和南亚地区前来入贡或进行贸易的国家日益增

多。《 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说，海南诸国一般是指

交州以南及西南的海外国家，在西边同西域诸国接

界。晋代时，这些国家同中国直接交往较少，所以

中国史官没有什么记载。到南朝宋、齐时，有十多

个国家同中国有直接来往，从而史书才继续有了记

载。到了梁朝，南海诸国奉中国王朝的“ 正朔”年

号，向梁朝入贡，航海到中国来的比前代更多了

这里概括了这时期我国同东南亚及南亚各国海上贸

易往来不断发展的总趋势。就说天竺国吧，自东汉

时遣使来华后，与中国中断了３个多世纪的联系

到梁朝时又遣使来华，恢复了以往的联系。此后印

度洋沿岸的天竺、师子国等国多次派遣使臣来华

东南亚地区的扶南（ 今柬埔寨）、呵罗单（ 今印尼

爪哇）等许多国家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

时期与各国的贸易活动中，我国主要以输出綾

绢、緜、丝等丝织品为主，而从南海各国进口珍

珠、象牙、玳瑁、珊瑚、翡翠、香药、鹦鹉、孔

雀、琉璃、吉贝及其他奇物等。据（ 宋书·蛮夷传》

记载：南朝宋元嘉七年（ ４３０年）呵罗单国曾遣使

送来“ 天竺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这里的

“ 古贝”，即上述的“ 吉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用

的棉花、棉布。

　 　 　由于南朝与海南诸国的海上交往　 　更加频繁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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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南海海上丝路又有进一步发展，开始越过南亚

印度半岛，将航路延伸到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头，直

接沟通了东、西亚之间的海上往来。当时陆上丝绸

之路出现梗塞，东西方交往主要靠海上丝路维系

不仅在《 宋书·蛮夷传》中有记载，而且在阿拉伯

旅行家马苏第的《 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一书中也明

确记载：“ 中国和印度船只溯流而上去见希拉王。

这里的希拉国是３～ ７世纪初的阿拉伯古国，希拉

城位于古巴比伦废墟３公里处，当时中国船只到达

波斯湾头后，再溯幼发拉底河而上，可达希拉城拜

见希拉王。同时出发港口也随航海技术的提高，从

两汉时的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合浦等地移至广州

晋朝的宗室贵族中有人为了蓄聚珍宝，专门派人到

广州、交州采购海商运来的舶货。当时“ 广州包山

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这些

“ 珍异”实际都是从海外进口来的。从此我国南大

门 广州，便一直成为我国南方重要港口，久盛

不衰。近年在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葬中先后出

土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这正是当时波斯或阿拉伯

商人从海路来华经商贸易的实证。

梁时，不少外国僧人来华传译佛法，其中西天

竺僧拘那陀罗（ 即真谛）取海路经狼牙修（ 今马来

半岛北大年一带）、扶南来到南海郡（ 治所在今广

州市）。后又辗转至晋安郡（ 治所在今福州市），又

去了梁安郡（ 治所在今福建南安县丰州，即泉州港

附近），最后又由梁安郡泛海至广州。他在晋安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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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曾“ 欲泛舶往棱伽修（ 即狼牙修）”；在梁安郡时

“ 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可见当时的福州、泉州港

也可与海外通航。

去显的２． 航 实 践远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 今山西省临汾县西

南）人，三岁出家度为沙弥，是东晋著名高僧。佛

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多赖西域或印度的译经师来

华传授经典，往往残缺失真，不能满足僧徒们需

要，法显毅然发愿前往佛教发源地天竺（ 今印度）

求法取经。他于东晋隆安三年（ ３９９年）以六十左

右的高龄，与慧景、道整、慧应等人，从长安出

发，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天竺寻求戒律。他在佛教

中心 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 即今印度比哈尔

邦巴特那）留住了三年，学习梵文梵语，抄写经

律。随后他又去了瞻波国，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比

哈尔邦东部的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再由此东

行，到了多摩梨帝国，位于海口，其首都故址在今

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的坦姆拉克，是古印

度东北部的著名海港城市，这里“ 佛法亦兴”，所

以“ 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

义熙五年（ ４０９年），法显乘商人大舶，泛海

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师

子国即今斯里兰卡，这里是当时航海枢纽，“ 诸国

商人共市易”的著名中转港。法显在此寻访名山大

寺，参拜佛宝神像，这时他已“ 去汉积年，所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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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

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

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身处异乡他国，怀念祖国的思乡之情一下子跃然纸

上，真是感人至深！他在这里住了二年，收集了大

量经律，于义熙七年（ ４１１年）八月搭乘一商船

自师子国启程浮海回国。横渡孟加拉湾、暹罗湾

途经今印尼的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作了短暂停留

等候季风，原打算到广州登岸，因受季风影响，于

义熙八年（ ４１２年）到达山东半岛南部的牢山（ 今

崂山）登陆；次年（ ４１３年）抵达京城建康（ 今江

苏南京市）。在海外旅行历时１５年之久。

法显从陆上丝绸之路西行求法，历经艰险，是

我国第一个到达今印度河流域的人。他遍游印度

北、西、中、东部，其足迹为“ 汉之张骞、甘英皆

不至”，是第一个循海路而归，途经今斯里兰卡

印尼等地，开辟“ 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探险者。

他回国后用了约五年时间，译出了《 摩诃僧祗众

律》、《 方等般泥洹经》等经典六部，六十三卷，百

余万言；同时将其西行求法的经过，以及他所经历

的三十多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 佛国记》，

该书有《 佛游天竺记》、《 历游天竺记》、《 法显传）

等不同名称。《 佛国记）中不仅记载了法显西去时

所经陆上丝路的艰难险阻及在印度各地的情况；而

且详细记载了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中转站师子国：

“ 其国本在洲上（ 即岛上），东西五十由延（ 由延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6

当时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约合３公里多），南北

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

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

⋯⋯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

人，无所时节。”首次准确地描述了斯里兰卡岛国

的岛屿分布、热带气候特点、自然景观和农业习俗

等。它还第一次记下了东还时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实

况：“ 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

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

逐风去亦无准。⋯⋯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

天晴巳，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

无活路。”这是公元５世纪海上远航的真实写照

如无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

法显回国途中曾至耶婆提国，历来解说不一

中外学者或以为今爪哇、或以为今苏门答腊、或以

为今加里曼丹。２０世纪初，章炳麟首次提出耶婆

提国在南美洲；最近又有学者研究认为：“ 当在墨

西哥南部到洛杉矶范围之内”，“ 而以墨西哥海岸的

阿卡普尔科的可能性为最大”。这个问题尚有待于

３）今后深入研究解决。（ 见图

“３ ”． 扶桑 之 谜

《 梁书·诸夷传》记：“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

（ ４９９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

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

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 国人如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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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法 显 航 海 图 　

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

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

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

’狱，重罪者入北狱。 ” 自唐朝以来，我国一般都认

为“ 扶桑”指的是东邻日本国。自１７６１年法国汉

学家吉尼（ 又译歧尼、金勒、德经等）在法国文史

学院作题为《 美洲海岸中国人航迹之寻究》的报

告，首次认为扶桑国即今美洲的墨西哥，提出中国

僧人早 纪 时 已 发 伦美 洲 ， 比哥 布现 早在公元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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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年。从此引起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

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悬而未

决，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美洲说；非“ 美洲说”；

日本说。

美洲说　　　　以吉尼为首的美洲说学者大有人在，

其代表作有：西方学者文宁的《 无名的哥伦布》一

书，全书共约８００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

雷尔的《 哥伦布千年前发现新大陆之佛教徒》；美

国学者茉次（ 又译墨兹等）的《 淡墨 中国人在

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等。中国学者有章炳麟

在１９０８年发表的《 法显发见西半球说》，认为《 佛

国记》中的耶婆提为耶科陀尔（ 今厄瓜多尔）的谐

音；陈汉章１９２０年发表《 美洲为古幡木地说》，认

为《 史记·五帝本纪》中颛顼高阳“ 东至幡木”中

的幡木即扶木，亦即扶桑之地；１９３９年陈志良的

（ 中国人最初移殖美洲说）中，把殷人东渡说成移

殖美洲；朱谦之１９４１年写了《 扶桑国考证》一书，

１９６２年又发表了（ 哥伦布前一千年僧人发现美洲

考》；１９６１年马南邨在（ 北京晚报）发表《 谁最早

发现美洲》、《“ 扶桑”小考》、《 由慧深国籍说起》

三篇短文；近年根据美国发表石锚新资料，房仲甫

又连续发表（ 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新物证》、《 扬帆

美洲三千年 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 殷人航渡

美洲再探）数文；最近又有连云山的《 谁先到达美

洲》一书出版；诸此皆为“ 美洲说”的坚持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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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从地理位置来看，《 梁书·诸夷传》中记扶桑

国在大汉国东二万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

而文身国又在倭国东北七千里，由此推断：倭国是

今日本列岛，文身国则是日本列岛东北之千岛群

岛，大汉国即今千岛群岛东方的阿留申群岛，那么

扶桑国即为今美洲西海岸的墨西哥了。同时他们将

美洲墨西哥历来考古中出上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物罗

列起来加以论证，从而认为扶桑非墨西哥莫属。不

仅５世纪末慧深最先到达美洲，上溯起来５世纪初

法显也到了美洲，秦朝徐福东渡也是到了美洲

《 山海经》中《 东山经》的山系名称等，清代学者

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大陆“ 多无可考”，而美国学

者茉茨研究后认为，“ 与现今北美洲中西部北起加

拿大，南到墨西哥的地理竟然完全相合”；《 山海经

·东山经》居然成为“ 一篇四千年前北美西海岸科

学考察记录”。由此也说明殷人远航美洲是理所当

然的了。

非“ 美洲说”１８３１年德国东方学者克拉卜

洛特发表《 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为美洲

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第一个反驳了吉尼的观

点，认为慧深所传不可信，不能推断扶桑国为墨西

哥；其后１８９２年荷兰汉学家希勒格（ 又译施古德

发表了《 扶桑国考证》一文，收在冯承钧所译《 中

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 第一卷），他认为中国古

文献中《 山海经》、《 淮南子》、《 十洲记》等记载的

更确切　　指出 扶桑 日本或扶桑比《 梁书》所记 　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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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页岛；中国学者有罗荣渠在１９６２年发表了《 论

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他从地理位置、物

产特征、佛教和慧深、社会组织和风俗、考古学和

人类学等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批驳了扶桑即墨西哥

的论点，认为其地理位置东不过日本，西不过贝加

尔湖，北不过库页岛；其后汤用彤和孙秉莹等也撰

文《 关于慧深》和《 墨西哥和扶桑国》等，对慧深

其人及其国籍表示怀疑，认为扶桑在日本更有根

据。李约瑟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关章节和韩

振华的《 扶桑国新考证》也都对美洲说持反对意

见。

日本说　　诸凡反对扶桑为墨西哥的，大多认为

应为日本。从古籍《 山海经》注疏及东汉王充（ 论

衡·说日）中看，扶桑应为日所出处，而日本国在

致隋炀帝国书中即自称为 出处天子”，日本人“ 日

也往往以“ 扶桑”自称，中国文人学士赋诗谱词中

也多以“ 扶桑”作日本的别称。

从人们沿袭的保守观念来看，大多数人一般多

以日本为扶桑；从中外学者研究文章来看，似乎美

洲说占据优势。问题的关键是从古代历史条件看，

是否能有如此远航可能。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也作了

一定的尝试，他们认为取得成功完全有可能。这问

题不光是争谁先到达美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关

亚、美两大洲之间的友好往来的历史，关系到人类

文明史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极为严肃而又科学的

问题，中外学者不遗余力地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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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是有着十分深远意义的。我们期待国内外科

学家继续努力，争取能有更大的突破，尽早解开这

个“ 扶桑”之谜。如果能科学地确证是在美洲或墨

西哥，那么我国远洋航海史将更加辉煌，海上丝绸

之路的东线将更早更长，人类文明史也将随之更加

灿烂。

４．中日交往的发展

海上丝路东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

进展。曹魏景初二年（ ２３８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

遣使者难升米等来魏都洛阳，献男生口四人，女生

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这是倭国女王首次遣使来

魏；魏明帝诏封卑弥呼为“ 亲魏倭王”，并赐以金

印紫绶，此印虽未发现，但《 宣和集古印谱》中拓

有印样，收在日本《 好古目录》中；并赠以绛地交

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

十匹，以及绀地句文 五张，白绢锦三匹，细斑华罽

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

铅丹各五十斤。１９５１年在日本大阪府泉北群信太

村出土的神兽镜中，在一面镜缘上有铭文“ 景初三

年陈国作铭之保子宜孙”，这正是当年所赠的百枚

铜镜之一。在众多的赐品中，中国第一次赏赐如此

众多的高级丝织品，并于正始元年（ ２４０年）派带

方郡官员将这些赐品送往倭国，这是曹魏第一次遣

使去倭。其实我国蚕种于东汉末年已由朝鲜半岛百

济传到日本，在《 后汉书》、《 三国志》中都记载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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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产紵 ；所以正始麻、蚕桑、缉绩出细紵缣緜”

四年（ ２４３年）倭王第二次遣使来魏时，“ 献生口、

緜衣、帛布、倭锦、绛 青缣、 丹、木、 、短弓

矢”。这些丝织品都是织物较厚的平纹绢。中日两

国已建立起友好的“ 丝绸外交”，自景初二年通使

以后，短短十年间，倭女王国派使节来魏达四次，

而魏使去倭女王国亦有二次，足见相互之间交往之

频繁。这时期两国往来路线也有所变动，主要是从

朝鲜半岛东南，取对马岛和壹岐岛为中介横渡朝鲜

冲海峡，比原先对马 之航路偏西，航路更为捷

便。

这条航线一直维系到西晋，从记载看，中国的

丝织和缝纫技术约从西晋开始传入日本。据日本史

料《 古事记》卷中《 应神天皇》记载，在日本应神

天皇时（ ２７０～３０９年），百济曾向日本贡上两个有

技术专长的人，名叫卓素的韩缎以及名叫西素的吴

服。这里所说吴服是指从我国古称吴国的江浙地区

用丝绸缝制的衣服，日本后来的和服就起源于此。

《 日 本 书 纪 》 卷 １０记 ， 在 应 神 天 皇 ３９年（ ３０８

年），应神天皇“ 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

求织工女。⋯⋯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

织、穴织四妇女”。从而大大促进了日本养蚕丝织

业的发展。《 日本书纪》卷１４又记，在雄略天皇

１４年（ ４７０年）“ 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

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将他们住地称作

“ 吴坂”、“ 吴原”，这些穴织、吴织、兄媛、弟媛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3

都是由中国去日本的机织工、缝衣女，她们能生产

出丰富多采的中国南方式样的美丽的丝绸纺织品

使日本的丝绸纺织业得到了很快发展，这正是我国

东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贡献。

在整个南朝刘宋时期，前后约６０年中，日本

方面遣使 人来华共有８次。《 文献通考》记“ 倭

⋯⋯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

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

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从中可见当时

除了通使外，还开始进行了互市贸易活动。日本之

所以只与南朝通使，不与北朝往来，主要是认为南

朝继承了晋王朝的正统，中日间航路也就不能再过

辽东半岛了，于是便开辟了新的航线，即走“ 南

道”。

这里的“ 南道”，并非唐代所开辟的自日本博

多港起航，不经朝鲜半岛而直接横越东海，直达长

江口的南线；而是指从山东半岛向北直抵百济，然

后去日本，因在曹魏开辟的第３条航线之南，故称

“ 南道”。这条航路即由建康（ 今南京）出发 长

江口 山东半岛成山角 横 朝鲜半越黄海

岛南部 济洲海峡 对马岛 壹岐岛 博

多（ 今福冈） 关门海峡 濑户内 难波海

津（ 今大阪）。南道航线比原先的北道大为缩短了，

方便了日本使者往来于南朝；同时朝鲜半岛上的百

济、新罗也利用此道“ 累遣使”到南朝“ 献方物”。

果　。这是东线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时期发展的突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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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五代时期海陆丝路
地位的转折

１ 上丝路的衰退与 上 盛丝路的兴海．陆

自汉代张骞“ 凿空”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

路以来，我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长期主要

由这条陆上丝路加以沟通。这条陆上丝路西出玉门

关（ 在今甘肃敦煌西北方盘城）或阳关（ 在今甘肃

敦煌西南古铜滩附近），越过茫茫的白龙堆大沙漠，

沿天山南北麓或昆仑山北麓，翻过葱岭，经中亚各

国，前往西南亚地区。以后又经东汉班固“ 定西

域”，确保了它的畅通无阻。这条通往西方的商路，

在两汉时与西方的丝绸贸易异常频繁，促进了东西

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当罗马恺撒大帝穿上中国的丝

袍去看戏时，显得尤为华贵，引起了全场轰动；罗

马的贵族妇人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衣裙为荣，中国

的丝绸轰动了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割据政权

的联系基本中断了。直到隋唐统一中国以后，与西

域各国的关系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使这条陆上丝

路重放异彩，再度辉煌唐代中叶以后，随着政治

风云的变幻，由于吐蕃势力向北扩张，占领了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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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这条陆上丝路被完全隔绝了。

汉武帝时就已开通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建立

了以今斯里兰卡岛为中介港的东西方丝绸贸易活

动；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已能越过

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波斯湾头，可以与阿拉伯国

家直接进行丝绸交易。与此同时，早在东汉时，西

方罗马帝国就已派遣使臣直航来到中国。延至唐代

东西方的航海家、商人在这条航线上已积累了丰富

的航海经验，不断改善了所使用的船只，海上航行

基本上已畅通无阻了。尽管如此，但在唐代中叶以

前，东西方交通基本上仍以陆上丝路为主。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有很大局限性，除了沿途自

然条件比较险恶，需要经过茫茫戈壁沙漠、翻越崇

山峻岭外，更为严峻的是受到西域各国政治形势变

化的影响而经常受阻中断早在西汉刚开辟时，就

曾“ 三绝三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基本上已梗

塞不通了；即使在唐代，由于７世纪唐朝灭东、西

突厥的军事行动，７、８世纪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

战争，８世纪中叶唐朝与黑衣大食在怛逻斯城（ 今

吉尔吉斯的塔拉斯）的军事冲突以及大食对波斯、

吐火罗、安国、拔汗那等国的军事扩张行动等，都

使陆上丝路通行受到影响，不得不避开战祸区绕道

而行。尤其是唐代后期，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势力

扩展到陇右河西地带，终于迫使这条陆上丝绸之路

完全中断了。

上述的通过海上丝路，不仅可以克服陆上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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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局限，而且还有很多有利之处，如陆上运输工

具主要靠马匹、骆驼等，运载能力有限，运输量

少，费用贵，消耗大，运输时间长；而海上运输船

舶运载量大，费用低，损耗小，运输时间短。再说

自宋代以后，我国政治中心移向东部地区，与东南

沿海地区有南北大运河沟通，而我国出口的大宗物

品丝绸、瓷器、茶叶等主要产地也在东南地区，通

过内河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城市十分便捷，这样便于

进出口物资的集散。此外，陆上丝路对外发展有一

定局限性，它只是向内陆方向发展，即不断地向西

发展；至于向东去日本，向东南亚地区、印尼、菲

律宾以及向非洲、美洲等地区发展就有一定困难，

而海上丝路通过海洋联系，相对要自由得多，辐射

面要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自唐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经济

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史书记载，安史之乱以后，

北方大批有识之士避于江南，使江淮地区经济获得

空前发展。《 资治通鉴》记：北方地区藩镇割据，

“ 不供贡赋”，“ 国家用度，尽仰江淮”。一些文人志

士也都指出：“ 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今天下赋，

江南居十、九”；“ 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从赖以

出口的大宗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来看，东南地

区发展很快。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除了北方河

北、河南以外，主要在南方的江南、淮南、剑南、

山南等地；以越州为例，唐开元年间的贡品仅有交

綾、白纱，可是到了唐代后期，《 元和郡县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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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綾及花鼓歇、单丝吴

綾、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说到瓷器

唐代以北方邢窑的白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最为著

名。白瓷胎质薄，釉质洁白细腻，胜似霜雪；青瓷

似玉如冰，釉为翠色，晶莹光亮可以照人。陆羽在

《 茶经·之器篇》中，认为越州为上。并对青、白两

瓷作了比较：“ 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

瓷类银，越瓷似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

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

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当时越窑青瓷名

扬四海，远销世界各地，今在日本、朝鲜、泰国

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

朗、沙特阿拉伯、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

肯尼亚、坦桑尼亚、西班牙等国都出土有越窑青瓷

碎片，其中日本最多，仅博多港的鸿胪馆遗址就出

土越窑青瓷２５００片。唐代后期我国产茶地区遍布

江南各地，陆羽的《 茶经．之出篇》列举当时茶的

产地：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黔中、江

南、岭南各道。其中以峡州、光州、湖州、越州等

地所出之茶，被列为上等江南经济发达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从唐代造船业的发达来看，自隋炀帝开通南

北大运河以后，隋唐时期水上运输十分发达，造船

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据《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

主要造船基地有：宣州（ 今安徽宣城县）、润州

（ 今江苏镇江市）、常州（ 今江苏常州市）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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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江苏苏州市）、湖州（ 今浙江湖州市）、杭州

（ 今浙江杭州市）、越州（ 今浙江绍兴市）、台州

（ 今浙江临海县）、婺州（ 今浙江金华市）、江州

（ 今江西九江市）、洪州（ 今江西南昌市）等州及剑

南道（ 今四川成都市）沿江一带；以及沿海的登州

（ 今山东蓬莱县）、莱州（ 今山东掖县）、扬州、福

州、泉州、广州、交州等。不难看出，全国造船基

地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在造船技术方面，隋

代杨素在永安（ 今四川奉节县）造“ 五牙”战舰，

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可载战士八百人。唐代

造船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已能造出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海船。隋唐造船时已广泛采用钉榫接合技

术，并建有多道水密隔舱，不仅能抗风浪，而且可

以抗水沉，保障远洋航行的安全。当时的阿拉伯商

人来华，都愿乘中国船，如一时中国船未到，他们

也愿耐心等待着。唐代东南地区造船业发达及先进

的造船技术水平，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

隋唐时期对海外贸易采取一系列保护、鼓励政策有

关。隋炀帝时，他接受了裴矩的建议，对来华贸易

的外商，予以热情接待，令洛阳城内“ 三市店肆皆

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

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这里的外来客

商，除了从西域由陆上丝路来的外，自然也包括由

海上丝路来的海外使臣与商人。如此热情款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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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支持的态度，当然招徕更多的海外客商来华。 唐

代为了鼓励和保护海外客商在中国经商的利益，特

在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机构，它类同于以后所设

的海关，派宦官担任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

易中有关各项事宜，在广州还选派了“ 岭南帅”加

以监督，加强这方面的管理。规定对进口货物基本

上只“ 抽解一分”，即抽十分之一的税。并予以种

种保护，如抽完税后，出具证明让他们可以到全国

各地去自由贸易；如在途中丢失了货物，当地官员

要帮助寻找；如客商死在境内，官府有责任负责保

存其货物，待其亲属来认领。特别是在大和八年

（ ８３４），唐文宗还为此专门发布了一道旨令：南海

来的外国商船，都是慕名而来，理应对他们宽厚热

情接待，使他们感到高兴。但也听说有人对他们多

加征收，使他们有所不满，怨声载道，对此深感不

安，时而同情忧虑，以示关怀。对岭南（ 指广州）、

福建（ 指福州、泉州）及扬州的外来客商，应由当

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节度使或观察使经常加以关心问

候。除了应交的税外，不得再加重税率，应让他们

自由交易，随意来往流通。所以当时阿拉伯商人苏

莱曼来华经商后，写了一部《 苏莱曼东游记》。在

书中夸赞唐朝政府对外国商人，“ 从来不肯错待

的”。还记下当时一个伊拉克商人在中国买卖中，

因与太监争价，货被没收了，他便设法化装去见了

皇帝，告了太监，不仅退回了货物，那太监居然被

惩处了。如此开明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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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唐代以前海上丝路虽有不断发展，但对外贸易

活动及文化交流活动主要还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

而海上丝路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一些海外珍奇品而

已，与国计民生关系不是太大，社会影响也微乎其

微，不太为人们所重视。而唐代如此重视支持海外

贸易后，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发展。自唐代中叶

陆上丝绸之路被阻隔后，海上丝绸之路便取代了

它，从而对外贸易活动便主要通过海上丝路进行

了。特别是自唐代开设市舶司以后，开始对进出口

物品正式征收关税，从此市舶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

入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繁盛，这部

分的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同

时随着海外交通的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繁

荣，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海上丝路的发

展，无论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人民生活都有着

密切的关系，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２．南海航路的大发展

我国东南地区经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开发，

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国力大

盛，据《 隋书·食货志》记载：到开皇十七年（ ５９７

年）时，不仅户口大增，仓库充实，而且京城钱库

放不下，甚至堆积于廊 之下。加上隋代造船技术

有了很大提高，于是促使隋炀帝大力开发南方海外

交通，“ 甘心远夷，志求珍异”。大业初年（ 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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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年）派大将军刘方平复交州，经略林邑（ 今越南

此
南部），率军抵达林邑海口，击败林邑王象队。

利
后南洋一些国家如真腊（ 今柬埔寨一带）、婆

（ 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或加里曼丹岛）、丹丹（ 约

在今马来半岛中部）、盘盘（ 约在今马来半岛北部

等国均遣使来隋入贡，隋朝予以厚礼，并遣使出访

他们。

其中以常骏出使赤土国（ 在今马来半岛西岸梅

尔博河下游）最为著名。大业三年（ ６０７年）常骏

等自告奋勇出使赤土国，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

王。他们从广州出发，过越南海岸后，再沿暹罗湾

海岸线航行，先望见狼牙须国（ 今马来半岛中部北

大年一带），南达鸡笼岛（ 今吉兰丹），然后即达赤

土国。他们受到隆重欢迎，有３０艘船迎接，敲锣

打鼓欢迎。经过月余抵达其都，国王设乐盛筵招

待。回程时国王特派王子那邪迦随常骏带了许多回

赠礼品来隋，回程中未绕暹罗湾，仅“ 浮海十余

日，至林邑东南”。直到大业六年（ ６１０年）他们

到达弘农（ 今河南灵宝）谒见隋炀帝，受到大量赏

赐。常骏等回国后曾著有（ 赤土国记）二卷，可惜

已失传。

唐代不但国力强盛，而且国威显赫，是当时举

世最强大国家。凭藉它的实力和威望，采取了广泛

而又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海陆两条“ 丝绸之

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

前期陆上丝路的繁荣较为突出，而后期海上丝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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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陆上丝路地位，发展尤为显著。中国远洋船队

不但能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及波斯湾头，

而且还首次航抵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当时的北印度

洋上，经常来回穿梭着中国大型远洋航船。

当时与东方强大的唐帝国遥相对应的，在西方

正崛起一个古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大食

帝国。大食国面临印度洋，东滨波斯湾，西面是红

海，北部紧靠地中海。他们习惯于海上生活，历来

擅长航海运输，地处亚、非两大洲之间，是东方与

西方的交通枢纽，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据我

国史书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 ６５１年）开始正

式遣使入唐，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 ７９８年），其

间１４８年中，共遣使来华３９次，平均四年不到来

使一次，当然其中有时一年来几次。何况这些来使

并非都走海路，其中有的是从陆上丝路来的。７５０

年阿布·阿巴斯推翻了原先的倭马亚王朝（ 中国史

书称之为“ 白衣大食”），新建阿拔斯王朝（ 中国史

书称之为“ 黑衣大食”）。黑衣大食不仅仍然频频遣

使来唐，而且在安史之乱时还派兵来唐平乱，这些

来唐士兵，有的后来定居我国西北地区，成为后来

西北回民的一部分。而白衣大食后来在伊斯兰西部

辖区维系到１００９年，在上元元年（ ７６０年），曾遣

使来唐，受到热情款待。

值得一提的是，８５１年，曾有一位无名作者写

了一本《 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一些当年的阿

拉伯商人从海路来唐的见闻。从中可见从８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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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到９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活动，特别是

从阿拉伯半岛到印度间的贸易，几乎全为阿拉伯人

所垄断。当时波斯湾头的重要港口，由于幼发拉底

河淤塞变浅，逐渐从希拉移到了俄波拉，后又移到

相邻的巴士拉，到９世纪再移到尸罗夫，此港毁于

９７７年的地震，遗址在今伊朗塔昔里港附近。与中

国商船密切往来的港口还有苏哈尔、马斯喀特、巴

林、阿曼等。该书记载：“ 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

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

夫，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当时中国的商

船装载量大，吃水深，其他港口水位较浅，需用小

船把货先运到尸罗夫，再转装到中国船上。

在阿拉伯帝国东面尚有伊朗国，即汉代张骞　通

西域时的安息，它与我国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曾

是陆上丝路中我国与西方进行丝绸贸易的中间商

从中牟取暴利。到了唐代，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

两国间的交往更为发达。由于西突厥占领了中亚地

区，波斯人在中亚地区不能再称雄了，便转向海上

把持印度洋海面贸易活动，直到８世纪后才与阿拉

伯人进行竞争。开始他们就近从锡兰转运贩买，后

直接来到广州购货。虽然在６４２年时，其国王叶兹

底格德二世（ 即《 唐书》中的伊嗣侯）被阿拉伯人

赶出了伊朗，但其国虽亡，而部众犹存。其国王与

唐仍保持着密切联系，仅据我国史籍所载，从贞观

十三年（ ６３９年）到大历六年（ ７７１年）的１３２年

间， 四年来使一次。共遣使来唐３４次，平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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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中有的所谓“ 来使”，很可能是波斯商人假

借名号而已。在唐代史料和唐人小说中不乏有波斯

胡商的记载，往往将波斯与大食并称。在首都长安

就有许多波斯胡寺及胡店，其中一部分可能从陆上

丝路而来；沿海扬州、广州等港口的波斯胡店更

多，有不少波斯、阿拉伯人居住在那里，潮州也常

有波斯船舶到达。

唐代海上交通发达，从海路去印度求法取经的

高僧不乏其人，其中义净最为著名，他比从陆路去

的玄奘约晚半个世纪，他是第一个往返都走海路的

西行取经的高僧。义净俗姓张，字文明，他于咸亨

二年（ ６７１年）从广州出发，先到佛逝（ 今苏门答

腊东南巨港一带），这里是古代南洋航海枢纽，佛

教中心地之一。在此停留了六个月；然后穿过马六

甲海峡，来到末罗瑜国（ 在今马来半岛西南海岸占

碑一带），停了两个月；再转向竭荼（ 今马来亚旧

吉达港一带）；又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 今尼科巴

群岛）；再行半个月，最后到达印度东北海岸恒河

河口著名港口耽摩立底国（ 即（ 法显传）中的多摩

梨帝国，在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他在印度留居

“ 十载求经”，先后游历了摩揭陀国、毗舍离国、拘

夷那竭和波罗夸城的鹿苑与鸡岭等地的古刹名寺，

取得许多梵文藏经，所获甚丰。于垂拱元年（ ６８５

年）离开耽摩立底国那烂陀寺登舟东归。又在佛逝

留居多年，中间于永昌元年（ ６８９年）曾回广州一

次，补充纸墨，当年返 文回佛浙继续抄 ， 直 至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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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圣元年（ ６９５年）启程回国。他在归国途中，以

其亲身经历撰写了《 南海寄归内法传》和《 大唐西

域求法高僧传》，详细记载了南海航行的地理情怳

及西行求法的高僧们传记。其史料价值不亚于《 法

显传》和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特别是它第一次

解释“ 昆仑”似不专指一地，提出是指卷发黑身人

总称的意思。

据历史记载，中国第一个到达阿拉伯半岛的是

唐代的达奚弘通（ 又名达奚通），他在唐高宗上儿

年间（ ６７４～６７５年）曾从马来半岛的吉达港出发

西航，历经３６个国家，直抵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希

辛戈拉港。他回国后，曾著有《 海南诸蕃行记》

可惜已佚；加上史书记载过于简略，详情不清。

说到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不得不提及唐代

的杜环，他是我国第一个到达非洲进行实地考察的

旅行者。他于７５１年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大军西

行。他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后，从中亚到了阿拔斯

的首都苦法（ 今伊拉克的纳杰夫）。他真实地记下

了该城的繁荣景象：“ 郛廓之内，里闬之中，土地

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

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随后他在

阿拉伯国家居留了１２年，他从西亚到达了北非的

摩邻国（ 阿拉伯人称之为“ 马格里布”，即今摩洛

哥一带）。直到宝应初年（ ７６２年）才从波斯湾搭

乘商船回到广州。回国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 经行

通记》，可惜该书早已散佚，现仅在杜佑《 　 典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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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到摘引的部分内容，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它

是我国最早对阿拉伯世界亲身见闻的记录，极为珍

贵。如对伊斯兰教习俗的生动描述：“ 不食猪狗驴

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

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 断饮

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

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著名

学者陈垣认为：“ 此种记载在唐以后中国书中言回

教者，实未见有此清楚”。杜环摩邻之行，同时访

问了今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地，比其他地区

的人游历北非要早得多。

唐代南海航路具体走法，由唐代著名地理学家

贾耽在贞元年间（ ７８５～８０５年）作了很好的总结，撰

有“ 广州通海夷道”，后附载于《 新唐书·地理志》之

后。它详细记载了从广州出发，经南洋各地和斯里

兰卡及印度西岸，到达忽鲁谟斯的乌刺，此为东路航

道，全程航期约９０天；从乌剌向西再行４８天，直到

非洲东部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此为西路航

道。这条航线把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及东非

等地都连起来了，开始了洲际间航行。它是当时举

世航线最长，航区最广，规模最大的航路。连一些擅

长航海的民族，如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

等，都没有如此宏大气魄，不少学者指出：“ 应该承认

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近东航行中的贡献”；“ 波斯

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

国南海的航行。”（ 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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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３． 瓷陶 之

自西汉开通西域通道，沟通与中亚地区的陆上

交通以后，因中国以输出丝绸为主，后来人们称之

为“ 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海上通道，也基本

上以输出丝绸为主，故亦称作“ 海上丝绸之路”

自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

路的地位，成为我国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

通道。而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国航海活动的目的和

性质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了，以前历代是以政治外交

为主，自此以后开始转向以经济贸易为主了。这对

以后宋元时期的海路交通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国陶瓷业起源很早，历代都有发展，到了唐

代后期，我国烧制的陶瓷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

其是北方邢窑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的青瓷更是闻名天

下，开始向海外大量输出，成为我国出口又一大宗

商品。在海外贸易活动中，除了继续输出大量丝绸

外，陶瓷也大量出口到南海诸国，以至于非洲东

岸。日本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经研究后，把这条

海上丝路又称作“ 陶瓷之路”。

在上述贾耽所记的南海航路沿线，几乎到处都

有当年遗留下来的陶瓷碎片。远至非洲的摩加迪

沙、布腊瓦、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

格迪、坦桑尼喀、奔巴岛等不少地方都发现过中国

就属唐代的瓷器，其中有些 的。特别是在埃及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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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城南郊的福斯塔特遗迹，那里是开罗的前身

是继巴士拉和苦法之后，于６４２年兴建的城市，是

当年尼 罗河流域的中 心城市 ，经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６

年、１９６６年的多次发掘，出土陶瓷碎片有六七十

万片。其中中国陶瓷片约有１２０００片，当中就有许

多是唐代越窑青瓷和白瓷，而且品质都是极佳的精

品。

在伊朗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中世纪都市遗

址内沙布尔（ 马什哈德附近）、米纳布（ 霍尔木兹

附近）、赖伊（ 德黑兰附近）等地，以及波斯湾沿

岸和东非沿岸港口遗迹中，也出土了数量相当的越

窑青瓷碎片，其质量不及福斯塔特的高，大都是一

般普通产品。在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也发现有唐三

彩、绿釉、蓝釉和白釉、青釉等唐代外销陶瓷。在

波斯（ 今伊朗）的萨麻拉遗址也发现越窑青瓷，该

地于公元８３８年成为废墟，而这里发现的碎片，经

研究被认为与浙江余姚上林湖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同样在印度、巴基斯坦也都发现有唐代的瓷

器。印度的迈索尔邦博物馆藏有晚唐五代的越窑青

瓷和长沙窑瓷，印度南部科罗曼德海岸的本地治里

南面的阿里卡美都，也出土了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

碟残片。斯里兰卡也发现大量中国陶瓷，其中就有

唐时越窑青瓷碗的残片。在巴基斯坦的布拉明拉巴

德遗址，曾是７世纪以后的大城市，后于１０２０年

毁于地震而成废墟，１９世纪曾发掘出很多陶瓷片，

后经英国哈布森氏鉴定，有四片属于中国 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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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为越窑青瓷，并是唐代式样，另两片是邢窑白

瓷在卡拉奇东面的旁浦尔遗址发现晚唐越州窑瓷

水注和同期的长沙窑大碗破片。这种黄褐色釉瓷在

产地中国并不为人们重视，但在这里被发现，说明

在９世纪时，有一条把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相连结的

陶瓷之路。

至于在东南亚地区及菲律宾、婆罗洲、西里伯

斯、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所发现的中国陶瓷几乎比

比皆是，为数庞大，而且不少类型很少见过，多为

私人收藏家和国立博物馆所收藏。如雅加达国立博

物馆的收藏，是以弗利纳斯氏的数千件搜集品为基

础，其中除了唐末以后的中国陶瓷外，还陈列２世

纪到８世纪的中国陶瓷，并都标明在爪哇和苏门答

腊等地的出土地点。马来半岛上出土的中国陶瓷收

藏在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 即前拉富尔

兹博物馆）中。

尽管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多是陶瓷碎片，但其历

史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正如三上次男所深刻分析

的：“ 尽管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是却很少有作

为遗物保留下来的，几乎不能在研究工作中起什么

作用。在这方面，陶瓷却是难能可贵的资料。因为

陶瓷器即使损坏也不致腐烂，仍能依旧地残留在遗

迹里。”他还形象地表示了自己对这些破片的情感：

“ 正因为是破片，所以它们不像完整品的那样傲慢

和盛气凌人，每一片都很平易近人，谁都可以去捡

拾它。从它的亲切之情中，我们享受到了非完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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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有的愉快和破片的优美感。”

精美的陶瓷既沉又易碎，陆上靠骆驼、马匹运

输，确有诸多不便，不仅运量有限，而且极易破

碎；而在海上运输，既可压舱，又不宜损坏，所以

海上交通对陶瓷运输十分有利。大量陶瓷通过海上

丝路输出，在唐代还刚刚开始，随着海上交通的发

达，海外贸易的兴盛，在以后的长期历史发展中，

它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

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三上次男先生说得好：

“ 文化交流的主流，难道确实只是‘由西往东’的

吗？⋯⋯从古代到中世纪的中国丝绸贸易和中世纪

以后的陶瓷贸易，都是自东向西的文物交流的绝佳

例子。”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

说是“ 丝绸之路”也罢，“ 陶瓷之路”也罢，充分

反映了我国物质文化发达对人类文明所作的巨大贡

献。

４ 往的高潮．中日交

由于隋唐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期混战分裂局

面，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方面在世界东

方居于领先地位，对周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与此

同时日本也初步得到统一，正处于由奴隶制度向封

建制度转化的过渡中，迫切需要先进的文明因素来

加速其社会发展，他们怀着“ 万事悉仿效之心”，

设法来中国吸收各方面的优秀文化。所以日本政府

以统一政权的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使团来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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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这就是“ 遣隋使”和“ 遣唐使”。

从开皇二十年（ ６００年）日本倭王第一次派出

遣隋使，到大业十年（ ６１４年），其间１４年中，倭

王共遣使四次，隋朝也遣使回访一次，可见双方友

好交往频繁，超过以往历代。其中以大业三年

（ ６０７年）小野妹子来隋最为突出，他带来的倭王

国书中，他们自称为“ 日出处”，而称隋朝为“ 日

没处”。这大大地损伤了隋炀帝唯我独尊的尊严

很不高兴，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以礼相待。并在

他回国时，派遣了裴世清等１３人回访了倭国。裴

世清去日本所走的路线，基本上还是以往的航路

即从朝鲜半岛东南角，越过济州岛、对马、壹岐

先到紫筑，再穿越濑户内海到达难波港（ 今大阪）

当他们来到难波时，受到热烈而又隆重的欢迎，港

内排列着３０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彩船，鼓乐齐鸣

热闹非凡，数百人夹道欢迎，将他们迎入特意为隋

使到来专门兴修的迎宾馆。过了一个多月倭王举行

了盛会，召见了裴世清一行，双方交换了礼品，盛

况空前。在他们回隋时，再次派遣小野妹子陪同送

行。

当时日本频繁地派遣“ 遣隋使”，除了与隋保

持友好关系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佛法和学习

文物制度。与遣隋使同行的还有一些留学僧侣或留

学生，他们一般都是早先中国移民的后代，来华学

习在语言等方面有其优势。他们在中国学习时间一

般都很长，有的达二三十年正好经历了隋代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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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唐王朝的兴起，在这当中他们学到了很多东

西。回国后对后来日本社会变革起了很大作用，特

别是在６４５年大化革新中，这些留学生积极参与策

划，学习隋唐中央集权制度，在日本建立起以天皇

为首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

转化，并在新政权中担任了要职。

唐代经济高度繁荣发达，文化空前隆盛辉煌

使日本各界颇为赞叹向往，朝野上下都醉心学习和

模仿，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６２３年，由唐归

国的隋时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向天皇报告，大唐

帝国法律制度最完备，建议应常派使节赴唐学习。

于是从６３０年正式向唐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起，到

８９４年停派为止，２６４年间共任命了１９次遣唐使，

其中有３次未能成行，有３次为送唐客使，１次是

迎入唐使，实际真正派出的遣唐使为１２次。通过

如此频繁的遣唐使往来，把中日间的友好交往推向

了高潮。

遣唐使是国家级的大型外交使团，相当于现在

的特使性质，他们肩负着特殊使命。按派遣的目

的、规模、航路等情况，大致可分为三期：初期、

盛期、后期。

初期为第１次至第７次（ ６３０～６６９年），其间

平均不到６年来一次；规模不太大，每次约２００多

人，分乘两船，每船约１２０人左右；基本上都走的

是北路，因需经过新罗，故又称为“ 新罗道”，即

以往所走的路线，从难波过濑户内海到筑紫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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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壹岐、对马到朝鲜半岛西岸，顺沿海岸来中

国。初期从遣使目的来看，又可分前后两期，前期

为１～４次，实际是遣隋使的延长，主要是来中国

学习典章制度和佛法；后期为５～７次，其中第５

６次为送唐客使，而且第６次仅至百济而还，未入

唐，所以有的文献记载不算这次。这时期主要是为

当时朝鲜半岛上的角逐，防止唐朝政府出兵袭击日

本，出于外交目的。

盛期为第８次至第１１次（ ７０２～７５２年），其

间平均不到１３年来一次。这时期正是大唐盛世

国力最强，日本方面也正在大化革新之后，国家各

项制度 仿需要逐步健全完善，这就不再满足以往模

学习，需要进一步深入而又全面地学习唐文化精

髓。所以遣唐使的规模也扩大了许多，每次人数增

加到五六百人，分乘四船，日本称之为“ 四舶”

以后这“ 四舶”成了“ 遣唐使”的代名词，在文学

作品中常被引用。这时期遣唐使所带的一些留学

生、学问僧中，涌现了一批颇有成就的著名人物

诸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这时期由于日本与

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关系紧张，遣唐使不能再走以

往的“ 新罗线”了，于是新开辟一条南岛线。即从

紫筑入海，经肥前国的松浦郡，再经天草岛，顺萨

摩（ 即鹿儿岛）海岸南下，循种子岛、屋久岛、奄

美岛等，然后横渡东海，来到长江口的扬州或杭州

湾的明州（ 今宁波市）。这条航路风险较大，航期

也不短 东。著名的 渡鉴 走真和 的这就是 　尚 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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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在南岛沿线各岛上均设立标牌，将岛名、

去往各处的航程及泊船和汲取淡水地点等都标注得

清清楚楚，实际是“ 航路指南”，说明这条航路来

往船只很频繁。

后期为第１２至第１９次（ ７５９～８９４年），其中

第１２次为迎入唐使、而第１３、 １４、 １９二次均未成

行，实际入唐仅５次，平均２７年１次。此时已在

安史之乱之后了，唐朝国力已大衰；而日本方面虽

表面仍沿袭惯例，继续不断委派遣唐使，其规模仍

然很大。最后一次（ 第１８次）人数甚至多达６５１

人，实际上积极性已大为衰退。其表现在，相隔时

间越来越长；贵族们既无早先那种强烈求知欲和使

命感，又产生畏难怯生念头，往往力求逃避，所以

有三次任命后而未成行，这是前所未有的；再说这

时期的留学生、学问僧学习时间也大大缩短了，甚

至改派成请益生和请益僧，他们在入唐之前，往往

在某个专门领域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造诣，去唐

只是进一步研修而已。进而出现还学生和还学僧，

他们是由被任命为使团成员兼请益，学习研修时间

更短，往往随遣唐使团同时返回。这时期的航路改

为南路，又称作“ 大洋路”，即由博多出港，先到

长崎以西值嘉岛（ 即今五岛列岛）等候顺风，然后

横渡东海，直达长江口扬州或明州。这条航路中间

停留少，航程最短，一般１０天左右即可到达，若

顺利的话就更快了，如８４７年海商张支信仅用３天

就到达值嘉岛，创造了最新记录。只是这条航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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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唐 代 中 日 的 海 上 交 通

实际上在中国史籍（ 新旧唐书》、《 册府元龟）

中，这期间还记有７次来使，如：景云三年（ ７１１

年）“ 遣使来贡”、天宝十四年（ ７５５年）“ 遣使朝

贡”、大中二年（ ８４８年）“ 王子入朝献方物”、大

中七年（ ８５３年）“ 王子来朝献宝器”等。这些也

是日本来使，为增进两国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唐一代与日本的贸易活动主要通过遣唐使来

进行，它主要是通过朝贡形式来表现，具有官商性

质，其目的主要为了相互交流，并不注重盈利。每

次遣唐使来唐都带有大批贡品，在他们回去时，将

得到更多的回赐礼品，当然这些物品不会直接进入

险也最大。（ 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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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只是满足一些上层人物的需要。从日本颁布

的《 延喜式》记载来看，送唐的贡品主要是日本的

特产：有银、出火水晶、出火铁、玛瑙、海石榴

油、甘葛汁、金漆及多种絁、绵、紵布等；唐朝的

回赐礼品主要有彩帛等贵重丝织品、唐三彩等陶瓷

品、经卷、书籍等“ 国土宝货”。到９世纪末，一

方面大唐经济凋敝，农民起义四起；同时日本财政

日趋支绌，国内局势也不稳，所以第１９次遣唐使

虽已任命，最后不得不废止。

间实际上当时除了遣唐使这种官商外，还有民

私商活动；只是在遣唐使活动时期不太兴盛，主要

由新罗商人作中日间的中介商。如第１８次遣唐使

回国时（ ８４０年），他们雇用了９条新罗商人的船

这次一些随员在中国市上购置了许多香药等商品，

同时新罗商人也带了许多商品，以至船到生月岛

后，日本朝廷指令将这些货物陆运到都城，在建礼

门前搭起三个帐篷，设立宫市，向臣下平民标卖唐

朝的杂货。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派出的遣唐使，此

后唐商纷纷赴日进行民间贸易。据不完全统计，从

８４１年至唐亡前的８９３年， ３０５２年间唐商船往返

余次，他们运去的商品主要有：佛像、经卷、书

籍、药品、香料、瓷器、高级丝织品、手工业品

等。日本方面虽明令禁止入境，但有走私船来后，

不得不让“ 所赍之物，任听民间令得回易”，等商

品售完再使他们速归，以满足贵族们对唐物的需

求。当时唐商船主要在博多港和大宰府附近进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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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许多皇族、贵族为了能争先购到奇货，京畿豪

门纷纷在大宰府附近和鸿胪馆所在地的博多湾建造

宅邸，使这地区成了私人贸易市场。以至五代十国

时，主要由吴越国商船继续与日往来，甚至两国间

书信往来也通过商人转递。从唐亡至宋建国５０多

年中，吴越国商船往返约１５次，平均３年多一次；

可是，这时期未见有日本商船来中国贸易的。

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为数众多的留学生、学问

僧，他们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其中不少人取得了

卓越成就，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

是在中、后期来唐的更为突出，如阿倍仲麻吕、吉

备真备、空海、圆仁等；以及受来唐学问僧邀请，

屡经磨难，坚贞不移地东渡传经的高僧鉴真。他们

通过海上丝路，谱写了中日友好的不朽篇章，他们

可歌可泣的事迹，使中日交往达到了高潮。

阿倍仲麻吕（ ６９８～７７０年），中国名字称朝

衡、晁衡，字巨卿或仲满。他于７１７年随第９次遣

唐使经南岛路入唐，于扬州登陆，同年十月到达长

安，受到优厚的接待，进入了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

中太学学习。经过近十年的刻苦学习，于７２７年以

优异成绩考中了进士，并出仕唐朝，担任左春坊司

经局校书。因他德才兼备，才学出众，倍受唐玄宗

李隆基的器重，先后升任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

等职。他广交诗友，与许多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友

谊。他本身就具有很高诗赋修养，经常与中国诗人

们唱和赠答，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当７３４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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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次遣唐使即将回国时，他向唐玄宗提出东归省

亲请求，他的中国诗友们闻讯后，都依依不舍，纷

纷赠诗怀念。鉴于他才华过人，唐玄宗没 他有批准

回国，与他同来的吉备真备等获准回国了。他只能

赋诗：“ 慕义空名在，偷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

归国定何年？”寄托游子思乡之情。以后到７５２年

第１１次遣唐使来唐，唐玄宗命他负责接待，这次

副使是他同学吉备真备，故友重逢，格外亲切。当

他们第二年准备回国时，此时阿倍仲麻吕已离故土

３６年，他再次奏请与使团同行回国，唐玄宗不便

再留，于是擢升他为秘书监兼卫尉卿，以中国陪送

使身份陪送遣唐使一起回国。当他即将离别第二故

乡中国时，特作《 衔命将辞国》一诗：“ 天中恋明

主，海外忆慈亲。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充

分表达他既怀念祖国和亲人，又留恋中国皇恩和友

人的矛盾心理。不巧他所乘的那船，途中被漂到安

南驩州（ 在今越南河静省），险遭遇难。此时人们

只知该船失踪，以为已经遇难，他的好友闻讯都很

悲痛，纷纷赋诗吊唁。李白含泪写了《 哭晁卿衡》：

“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

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比喻他如同一轮明月沉

没碧海，令人忧愁悲哀。所幸他历经艰险，于７５５

年又回到了长安，继续在御前奉侍，至７７０年在长

安谢世。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目睹大唐

帝国由盛转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最后埋骨

　念 　。１９７０年，在他唐土，值得中日人民永远纪 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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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１２００年之际，为了纪念他对中日友好所作贡献

在西安兴庆宫公园东南隅长庆轩畔屹立了阿倍仲麻

吕纪念碑，并建造了纪念堂。

吉备真备（ ６９５～７７５年），他与阿倍仲麻吕同

船来到中国，他未入国子监太学学习，而被安排在

鸿胪寺学习儒家经典。他刻苦好学，兴趣广泛，除

学五经、三史以外，还钻研了明法、书法、算

术、天文、历学、兵事、礼仪、音韵、建筑等等实

用之学。在唐学习了１７年，在第１０次遣唐使回国

时，与他们一同回国，把在唐所学知识，报效祖

国，在教育、军事、吏治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但他

依然仰慕大唐盛世，１９年后当再派遣唐使时，他

再三恳求，终于获准，并任副使来唐。再次与阿倍

仲麻吕聚首相会，并同行归国，未料途中船队冲

散，阿倍仲麻吕未能如愿。他回国后继续参与军政

要事，官至右大臣，进正二位，直到７７５年与世长

辞。他将在唐所学的知识，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

多有创新，诸如中国围棋就是由他带入日本；民间

传说日本的“ 片假名”就是 而由他取汉字楷体偏旁

创造。所以他一直受到日本人民的崇敬。

空海（ ７７４～８３５年），佛教法号为遍照金刚

谥号弘法大师，俗姓佐伯。１８岁入大学博览经史，

２０岁出家，２２岁受戒于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命名

空海。他读了密宗经典（ 大日经》，难以理解其真

谛，多方求教仍不得要领，决心赴唐留学。８０４年

随第 势 　１７次遣唐使西渡，与最澄、橘逸 同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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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登岸，年底到达长安。次年

二月遣唐使准备回国时，空海被敕准留学，改住西

明寺。他来唐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探寻密宗疑难，当

他得知青龙寺高僧、三朝国师、真言宗（ 密宗）第

７代传祖惠果大名后，即去拜他为师。师徒一见如

故，惠果积极指其妙颐，教其密藏，空海刻苦钻

研，在惠果直接传授下，很快承袭了真言密宗的衣

钵，授他灌顶礼，赐以佛教法号“ 遍照金刚”。他

本打算在唐学习２０年，因受恩师教诲“ 早归本朝

流布密教，普渡众生”的影响，决定提前回国效

力。于是在８０６年随这次遣使判官高阶远成一起回

国，带回佛教经典２１４部４６１卷及佛画、佛具等。

他来唐虽仅留学两年，但他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

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了不朽功绩。他不仅创立了日本

的真言宗，还在京都东寺附近创办了第一所民间学

校综艺种智院，传授汉文化各方面知识；他主持编

写了最早的汉字词典《 篆隶万象名义》；著作了有

关中国文学理论的《 文镜秘府论》；还借用中国汉

字草体偏旁创造了日本的“ 平假名”。他的书法艺

术高超，擅长篆、隶、楷、行、草各种字体，与橘

逸势、嵯峨天皇并称日本平安时代“ 三圣”或“ 三

笔”。据说中国制墨方法也是由他带回日本的。他

的这些业绩一直为中日两国人民所传颂。　１９８２年

在西安乐游原唐青龙寺遗址上建立了空海法师纪念

碑；１９８４年又在纪念碑西侧建成了“ 惠果、空海

纪念堂”，以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　史见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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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仁（ ７９４～８６４年）为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

澄的弟子，于８３８年随第１８次（ 最后一次）遣唐

使，作为请益僧人唐。他最初在扬州开元寺受学

本想赴浙江台州天台山学习，但一直受阻，未能如

愿。后转向五台山佛教天台宗圣地巡礼拜谒，最后

到达长安，在即将回国时，适逢唐武宗会昌灭佛

历经艰辛，于８４７年携带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

地求得的经论等共５８５部，７９４卷及佛具等，返归

故土。他在唐近十年，勤奋好学，奔波操劳，几经

曲折，回国后继承最澄遗志，弘扬大乘戒律，成为

日本第三代天台座主。他将来唐求法经历，撰成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内容十分丰富，文字生动，

是研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及

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史料。书中有很多记载为其他

史料所不及的，如武宗灭佛一事，在我国史籍中记

载都很简略，唯他因亲遭法难，有切肤之感，对此

事发生经过作了详细记载，包括当时还俗僧尼、拆

毁的寺院、山房等具体数目，对研究这一事件很有

价值。书中还涉及道教、摩尼教的材料，可以弥补

中国史料之阙。

说到鉴真（ ６８８～７６３年），在日本几乎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他俗姓淳于，１４岁出家，２６岁开

始在扬州大明寺讲授戒律。他博学多才，德高望

重，久负盛名，为南方地区“ 授戒大师”。当时日

本崇尚佛教，但戒律不严，需要建立严格的授戒制

度。 于 是 在 ７３３年 第 ０１ 遣唐使 的有中随团来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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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睿和普照两位学问僧，肩负来唐聘请高僧传授戒

律。７４２年他们来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传戒

弘法，鉴真欣然接受，不畏艰险，决心东渡。此后

历经１１年磨难，或遭官府阻挠，或船只遇难，或

被人告发，先后遭到５次失败，以至双目失明，但

他毫不动摇，最后于７５３年随第１１次遣唐使返日

时，同行到达了日本。当他第２年到达奈良东大寺

时，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并在此建立了戒坛

院。７５９年他与弟子们又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将

盛唐时期的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精华移植到日

本，使之成为日本的国宝。由于他精通医学，发挥

所长，还为日本医学和药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被

日本尊为医药界的始祖。他还把中国许多优秀文化

带去，直接影响了以后日本人民的生活，如饮食文

化中制糖法，豆浆制作法等，也是由他带到日本

的，被日本制糖业、豆浆业视为行业始祖。如今他

的干漆坐像，已成了日本国宝。他为促进中日文化

交流，为发展日本宗教、文化事业，为中日两国人

民世世代代友好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永远活在

中日两国人民心中。（ 见图６）

近三百年的遣唐使交往中我们看到，遣唐使不

仅是政治使节，更重要的是文化使节，他们把中国

优秀文化直接带回并移植到日本，大大促进了日本

社会发展，对日本的文明开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

表面看，当时日本似乎全盘唐化了，如同郭沫若所

说：“ 建筑的意识形态，把中国的文化，各种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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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鉴真东渡日本海上航路略图

差不多和盘地输运了去。”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和盘

吸收，而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加以发展、改造，

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下我们从各

个方面简要地看看当时日本人民吸收唐文化的影

响。

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在大化革新中，受儒家和

法家思想影响，把私地、私民制改为公地、公民

制，这是把奴隶所有制改成大奴隶所有制。废除世

袭氏姓等级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官制方面在中央

设二官八省一台；行政上，中央设立京师、畿内制

度，地方设立国、郡、里等组织。这些均受唐代

“ 三省”、“ 六部”官制和郡县制的影响改造而成。

就其国名而言，日本长期以来并没有正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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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隋唐之前一直沿用中国人对它的称呼，自称为

“ 倭”或“ 大倭　”（“ 多山之地”的意思）；后来他们

称“ 大和”，也是“ 大倭”两字字音的转化。中国

人称他们为“ 倭”，并无贬义；他们自称为“ 倭”

也没什么卑义。当日本使臣小野妹子来隋时，在他

们的国书中自称“ 日出处”，对其国才开始有“ 日”

的名称。中国史籍中认为咸亨元年（ ６７０年）才更

号为“ 日 ”，因“ 使者自言国近日本 所出，以达

名”。而日本史册，直到　７２０年用汉语编成（ 日本

书纪 了“ 日本”称呼。可见日本国）时，才开始有

号也是受唐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日本天皇被看作活的神，也是受中国皇帝为

“ 天子”及王权神授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日本年

号也是仿效中国纪年而产生，于公元６４５年建立第

一个年号“ 大化”，这种纪年传统，在日本迄今仍

在沿用。历法方面，日本最初于６０４年开始所用历

法，即由百济传去我国南朝宋时所用的“ 元嘉历”

到６９０年才改用唐的“ 麟德历”（ 又名“ 仪凤历”），

７６３年又改用唐的“ 大衍历”，以后仍长期受中国

历法影响参酌采用。礼俗方面， 历代天皇再三强

调：“ 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

一准唐仪。”法律方面，天智天皇的（ 近江律令》，

出自唐的（ 贞观律令》；天武天皇的（ 天武律令》

则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律令为蓝本。日本学者

桑原骘藏研究也认为：“ 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

朝 据皆 唐 ”律 。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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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印章和指纹的应用也是由遣唐使带回日本

的。

在经济方面，大化革新后，仿照唐“ 均田制”

和 “ 租庸调”，推行“ 班田收授法”和“ 租庸调

制”，开始按口分田，并有“ 职分田”、“ 公厩田”

等，有了一套税收制度。“ 开元通宝”钱币在日本

各地大量出土和日本在７０８年仿唐货币铸造的银币

“ 和同开珎（ 宝）”在西安被发现，正是中日两国贸

易往来的实证。

生产技术方面，唐代以后不但水稻品种从中国

引进不少，就是在种植技术上也大有改进，以往他

们只会撒种，８世纪以后，开始学会了插秧；９世

纪中叶开始仿造手推、脚踏、牛拉等各种形式的龙

骨水车；还仿制了唐? 、唐锄、唐犁、唐箕（ 扬谷

风箱）等生产工具；普照等学问僧回国后，普遍推

广造桥、凿井、挖沟开渠等水利设施；从而大大提

高了日本农业生产水平。我国茶叶生产唐代有了很

大发展，来唐学习的学问僧永忠于８０５年从中国将

茶籽带回日本，于８１１年在滋贺县种植，以后在全

日本推广；同时饮茶习俗也是从唐传入日本，以后

到室町时代（ １３３８～１５７３年）时发展成一种娱乐

的社会交际艺术，名为“ 茶性 道”。唐代陶瓷器的

大量出口，自然也影响到日本，其中以唐三彩最受

欢迎，它不仅在很多地方被发现，而且为了满足

更多的需要，他们还专门研究了仿制技术，于是出

现了一种日本自制的“ 奈良三彩”，在造型、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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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等方面都酷似唐三彩。在日本几乎全国各地都

有唐代陶瓷片出土，其数量相当可观，而著名的邢

窑白瓷和越窑青瓷并不太多，来自河南、河北、浙

江、湖南等省陶瓷产地的，几乎都有；其中长沙铜

官窑的瓷器出土地点最广泛，说明遣唐使与留学生

等从中国带回的瓷器肯定不少。三上次男指出

“ 从古代到近世，日本人始终珍视中国的陶瓷，以

获得中国陶瓷为快。”

文化教育方面，除了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

的留学生外，７０１年开始在京师设置大学，在地方

设置国学，不仅设置课目与唐代学校大部分相同

而且“ 大学头”往往是到唐朝留过学的留学生，或

是东渡来的中国人。并吸收唐代学校制度，开办各

种专业学校，如学医学、针学、药学的典药寮，学

音乐歌舞的雅乐寮等，课程亦是学习唐朝的。从文

字来看，受汉字影响更为明显了。中国的儒学在日

本也广为流传，统治者尤为推崇中国儒家的忠

孝、礼、义，８世纪中叶，天皇曾下诏：“ 令天下

家藏《 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

在都城建筑上，日本的平安京和平城京模仿唐

长安最为典型。奈良朝以前，历代天皇无固定都

城，换一次天皇，迁一次都。直到元明天皇时，才

在今奈良模仿唐长安的格局新建平城京，以后历时

７０年，有６位天皇以此为都。桓武天皇延历十三

年（ ７９４年）迁入新都平安京（ 即今京都市），平

安 都不京的布局更接近唐都长安，甚至连城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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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只是规模比长安城小得多，四周没有高大的城

墙。

再看体育方面，就说当今日本最盛行的围棋和

相扑，都是唐代传入日本，历千余年不衰。当今围

棋高手云集日本。而我国传统游戏体育秦汉时称角

抵，晋时改称相扑，唐时十分盛行，甚至还有女子

相扑。自唐传入日本，发展至今已成“ 国技”，而

在中国早已绝迹。

唐代的优秀文化，其他诸如文学、艺术、书

法、绘画、音乐、舞蹈、宗教、习俗等等各个方

面，几乎无一缺漏。许多方面当年传往日本反而得

以保存，而在我们本土，却失传了。正如郭沫若所

说：“ 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

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

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

唐时代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

还被保存着。”

唐代的中日友好交往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一朵奇葩，它鲜艳夺目，它温馨香馥，令人留恋，

令人陶醉。它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五

光十色、灿烂辉煌，让人羡慕、让人难忘。

５． 罗的频繁往来唐与新

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河相连，唇齿相依，历来关

系密切，情同手足。自公元５世纪以来，朝鲜半岛

上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彼此兼并，相互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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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唐与朝鲜三国都很友好，由于新罗积极主动

与唐关系更为密切。７世纪中后期，新罗得到唐的

支持帮助，先后灭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

岛。８世纪以后，唐与新罗交往更加频繁，有唐一

代的２８９年（ ６１８～９０７年）中，新罗以朝贡、献

物、贺正、表谢等名义向唐派出使节１２６次，唐以

册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３４次，双方相

互交往共１６０次。

双方使节往来中，都携有大批珍贵物品作为礼

品馈赠对方，这些礼品实际是双方交易的商品。据

朝鲜的《 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新罗向唐所献物

品有：朝霞绸、朝震锦、大花（ 小花）鱼牙锦、鱼

牙绸、三十升紵衫缎、龙稍、布等各种纺织品；

金、银、铜等金属；金钗头、鹰（ 鹞子）金（ 银）

锁镞子、镂鹰铃、金花鹰（ 鹞子）鎝铃子、金

（ 银）镂鹰尾（ 鹞子尾）筒、瑟瑟细金针筒、金花

银针筒、金（ 银）佛像等金属工艺品；人参、牛

黄、茯苓等药材；马、果下马、狗、击鹰、鹞子等

动物；以及海豹皮等。贡品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

很大，如８６９年入贡，所带物品有３７种，其中金

１００两 、银 ２００两 、人 参 １００斤 、牛 黄 １５两 ，相

当可观。而唐回赠物品有：彩素、锦彩、綾彩、五

色罗彩、綾罗、瑞文锦、绢、帛等高级丝织品；锦

袍、紫袍、绿袍、紫罗绣袍、押金线绣罗裙衣、金

带、银带、银细带、锦细带等衣带；金器、银器、

；金银细器物、银碗、银榼 品 道德　经等金属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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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孝经及孔子、十哲、七十二弟子像等书籍；

以及佛牙、茶种籽、甲具等等。可见这些礼品绝大

部分是供上层统治者需要的高级奢侈品。

新罗原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北接高句丽，西邻

百济，后虽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我国东北地区又崛

起了渤海国，受他们阻隔，与唐交往主要靠海路。

它是我国海上丝路东线最近国家，与山东半岛隔海

相望。地处中日之间，唐代以前，为中日间航线必

经之地。唐与新罗间的主要航路，有传统的航线：

由登州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岸东行去朝鲜半

岛。另一条航线由登州直接东航，横越黄海，直达

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湾或平壤西南的大同江口，

或汉江的汉江口，或临津江的长口镇（ 即穴口镇）。

再有一条是从长江口出发，沿大陆海岸北上至山东

半岛成山角，东渡黄海，即达朝鲜半岛。新罗商舶

来唐，主要停泊长江口扬州，及苏北的楚州（ 今江

苏淮安市）和山东半岛的密州（ 今山东胶州湾南

岸，诸城县一带）、登州（ 今山东蓬莱）等地。

由于唐代对外国人迁居入唐者采取种种优惠政

策，如据《 唐户令》记载：“ 诸没落外蕃得还，及

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

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这里的“ 化外人归

朝者”，即指外国人来唐居住者，不仅发给衣食，

还被安排到地多人少的宽乡生产。在（ 赋役令）中

还规定，从外国回归的中国人按他们居住年限长

短，分别免除一定的租税负担，而外国人来定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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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免除租赋１０年。７世纪中后期，受新罗灭高

句丽和百济影响，大量百济、高句丽人纷纷迁居来

唐。加上新罗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高度发达，为

大批新罗人从海上迁来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唐代

是朝鲜人民迁来中国最多的时期，如《 旧唐书·东

夷传》记：元和十一年（ ８１６年）“ 新罗饥，其众

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从日本高僧圆仁的《 人

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看到，当时圆仁到过的地

方：扬州、楚州、密州、海州（ 包括宿城村）、泗

州（ 包括涟水）、登州、青州等地都有新罗人居住

他们住的街巷叫“ 新罗坊”，旅店叫“ 新罗馆”或

“ 新罗院”。有新罗人住的地方均设有管理新罗坊的

“ 勾当新罗所”，即“ 新罗事务所”的意思，内设通

事、翻译等，均由新罗人担任。

大量的新罗侨民居住在我国长江以北黄海沿岸

的各州县，他们基本上都是商人、船主和水手，新

罗商船经常往来于日本和唐朝之间，既从事唐与日

本的中介贸易，从中兴贩商利，又从事客商的海洋

运输。如前面已述的第１８次日本遣唐使回国时，

就是在楚州雇佣了９条新罗商船，从淮水出航，东

渡返国的。随着官方贸易活动日益衰落，民间贸易

得到蓬勃发展，新罗大商人集团便迅速成长起来。

新罗商人中有的既是海外贸易的富商，又是新罗的

官吏，如新罗清海镇守护将军张保皋，在唐的山东

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设立贸易据点，从事海外走私

偷运活动。 ，　 院　有花 新他在赤山村建 罗有佛寺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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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僧三十多人，并拥有大片庄田，年收五百石

米，供寺僧费用。他们用新罗语言、新罗风俗、新

罗仪式（ 个别地方用唐俗）举行诵经礼忏式，每年

正月十四、十五日，举行讲经法会，总有２００多新

罗人参加。足以反映当年新罗侨民在我国留居之

多。

新罗商船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作中日间的

中介贸易外，主要还是替代本国的官方贸易，这种

民间贸易规模也很可观。新罗出口商品基本还是

锦、綾、丝、布等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人

参、牛黄等药材，以及熟铜、乐器、扇子等。而唐

商出口商品有：丝绸、陶瓷、书籍、文化用品、服

装、饰件和茶叶等。朝鲜最早从我国进口茶叶，并

在８２８年从中国带回了茶种，开始在朝鲜半岛种植

茶树。新罗商船同时还参与唐朝国内商业运输，如

圆仁在新罗船上，看到他们“ 从密州来，船里载

炭，向营州去，本是新罗人”。

新罗与唐在政治上友好交往，经济上平等互利

地贸易往来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很频繁。由于朝鲜

是我国近邻，两国交往一直很密切，所以中国的先

进文化对朝鲜的影响要比别国更早更深，许多方面

甚至通过他们，还间接地传往日本；同样，朝鲜先

进的文化也是最快传入中国。为了学习唐代的先进

文化，新罗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和求法高僧来唐学

习，在唐朝“ 国学”中学习的留学生中就数新罗的

最多，仅８４０年回新罗的留学生（ 包括质子）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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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人。在唐学习的新罗留学生中，曾有５８人在

唐应试中举，并在唐做了官。其中以崔致远最为突

出，他１８岁在唐登科，在唐学习期间广交朋友

能诗会文，并练就一手好书法，回国后仍常作使节

来往于唐朝。这些留学生吸收了唐代先进文化，回

国后为新罗的社会发展和繁荣文化作出了积极贡

献。

新罗统一全国后，于８世纪中叶，为了健全国

家体制，参考唐朝的制度，新设了从中央到地方的

行政机构：如仿唐的尚书省设执事省；仿六部设礼

部、兵部、仓部（ 相当户部）、位和府（ 相当吏

部）、例作府（ 相当工部）、左右理方府（ 相当刑

部）；仿内侍省设内省；仿御史台设司正府。地方

行政制度仿唐州郡制，也建立州郡制，全国共分９

州５小京１１７郡２９３县，而且将９州名称也改成汉

式名称，连州郡县的官名也与唐基本相同。

经济制度方面，仿唐建立了户籍制，实行租庸

调法，仿唐均田制推行丁田制，即按丁授田。在教

育方面，６８２年新罗在中央仿唐设立国学，主要讲

授中国的五经三史，７４７年改为太学监，设博士助

教讲授儒学，专门讲（ 论语》、《 孝经》、《 周易》

（ 尚书》《、 毛诗》《、 礼记》《、 春秋》《、 左传》《、 文

选》等儒家的书。极力推崇经学，崇尚儒家思想，

儒家的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和君

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在新罗广泛传

思想，一直影播，儒家思想成为新罗统治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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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朝鲜人民。在选拔官吏方面，７８８年也仿唐科

举制度设读书出身科，而且以法律形式规定，以学

习儒学经典和汉学来选拔人材。继设立国学之后，

６９２年有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人，总结朝鲜人民

长期使用汉字的经验，创造用汉字的音或意标记朝

鲜语的方法，这就是“ 吏读”。可见汉字对朝鲜文

字的创制有很大贡献，吏读为以后创造朝鲜自己的

谚文创造了有利条件语言文字 。

要说宗教方面，两国法僧间的交往就更深刻

了。随着佛教在新罗的逐渐兴盛，来唐留学的新罗

僧日益增多，有的终身留在中国，长期从事佛经的

翻译和注疏，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有的学成回国，成为新罗佛教流行中各重要宗

派的鼻祖。其中圆测于６２７年来唐长安留学，开始

从法常、僧辨学佛教经论，后成为玄奘著名弟子之

一，他精通汉语、梵文，终身留在中国从事佛经的

翻译，死后与玄奘另一弟子窥基分别葬在玄奘墓塔

两侧。另一位新罗僧金乔觉，原是新罗王族，他航

海来到安徽池州府青阳县九子山（ 后称九华山），

面壁端坐山头数十载，８０３年圆寂后尸坐石函，肉

身三年不腐，与佛经中地藏菩萨瑞相相似，故被奉

作地藏菩萨化身，尊为“ 金地藏”。此后九华山香

火兴盛，成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由于唐时还

盛行道教，新罗也受此影响，于是７３８年，唐帝特

派邢 出使新罗，将老子的《 道德经》等书送给新

罗国王。从而道教在新罗也逐步传播，以后来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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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留学生金可纪、崔承佑等在唐还专门向申元学

习道教的经传，从而新罗的道教也盛行起来了。

建筑方面，新罗的石塔、石灯、砖塔、寺院

石窟、王陵、碑碣以至城郭建筑，无不受唐影响

新罗京城庆州（ 金城）是新罗最大城市，以宫城月

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条坊制，里坊

都有围墙，显然是仿唐长安规划布局而建。在庆州

南邑的王陵中，有的坟前有十二生肖兽首人身的浮

雕，甚至配有文武石人、石兽和华表，显然也是模

仿唐代制度而建的。

至于音乐、美术、历法、天文、书法、印刷

医学等等各方面，受唐影响之处更是不一而足，举

不胜举。新罗与唐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的连结，对两国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

也使 固。一了增进和巩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

名港的形６．四大 成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达，促使沿海港口

城市兴起和发展。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要求港口

的设置有利于航程的缩短、航线的安全，便于物资

的集散和货物的装卸等。随东西方航路的发展，我

国的港口逐渐从南北两端向中部延伸，并有由北向

南推移的趋向。到唐代后期已初步形成广州、泉

州、明州、扬州四大名港，同时还有交州、福州、

登州等辅助港口。

广州港　 番　古称禺 ，秦汉时已成为我国最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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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港之一，南朝开始成为南海航路的始发港

口。唐代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广州对外贸易活

动日益频繁，据《 旧唐书》中记载：广州“ 每岁有

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互市”，“ 有蛮舶之利，珍货

辐辏”，“ 环宝山积”。由于“ 广州地当会要，俗号

殷富，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为了加强对外贸易

活动的管理，于开元二年（ ７１４年）在广州最早设

置了市舶司，由周立庆为岭南市舶使。

天宝九年（ ７５０年）鉴真和尚第５次东渡日本

失败，漂泊到海南岛后，被接到广州，见到“ 江中

有婆罗门（ 指今印度一带）、波斯（ 今波斯湾一带

的阿拉伯国家）、昆仑（ 今马来半岛、印尼一带

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

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 即大食国）、骨唐

国、白蛮（ 指欧洲白人）、赤蛮（ 指非洲黑人）等

往来居（ 住），种类极多”。一片外商云集的繁盛景

象。不久，在安史之乱中，广州遭到严重骚扰破

坏，大历四年（ ７６９年）李勉来广州任刺史时，港

口萧条得“ 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他到

任后，由于他“ 既廉洁，又不暴政，故外商乐于远

道而来，舶商大增”，经他整治后，很快便“ 岁四

千余”。后来，王锷来广州任岭南节度使时，诸蕃

舶“ 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

境”。由于贞元年间（ ７８５～８０４年）外来海舶大

增，港市需扩大，于是元和年间（ ８０６～８２０年），

领之，又以岭南节度使监 将市舶使升称为“ 押蕃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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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为中央特派驻港官员，即由岭南节度使主

管内事，押蕃舶使主管外商。其后由于市舶官吏巧

取豪 ，夺， 州迫使 广州外商 交海舶纷纷避 又港往 港

一次萧条起来。此时，唐文宗旨令：“ 不得重加税

收。”经整顿后广州港市得以振兴。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

水手、宗教人士等不断增多，史书称之为“ 蕃客”

即外国客人意思。如前所述鉴真和尚在广州就见到

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那里，当时阿拉伯旅行家苏莱

曼来到广州，他估计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约有１２万

之多。开始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到开成元

年（ ８３６年），为了便于管理，严格规定外商不得

在城内与华人杂居，必须集中住在城外，这样把他

们聚居地区叫作“ 蕃坊”，当时广州蕃坊在今光塔

街附近。蕃坊内居住的多数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在蕃坊专门修建了伊斯

兰教寺 怀圣寺，寺中有塔，俗称光塔或蕃塔，

当年塔在珠江岸边，每当商船进港，它又成为导航

的标志。蕃坊里由侨民们自己选出“ 蕃长”自行管

理，主持日常事务工作。

泉州港　　位于福建省南部、晋江下游的泉州湾

内，航道深邃，港湾曲折，是我国古代天然良港。

前面已述，早在南朝梁时，当时为梁安郡，已与今

马来半岛的狼牙修国通航。唐代开始，已初步发展

成对外贸易港了，何乔远的（ 闽书·方域志）记：

唐 创始人武德（ ６１８～６２６年）有阿拉伯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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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四个门徒来到中国，一个到广州，一个到

扬州，另外两个来到泉州传教，后死在泉州，葬在

东门外灵山，迄今其墓尚存。１９６５年在泉州郊区

出土一方古阿拉伯文的墓碑，碑文所记为回历２９

年，即唐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年）所立，可见唐初

已有阿拉伯人来到泉州侨居。唐代泉州因南海蕃舶

常到，岛夷斯杂，唐诗中记这里商贾云集，“ 市井

十洲人”的繁荣景象。因此，开元六年（ ７１８年

州治则由南安丰州移到近海港的今泉州市。元和广

年（ ８１１年）泉州从中州升为上州，正是泉州海外

贸易繁盛，促使该城地位提高。

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特在泉州设立

“ 参军事，掌出使赞导”。这“ 参军事”实际施行的

就是市舶使之权。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泉州城一再扩建。特别是在

五代十国闽政权时期，这里避免了战乱的破坏，社

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这时期这里的蚕

桑、陶瓷、铸造、茶叶等方面都比唐时进一步发

展，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不断

“ 招来海中蛮夷商贾”，促进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 泉州府志》记：王延彬任泉州刺史“ 凡三十年，仍岁

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

明州港　　地处甬江下游，杭州湾口，地理位置

适中，出海方便，是天然良港。唐代中期以后，得

到迅速发展，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年）开始在此置

明州，但州治 临鄞江 发 展，地形卑隘，在鄮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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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局限。到长庆元年（ ８２１年），州治移至三

江口，即奉化江、余姚江、甬江的交汇处，三江由

此汇合入海；加上杭甬运河的整修，使之与南北大运

河沟通，于是这里成了水路运输集散中心。同时在

此筑城，并建有码头设施和造船场，从而使明州逐渐

发展成为唐代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 以。再说唐代

后，这一带发展成为丝绸、青瓷的著名产地，周围经

济日益发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经济腹地。

尤其是中日间南路航道开辟后，唐政府便明确

规定：新罗梗塞海道，更徭明、越州朝贡。天宝十

一年（ ７５２年），第１１次遣唐使来唐四条船中，除

第一条船漂流安南外，其余三条船均于明州登陆

这是遣唐使第１次到达明州。其后，德宗贞元二十

年（ ８０４年），第１７次遣唐使四舶中，第二条船抵

达明州，第一条船漂到福建长溪县，第二年回国

时，特意让第一条船开到明州会合，然后一同从明

州启航回国。特别是在８３９年日本停派遣唐使后至

８９３年唐灭亡前，中日间海上交通主要由民间商舶

替代，相互往来三十多次，其中有６次是从明州出

发的。至于五代时，主要有吴越国与日本经常往

来，基本都由明州出航。后梁时，“ 江淮道梗，吴

越江海通中人，于是沿海置博易务”，博易务实际

也是市舶管理机构。可见明州在唐代后期至五代时

期海外交通获得空前发展，为宋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扬州港　　隋 近入海，自隋唐时期长江在扬州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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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南北大运河以后，扬州地处南北大运 江河与长

人海口交汇处，这里具备江、海、河运会合的综合性

大港口的自然地理条件。自从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南

移，江淮经济发达，“ 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

仰于江淮”；而且从敦煌发现的《 水部式》残卷注记

当时南方桂、广二府（ 今广西、广东）和岭南（ 今福建

广东一部分）诸州的租调也都先运到扬州，再转运北

方。可见唐代扬州已成为南北漕运中转大港，南北

物资集散中心。它地处我国中部，正是海上丝绸之

路东线与南线的连接点，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

中国内地广大地区联系的枢纽，因此，它很快发展成

为唐代海外贸易和国内商业经济中心。

唐代扬州的兴盛与周围的经济发达有很大关

系，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破坏较大，江淮地区未

受波及，于是北方富商多避江淮地区。江淮地区经

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至“ 国家用度，尽仰江淮”；

“ 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贞元时韩愈亦说：“ 今天

下赋，江南居十九。”致使扬州“ 舟樯栉比，车毂

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搤吭”。

唐代盐利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居重要地位，“ 天下之

赋，盐利居半”，而扬州又是淮盐集散之地。宋代

洪迈曾说：“ 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

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

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史籍记载：“ 广陵

（ 即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江淮之间，

”。　唐诗广陵大镇，富甲天下”：“ 扬州雄富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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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赞誉：“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 春风十里扬州路”，“ 十里长街市井连”。可见扬州

之繁华，几乎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

同时扬州还是国际贸易大港。前面已述，中日

间自开辟南岛线和南路航线以后，自日本南部岛屿

横渡东海即可抵达长江口扬州港，航路大为缩短

但风险随之加大，以后遣唐使来扬州的增多了，著

名的荣睿、普照、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圆仁等

都来过扬州，圆仁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作了

详细记载。由于扬州与京城及其他各地的水陆交通

便利，又是海上交通直航港口，所以前来经商的

“ 胡人”络绎不绝。唐人笔记中经常提到扬州的

“ 波斯邸”、“ 波斯庄”，有的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已

逾２０年，年迈以后还“ 思归江都”，把扬州看作第

二故乡。前面讲到，唐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穆

罕默德四门徒中，有一门徒就来到扬州。１９８０年

在扬州城东北郊的唐人墓中出土一件烧有阿拉伯文

“ 大哉真主”铭文的背水瓷壶，证明唐代有阿拉伯

人在扬州传教的事实。另外，在扬州唐城中，还出

土了酷似马来人的人像陶范；扬州出土的唐代陶俑

中，有不少波斯胡人的造像。这些大都是来扬州经

商胡人，他们在扬州开设“ 胡店”，杜甫《 解闷十

三首》中也记：“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

楼。”唐肃宗上元元年（ ７６０年），刘展叛乱，因受

其影响，“ 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这只是唐代中期状况，到唐代后期，扬州更加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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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想必外来的商船、商人则会更多。

唐代海上贸易的繁盛，促使沿海港口大发展

逐步形成上述四大名港，为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广州为南海航线的启航

港，独占鳌头，久盛不衰；扬州仅在唐代盛极一

时，经唐末破坏后，因海岸东移，失去昔日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以后一蹶不振，在海上丝路上消失

了它的光彩；明州、泉州在唐时还初露头角，但在

唐末五代时获得很大发展，所以潜力很大，到宋元

时便大放异彩。除了这四大名港之外，唐代还有一

些辅助港，如交州、福州、登州等港，在海上丝路

上也起了不小作用。

交州港　　交州为唐代最南一州，其交通口岸是

比景港，位于今越南顺化东南的灵江口北。一作匕

景，地处占婆之北，适在昆仑岛去广州的中途，由

匕景去广州为南海航路上最简捷航线，是这一带海

域中航行海舶理想避风港。自汉以来，一直为南海

航行必经之地，南朝刘宋时，“ 商货所资，或出交

部，浮海陵波，为风远至”；这里的交部即指交州，

也就是比景。南齐时被称“ 交广富实”，已交、广

并称了。到８、　９世纪，因广州市舶官吏，勒索过

深，于是外国舶商“ 舍一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

转往交州港卸货交易，促使交州港由此繁盛起来。

甚至欲去“ 安南收市”，元和时的李肇《 国史补》

称：“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这

里安南即指比景港。实际航船到这区域，每遇 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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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不便航行时，便就近到比景寄泊。直至宋初

仍有此记载，如《 宋会要》记，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

年），广州商船“ 发往南蕃买卖，因恶风，飘往交

州管界州郡博易”；乾道三年（ １１６７年）大食海商

来华，“ 至占城国外洋暂驻候风”。宋初安南独立，

交州实际已脱离中国管辖。

福州港　　　　古称东冶港，早在东汉时交趾（ 即今

越南）贡品就是运至东冶，转运都城洛阳。西晋时

已与台湾等地有海上交通，历来为福建地区重要港

口。唐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促进了福州港的发展，

但缺乏史书明确记载，仅在前面提到的太和八年

（ ８３４年）唐文宗的招抚优待外商旨令中提及“ 福

建”，有人认为是指泉州，有人认为是指福州。直

至唐末广州港一度衰落，五代时王审知在闽执政期

间，积极发展海外交通，开辟了福州的甘棠港，招

徕海中蕃客，使福州到北宋时有更大发展。

登州港　　　　在今山东蓬莱县，地处山东半岛北岸

突兀部位，濒临渤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其北

越过庙岛群岛即达辽东半岛，向东即往朝鲜、日

本。在唐中叶开辟中日间南岛航线以前，登州是与

朝鲜、日本交往的主要港口，在１９次遣唐使中，

有９次是走登州的。它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对外贸

易港，唐时它还是海运基地和发兵攻高丽的军港基

地，并是北方主要造船基地。直至北宋时，因宋辽

关系紧张，于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年）被禁令封港后，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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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五、 元时期海上丝路的鼎盛

空南海航１． 路的 前繁盛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坚持开放政策，加上

航海技术的提高，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尤

其在南海航路上表现更为突出。不仅与海外诸国来

往比过去更加频繁，交往范围更加扩大，航线更长

而航程缩短，而且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分布状

况，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北宋开始已正式出现航

海用的海图，这种海图一般反映一定水域的地形地

貌、水文要素、定位条件等与航行有关的资料和说

明，主要为海上活动专门绘制的地图。北宋咸平六

年（ １００３年），广州地方官曾向朝廷进呈《 海外诸

番地理图》，南宋时赵适汝在泉州看到《 诸蕃图》，

元代马可·波罗从泉州去波斯时，也提到有航行地

图，可惜这些海图均已流佚。所幸宋元时期一些专

门记述海外诸国的地理著作尚有保存，有的虽已散

佚，但从《 永乐大典》等古籍中尚可辑出部分。这

些地理著作主要有《 岭外代答》、《 诸蕃志》、《 大德

南海志》、《 真腊风土记》、《 岛夷志略》等，从中可

以看出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大致概况。

《 岭外代答》所记内容远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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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一带的东非海岸和西欧的西班牙等地的地理情

况。不仅记载了以往那条沿大陆岸边行走的航线

而且还记有另一条横渡印度洋的新航线：从兰无里

（ 即苏门答腊的亚齐）乘东北风西行，横越印度洋

可直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哈达拉毛地区，一直到今

亚丁附近，甚至到达非洲东岸。

赵适汝的《 诸蕃志》虽约有三分之一内容取材

于《 岭外代答》，但它列有专目的国家和地区达５７

个，所记外国物产有４７种；所记范围西至北非摩

洛哥，甚至记有欧洲的斯加里野国（ 今地中海西西

里岛）和芦眉国（ 即马罗国）的情况，所记内容远

比《 岭外代答》丰富得多。

（ 大德南海志）又称《 南海志》，原书早佚，但

仅从《 永乐大典》中所辑该书记载的海外通商国

名与地名就有１４０多处。内容虽然简略，但以其地

名之广博，可以作比较参勘。

《 真腊风土记》根据作者亲身经历，详细记载

了真腊（ 今柬埔寨）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

俗习惯、物产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和自温州去柬埔寨

航线沿途所经过各地的情况。

《 岛夷志略》是作者将他两次出海的所见所闻

与前人的记载加以校正后写成，共记有２２０多个海

外国名和地名。记载了各国山水、物产、货币、商

品、贸易、风土人情等，记有当时印度与欧洲贸易

盛况，在所记的贸易商品中，许多地方记有我国的

等，反映 代海外贸易的了元苏杭五色缎、青白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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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是我国元代远洋交通和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原

始资料，也是唐宋以来对南洋、印度洋的地理知识

的总结。

宋元时期是南海航路贸易活动空前繁盛时期，

南宋周去非在《 岭外代答》中概括说：“ 诸蕃国之

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

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这三国是当时南海航线

上最富有国家，也是最主要的３个贸易中转基地。

以下分段看看宋元时期南海航路上贸易往来的盛

况。

从广州或泉州出发到三佛齐（ 今印度尼西亚苏

门答腊东部占碑一带）之间，主要是印度支那半岛

各国。首先到达我国近邻交趾（ 今越南北部），宋

初，两国关系密切，《 宋史》记载：“ 岁入贡，通关

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北宋中期开始，

因与宋发生边境冲突，两国间贸易基本中断；南宋

《 诸蕃志》称“ 其国不通商”，元时《 岛夷志略》也

说中国“ 舶人不贩其地”。实际从越南史料看，交

趾的云屯港（ 今越南广宁省锦普）“ 其俗以商贩为

生也，饮食衣服皆仰北客”。“ 北客”即指中国客

商，可见与中国民间私人贸易活动一直未断，甚至

元时，中国商人“ 航海历交趾诸国，货入优裕”。

中国商船的到达，颇受欢迎。

交趾往南便是越南南方的占城。两宋时期，占

城成了印度支那国际贸易中心，与宋关系更加密

切，两国海舶定期往来于占城与广州、泉州间，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7

城运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香料，而中国运去的则有

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物品。占城使

节经常带着贡品搭乘中国海商的商船来宋“ 进贡”，

仅一次随吴兵的商船来宋的贡品就有香料、象牙等

５万余公斤，可见这种朝贡贸易额之大。

此外尚有真腊、罗斛（ 今泰国南部）、缅甸、

真里富（ 今马来西亚境内）等国，与宋关系都十分

密切。仅真腊在北宋神宗熙宁以后６０多年中，就

先后遣使来宋７次。两国商人来往不绝，真腊商人

一度占领了占城，有时直接从占城发船，主要到广

州、泉州，南宋期间主要来泉州贸易，有时一次就

有４艘真腊商船来泉州，所以泉州市舶使赵适汝能

通过真腊商人，了解到真腊许多情况。在《 诸蕃

志》中对真腊部分记述很详细。元代周达观于元贞

元年（ １２９５）随使节到达真腊，回来后写成《 真腊

风土记》，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唐宋以来，有

不少中国人移居真腊，受到真腊人的欢迎和尊重，

周达观在真腊时就见到不少中国侨民，他们以经商

为多，也有些工匠向当地群众传授技艺。真腊人称

中国人为“ 唐人”，称中国货为“ 唐物”，他们特别

喜欢和追求中国货物，以“ 欲得唐货”为高尚风

气。中柬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有着长期经济文化交

流的优良传统。

早在北宋末年，福建市舶使就受旨“ 招纳到占

城、罗斛二国前来进奉”，中泰两国贸易往来正式

开始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年）、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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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９１年）先后两次遣使来元，带来象牙、丹顶

鹤、鹦鹉、翠毛、犀角、龙脑等珍贵物品来贡，开

展两国政府间的 子友好易货贸易。当时罗斛用

（ 一种海贝）作货币，用他们的货币折换元朝纸币

“ 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可见两国贸

易往来之密切。

至于与缅甸关系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已有从

夜郎（ 今云贵地区）经缅甸到天竺的一条古商道

唐时仍以陆道为主。公元１１世纪的蒲甘王朝的势

力已扩展到孟加拉湾和泰国边境，所以三佛齐和大

食商 人经常 来缅甸 海岸贸 易 。北 宋景德 元年

（ １００４），蒲甘王朝使节曾和三佛齐、大食使节同舟

来宋。不过两国往来更多的还是从事边境贸易，多

走滇缅商道。

马来半岛地处东西交通咽喉之地，来往商船多

泊于此，宋元期间，中国航行西洋的商舶常来往这

里，所以这里的真里富居民的生活用品多从中国商

船购得，真里富的富商也“ 囊赍巨万”来中国明州

经商。当时三佛齐基本控制这地区，如凌牙斯加

（ 即狼牙修，在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出产象

牙、犀角、速暂香、生香、脑香等方物，“ 岁贡三

佛齐国”，有时也有商人带了当地特产来广州、泉

州贸易，换取缬绢、瓷器等。元朝时，这里的丁呵

儿（ 今丁家妈）、吉兰丹国亦遣使来元通好。

三佛齐扼守新加坡海峡东南处的海口，《 岭外

代答》记：“ 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　　诸蕃水道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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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

由其境而人中国者。”《 诸蕃志》也说：“ 其国在海

中，扼诸蕃舟车往来之咽喉。”这里是东西交通国

际贸易周转枢纽，也是宋代舶商直航贸易的主要口

岸，由此得便风二十日可到广州，顺风的话，月余

可达泉州。有宋一代，两国使臣与商舶的来往不绝

于途，三佛齐曾遣使３０多次来宋，其民间舶商更

是纷至沓来。早在宋初建隆年间（ ９６０～９６３年

就已遣使来宋通好。太平兴国五年（ ９８０年），三

佛齐的蕃商李甫，曾满载香药、犀角、象牙等来中

国，由于风势不顺，被漂到潮州。其后，雍熙二年

（ ９８５年）又有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咸平六年

（ １００３年）三佛齐建成旁苏陵庙，遣使来宋请求赐

名题字，宋真宗诏以“ 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

以赐。到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年）三佛齐大首领兼大

海商地毕迦罗也来到中国，为祷佑常得安济，特意

出资修复广州天庆观。又如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年

广州市舶使报告说三佛齐詹毕（ 即占碑，三佛齐的

首都）国主及主管国事国主之女，专门捎来礼物和

信札给广州市舶使，以示友好并希望继续发展两国

贸易关系。

南宋时，泉州与三佛齐间交往更加频繁，曾有

泉州纲首朱纺，发舟前往三佛齐国，途中风调雨

顺，舟行迅速，往返不到一年，获利百倍。以后出

海经商者，便络绎不绝。后来，泉州有一和尚的表

兄为海商，欲往三佛齐，不幸途 了，仅中触礁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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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人被漂到一个小岛上，正好碰上有船来靠岸，

一问原来也是泉州来的船，也是被风吹漂过来的，

于是结识同行。从这生动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

到三佛齐获取厚利者，大有人在。三佛齐主要出产

香药：如沉速、脑子、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

香、檀香、豆蔻等；同时将从印度、大食等地运来

的货物，如珍珠、乳香、蔷薇露、栀子花、没药、

木香、苏合香油、象牙、珊瑚树、琥珀、番布、番

剑等，汇集后运往我国广州或泉州。而我国对三佛

齐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锦綾、缬绢、瓷器、大黄、樟

脑、铁及米、酒、糖、姜等。除了易货贸易外，我

国商人还以金银、铜钱来支付，宋钱在三佛齐市上

也可流通。

南洋地区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是阇婆国

（ 即爪哇），其国富盛甚于三佛齐，由广州出发，一

般顺风可以直航，而由阇婆返航则需经由渤泥、三

佛齐中转。北宋初，福建建溪主舶大商毛旭，曾多

次去阇贸易，后于９９２年，阇婆国王使臣借助毛旭

为向导来宋朝贡，带来“ 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

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

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剑、藤织花蕈、白鹦

鹉、七宝饰檀香亭子”等大批宝货。中国商人每次

到达该国，均“ 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往往带去

金银、铜钱、五色缬绢、綾缎、铁釜、青白瓷器

等，颇受欢迎。

这地区还有兰无里（ 、今苏门答腊西北角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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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泥（ 今加里曼丹岛）、文老古（ 今马鲁古群岛

等国与宋都有海上贸易往来。其中渤泥国早就想与

宋朝结交，只是无路得到，直到太平兴国二年

（ ９７７年），宋商蒲卢歇因遇猛风，被刮到渤泥国

“ 此时闻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

卢歇导达入朝贡”；此后每年令人入朝贡，每年修

贡，来往密切。连文老古的百姓也每岁望唐舶贩其

地。兰无里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扼孟加拉湾

与马六甲水道的交口，是东西交往必经之地。其西

洋面开阔，而近岸海中，“ 有山甚高大，曰帽山”

“ 西来洋船俱望此山为准”，以此为导航目标。这里

盛产苏木、象牙、白锡、长白藤之类，也是重要贸

易基地，中国商舶前往印度洋，无不在此寄泊。

在菲律宾群岛上的麻逸、三屿、毗舍耶等国与

宋的贸易往来也很密切。早在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

年）麻逸商人即已“ 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而中国

商船到达麻逸后，泊于官场码头，当地商人用竹箩

装走货物后，即往各岛贩售，售完后再来结算付

款。而在三屿，只要中国商船一到，他们便“ 鸣鼓

以招之，蛮贾争棹小舟，持吉贝、黄腊、蕃布、椰

心蕈等至，与贸易”；以中国的瓷器、阜綾、缬绢

最受欢迎，他们把得到的中国瓷器视为珍宝。当地

居民时有来泉州通商的，当地习俗以到过中国为荣

耀，《 岛夷志略》记：这里的“ 男子常附舶至泉州

经纪，⋯⋯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

之上座，虽 唐，故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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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之也”。。

越过三佛齐、兰无里，便进入孟加拉湾。孟加

拉名称最早就是出现于宋代，宋代译名为鹏茄啰。

在与宋的贸易往来中，以土产宝剑、兜罗锦著称

兜罗锦是孟加拉历史上早期棉织品，直到宋末元

初，中国引进了棉种，自行织棉生产后，才停止进

口。元时这里称朋加剌，它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

都有很大发展，其“ 国富俗厚”，甚至凌驾旧港，

超过了爪哇。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来中国

途中，游历了孟加拉，赞誉道：“ 孟加拉的肥沃土

地，丰富的农工业产品以及大量的对外贸易，引起

了国外商人和游历者的极大惊奇和羡慕。”这时吉

大港已发展成为孟加拉的最大对外贸易港，泉州港

与吉大港一直有着贸易往来。

曾是汉代与西方贸易集散中转地的斯里兰卡，

唐时称作师子国，宋代称之为“ 细兰国”，这是锡

兰的古代异译。这里以出产猫儿睛、红玻璃脑、青

红宝珠著称，这些都是宝石。这里的商人经常到苏

门答腊货物集散地去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以各种

香料，诸如白豆蔻、木兰皮、檀香、丁香、龙脑

等，来换取丝帛、瓷器等。中国商船西行往往来此

停泊，积储淡水，集散货物。

古代印度的对外贸易港不在今天印度北部和中

部的加尔各答和孟买，而是在印度次大陆南端的东

西两岸，即印度半岛南端西海岸的喀拉拉邦和东海

岸的泰米尔纳德邦。宋元时期的注辇国就在南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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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泰米尔纳德邦的科佛里河和佩内尔河之间，这

里历来为海上贸易之地，汉代时的黄支国就在这一

带。注辇国自大中祥符八年（ １０１５年）遣进奉使

来宋入贡。所奉贡品有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

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及珠六千六百

两、香药三千三百斤。此后，天禧四年（ １０２０

年）、明道二年（ １０３３年）、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年

等，又陆续不断地入宋朝贡。每次都献上大批珍惜

礼品，然后厚赐以遣之，仅熙宁十年就回赐了钱八

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可见双方以朝贡形

式进行的贸易，其数额多么庞大。这里的商人也常

到三佛齐、占城及我国的广州、泉州来定居经商

他们以经营珠宝为主，而大食商人以经营香料为

主。

宋元时期印度最大的贸易集散和中转的中心故

临国，在今印度次大陆南端西海岸的奎隆。当年这

里中外海船云帆荟集，商使交属，尤其是大食蕃客

寄居这里甚多。这里不仅物产丰富，有椰子、苏木

等商品，历来以出口真珠、象牙、珊瑚、玻璃、槟

榔、豆蔻、色丝布、吉贝布等闻名，而且东西方贸

易货物都在此进行转运。当时中国海船都是大中型

的，载重量大，吃水深，在西太平洋和孟加拉湾开

阔洋面上航行能抗风浪，颇为适宜。但要向西去大

食国，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沿岸航行就不够灵便

了，所以“ 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

三用 角帆往 的这种小舟主要是指阿拉”。 伯海区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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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它们吃水浅、操作性能好，便于深入港湾河

汊。但它们由于结构单薄，抗风浪能力差，所以

“ 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

舟而东行”。同时，这地区还有南毗、古里佛、沙

里八丹、马里八儿等国与宋元也有着密切的贸易往

来。如南宋时，侨居泉州城南“ 蕃坊”的南毗国大

商人罗巴智力干父子，经商有术，享有盛名。《 岛

夷志略》中记有：沙里八丹的富人们，将收集到的

珍珠，专门等待中国“ 船至，求售于唐人”。伊本

巴图塔的旅行记中说到他在古里佛时，曾看到港内

同时停泊着１３艘中国的商船。

从印度次大陆西行就到著名的大食国了，中国

与大食间的贸易往来早在唐代已很兴盛，并以海上

往来为主，但仍有通过陆上丝路来往的。到了北宋

中期，因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于是宋廷规定

大食来宋，必须“ 自广州路人贡，更不得于西蕃出

入”。凡从陆路来宋的西亚商人，概不放入，从而

海上丝路成了宋与大食诸国间交往的唯一纽带。宋

元以后，不仅与大食诸国的贸易交往日益频繁，而

且对它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 岭外代答》中已知：

“ 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

数国耳。”并指出：“ 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

大食国。”《 诸蕃志》中也说：“ 其国雄壮，其地广

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可见宋时大食商人的

势力在蕃商中居于首位。

　海来尽 　管 　当 两时 　年宋 方大 可到需 达食诸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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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食诸国对宋仍贡赋不绝。据史料记载，从宋初

开宝元年（ ９６８年）到南宋乾道四年（ １１６８年）的

二百年间，仅以大食首领名义来宋贡赋的就有４９

次之多。同时还有大批大食商人来宋经商，他们以

香料贸易为主，香料有４０余种，其中以乳香、龙

涎香、苏合香油、蔷薇水、木香、没药、金颜香

安息香等为大宗。也经营犀角、象牙等其他各种奢

侈品。这些香料和奢侈品的输入，致使宋代大量铜

钱外流，虽一再颁布禁令，仍有大批铜钱在外流

通。

宋代开始出口以陶瓷为主，中国精美的瓷器在

阿拉伯国家享有盛誉，穆斯林学者撒阿利比（ ９６１

～１０３８年）称赞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

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产地为何地，都

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

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

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人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

称。”他还说：“ 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

于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

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

次是乳白色的同类器皿。”作者生活在１０～１１世

纪，他所赞誉的正是我国宋代出口的瓷器。

从阿拉伯国家近年考古发掘来看，阿拉伯地区

出土的唐瓷遗物较少，大量出土的陶瓷碎片属于宋

代及其以后的。由于出土量很大，这里不便一一历

数，仅择一些较为突出的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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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伊拉克境内，在巴格达以北１２０公里的萨

玛拉（ 曾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发现有唐三彩式

的碗、盘，绿釉和黄釉的瓷壶碎片，中国的白瓷

青瓷片，其中不少是９、　１０世纪的越窑瓷。在巴格

达以南３５公里的泰西封废墟，到处是伊斯兰时代

的陶瓷片，其中有１２、　１３世纪龙泉窑青瓷片。在

巴格达东南６０公里的阿比尔塔及其附近，有９

１０世纪的褐色越窑瓷和华南白瓷碎片。在伊拉克

南部库特东南７０公里的瓦西特遗址，出土外侧起

棱的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和内侧中央贴花的元代

龙泉窑青瓷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发掘有宋德化窑

白瓷片、南宋官窑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及内侧中

央贴花的元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发现

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和元代花草图

纹的青花瓷碗碎片。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卡拉托巴

林、亚丁东北的阿比延、北也门的扎赫兰、阿曼的

苏哈尔等地均有宋元时期的青瓷和青花瓷的碎片出

土。可见当时中国出口的瓷器数量之多和范围之

广。

宋元时期，阿拉伯和南洋诸国商人，源源不断

地向我国输入香料，仅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年）在明

州、杭州、广州三地市舶司就收乳香达到３５４４４９

斤，其中广州一地就达３４８６７３斤；而我国向他们

大批大批地出口精美瓷器，所以这条海上丝绸之

路，有人又称之为“ 陶瓷之路”，也有人更形象地

称之为“ 香瓷之路”， 理　　，　　都客观看来都　有一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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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最大特点。

大食国为了促进与东方的海上贸易，阿拔斯

王朝不惜一切代价３次迁都：先从大马士革迁到幼

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然后又迁到底格里斯河中游

的巴格达，最后迁到萨玛拉。从而使海湾地区的贸

易港埠，如末罗（ 今巴士拉）、乌剌（ 今乌布剌）

尸罗夫（ 位于海湾东岸的巨镇，９７７年毁于地震）

瓮蛮（ 今阿曼的苏哈尔）、阿丹（ 又名三兰，即今

也门）等港，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麻离拔国，

是宋时阿拉伯诸国中的魁首。它地处阿拉伯半岛南

部的卡玛尔湾头，在中世纪亚丁港兴起之前，是印

度洋上巨舶富商皆聚的最大港口之一，可以说是大

食诸国对外贸易的总窗口。这里水陆交通四通八

达，几乎遍及整个阿拉伯地区，西亚、北非、东非

及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大食诸国都到这里进行贸

易。当然它也是中国商舶直航阿拉伯世界的第一

站，当时中国商船一般先到兰里住冬进行贸易，然

后次年乘东北风，一鼓作气横渡北印度洋直达麻离

拔，其航程达２５００海里，由此足见当时我国远洋

航行技术之高超。

宋元时期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大食诸国的交往达

到了鼎盛，不仅宋代有大批商舶前往大食进行海上

贸易，元代官方文书中仍时常提到我国海舶前往

“ 回回田地里”，这“ 回回田地”即指阿拉伯地区。

而且史书记载：当时“ 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

中国者多矣” 泉 、 、州 州明。这些大食客商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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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等沿海港口城市聚居，依然自立蕃坊，自行推

举蕃长或都蕃长处理公事；他们之间有越规违法行

为，则由其蕃长依照伊斯兰教法规自行处置，中国

官方一般不予过问。由于来宋的大食商人日益增

多，他们举行伊斯兰教活动需要场所，于是在广

州、泉州、扬州等地陆续建立起一批我国早期的清

真寺。如 清净寺建于１００９年的泉州清真寺

初名艾苏哈卜寺，３００年后由艾哈默德·本·穆罕默

德·古德西重修。据说该寺是仿效叙利亚大马士革

的礼拜寺式样建造的；寺内大门甬道后北墙高处有

阿拉伯文石刻记道：“ 这一寺是居留在这一邦国伊

斯兰信徒的第一圣寺，最古、最真，众人所崇仰，

所以取名叫‘圣友之寺’，建于回历四百年（ 即

１００９年）。”１１６２～１１６３年穆斯林商人试那围在泉

州又专门建立了蕃商公墓。１２７５年穆罕默德第１６

世裔孙普哈丁在扬州修建了礼拜寺，即仙鹤寺；迄

今普哈丁的墓园仍完好地保存在扬州古运河西岸。

这时期宋元政府不仅对络绎不绝来往的大食海

商予以优惠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促进双边贸易有突

出贡献的大食商人，还授予官职，以资鼓励。如在

广州的阿曼苏哈尔地区的大食商人 罗，辛押 原是

大食勿巡国进奉使，曾亲自到京城向皇帝进过贡，

在广州居过数十年，家资达数百万缗，任过广州蕃

坊的蕃长，并在招邀本国商人来华贸易方面立过功

劳，所以宋神宗时封他为怀化将军，又作归德将

军。又如南宋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年），大食蕃商蒲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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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一次运来价值３０万缗的乳香到泉州，也被授予

承信郎之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元之际， 泉寓居

州的大食富商蒲寿庚一家，数代寓居中国，其父蒲

开宗从广州移居泉州，寿庚与其兄寿晟曾因协助南

宋剿平海贼有功，寿庚被任为泉州提举市舶使，其

兄寿晟任梅州知事；不久他们叛宋降元，１２７８年

寿庚任元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实际就是行省长官

负责为元朝招抚南海、西域诸国与元友好通商。其

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仍兼福建道市舶提

举、海外诸蕃宣慰使；其父子擅市舶之利３０年，

富冠一时。其孙蒲居仁为福建等处转运使；其婿佛

莲转拥有海舶８０艘，由于死后无子，家赀被官府

没收，仅珍珠就有１３０担。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大食人由于在中国久居或通

晓中国事务，成为“ 中国通”以后，在他们名字后

面获得“ 中国”附名而感到荣耀。如苦法人伊卜拉

辛·本·伊斯哈克因长期在中国经商而获得“ 中国”

附名。出身于西班牙的教法官阿卜勒·哈散·萨阿德

·哈伊尔·安萨里从马格里布来到中国，因其才华出

众，死后也得到了“ 中国”附名。著名的圣训学家

阿卜·阿姆尔·哈米德在华也常被称作“ 中国的哈米

德”。

由上可见宋元时期南海航路空前繁盛，不仅与

南洋各国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与阿拉伯地区的大食

诸国的交往也不同寻常，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达到了高峰。（ 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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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海上丝路范围的扩大

宋元时期在南海航路空前繁盛的基础上，海上

丝路又继续向西、向南延伸，其活动范围大为扩

展，特别是与非洲各国有了新的交往。

在今天北非地区，与我国交往最早，关系最为

密切的要数埃及了。自从１０世纪下半叶法蒂玛王

朝征服埃及以后，阿拉伯帝国迁都开罗，巴格达逐

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华，老开罗城即今埃及南郊的福

斯塔特取代了它。开罗城地处尼罗河三角洲的咽

喉，很快发展成为中世纪亚、非、欧三洲的大都

会，居于诸番要冲。尼罗河出海口、地中海的港口

杜米亚特的发展甚至也超过了亚历山大城。埃及在

宋代史籍中被译为“ 勿斯离”或“ 勿斯里”；而杜

米亚特在《 岭外代答》中译为“ 陀盘地”，其他史

料中一般译为“ 陀婆离”。早在咸平三年（ １０００

年），北非使者穆吉鼻来到中国，在他们回国时，

宋朝赐予其舶主陀婆离银二千七百两、交倚水灌

器、金镂银鞍勒马等物。在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

年），宋朝政府与法蒂玛王朝正式建立联系，这年

陀婆离船主来到中国，受到宋真宗的特殊恩宠，特

准他跟随真宗到泰山朝献，参加盛典。随后大中祥

符四年（ １０１１年）宋真宗祀汾阴后土祠，埃及又

派归德将军陀婆离带了大批礼物来朝贺，受到真宗

最高级别的接待，请使者陪位，并赐以冠带服物。

同时在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年）特别批准埃及商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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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商可以减免一半商税。其后在１０１８年和

１０７３年杜米亚特两次派遣使者来华，带来许多珍

贵的礼品。由上可见，整个１１世纪埃及杜米亚特

港与宋朝的关系亲密无间，其使者受到宋廷最尊敬

的接待。

宋元时期留居中国的大量阿拉伯商人中就有很

多埃及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南方海港城市，如广

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１９６５年冬在泉州东

岳山西坡发现一块刻有中文“ 蕃客墓”的墓碑，下

面刻有一行阿拉伯文小字，其意为“ 埃及”，上面

刻有３行阿拉伯字母，这里墓主的名字是“ 伊本·

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哈桑”。从墓碑石料和所

刻阿拉伯文的字体来看，可推断墓主为１１、　１２世

纪的埃及人。直到１４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

塔来华访问时，就碰上了世居杭州的埃及大商人欧

斯曼和摩洛哥商人布什里。这些众多的北非商人来

华经商定居，使当时中国人对非洲和穆斯林文化能

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这从《 岭外代答》和《 诸蕃

志》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

在（ 岭外代答）中对北非地区，除了记述勿斯

里国（ 今埃及）外，还记有默伽国、眉卢骨惇、木

兰皮等国。默伽国在（ 诸蕃志）中为默伽猎国，原

是阿拉伯语“ 马格里布”的对音。“ 马格里布”原

意是指西方，以后主要指埃及以西的地方。１世纪

起，阿拉伯地理学家把木卢亚河以西的马格里布分

出来，专称为“ 马格里布”或称作“ 西马格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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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格里布成了摩洛哥的专称。由此产生的“ 中

马格里布”便是指今阿尔及利亚中、西部地区。

至于木兰皮国，那是１２世纪上半叶统治摩洛

哥等地的穆拉比王朝的对音，也是指马格里布，不

过它的版图还包括今西班牙南部地区，由此向北可

通往北欧。《 岭外代答》在“ 海外诸蕃国”中记载

说：“ 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

⋯⋯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

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

这里的西大食海即为地中海，其国临海，所以造船

业很发达，所造的木兰船很大，能容千人，船上有

机杼、市井、酒肆等，可贮数年粮食。宋元史料中

所记木兰皮国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均取材于

《 岭外代答》。

眉卢骨惇在《 诸蕃志》中省略为“ 芦眉国”

元代的《 异域志》中又记为“ 马罗国”，它也是指

西马格里布，确切地说，是马拉喀什城。这里是穆

拉比王朝的政治中心，是西马格里布的大都会。该

城被称之为“ 七重城”，“ 七”是众多的意思，也就

是说，那里是个有众多城堡的城市。城内有北非最

为壮观的建筑 库杜比亚高塔，是现存最完整的

穆比亚时代的建筑。塔高６７米，呈正方形，共有

６层，每层中间有一大厅，有６０间房，全塔共有

房３６０间，全塔装饰华丽，塔顶中央有气楼，上面

装有三个镀金的大铜球，离塔３０公里即可望见其

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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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蕃志》中还记有毗喏耶，这是阿拉伯语的

贝鲁亚的对音，是指的黎波里至特莱姆森一带，今

北非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贝鲁

亚是北非海上贸易重要港口，储有品种繁多的货

物，是个大货栈；有发达的造船业和手工业。《 诸

蕃志》记：“ 珊瑚树出大食毗喏耶国”，就是指闻名

于世的铁网珊瑚出自于这一带沿海地区。

《 诸蕃志》中甚至还记到位于西非的茶弼沙国：

“ 王着战袍，缚金带，顶金冠，穿皂鞋。妇人着真

珠衫。土产金宝极多，⋯⋯系太阳没入之地。”这

显然是指“ 黄金海岸”加纳。元代周致中在《 异域

志》中特别指明：“ 汉有人至之”，其意即“ 有汉人

至之”，说明当时中国商人也已到过那里。

这时期在与北非地区日益增进的交往中，通过

海上丝路使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很大发展。

特别是中国的瓷器，虽自唐代已开始输入非洲，但

大批地运往非洲是在宋元以后，并对当地的人民生

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大量中国陶

瓷片中，宋元时期的占绝大部分，这里包括宋初越

窑青瓷、定窑白瓷，１１～１５世纪的龙泉青瓷，景

德镇青白瓷，和其他窑口的青花瓷等，仅元代青釉

瓷器优质瓷片，就出土了好几百片。这些瓷片一直

延续到明清时期，中国各大名窑的瓷器几乎应有尽

有。这里好像是一座可以体现中国古瓷完整的发展

系列，名符其实的中国古瓷地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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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东端阿斯巴尔清真寺附近的山丘一带

散布着大量优质的南宋、元明时期的龙泉青瓷，景

德镇青白瓷及青花瓷等。这些瓷片在开罗附近还有

许多零散的发现，霍布森在开罗附近进行调查后

感慨地说：“ 在开罗周围到处散布着青花瓷片。”当

时中国的瓷器不仅为富家豪宅的陈设品，实际已深

入到开罗周围民间千家万户。

埃及其他地区发现中国宋元瓷器也不少，亚历

山大城位于尼罗河河口，曾是埃及著名港口，１９６４

年波兰考察队曾在这里发掘出一批１２～１４世纪的

龙泉青瓷片。在苏伊士南约５５０公里的红海西岸的

库赛尔，曾是埃及红海沿岸唯一稍具规模的重要港

口城市，它从罗马时代持续到１３、　１４世纪，日本

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在此发现唐末、宋初越窑青

瓷，宋代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元末至清初的

青釉瓷器碎片等。在埃及与苏丹间的阿伊扎布港

遗迹沿海岸延续长达２公里，中国的陶瓷片在这里

俯拾即是，从唐末至明初的瓷片竟达千余件。在朴

素的黑釉瓷壶碎片中，竟发现了有“ □清香”戳子

的瓷片，显然是广州一带烧制的瓷壶，因贮存香料

之类货品而运到此处，这是很罕见的。这里曾是渡

越万里波涛而来的中国陶瓷的主要卸货场所。在埃

及南部的阿斯旺，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旁，曾是法

蒂玛王朝迁都开罗前的首都，也发现南宋至元朝的

青瓷片。在阿斯旺南部努比亚的结贝尔阿达，发现

有１２～１４世纪的中国青 可见，中国瓷器已深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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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埃及内地了。

中国青瓷直到１２世纪仍为埃及非常畅销的名

牌货，被当作极为珍贵的礼品。著名的艾优卜苏丹

萨拉丁因富有青瓷而名噪一时，中国青瓷传到欧

洲，欧洲人只知道埃及苏丹有这种精美的器皿，因

此称它为萨拉东。１１７１年萨拉丁向大马士革苏丹

努尔丁所赠礼品中有４０件是中国的青瓷。可见当

时埃及和大马士革及北非滨临地中海的港口，是中

国瓷器传向欧洲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

在中国见到瓷器制作过程后，感慨地说：“ 中国瓷

器⋯⋯详细制法，愿请得而述之。瓷土稍加该地所

产之矿物，烧三天，取出，倾水于其上。全体如

洗，使之发酵。最佳之瓷，须发酵满月，但不能过

久。若短期发酵，至十日者，其品质甚似吾国之陶

器。亦有较佳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

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是世界最佳

者。”迄今虽未在摩洛哥发现宋元瓷器碎片，但近

年有人在摩洛哥非斯博物馆见到有方形彩绘的明

瓷，证明宋元时，从其他港口转运中国瓷器到摩洛

哥，不是不可能。

宋元时期我国三大发明西传，对推动西方文明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的造纸术早在唐代但逻斯

战役中，由战俘传到阿拉伯地区，约于９世纪末传

到埃及，约在１１００年后开始传向摩洛哥，并于

１１５０年后传入西班牙。我国的印刷术约在１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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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传到埃及。元代出现纸币后，１３３８年阿拉伯

地理学家阿合玛·昔拔不丁就向北非地区介绍说

中国人把桑树纤维所制成的长方形纸片作纸币，上

面印着皇帝的名字。使用这些纸币的时候，把它拿

到官吏那里，打些折扣，取得另一票子，犹如在我

们的造币厂以金块银块变换铸造的硬币。伊本·巴

图塔在中国看到纸币后，也这么说：在中国“ 买卖

都用纸币，大如手掌，上 面印着皇帝的玉玺”。

我国的火药发明于唐代，到宋代已正式用于制

造火器了；这种火药约于１３世纪下半叶传入埃及

他们把硝石称之为“ 中国雪”。

当然，这时期埃及也 阿有不少成就，随着大批

拉伯人来到中国而将这些成就传来。诸如埃及天文

学家伊本·尤尼斯的历表，对我国历法制作有很大

影响。元代以后，我国天文仪器巨型化，也是受埃

及影响的结果。西方制糖方法，最早在唐代已传入

我国；到了元代，有种新的制糖技术由埃及传来

可以除去黑渣，大大提高了糖的质量。难怪伊本

巴图塔在中国看到中国制糖术后，说道：中国“ 制

糖之多，一如埃及；其糖之质，比埃及尤佳”。可

见中埃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是互动的。相互交流、相

互吸收，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宋元时期与东非的交往更为密切，早在北宋淳

化四年（ ９９３年），泽拉船长李亚勿随多次来往中

国的希米雅尔船长蒲希密来到中国，不巧船到海

南 亚，蒲希 所带 交密因年老病亡， 将 方物 李 勿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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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当李亚勿后来到了开封，献上贡品后，宋太宗

赵匡义问其国情，《 宋会要》记载，他“ 对云，与

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今本国所管之民才及数

千。有都城介山海间。。又问其山泽所出 惟。对云，

犀象香药。问，犀象以何法可取？对云，象用象媒

诱至，渐以大绳羁縻之耳。犀则使人升大树，操弓

矢，伺其至，射而杀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

获”。记载如此具体生动，这对常用象牙犀角用品

的皇家贵族来说，极为新鲜。

泽拉位于亚丁湾南岸，与也门、亚丁遥遥相

对，是阿达勒酋长国的主要港口，曾臣服埃塞俄比

亚，宋初埃塞俄比亚仍以大秦相称。当时阿达勒酋

长国与宋交往密切，多次派遣使者来广州。至道元

年（ ９９５年）二月，有蒲押陀黎以方物来贡。其后

咸平二年（ ９９９年）闰三月，又有泽拉商船抵达广

州，有蒲押提黎献象牙四株，楝香二百斤，千年

枣、白沙糖、葡萄各一琉璃瓶，蔷薇水四十瓶，作

为宋真宗登基贺礼。这里的押陀黎、押提黎都是阿

达勒的不同译称，这些“ 使者”实际上主要还是

“ 客商”。泽拉正式派遣真正使者是在咸平六年

（ １００３年）。《 宋会要）记这年六月：“ 其王阿苏遣

使婆罗钦、三摩泥等来贡方物。是岁承天节，其使

与蒲端、三佛齐使皆在馆，诏赐裘衣，仍预大宴”。

这里的三摩泥即索马里的译音，其使者在宋受到了

隆重的接待。不久，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年），李

亚勿船长又派使者李 玉圭，仍然受进献麻勿向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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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隆重接待。

泽拉又被译成层檀。神宗时，熙宁四年（ １０７１

年）层檀国使者层伽尼第一次来到广州；到元丰匹

年（ １０８１年），这位层伽尼使者再次被派来中国

在广州逗留了一年多，于１０８３年方抵开封都城

受到隆重接待。泽拉在十字军东征前，一直是中埃

贸易的中转港，这里与非洲内地交通发达，汇集了

非洲各地物产，是埃塞俄比亚奴隶和马匹的输出中

心。与中国往来十分频繁，直到十字军运动兴起

后，这里与宋朝官方往来才中断。元朝广州海舶常

到科泽科特，泉州舶经常出入佐法尔港和亚丁，他

们与泽拉的埃塞俄比亚商人经常进行交易。

１２８１年１０月忽必烈派遣阿耽出使非洲利凡特

和埃及，这二地在《 元史》中被称为法里郎和阿鲁

乾伯国。这是中国使者第１次正式访问西亚和埃及

开罗。《 元史》记载，在阿耽出使埃及的第２年，

１２８３年９月就有古答奴国“ 因商人阿畏等来言，

自愿效顺”。这个古答奴国为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的

古译，可见埃塞俄比亚是与元朝最早结交的非洲国

家之一。１２９１年９月，元朝政府又派特使去埃塞

俄比亚访问，因两国统治者都倾向信奉基督教，所

以关系比较密切。

在今索马里北部，当时有个小国叫三麻兰，相

当阿拉伯地理书中的巴巴拉，《 诸蕃志》中译为弼

琶啰；而在今索马里南部则是与弼琶啰交界的中理

国。继上面提到的１００３年 泽 　自 拉 泥　摩的有位来 　 　　　 　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0

使者来华以后，大中祥符四年（ １０１１年）又有一

位三麻兰国的船长聚兰，和阿曼的苏哈尔船长、摩

加迪沙船长以及埃及杜米亚特使者一起来华，在广

州登岸，到开封朝贺。上述“ 三摩泥”、“ 三麻兰”

都是指今索马里。《 诸蕃志》记这地区产龙涎、大

象牙及大犀角，象牙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亦

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至厚。

宋代索马里对华贸易港，北端有泽拉，南部有

摩加迪沙。泽拉为北宋初期中索贸易主要港口，以

输出香药为主，乳香、木香、没药、苏合香等为其

大宗，同时也出口象牙、犀角和玳瑁等当地特产。

以后随着时间推移，摩加迪沙发展很快，在对华贸

易方面甚至超过了泽拉，成为东非地区最大商业城

１１世纪下半叶，中市、主要港口和贸易基地。 国

商船开辟了东非航线，也常到摩加迪沙港来进行海

上贸易。由于宋代皇室大量使用象格，官员多佩象

牙笏、带，所以对象牙需求大增，摩加迪沙成了对

华象牙贸易的最大港口。南宋以后，对香药需要不

断增长，其中乳香、木香、没药、血竭、龙涎香、

安息香、琥珀、玳瑁、芦芸等，主要出自索马里，

从而与索马里的海上贸易活动日益繁盛。１３世纪

后期，两国交往更加密切，１２８２年忽必烈派遣使

者访问了摩加迪沙，１２８５年摩加迪沙也派使者来

华回访，《 元史》记载１２８６年有东非１０国与印度、

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等国使者同时来华，其中就有

摩加迪沙的使者。伊本·巴图塔于１３３２年访问了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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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沙后，说这是一座很大的并有许多富商聚居的

城市。

在摩加迪沙以南，是东非沿海阿拉伯人移民地

区，这些移民本是波斯别种，在波斯国之西，其人

目深，举体皆黑。因这里从地理纬度来看，位于爪

哇之南，因此中国史籍中将其称之为南海大食。北

宋太平兴国二年（ ９７７年），来华的大食使者的随

从皆目深体黑，显然是来自非洲东岸的桑给人。以

后在元丰年间（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也接待过这种目

深体黑的使者。当时爪哇人曾横渡大西洋，来到东

非桑给海岸交换商品，开辟了以爪哇人为媒介的中

爪国 哇 坦桑尼亚的贸易航线。从而推动了

东非黑人和苏门答腊、爪哇之间的海上贸易，也使

他们取道印度洋南部地区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活

动。１１世纪下半叶，中国不但在苏门答腊建立了

牢固的贸易基地，而且在马尔代夫群岛、东非沿海

的曼达岛和桑给巴尔岛设立了新的贸易站。当时东

起爪哇、苏门答腊，西至东非的奔巴、桑给巴尔和

马达加斯加诸岛，大部分地区都已成为中国海上丝

路又一扩展的贸易市场。

在今肯尼亚北部沿海拉木群岛中的曼德，是当

时中国商船经常停靠的地方。而肯尼亚的格迪，北

距马林迪１６公里，在１０～１６世纪，曾是这地区重

要海外贸易城市。这里南部面临小海湾，有充足而

又良好的水源，是马林迪和蒙巴萨间唯一能供应淡

水的地方。这里有珍贵的金属、象牙和奴隶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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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同时也是中国瓷器的集散地。在其南面３公里

有基卢普，位于米达港湾的一个小岛上。这里出土

的中国瓷器之多，名列东非之首，可见这里曾是中

国商船重要贸易基地，它实际上是格迪的外港。

位于今坦桑尼亚南部的基瓦尔岛，西距非洲大

陆海岸仅一公里，岛上基瓦尔港是坦桑尼亚最南的

良港，是当时北起奔巴、桑给巴尔，南至姆里马地

区和莫桑比克北部，广大黑人居住地区的政治和商

业中心。基尔瓦是１０世纪以后兴起的东非海岸最

重要的伊斯兰贸易城。１２世纪末建造了华丽的宫

殿、雄伟的清真寺、坚固的城墙的塔楼。这里全盛

时，以基尔瓦为中心，所建立的桑给帝国曾是从奔

巴、马菲亚、桑给巴尔以至索法拉和洋中一切岛屿

的主宰；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今卢旺达、布隆迪、赞

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部和扎伊尔东部。《 宋史》记

载：宋神宗时（ 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桑给帝国曾两次

派遣使臣僧伽尼来到中国通商致好，宋朝政府除回

赠大量锦绮彩绢外，并赐白金（ 银）二千两，封其

使者中郎将等荣誉称号。１３～～１４世纪初，基瓦尔

控制了以莫桑比克索法拉港为集散地的黄金贸易，

直到１６世纪初葡萄牙旅行家巴尔波萨仍看到：基

尔瓦街道十分整洁，城内有许多黄金，因为往返索

法拉的船舶没有一艘不在岛边抛锚。该城直到１５

世纪末，因蒙巴萨的兴起才失去在东非的支配地

位；到１８４６年以后，因其苏丹国的灭亡而沦为废

墟。在基尔瓦遗址发现有北宋至明初的铜钱２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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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这里曾出土大量中国古瓷，不仅是坦桑尼亚出

土中国古瓷最多的地方，而且也是非洲出土中国古

瓷最多地点之一，甚至被称为东非的“ 福斯塔特”。

有位阿拉伯史学家曾经说过：中世纪的东非

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在对格迪城的发

掘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东非地区，至少殷实人

家餐桌上的食具，通常用的都是中国瓷器。同时用

中国瓷器作建筑物的装饰品已成为当地一种特有风

尚。在他们的宫殿、清真寺的墙壁上，往往都镶嵌

着中国瓷器，以此显示它们的华丽、高贵。甚至在

墓碑上也饰以中国瓷器，在那些高达数米的巨大石

柱上，无论是圆形的、四角形的、还是六角形的，

都用中国瓷器加以装饰。其花纹有花、鸟、鱼、

虫、野兽、麒麟、树木、水果等。有的在墓碑顶端

冠以中国瓷罐，他们以中国瓷器作为对死者最美好

的祝愿，让人类最精美的中国瓷器永远陪伴着他，

并供他们时时观赏或使用。

所以在东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多得惊人，甚至被

人称之为中国古瓷的储仓。从埃塞俄比亚到塞舌尔

群岛，整个东非沿岸几乎无处不见中国古瓷。埃塞

俄比亚发现中国古瓷的重要地点有８处，以今索马

里的撒丁岛为主要卸货场。索马里有１１处遗址发

现中国古瓷，最为集中的是与埃及交界处的博腊马

地区，泽拉和摩加迪沙两城更有大量发现。在肯尼

亚由于沿岸良港众多，海上贸易发达，与中国很早

就有贸易往来，中世纪以后，大量中国瓷器涌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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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当地人自豪地称为“ 中国拉姆”，意思是从拉

姆岛运来的中国瓷器。这里发现中国古瓷的遗址达

４０多个。至于坦桑尼亚发现中国古瓷更多，已发

现的遗址有６０多处，英国考古学家惠勒总结他在

坦桑尼亚发掘时说：“ 我生平从未像过去两周在这

里沿海和基尔瓦岛看到如此众多的瓷片，毫不夸张

地说，这里的中国瓷片可以整铲整铲地铲起来。

⋯⋯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１０世

纪以来，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

成的。”南部基尔瓦岛上发现的中国古瓷更是多得

人，前面说过，这里被称作东非惊 的“ 福斯塔特”。

这里出土的中国古瓷，不仅量多，更重要的是质

高，有许多宋代以后的瓷器精品。

除了北非、东非以外，在中南非也有许多中国

古瓷的遗迹，分布面极广，在赞比亚河以南，即津

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以及南非德兰士瓦等

地约有２００多处遗址。其中以大津巴布韦遗址的规

模最大，时代最早。整个非洲约有１７个国家和地

区，数百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其分布之广，数量

之多，种类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实在令人惊叹

不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非洲是一座中国古瓷的

巨大宝库。这正是宋元时期海上丝路扩展的结果。

３．中日贸易持续发展

自唐亡以后，五代十国迭起，政局不定，对外

交往唯有吴越国和后梁商船与日本还保持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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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吴越国地处唐代对日贸易中心扬州、明州，

据有对外海上贸易的各种有利条件，从唐亡至宋建

国的５０多年中，去日商船约有１５次，平均３年多

一次，只是规模比遣唐使时要小一些。这时期都是

中国船赴日，没有日本商船来华迹象。

北宋时期相当于日本藤原氏全盛期前后，这时

日本已与唐代时不一样了，不再渴求学习，全盘照

搬，而是从引进中国文化逐渐向本国文化演进，当

时日本正处于本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时期，从此开始

了百余年的闭关政治。北宋时期与日本一直没有正

常的外交关系，但贸易关系从未中断，当时对日贸

易主要是通过民商贸易方式进行的。北宋政府比较

积极主动，大力支持鼓励海商对外贸易活动；而日

本政府却严禁本国商人私自渡海来宋贸易，如有犯

者，不仅没收货物，还对本人处罪；所以这时期基

本上只有宋朝商船来往两国间。但日本政府对宋朝

商船去日贸易还是比较重视的，能予以热情接待。

由于是民商贸易，所以在中国史籍中记载很

少，日本史书中虽有记述，但也不全。据不完全统

计，北宋一百六十余年中，宋朝商船去日本共约

７０次，平均两年多一次，比五代十国时还要频繁。

开始一般为一年一船次，９８８年起改为一年二船

次，随后到１００８年增至一年三船次，从１０２６年起

又增至一年四船次。随着船次增加，必然加重日方

接待费用，日本为了控制宋商来日，便对来日的宋

朝商船发给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在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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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诱惑下，有的宋商实际上并不按规定行事，往

往提前去日贸易。对未按规定来日的商船，被查出

后日方有时不准该船入港。于是宋商或以其他借

口，谎称遭风漂来日本，或越过大宰府将船驶入离

都城较近的若狭、但马、越前等港口进行私下贸

易。当然也有被拒绝而驱逐回国的。

正常贸易商船到达日本博多港后，由大宰府派

通事到船上验证宋市舶司所发的公凭（ 即护照）

船员名单、货物名称、品种、数量等等，然后呈报

太政官，等待批准交关贸易。如获批准，则由鸿胪

馆接待，按例供应食宿。然后将所带货物按规定先

与官府交易，后许民间自由买卖，再将大批日货运

回国内。有的船甚至直接驶入靠近都城的越前敦贺

港，那里设有松原客馆负责接待。

南宋时期相当 ０３于日本武家兴盛时期，最初

年，因宋廷忙于对金和战，故宋船去日本甚少。据

日本史料记载，仅有１１５０年刘文仲航抵日本一例。

日本自武家平清盛执政后，撤销了禁止日商出海贸

易的命令，从而日本商船又重新活跃在中日两国航

线上。平清盛在努力与南宋恢复官方交往同时，为

了增进与宋贸易关系，还在摄津的福原（ 今日本神

户附近）特地营造了招揽宋商的别墅，修筑了兵库

港，开通了音户的濑户（ 今广岛与仓桥岛之间的海

峡），使更多的宋船能直接驶入濑户内海，能停泊

在京都附近。在日本政府积极支持下，日本商船来

载：当时倭人华与日俱增、《 开庆四明续志》记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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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有时一年之内

来宋日船竟达四五十艘。史书记载，在淳熙三年

（ １１７６年）、淳熙十年（ １１８３年）、绍熙四年（ １１９３

年）、庆元五～六年（ １１９９～１２００年）、嘉泰二年

（ １２０２年）等，常有日本商船遇风漂到南宋沿岸

受到社会赈济。可见当时日本商船往来之多。总的

来说，南宋时期宋日两国商船往来不息，出现一片

繁荣景象。

到了元代，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一些波

折，元朝初年也曾积极开展对日本的贸易活动。最

明显的是，当至元十四年（ １２７７年）日本商船来

到庆元（ 即今宁波），持黄金要求兑换铜钱，忽必

烈为了诱使日本通好，破例开了自宋以来铜钱出海

之禁。第二年（ １２７８年），在扬州设立了淮东宣慰

使，并专门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接

着１２７９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师二千多人来到浙东

庆元要求贸易，准许交易后回国。未料至元十八年

（ １２８１年）元朝发兵渡海攻打日本，发生了弘安之

战，使中日间贸易往来中断了１０年之久。随后战

争阴影虽依然笼罩，但中日贸易往来迅速得以恢

复。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年）即有日本商船四艘

来元，途中遇暴风，三艘破毁，仅一艘抵达庆元，

元朝虽有所戒备，但仍准其贸易。对于元朝政府之

宽怀，连日本方面也赞叹说：可见元人欢迎通商之

诚。此后日本商船经常泛海来中国贸易，日渐增

多，以至几乎无 ， 　空前 连绝后，年不有，频繁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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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都感叹：“ 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

各个时代日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而这时期

中国商船赴日却不多见，仅在元代后期偶有一两

次，所以整个元代，几乎清一色都是日本海船航行

在中日交通线上。

宋元时期中日双方贸易的主要港口，中国的是

明州（ 南宋中期以后改称庆元府），日方的是筑前

的博多（ 今福冈市）。不过中国方面江南沿海尚有

秀州华亭县（ 今上海市松江县）、江阴、杭州、温

州、泉州等港口；而日本方面肥前的平户岛已逐渐

成为双方的中途停泊港。１２世纪中叶，日本在博

多港开凿了一个长袖形的人工港，称之为“ 袖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 袖凑”遗址附近发现了当年

中国商人和船员居住的遗址，并出土了“ 元丰通

宝”、“ 绍圣通宝”等宋代铜钱，还有大量青瓷和

白瓷，这些都是当年中日双方在此进行频繁海上贸

易活动的实物见证。这时期的航路基本上依然是唐

代开辟的那条南岛线。由于已基本掌握了对季风的

利用，一般三、四月间利用春季的东北季风，由日

本来中国；然后五、六月间利用初夏的西南季风，

从中国返回日本。顺风时只需六、七天即可到达，

一般也只需１０天左右可以到达。途中风险比以前

小多了。

这时期双方贸易物品远较唐代广泛，从日本进

口的货物，在《 ［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分为

”两种，“ 细色”“ 细色”和“ 粗色 货物有金子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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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等；“ 粗色”货物有

硫黄、螺头、合蕈、松板、罗板等。此外还有折

扇、宝刀、螺钿器等手工业品。其中木板和硫黄占

很大比重。

日本盛产杉木、罗木和松木，有的长达四、五

丈，径长四尺多，在当地解为枋板，运到中国发

售，颇受欢迎。日本许多入宋僧人，如荣西、重

源、辨圆、湛海等都筹办过木材运来南宋，帮助兴

建寺庙。南宋宫廷中某些建筑，也用日本的罗木建

造。诗人陆游曾想购买日本木材作棺材，他说：

“ 四明（ 指今宁波）、临安（ 即今杭州）倭船到时，

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

宋代火药已被用来制造火器，硫黄是火药中重

要成分，还可用来配药，需求量很大。北宋元丰七

年（ １０８４年）一次从日本进口硫黄达５０万斤。在

入宋僧成寻的（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讲他来中国

途中，遇到明州商人陈咏、广州商人曾聚等，都是

去日本贩运硫黄的。史书记载，南宋绍兴十五年

（ １１４５年）十一月，曾有一艘日本商船被漂到温州

平阳，船上所载货物主要是硫黄。可见当时硫黄进

口量很大。

日本的工艺品的工艺水平很高，别具特色，如

金银莳绘、螺钿器皿、水晶、日本玉、木念珠、真

珠、屏风、日本扇、日本刀等，颇受宋人喜爱。漆

器原为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商品，经日本人民模仿改

进，其质量、款式甚好，深得宋人欢迎，反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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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了。再说铁器刀剑，早在汉时已向日本出口

南宋时日本刀反受宋人所爱，甚至可以价值“ 百

金”。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 宝刀歌》，专门赞颂

日本刀：“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

皮装贴番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百金传之好事

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在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相国

寺的市场上，出卖的日本漆柄折扇，极为精美，扇

面绘有淡粉画，宋人誉为笔势精妙，元代诗人赞称

这种折扇巧艺夺天工。

当时由中国向日本出口商品主要是香药、茶

碗、锦、苏芳等，以及经卷、书籍、文房具、绘

画、禅寺用具、各种珍玩等。

中国的丝织品日本称之为唐綾、唐锦，而日本

自制的丝织品称为和綾、和锦。唐綾、唐锦在日本

很风行，日本人所衣皆布，有极细者，得中国綾绢

则珍之。除了丝织品外，中国还出口木绵布，日本

史籍记载：“ 綵者，布也。亦名木绵。木绵者，木

名也。在大唐取此木之中绵织为布，其色净白也

大宋商客多所持来也。其色多染黄，虽然本色白

也。”

自唐以来，日本一直从中国进口陶瓷，宋元时

期我国大量出口瓷器，其中大量出口到日本 过。不

这时期日本同时引进了中国制瓷技术，日本尾张地

方的加藤四郎来南宋留学，在华学习了制瓷技术

回去后在濑户设窑烧瓷，世代相传，被称作“ 濑户

烧”，成为日本瓷器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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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香药，在日本尤为珍贵，（ 中国也是从南

海转运来的），主要为上层统治者所用，中国出口

量有限。各种珍玩主要是些珍禽异兽，如鹦鹉、孔

雀、 供 家犬、 朝马之类，为数不多，也是 日本 野豪

豢养。

宋日贸易中一个突出变化是日方大量减少从中

国实物进口，尽量收取铜钱。因当时日本所铸铜

钱，质量低劣，大小份量不一，社会上不能流通

从１０世纪末，日本铜币已完全停止使用，社会上

主要流通宋代铜币，所以迫切需要宋代铜钱。尤其

是南宋时，正值日本镰仓幕府时期，国内商品交换

日益增多，对货币需求增大。日商常以砂金来换取

宋钱，最多的时候，总额近四、五千两之多。而大

批铜钱外流，也造成宋朝国内钱荒，所以从北宋开

始，三令五申，一再禁止，但那时仅仅是宋朝自己

商船携带少量外流。可是到了南宋，日本商船来华

增多，由日商直接偷运，致使大批铜钱外流，南宋

政府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监督制止铜钱外流，但

铜钱走私仍然盛行，屡禁不止。所以元初，日本第

一次来元贸易时，就要求以黄金兑换铜钱，忽必烈

破例开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日本通过与宋的经济贸易交往，促进了其国内

商品经济的发展，古老的城市在以往的政治中心逐

渐扩展了商业区域；在众多的寺社周围、交通要冲

也相继出现了集市。原来寺院庙宇林立，气氛端庄

街。肃穆的奈良也开始出现商业町 从 都　到 国四 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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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沿岸，或从北陆到京都一线的小滨、敦贺、纪

州、新宫等港津，以及在琵琶湖沿岸的大津和坂本

等地，在鸟羽、山崎、木津、尼崎、西宫、兵库等

城镇，到处集市纷起，大大促进了市场的繁荣。甚

至类似宋代牙行性质的“ 问丸”也出现了。

茶叶自唐传入日本以后，日本开始有了饮茶习

惯。开始只是偏重药用，饮茶之风不盛；到了南宋

时，由学问僧荣西从中国带回了新的茶种，在筑前

脊振山、山城栂梶等地栽种，使栂梶成了日本第一

产茶地。他还著有《 吃茶养生记》，提倡吃茶养生

之道，于是饮茶风气大兴。到元代时，日本茶会风

行。这种茶会完全仿效宋元茶会方式，并在烹茶技

术、茶会仪式、茶会场所的布置等方面有新的发

展，逐步形成日本上层人物参与的茶会。这样对食

物的烹调、住宅建筑、室内装饰、庭园建筑艺术等

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风气经过日本化

后，逐渐由复杂变为简单，由浓厚变为淡泊。逐渐

使饮茶之风流行到下层社会，将静寂闲雅的趣味普

及到群众之中。人们只是邀集几个知己朋友，在一

间普通小屋，用简单器皿，烹茶小饮，在平淡而又

闲静清寂之中寻求雅趣，这就是民间流行的茶会，

称之为“ 茶之汤”。

在文化交流方面，这时期主要有不少入宋僧、

入元僧和入籍宋僧、入籍元僧的往来。北宋时由于

没有日船来华，所以入宋僧较少，较为著名的有奝

然、寂昭、成寻等人，史籍留名的也不过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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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来宋不为求法，几乎都不拜访高僧，不学

佛法；而是巡礼法迹，多去天台山、五台山等地巡

游。南宋中叶后，日宋双方商船往来频繁，入宋僧

人大增，至少有百余人。他们除了继续巡礼法迹

外，有的为传习律宗，有的为学习禅宗而来。他们

将南宋盛行的禅宗引入日本，荣 回国西 后在 博多修

建了圣福寺，在镰仓开创了寿福寺，在京都创建了

建仁寺，使日本禅宗从此大兴起来。特别是来日宋

僧对当时执政的镰仓武士产生很大影响，以致直接

影响到以后武士道精神。到了元代，由于日本商船

来华频繁，入元僧也大增，仅史册留 ２０名的就有２

多人。其中有不少杰出之士，他们在中国不但学习

了佛法，而且还把中国的儒学、诗词、书法、绘

画、建筑、印刷等方面的先进文化带回日本，促进

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对日本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４． 化交流与 高丽的经济文

公元９世纪，朝鲜半岛上新罗国内阶级矛盾尖

锐，百济、高丽又在旧土上重建王国，从而再次出

现三国鼎立局面，史称后三国。９３６年王建统一了

全国，国号高丽，史称王氏高丽，或称后高丽。

９６０年中国宋朝建立，宋一代北方有辽、金王朝与

之对峙，高丽与宋难以通过陆路往来，两国间主要

通过海道来交往。由于两国是近邻，交通十分方

便，所以无 还是 贸民论是两国间官方使节交往，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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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往来都极为频繁。

９６２年高丽就派遣了第一个使节前来北宋“ 献

方物”，开始了两国友好交往。其后，在１０３０年高

丽组成有２９３人的使节团来北宋，进贡金器、银罽

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

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其实

这期间（ 即宋初至１０３０年间），北宋赴高丽使者共

有１０次，而高丽来宋使者有３０次。此后因高丽、

宋、辽三国间复杂的外交关系，相互间使节往来中

断了四十余年，直到１０７１年高丽使节才复带礼物

来宋朝贡。由此至北宋末年，宋使去高丽有１４次，

高丽使者来宋共３３次。仅北宋１６６年中，双方通

使就达８７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何况其中

还中断了四十多年，实际上差不多三年有两次交

往，这是何等的密切。

以上只是官方通使交往，更多的还是民间贸易

往来。有人据《 高丽史》统计，仅北宋期间，宋商

去高丽的共有１０３批，计３１６９人，有时一批多达

数十人至百余人，其中不少人都是多次去经商的。

福建人居多，其次是浙江人；《 宋史·高丽传》中亦

说：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这与当时受辽

的威胁，改走南路，以明州为主要贸易港有很大关

系。再说当时高丽商人来宋经商的还有不少，明

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北宋政府均

倍加关怀，给予渡海用粮遣还。宋神宗时还特地赐

明州及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 乐宾”，亭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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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济”。由此足以反映双方民间贸易之繁荣。

这些民间商人往来，不受两国关系影响，甚至

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与高丽中

断外交关系期间，宋商仍不断去高丽进行贸易，高

丽不但欢迎他们，甚至以国家的名义设宴招待，乃

至对他们封以官号。为了接待好宋商，在京都开京

专 清州、曰忠州、曰门设立“ 客馆”，其名称“ 曰

四店、曰利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而且每当

宋贾人（ 即商人）之至境，遣官迎劳。每逢节日

高丽政府还设宴招待他们。据（ 高丽史）记载，如

１０１９年重阳节，高丽国王显宗以重阳节宴宋及耽

罗、黑水诸国人于邸馆。１０３４年１２月，高丽举行

八关会时，宋商客、东西蕃、耽罗国亦献方物。赐

坐观礼，后以为常。１０５５年２月寒食日，高丽文

宗飨宋商叶德宠等八十七人于娱宾馆，黄拯等一百

零 次五人于迎宾馆，黄助等四十八人于清河馆。一

同时分三处宴请宋商共２４０人，何等气派！更有甚

者，《 宋史·高丽传》记：高丽政府对宋商因贾舶至

者，密试其所能，诱似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高

丽史》中记有，高丽显宗时，宋泉州商人欧阳征被

封为“ 左右拾遗”；文宗时，宋泉州商人肖宗明被

封为“ 权知閤门祗侯”。高丽政府以此种种优惠待

遇来吸引宋商去高丽贸易，从而宋商大批大批前去

高丽经商。北宋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多次中断，不

少宋商从中引线，起了桥梁作用。宋朝政府曾借助

沟通了与、简平等商人，　　　如黄慎、洪万来、傅旋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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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关系，以至促进了复交，并予以封官奖励。如

宋神宗时，密州商人简平，曾三往高丽通国信，故

授其为“ 三班差使”。

宋元时期与高丽间频繁交往，与当时发达的海

上交通密切有关。除兢的《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记：宋代去高丽，若海道，则河北、京东、淮南、

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说及河北，《 高丽史》

中曾记，元代时曾遇上海盗的“ 大都商人”，有人

推断可能是从直沽港（ 今天津塘沽）出海的，不过

这种情况极少。

宋代前期与高丽的往来，主要走北路航线：由

山东半岛北侧登州、莱州出发。登州与朝鲜半岛仅

一海之隔，遥遥相对，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

顺风仅需一宿即可到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 今朝

鲜海州西南的瓮津）。然后再取陆路，经海州，阎

州（ 今朝鲜延安）、白州（ 今朝鲜白川），便可到达

高丽国都开城府（ 今朝鲜开城）。由于北宋与辽国

处于敌对状态，渤海湾北岸辽东半岛属辽。正如苏

东坡所说：登州地近北虏（ 指辽国），号为极边，

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当时

有的商人借去高丽经商为名，为获重利，实际发船

去往辽国买卖。北宋政府为防商船夹带兵器等违禁

物品运往辽国，于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年）便封了登

州港。

此后改走南路航线：皆由明州出发，先向东北

航行，抵达朝鲜黑山岛，然后再往北行，经朝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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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西南海岸的众多岛屿，到达礼成江口碧澜亭。当

时严格规定：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

以违制论。当时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归时以西

风。航期顺风的话，一般五、六天即可到达，多则

十五、六天。南路航线除明州外，杭州、泉州、广

州等港，亦可至高丽。南宋后，泉州港对外贸易地

位日益提高，高丽商船也有沿浙闽海岸直航泉州

的，《 高丽史》中记载，从泉州去高丽的船只有１９

起。这实际是明州南线的延伸。中朝航道上是最早

使用指南针导航的航线之一，《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中记载：北宋宣和五年（ １１２３年）徐兢出使高丽

的海舶上，已经“ 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

针，以揆南北”。

通过两国使臣和商人的频繁交往，促进了两国

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时期宋朝向高丽出口商品主要

有：綾绢、锦罗、白绢、瓷器、药材、茶叶、书

籍、绘画、乐器等。中国丝织品是宋商船上大宗商

品，尤其是五色缬绢，更是高丽畅销商品。高丽虽

也织造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絍皆仰贾人自山东、

闽、浙来。他们加工后织成文罗花綾，紧丝锦罽等

精美的丝织物，反过来还向中国输出。中国陶瓷是

向高丽出口的又一大宗商品，浙江越窑青瓷产地余

杭离明州不远，所以对高丽瓷器生产影响最大。约

在１１世纪中后期，高丽已能生产极似越窑的青瓷，

同时他们又输入了中国北方瓷器，在器形、花纹上

又受汝窑的影响，在花纹上发明了镶嵌、推白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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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回火、调釉等技巧难度上有所 １２突破。

世纪初烧制出翡翠色青瓷，比越窑青瓷还巧丽，以

后反而向南宋出口。近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

现沉船，已打捞出的七千余件遗物，瓷器有六千余

件，其中青瓷就有三千余件；其次是白瓷、黑釉瓷

等。这些青瓷中，又以浙江龙泉窑青瓷和江西景德

镇的影青瓷居多。从中可见当时中国向高丽出口的

瓷器多么可观。

高丽是宋朝出口书籍 论无最大的对象，高丽 国

官府还是民间藏书风气很盛，对中国 求 很量书籍需

大。由福建建州出版的“ 建本文字”在高丽颇受欢

迎，高丽曾派专人来我国江南购书，一次就购了

经籍一万零八百卷尤其是学习了我国活字印刷

后，他们大量印刷，但书源在我国，所以迫切需

要大批进口中国书籍。入宋的高丽僧，回国时都

购置各种书籍，如义天回国时，带回了数千卷经

书。后来，有些书在中国早已失佚，而高丽却还

保存完好。当时高丽根据宋朝的要求，将中国失

传的一些书，向宋赠送。当时中国的活字印刷最

早传给高丽，他们仿陶制活字铸成铜活字，使活

字印刷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又将金属活

字传向日本。

这时期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

包括儒学、理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

度、文学、历史、书法、绘画、音乐、建筑、宗

教、医学等 都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不便一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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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棉纺业兴盛发达，高丽

使者文益渐来宋后，回国时将棉种带了回去，加以

推广；并学会了纺织，从而改变了朝鲜人民的衣

着。到１４世纪末，１５世纪初，甚至还向我国东北

地区及日本输出棉布。

高丽向宋王朝输出的商品很多，主要有：金银

器、人参、红花、麝香、茯苓、毛丝布、铜器、漆

料及笔、墨、纸等文具用品和螺钿器、折扇等工艺

品。其中以野生药物和果品居很大比重。他们用苎

麻织成的毛丝布，洁白如玉，经久耐用，颇受中国

百姓喜爱。漆器早在汉代即已大量输往朝鲜，朝鲜

人民大力改进了漆树品种，提高了产漆质量，以至

元明时中国反向朝鲜进口生漆来制作漆器。高丽纸

是中国人民非常喜爱用的一种纸。高丽墨是用老松

烟和麋鹿胶作成，连宋朝著名造墨专家潘谷也吸取

了高丽造墨经验，作墨时杂用高丽输入的“ 媒”；

苏轼经常把潘谷的墨打碎，拌入高丽墨，这样更好

使。高丽笔、墨不仅在中国很有市场，而且在安

南、琉球等地也享有很高声誉。摺扇发明于朝鲜，

传入中国后，广受人们喜爱，苏东坡就称赞道：

“ 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只是

宋代士大夫们，自持清高，认为这种扇子轻佻，所

以宋元时主要在下层百姓中广为使用，到明代时连

皇帝也喜好了，永乐皇帝“ 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

式为之”。从而也开创了我国折扇工艺的发展。（ 见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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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众多贸易港的发展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除了当时社会

商品经济繁荣，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以及航海技术的

提高等因素外，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与沿海港口城市

的空前繁荣密切有关。这时期无论南海航路还是东

图８宋代对高丽的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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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路都很繁盛，东海航路与日本、高丽的交往进

一步得到发展；南海航路又有进一步扩展，各条航

路都有相对固定的出海港口。这时期我国沿海从北

到南开放的港口最多：北方山东半岛有登州、密

州，长江口岸有镇江府、江阴军、平江府的太仓

县、秀州的华亭县、青龙镇、上海港，浙江沿岸有

杭州、明州、温州，以及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

等。众多的港口这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

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最后形成了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名港。以下简

要地看看这些港口发展的状况。

登州港　　早在隋唐时期已成为我国北方通高

丽、日本的主要港口，其兴盛一直维系到宋初。

《 文献通考》记载：“ 登州三面环海，祖宗时（ 指北

宋初）海中诸国朝贡，皆由登莱。”登州港在宋初

仍为接待高丽使臣的主要港口，宋代史料记载：高

丽自国初皆由登州来朝，大中祥符八年（ １０１５年）

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使者，天圣元年（ １０２３年）

以前使由登州入。由于地近敌国辽朝，自庆历元年

（ １０４１年）以后历朝三令五申严禁高丽海船再入登

州、莱州通商，否则皆徒二年。并在庆历二年

（ １０４２年）在此置巡检，名刀鱼寨，驻水兵三百，

以防辽入侵。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年）登州对外通商

活动被封绝，成为北方重要军港基地，元代在此仍

循宋制。

密州港　　自北部登州、莱州港被封以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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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南部位于胶州湾北岸的密州板桥镇港便日趋兴

盛起来，一跃成为我国北方主要港口。由于密州板

桥镇取代了昔日登州地位，对内、对外贸易活动日

益繁盛，于元丰七年（ １０８４年）三月在此设立了

管理舶商贸易的榷易务。随后知密州范锷极力争

取，提出：板桥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

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

商客船运见钱、丝、绵、綾、绢，往来交易，买卖

极为繁盛，建议在此置市舶司。于是于元祐三年

（ １０８８年）升板桥镇为胶西县兼临海军使，并在此

置市舶司。这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港口中唯一设市舶

司的对外贸易港，其地位比昔日登州港还重要。从

此与高丽往来，可由此发船，这里成为通往高丽的

主要门户。港内海舶麇集，多异国珍宝，十分繁

荣。可惜为时不长，到政和四年（ １１１４年），因地

近登莱州界，怕与辽地沟通，而被封港，其市舶司

仅存二十六年。以后为金朝所占，金皇统二年

（ １１４２年）在胶西县置榷场，称胶西榷场，成为宋

金海道间唯一互市市场，重新活跃了五十多年，至

金承安三年（ １１９８年）才被撤销。不过这里的互

市受时局变化影响，时兴时废。《 宋史》记载：金

末李全克密州时，这里仍很兴盛，“ 胶西当登、宁、

海之冲，百货辐凑⋯⋯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

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其货而中

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元代以后，因海运兴

起，又在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开辟了胶莱运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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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又成为海运、造船基地。虽没有海外贸易往来，

不及北宋时那么繁盛，但仍为国内南北商贾所会的

中转港。

镇江港　　唐代长江口附近的扬州港因江口东

移，便失去了昔日地理位置优势，不再对外往来，

其作用为长江南岸的镇江府所替代。南宋初年有官

员说：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

卖至多，实际北宋早已如此。由于镇江属内河航运

港，外商海舶进出不很方便，所以它的对外贸易活

动并不突出，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到南宋初，

金兵南下直逼长江，闽广客船和南海蕃船都有所畏

惧，不敢贸然北上，所以镇江港就此默默无闻了。

宋元时期长江下游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尤其是

靠近入海口的苏州地区，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

建设，农业有了迅猛发展，以至有“ 苏湖熟，天下

足”之称。同时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早在

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江南名城，宋代时苏州繁荣甚

至超过了昔日扬州，开始出现“ 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谚语。凭藉苏州的经济条件，它完全有可能发

展成为长江出海口附近的对外贸易大港。可惜天公

不作美，它离江岸、海岸太远，不具备港口条件。

为了开拓对外发展，不得不在沿江地区寻求其外延

港口。又由于这时期长江入海口的江岸变化很大，

不断向外延伸，而且发展很快，从而形成这时期这

地区新的港口迭兴，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状态。除了

上述镇江港外，在长江口岸先后出现江阴、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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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青龙镇、上海等对外贸易港。

江阴港　　宋中期江阴军海外贸易已有一定规

模，王安石就曾作诗形容其城北黄田港：“ 黄田港

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人市，人

间鱼蟹不论钱。”到南宋初，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

年）便在江阴正式设置了市舶务。淳熙年间（ １１７４

——１１８９年），“ 商船倭舶，岁尝辐辏”；这时高丽商

船也来此贸易，有时一年竟有六、七艘之多。庆元

五年（ １１９９年）日本入宋僧俊芿来华时，就是先

到江阴军下帆放碇。由于江阴离江口稍远些，来往

商船进出仍不很方便，于是南宋末年，江阴军市舶

务被撤销了，从此江阴的黄田港衰落下去，被更接

近江口的太仓所取代。

太仓港　　太仓位于昆山东北，为古代娄江（ 今

浏河）入江口。娄江系古三江之一，是太湖重要泄

水干道，可直通苏州娄门，经吴县鲇鱼口北入运

河。太仓是苏州理想外延港，外可通海，内与太湖

水系及大运河相联结。这里江面宽阔，近海口外阔

有二里许，浏河口的浏家港为元明时长江下游天然

良港。元初朱清、张瑄便利用此港为基地向北方海

运漕粮，并发展海外贸易，以巨艘大舶帆交番夷

中，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

很快发展成为重要海外贸易港。元代中叶，延祐元

年（ １３１４年）昆山州治移徙太仓，直到至正十七

年（ １３５７年）复迁马鞍山，州治在这里共４４年。

当地志书中留下了许多当时港市繁荣景象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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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治濒海商船旅泊，货盈市集，民物繁伙，如通

都大邑。”这里“ 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

高楼大宅，琳宫宇梵，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域

矣”。城内名楼列市，番贾如归。各国商人云集，

外通琉球、日本等六国，故太仓南关谓之六国码

头。海外诸番，因得在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

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

时谓之六国马头。以至有的外国海舶循娄江而上，

直抵苏州娄门。该港至明初发展成郑和下西洋的始

发港，在我国海外交通史上曾占有很重要地位。可

惜明代后期，由于娄江上游水利年久失修，娄江下

游逐渐淤塞，太仓浏家港也就废弃了，为新兴的上

海港所取代。

青龙镇港　　上海地区港口最早在青龙镇（ 今青

浦县东北旧青浦）。这里地处吴淞江边，沪渎海口，

有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而闽广交通之称。于北宋

淳化二年（ ９９１年）开始设镇，成为东南沿海的重

要贸易港口。青龙镇下临吴淞江，早先江面浩瀚，

深广可敌千浦，其深可负千斛之舟，溯江西行可直

达苏州，实际它也是苏州的外运港，以至各地珍货

远物毕集于吴之市。北宋时青龙镇已很繁盛，绍熙

（ 云间志）中《 隆平寺藏经记》载：“ 青龙镇瞰松江

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广之途所自出，海舶辐

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

所会。”在《 隆平寺灵鉴宝塔铭》中又记有当时各

地海舶来往青龙港情景：“ 自苏、杭、湖、常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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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

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当时的

青龙镇已是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

舟嬉水冠于江南，论者比之杭州的繁华景象。当时

青龙镇属秀州华亭县（ 县治在今松江县），由于青

龙镇的海上贸易发达兴旺，政和三年（ １１１３年）

便在其所属之华亭县治设立了市舶务，并将青龙镇

改名为通惠镇，以示通商互惠，更加兴旺发达。鉴

于镇与县治相距５４里，客商来往不便，于是建炎

四年（ １１３０年）将市舶务移至镇上。事隔两年，

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年）又将两浙市舶司从杭州移至

华亭，并在青龙镇设立分司机构。青龙镇的海外贸

易活动达到了最盛时期，到南宋中期以后，青龙镇

海上贸易开始趋于下降，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年）撤

废了设在华亭的两浙市舶司，青龙镇的市舶务仍维

系着。但由于吴淞江日渐淤塞，海口向外延伸，商

舶溯流艰难，进出不便，约至宁宗时，即１２世纪

末，明令禁止商船停泊江阴、温州和秀州。从而

青龙镇便日趋衰落。

上海港　　就在青龙镇日趋萧条时，位于吴淞江

更近海口附近的江湾镇渐渐崛起，因江湾镇为商船

去青龙镇必经之地，有些商船为了逃避纳税，将货

物在江湾就出卖了。当时有官员提出在江湾浦口置

场收税，但未有结果。

就在青龙镇衰落后，１３世纪初，位于长江口

南岸的黄姚镇（ 今宝山县月浦附近）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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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会要》中记载：“ 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

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货

商税动以万计。”当时的黄姚镇也有可能发展成为

对外贸易港口，可惜因近在江边，受江潮侵蚀，江

岸坍塌，未能得到发展。

此时华亭东北黄浦江畔有一新港正在兴起，这

就是上海港。宋代海舶来上海，都是从海口入吴淞

江，抵达沪渎后再从宋家浜入泊于镇北的顺济庙

下。到南宋末年这里已海船辐辏，人烟浩穰，具备

取代青龙镇对外贸易的地位。约在咸淳初年（ １２６５

年后），这里已有市舶分司，可能在置市舶司同时

建镇，镇监由市舶兼领。元初至元十四年（ １２７７

年）正式在上海设立市舶司，此时上海港的海上贸

易很活跃，志书说：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

交通琉球、日本、满剌、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

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其后至元二十九年

（ １２９２年）上海镇升为县，但其市舶则于６年后的

大德二年（ １２９８年）并入庆元路（ 今宁波市）。对

外贸易职能为太仓浏家港所替代。

杭州港　　杭州位于南北大运河的南端，面对杭

州湾，又是南宋王朝的都城，所以它在宋元时期海

上贸易活动中起有重要作用。早在五代吴越国时已

设有博易务，所以宋初太平兴国三年（ ９７８年）就

置两浙（ 路）市舶司。这是路一级的海外贸易管理

机构，统管两浙路所有港口对外贸易的。由于明州

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于是咸平二年（ ９９９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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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明州两地分设市舶司，这是府、州级的市舶

机构，隶属于两浙市舶司。当时杭州海上贸易十分

兴盛，欧阳修在《 居士集》中就著称杭州：“ 其俗

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而闽商海

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

谓盛矣。”到了南宋这里既为都城，各国使节前来

进贡，理当来到杭州，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杭州港的

繁盛。杭州港本以日本、高丽海上交通为主，此时

南海众多国家，诸如交趾、占城、三佛齐、真里

富、阇婆、渤泥、大食等国海商也纷至沓来。许多

外国商人甚至侨居下来，杭州城内逐渐形成外国人

聚居的“ 蕃坊”，甚至按不同宗教信仰聚居，如在

今章家桥、崇新门一带主要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

拜月教徒等聚居地。在今清泰街到洋坝头附近则为

伊斯兰教侨民住地。伊本·巴图塔见到后，描述为：

这里市街极为美丽，市场之配制，一如回教国，有

礼拜寺，亦有礼拜告知者。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年）

虽然两浙市舶司移至华亭，但杭州仍有市舶务，可

独立进行海外贸易活动。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年）罢

废了杭州市舶务，只许外国商船停靠杭州外港澉

浦。从此杭州港对外贸易活动均转移到澉浦港，杭

州只是设有管理外贸机构，已失去海外贸易港的作

用。

澉浦　　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淳祐六年

（ １２４６年）开始设市舶机构，淳祐十年（ １２５０年）

设市舶场。元初在夺取杭州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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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７７年）便在澉浦港设立了市舶司，这里很快成

为远涉诸蕃，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

有“ 小杭州”美称。马可·波罗说：这里有一个优

良的港湾，所有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

泊。

明州港　　明州港的海外交通在唐代后期至五代

时已有很大发展，宋初又有进一步发展，所以淳化

三年（ ９９２年）曾一度将两浙市舶司徙置于此，虽

然第二年又复迁回杭州，但不久于咸平二年（ ９９９

年）与杭州同时置市舶司。自此直至元末基本一直

存在，成为宋元时期东南地区诸港中唯一保持市舶

机构的重要对外贸易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优越，

自中日间南路东海航线开辟以来，这里便成了通往

日本最近捷的港口。特别是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年），

北方登州被封港后，往来于高丽的海船改由明州进

出。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年）规定凡去日本、高丽的

海船均在明州办理出口手续。到政和四年（ １１１４

年）又严禁蕃舶和中国海船进入密州港后，所有去

日本、高丽的海船皆由明州放洋，明州成了东海航

路上来往日本、高丽的唯一进出港。《 乾道四明志》

记道：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郊，观舆地图则僻于一

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

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州

虽偏东南一隅，又不是著名都会，就是凭藉其海上

交通优势而发展起来的。除了与日本、高丽往来

外，同时还与东南亚、西亚诸国互通贸易和使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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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淳化三年（ ９９２年）就有阇婆国来宋朝进贡

时到达了明州定海。当时还有不少波斯商人来明州

贸易，明州为接待波斯商人，特地设置了波斯馆；

波斯商人在狮子桥北面建起了清真寺，这地方后来

就叫作波斯巷。整个南宋时期，在江浙诸港普遍衰

落情况下，唯有明州港仍保持着繁荣局面。宋元时

期明州基本上一直是同日本、高丽往来的最重要口

岸，是承担东海航路进出口贸易的门户，成为元代

三大主要贸易港之一。

温州港　　温州产良材，是我国古代重要造船业

基地，又靠近驰名中外的龙泉青瓷产地，具备海上

交通的优良条件。南宋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年）前始

置市舶务，从而成为东南沿海又一对外贸易港口，

是明州的外围口岸。这里是龙泉青瓷的出口基地，

主要与日本交往较多，同时与高丽、东南亚各国也

有海上贸易往来。其市舶机构在南宋中期被废止

了，元初又在此设置了市舶司，后虽并入庆元市舶

司，但海舶仍常出入这里。这里的海上交通也很繁

盛，曾建有专门码头供海舶停靠；设“ 来远驿”接

待海外来客；建净光塔作为海舶的航标；元代海外

商人在此建有天主教堂。元元贞二年（ １２９６年），

元朝政府派遣使团去真腊访问，就是从温州港出发

的，随行人员周达观回来后著有《 真腊风土记》。

泉州港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在唐、五代发展的

基础上，又有进一步飞速发展，以至发展成当时我

国第一大港，甚至成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不过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1

北宋初年它还不及广州、杭州、明州等港重要。直

至北宋中期，由于广州官员对海商过于勒索，导致

南海蕃商纷纷来泉州贸易。泉州地处东海航路与南

海航路交汇处，除了南海蕃船来航外，同时北方因

登州被封，与高丽交往也很频繁。《 高丽史》记，

由泉州开往高丽的商船，有１９次之多，甚至超过

了同期的明州港。所以到宋元祐二年（ １０８７年），

在泉州置福建路市舶司，与两浙路市舶司和广南东

路市舶司并称三路市舶司。南宋初期，泉州有了迅

速发展，绍兴十四年（ １１４４年），南宋政府决定按

广州体例，增加泉州每年设宴犒赏海商的官钱，从

而使泉州与广州处于同等地位了。其后又把泉州列

为接待海外“ 进奉”使者的重要口岸。开禧二年

（ １２０６年）来泉贸易的国家有３０几个，到宝庆元

年（ １２２５年）时，已达５０多个。这时期广州海外

贸易发展幅度远远逊于泉州，从而泉州大大超过了

广州，一跃而为全国第一贸易大港。元代泉州港比

宋代又有更大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 岛夷志略》

中所记泉州对外贸易的地区，比南宋时增加了十几

个国家近４０个地方。泉州港一跃成为梯航万国、

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元朝曾先后两次在泉州

设行省，以提高泉州的行政地位。至元十八年

（ １２８１年）还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

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至元三十年（ １２９３年）

又下令各地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可见泉州当时在全

国诸港中所居特殊地位。元代文人概括说：“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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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

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

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

非自初而然也。”说明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 为

天下最”，这里的人普遍趋于利而轻于义。元末一

位诗人描绘当时泉州说：“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

高墙多海宝。”多么形象的国际贸易城市的繁荣景

象。难怪马可·波罗来到泉州后认为，如果从埃及

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港口运输一船胡椒去欧洲，那

么就会有一百艘商船来到泉州港。伊本·巴图塔在

泉州也看到大舶百数，小船不可胜数。他们都认为

泉州港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城市。

在泉州港南北当时还有福州、漳州两港。在北

宋中期以前，他们与泉州本处于并列地位，由于泉

州发展较快，当时福建路市舶司设在泉州以后，他

们虽也有一些海外贸易活动，但比起泉州来，规模

要小得多了，他们只是泉州的外围口岸而已。

广州港　　　　广州自秦汉以来，历来为我国南方对

南海航路的主要贸易港，直至北宋仍为当时全国最

大海外贸易港。宋太祖开宝四年（ ９７１年）二月灭

南汉，同年六月就在广州设市舶司，知州兼任市舶

使，广州成为宋初最早对外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门

户。到真宗初年，杭州、明州正欣欣向荣发展海外

贸易时，由于广 州市舶官吏侵渔，致使海舶久不

至。直到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９年）以后，才有海

外舶船岁至。但不久，仍因官吏过分勒索，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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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使海外舶船稀少。天圣六年（ １０２８年）时，

诏书中还说，广州近年蕃舶罕至。特别是皇祐三年

（ １０５１年）发生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广州，把城外蕃

汉数万家席卷而去，给广州海外贸易造成很大破

坏。这给泉州的发展反倒带来了机遇。不过熙宁以

后，广州海外舶商仍来者相继，仍为外国香货及海

南客旅所聚之处。以至有人向朝廷建议：请罢杭、

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当时广州还是一片

“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的繁荣景象。

直到北宋末年，全国三路市舶司中，据《 萍洲可

谈》中称：“ 三方唯广最盛”，可见广州在北宋时在

全国海港中仍居榜首。南宋前期广州还保持以往盛

势，但泉州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广州，乾道二年

（ １１６６年）两浙市舶司被罢后，文献中每每以“ 广

福市舶司”或“ 泉广市舶司”所称，广州已与泉州

基本处于同等地位了。到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年）以

后，广州海外贸易不太景气，出现“ 比年蕃船颇

疏”的局面，而泉州正蓬勃发展，于是广州渐为泉

州所超过，直到元代，广州便一直屈居第二。尽管

广州海外贸易发展不及泉州快，但毕竟还是南海航

路上的主要贸易港，有宋一代三百多年间，广州城

扩建修缮了十多次，其中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年）加

筑了子城；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年）修筑了东城，第

二年又增筑了西城；后在嘉定三年（ １２１０年）又

加筑了东西雁翅城。元代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在

《 东游录》中夸赞广州比威尼斯大三倍，“ 整个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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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多”。伊本·巴图塔也说广州

是世界大城之一。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

及。广州仍不愧为南方对外通商大城。

当时归属广州市舶司的港口还有雷州半岛上的

雷州、合浦港及海南岛上的琼州（ 今海口市）、吉

阳军（ 今崖县）、万安军（ 今万宁）诸港。广州的

发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南宋时曾打算在琼州

置市舶机构，但未能实现。元时曾一度设置过“ 海

南博易提举司”，可能就在海南。宋元时期南海航

路上过往的海舶不断停泊在海南诸港进行贸易活

动。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我国沿海

港口都粉墨登场。宋代先后设市舶司或市舶务的就

１１处之多，自北而南为：密州、江阴有 、青龙镇、

华亭、上海、杭州、澉浦、明州、温州、泉州、广

州等，其中大多数终因诸因素不利，而被废弃。最

后至元代形成三大名港：明州、泉州和广州。明州

则为东海航路的重要进出港，广州是南海航路的门

户，泉州介于东海航路和南海航路之间，为两条航

路的交汇点，其海上贸易最为繁盛，成为当时我国

最大对外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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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明代海上丝路由盛 衰转

１．明初的“ 朝 贸易”贡 与“ 海禁”

明初一方面很重视海外贸易，大力发展与海外

各国的官方间的朝贡贸易；同时迫于当时沿海不利

形势，对民间贸易严格实行“ 海禁”政策。

我国历来官方间交往都是以朝贡形式进行的，

只是宋元以来，大有对民间贸易比官方朝贡贸易更

为重视的趋势。明代却是除朝贡贸易外，不许有其

他私人贸易存在。这样海外诸国欲与中国通商，必

须在政治上先与明王朝建立藩属关系，接受明王朝

的册封，然后才能来华朝贡交易。所以称这种贸易

形式为“ 朝贡贸易”，又称之为“ 封贡贸易”或

“ 贡舶贸易”；以后又以勘合形式来进行，故又称作

“ 勘合贸易”。

早在明建国初，吴元年（ １３６３年）十二月就

在太仓黄渡（ 今上海嘉定县黄渡镇）设立市舶司。

只因新港难以发挥其作用，于是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

年）便停罢黄渡市舶司，改设广州、泉州、宁波三

地。但到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年）即予废止，直到永

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才又恢复。明代市舶司的职责

只限于接待外国前来“ 朝贡”的海船，不能批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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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船出海。当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

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朝政府虽也

知道军需国库半取于市舶，但有明一代，基本上都

对市舶进行种种限制。

明初洪武年间及永乐初，对前来朝贡的海舶均

予以“ 优值”、“ 免税”的优惠，以示“ 怀柔”。以

致出现日本和南洋地区一些商人以托贡附舶竞来贸

易，使明政府难以应付，于是便实施勘合制度。即

对各国的贡舶发给勘合，以资限制。这种勘合制度

有很大局限，凡发给“ 勘合”的国家，首先要得到

明朝政府的认可，双方建有正式外交关系，当时从

日本到印度洋地区与明朝政府有关系的仅十几个国

家；对于能来朝贡的国家严格规定了朝贡的期限、

路线、停泊港口等，还规定“ 贡使”居住和停留的

地点、贡船的只数、随从人数及贡物品类等。

“ 勘合”是一种证书，勘是核对，合是符合之

意。一般是将前来勘合的国家名称拆开，如对日

本，就先把日本二字分开，制成日字号勘合１００

道，本字号勘合１００道，合计２００道，以及日字号

勘合底簿２扇，本字号勘合底簿２扇，共计４扇。

其中日字号勘合１００道，日字号勘合底簿１扇及本

字号勘合底簿１扇，存放在明朝北京礼部，另１扇

本字号勘合底簿则放在福州布政司；另以本字号勘

合１００道及日字号勘合底簿１扇，发给日本。以后

凡从日本来明贸易的船只，每船必须携带勘合１

道，到港后将勘合交福州布政司核对底簿后，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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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节去北京，再与礼部存档的勘合及底簿进行核

对，辨别真伪。上交勘合时必须在勘合上注明使臣

以下的姓名、贸易货品、数量等。如明使赴日，则

须携带明朝礼部保存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保管的

勘合底簿进行核对，核对后才能交易；回国时，必

须把日方赠送的礼物记在勘合上带回。

勘合贸易是以进贡名义进行的，其贡物一般可

分为进贡方物、使臣自进物和国王附搭品三类。进

贡方物是专献明朝的贡品，明朝对此回赠相应的

“ 赏赐”。使臣自进物是指正使、副使以至从僧、通

事等进献明朝的物品，实际是卖给明朝的商品，明

朝官方则按数给价。至于国王附搭品名义上是搭附

于国王贡物上的贸易品，实际是公家的贸易品，以

后主要成为私商的商品，这部分数量最大。上述物

品先经过朝贡，再由政府进行官买，所余部分经过

抽分后，便可在使者住地开市三至五日自由交易。

整个交易过程中都要在地方官员监督下进行，贡使

等欲购回国物品，也要在地方官员监督下进行，实

际上整个商业过程都要由政府加以控制。

明初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逃到海上，仍

在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同时日本的一些失意武士和

无业游民，常到我国沿海地区来抢掠，这就是“ 倭

寇”。根据记载，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倭寇掠苏

州崇明岛；不久又寇温、台、明州及福建沿海；四

年又寇温州，五年寇海盐、澉浦、福建，七年寇胶

州。明朝政府为了对付他们，除了积极进行剿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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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便实行消极的海禁政策，以此限制民间贸易，

不许他们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严格规定：“ 军民

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

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却劫

掠良民者，正犯⋯⋯处斩⋯⋯，全家发边卫充军。”

为彻底厉行海禁，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

明代海禁时紧时松，大体说来，洪武建文年间

（ １３６８～１４０２年），是海禁严格实施时期。到了永

乐宣德年间（ １４０３～１４３５年），较为松弛，一方面

派遣了声势浩大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另方面虽仍

实行海禁政策，但已恢复了市舶司机构。从正统初

年到正德年间（ １４３６～１５２１年），这８６年中历经

六朝，此后再也无力组织大型船队出洋，海外各国

来华朝贡贸易的亦渐趋衰落。如弘治年间，番舶自

广东入贡者，唯占城、暹罗各一次。从而民间私下

的海上贸易活动与日俱增，当时有人指出：华夷同

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

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这时期

虽历朝不断重申海禁的禁令，但仍不断有人违禁出

海贸易，于是明代政府不得不予以宽容。正德四年

（ １５０９年）允许载运番香的外国船只入口，不论有

无“ 勘合”，只要经过抽分，均可自行贸易。这样

沿海许多海船便纷纷冒充番舶公开进行贸易，有些

人甚至与外商勾结，危害地方安全，于是迫使政府

重新实行海禁。但抽分收入直接影响地方财政开

支，如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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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皆窘。于是，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年）又取消了

禁令，仍允许番舶抽分后可自行贸易，实际默认了

沿海船只可以出海贸易。其后嘉靖年间（ １５２２～

１５６６年），由于葡萄牙人不断骚扰沿海地区，嘉靖

二年（ １５２３年）宁波又发生了日本争贡事件，加

上倭寇活动猖獗，所以这时期是海禁最严厉的时

期。连连发出禁令，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拆毁。

凡有违禁，私与贼市，不仅本人服法，还要连坐邻

里。直到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年）以后才废除海禁，

整个明代不足三百年，实行海禁时间长达近二百

年。造成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了。

２．郑和下西洋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其“ 盛”则是郑

和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可谓我国海上丝

绸之路发展达到了顶峰，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无与

伦比的。

郑和（ １３７１～１４３４年），回族，云南昆阳（ 今

云南晋宁）人，原姓马。因在靖难之役中起兵有

功，颇受永乐大帝器重，擢任内官监太监。赐姓

郑，小名三保，习惯称之为三保太监，故郑和下西

洋又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永乐大帝朱棣登位后，一方面继续实行严格的

海禁政策，同时大力发展朝贡贸易。他积极发展同

各国联系，主动派遣使者去周边的日本、暹罗、爪

哇、满剌加等国宣慰招徕。在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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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就派郑和出使暹罗国；永乐二年又让他出使

日本。永乐三年（ １４０５年）即命他组织统率庞大

船队远航，出使西洋。前后共７次，历时２８年，

大致情况如下：

第１次，永乐三年六月到永乐五年九月（ １４０５

年７月～１４０７年１０月），率领大型宝船２０８艘，

各种人员２７８００多人。从太仓浏家港启程，经福建

长乐候信风，由闽江口的五虎门扬帆远航，经占城

（ 今越南中南部）、爪哇、旧港（ 今印尼苏门答腊岛

的巨港）、向西驶过孟加拉湾，又过锡兰山（ 今斯

里兰卡）、柯枝（ 今印度柯钦），最后到达古里（ 今

印度西南科泽科德）。当时的古里是中西海上交通

的重要港口，郑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航海纪念碑。

第２次，永乐五年九月到永乐七年夏（ １４０７

年１０月～１４０９年８月），航程与第一次基本相同，

只是增加了暹罗（ 今泰国）。在经过斯里兰卡时，

曾立碑纪念，此碑于１９１１年在斯里兰卡的加勒被

发现，碑文是用三种文字镌刻，右边是汉文、左上

方是泰米尔文、左下方是古波斯文，汉文是碑文的

主体。现收藏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内。

第３次，永乐七年九月到永乐九年六月（ １４０９

年１０月～１４１１年７月），这次出航统领官兵２７０００

余人，航程基本照旧。在占城受到占城国王热烈欢

迎。然后离占城南航，访问爪哇后，西航至满剌加

（ 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这里原是隶属暹罗小国，郑

和帮助建立碑石，划定疆界，自此满剌加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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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西航经阿鲁（ 今苏门答腊岛中部）及苏门答腊，

到锡兰后，分派一支分队去加异勒（ 今印度半岛南

部东岸）、阿拨巴丹、甘巴里（ 今印度半岛南端之

船队访科摩林角）；自己率大 问小葛兰（ 今印度

奎隆）、柯枝、古里，然后回国。

这３次航行中间几乎没有休整，连续不断出

航，所走路线也大体相同，基本上只是到达印度半

岛南部西岸，未入波斯湾。有的学者认为第３次曾

到达忽鲁谟斯（ 今伊朗霍尔木兹）或非洲东岸。实

际上《 明史·忽鲁谟斯传）中有记，在郑和第三次

返航回国后，永乐帝于永乐十年（ １４１２年）十一

月命他第４次远航时，特别提出：“ 以西洋近国已

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希望郑

和这次能远访居西海之极的忽鲁谟斯。于是他遍寻

懂阿拉伯语的通事，马欢便于这次随行。（ 见图９）

第４次，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到永乐十三年七月

（ １４１３年１２月～１４１５年８月），这次出航过占城，

南航急兰丹（ 今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彭亨

（ 即湓亨），再东航爪哇，西进旧港，到满刺加。征

得国王同意，在此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

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

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设置了这个中途供应基

地，为以后几次远航创造了条件。后到苏门答腊平

息抢劫后，派出一支船队去访溜山国（ 今马尔代

夫），自己率大 宝船继续西行，过锡兰、到古里，

然后直航忽鲁谟斯。这里是东西方商人会聚的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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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这

里有来自阿拉伯半岛、中亚地区、印度半岛及以东

各国的商人，还有来自非洲东岸、地中海沿岸的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3

人。会集了东西方的各种奇珍异宝，诸如各种名贵

宝石、珍珠、水晶、金钢石、珊瑚、琥珀等等，应

有尽有。当时在忽鲁谟斯的一些非洲地区的商人，

如麻林（ 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木骨都束（ 今索马

里的摩加迪沙）、不刺哇（ 今索马里的布腊瓦）及

在今南也门的阿丹、剌撒等国。他们看到郑和船

队，对中国产生极大兴趣，回国后报告了本国政

府，于是其后这些国家纷纷遣使来中国朝贡。到永

乐十四年（ １４１６年）先后有１９个国家来使，于是

永乐帝又令郑和再次出航，分送这些使者回国。

第５次，永乐十五年五月到永乐十七年七月

（ １４１７年５月～１４１９年８月），启航后于五月十六

日在泉州城外回教先贤墓行香并刻石纪念，这块

“ 行香碑”刻石迄今犹在。上书：钦差总兵太监郑

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

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祐。前段行程基本与上

次相同，在苏门答腊时派出一支船队前去溜山国，

他自己仍率大 宝船过锡兰、柯枝到古里，径直航

至忽鲁谟斯，然后沿阿拉伯海岸南行，驶抵祖法儿

（ 今阿曼佐法儿）。在那里双方友好交往后，祖法儿

国王又派使者带了乳香、鸵鸟等礼物随郑和船队来

访中国。其后从祖法儿继续南行，又访问了今南也

门的刺撒、阿丹等国，然后绕过索马里半岛，到达

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卜刺哇、赤道以南的竹步

（ 今索马里的准博）、麻林，最南到达了达慢八撒

（ 今肯尼亚的蒙巴萨）。这次行程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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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次，永乐十九年正月到永乐二十年八月

（ １４２１年春～１４２２年９月），主要送１６国使臣回

国。行程与以往一样，先到占城，后派一支船队送

暹罗使者回国；其他船只继续南行，经马六甲海

峡，送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等国使臣回国。然

后派李兴率一支船队西行，李兴又分派内官周满直

航阿丹；他自己则送南浡里、锡兰、加异勒、柯枝

和溜山等国使者回国。而郑和在苏门答腊与李兴分

手后，便北航榜葛剌（ 今孟加拉），然后向南到古

里，由此直航祖法儿，继续南航，去了刺撒、木骨

都束、卜剌哇等地后返航。其间永乐十九年十月还

派内官洪保送爪哇使者回国。这次是分批分头行

动，去的地区特别多，共有３６国。

４～６次的航程基本相同，主要活动范围在印

度洋，不仅越过南亚，进入了阿拉伯帝国，而且到

了非洲东岸，继承发展了宋元时期的海上航路，形

成了多点交叉的综合航路网。这几次不仅活动范围

大，更重要的是大显中华帝国的威风，基本上达到

了永乐大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使明代朝贡

贸易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

展推向了最高潮。由于财力不足，不得不使如此大

规模的远航活动暂行停止，让郑和在南京守备了好

几年，直到宣德五年才又重新出征。（ 见图１０）

第７次，宣德五年十二月到宣德八年七月

（ １４３１年１月～１４３３年８月），郑和率大型宝船６１

艘，共２７５５０人，浩浩荡荡从南京龙湾（ 今南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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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启航，两天后到达浏家港，由此出发。这次航

程与第５次基本相同。只是在苏门答腊时，分出一

支船队经溜山后直航非洲东岸，去木骨都束、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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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竹步等地。又派洪太监率一支船队去古里，然

后直航祖法儿、剌撒、阿丹等地。而郑和自己则去

锡兰、古里，再直航忽鲁谟斯。其中洪太监一支到

达古里后，正好古里派船去天方（ 又称默加，即今

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于是洪太监

便派通事７入带上礼品，随古里船去了天方。他们

在那里买了各种珍禽异兽，画了天堂图，默伽国王

也派了使臣带了方物随他们来明朝贡。（ 见图１１）

郑和７次下西洋，历时２８年，每次出动百余

艘海船，载有二万多人，行程万里，遍访了亚非三

四十个国家，这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郑和的出访完全是和平友好、互利平等的，他尊重

各国主权，馈赠大量礼物，建立友好邦交关系。赢

得了各国的信任和友谊，很多国家争派使节来华，

有的甚至国王亲自来访有人统计，永乐２２年间，

曾有６０个国家２４５次来访，其中浡泥、满剌加、

尼八剌（ 今尼泊尔）、苏禄（ 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古麻刺朗（ 今菲律宾棉兰老岛）、锡兰等６个国家

８位国王９次亲自来访。其中浡泥国王、苏禄东国

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中国访问期间，不幸病故，分

别礼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山东德州北郊、福

建福州城西湖南面茶园山。这些正是明代友好外交

的历史见证。

郑和是明代杰出的航海家、外交家。他作为友

好使者，传播了友谊的种子，在各国人民心中生

根、发芽，给各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深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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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直到今天，在他当年走过的地方，许多国家

的人民还流传着他的故事和传说，许多地方还保留

着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市、港口、庙宇、水并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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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塔；印度尼西亚有三

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宝井；马来西亚有三

宝城、三宝井等等。他的光辉业绩在海上丝绸之路

上永远不会磨灭。郑和下西洋的举动为人类文明史

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不仅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

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各国相互间的友谊，促进了

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开扩了中国人的眼

界，使封闭的中国王朝能更了解世界。可惜这一成

果未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腐朽的封建王朝依然固步

自封，唯我独尊。以后反让西方殖民者东侵，悄悄

地敲开了大门。

３．西方殖民者的东侵与太平洋上

的“ 丝绸之路”

１５世纪开始，西方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

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蓬勃发

１５世展，迫切需要向东方发展贸易关系。而 纪下

半叶，东西方陆路贸易通道基本为土耳其帝国所控

制；沟通欧亚大陆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的海上

航道基本为阿拉伯人所操纵。当时欧亚大陆之间还

没有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为了打破这种僵局，１５

世纪末，新兴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殖民者便设

法寻求地中海以外直接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于是出现了所谓地理大发现。主要有１４８６年

迪来斯率领葡萄牙舰队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１４９７

年葡萄牙派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首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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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欧洲直达东方的新航路。１４９２年西班牙派遣

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发

现”了新大陆美洲。接着１５１９年麦哲伦开始了划

时代的环球航行，越过美洲，横渡太平洋，来到了

菲律宾群岛，从此西班牙人开辟了美洲通往菲律宾

的新航路。

最先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后，于

１５１１年侵占了满刺加，使中国失去了海外贸易基

地。接着又占领了摩鹿加群岛，向爪哇、婆罗洲等

地发展其势力。从而其他国家也无法前来进贡，从

此明代的“ 朝贡贸易”便名存实亡了。进而葡萄牙

人便积极向中国发展其侵略势力，正德九年（ １５１４

年）企图占领我国广州外港屯门岛，不久为明朝军

队赶走。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年）发生了屯门之战，

葡萄牙人再次被驱逐。嘉靖元年（ １５２２年）又发

生了新会西草湾之战，葡萄牙人再遭可耻失败。他

们并不甘心，继续在我国沿海地区活动，嘉靖三十

二年（ １５５３年）用欺骗贿赂手段，赖在澳门定居

下来，以后发展成葡萄牙的殖民地。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兰等殖民者接踵而

来，他们也想在我国东南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

万历五年（ １５７７年），西班牙人来到福建沿海，为

当地地方官所拒绝。１６２６年偷偷地侵占了我国台

湾北部淡水、基隆等地。而荷兰人于１７世纪初，

再次来到我国沿海地区，两次侵占了澎湖，均因明

朝政府坚决反对而被迫退出。最后于１６２４年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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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台湾南部地区，后于１６４２年赶走了西班牙

势力，独占台湾。直到清初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年）

才为郑成功收复。

自从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来到菲律宾群岛以

后，经多年努力，终于征服了该岛，使之成为西班

牙的殖民地。同时开辟了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

平洋航路，从此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便源源不断

地沿着这条航路，经由马尼拉运往墨西哥，行销拉

丁美洲各地。这条航路就此成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

路。中国丝绸除了由陆路运往中亚，由海路运往波

斯湾，越过印度洋运到非洲东岸，间接地传往欧洲

之外，又越过太平洋运往墨西哥，传往拉丁美洲各

地，开始进入了西半球，这在我国丝绸传播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唐代起，菲律宾群岛与我国就有频繁交往，

明代与吕宋、苏禄等岛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仅洪

武、永乐年间，菲律宾的吕宋、合猫里、冯加施

兰、古麻刺朗、苏禄诸国先后１５次遣使来明“ 朝

贡”贸易，明朝也多次派遣使者去菲律宾诸岛宣

慰。在中菲交往中，大量中国的丝织品、瓷器、铁

器等成了菲律宾人民生活必需品。当西班牙人来到

菲律宾看到精美的中国丝绸之后，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决定大量收购转销墨西哥，从中获取暴利。

１５７２年中国海商首次为西班牙殖民者运来少

量生丝、棉织品和陶瓷器等样品，准备转运到墨西

哥试销。第二年（ １５７３年）中国纺织品便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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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墨西哥市场，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以后逐年

增加，１５７９年起便大量输入，从此开始了以马尼

拉为中转站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主要以丝绸

为主，包括棉、麻织品和生丝等，有时还有瓷器，

这些货物运到马尼拉后，绝大部分由西班牙人购

买，转装上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所

以这种贸易交往又被称为“ 大帆船贸易”。

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原是偏僻小镇，１５９８年

只有２５０户人家，随着马尼拉 阿卡普尔科航线

开辟，逐渐繁荣起来，很快发展成国际市场。每当

运载中国丝绸的大帆船到港时，都要举行盛大的集

会，成千上万的人从墨西哥城及其他各地蜂拥而

来。市场上挤满了秘鲁商人，他们拥有大量银元，

采购大批货物后，除了运到秘鲁自销外，还远销阿

根廷、巴拉圭和大西洋沿岸其他地区，也有一部分

运往智利，在南美洲几乎无处不见中国丝绸。而墨

西哥商人则驱赶驮着中国商品的骡队或车队奔往墨

西哥城销售，墨西哥境内有七万五千头骡子驮运中

国货。从阿卡普尔科到墨西哥城约相距１１０里格

（ 墨西哥长度单位 作者注），沿途虽有崇山峻

岭、湍急河流、莽莽丛林，道路崎岖甚至荒无人

烟，但因商队过往，一路设有许多客栈，热闹非

凡，墨西哥人民亲切称它为“ 中国之路”。中国货

物运到墨西哥城后，大部分转销墨西哥各地，并有

部分销往加勒比海诸岛。

中国丝绸价廉物美，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热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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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而且中国的生丝大批输往拉丁美洲，使当地有

一万四千多人依靠纺织来维持生计，大大促进了拉

美地区的丝织业的发展。中国的棉、麻织品也是拉

美最赚钱、最畅销的货物。精美的中国瓷器在拉美

也更负盛名，受到拉美人民普遍喜爱。在墨西哥和

利马等城市，人们把它们当作珍品来陈设或收藏，

甚至可以充当货币抵偿向官方缴纳的税金。迄今在

拉美许多博物馆中还收藏有早期贸易时的中国瓷

器。

据《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 钱法不通而

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洪武年间主要使用大

明宝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规模日益

扩大，大明宝钞不断贬值。明代中叶后，全国各地

普遍使用白银作通货，白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

国内的银矿逐渐衰竭，市上白银不足日趋严重。正

好这时美洲发现大批蕴藏丰富的银矿，１５３１年至

１５３２年首先在墨西哥的米却肯地区发现银矿，

１５５０年前后，又在萨卡特卡斯、圣路易波托西和

瓜那华托等地发现了大银矿，当时墨西哥银产量占

世界用银的三分之一。接着秘鲁于１５４５年在波托

西地区发现比墨西哥更大的银矿，其产量超过当时

世界产量的二分之一。正好美洲没有东方需要的特

产，于是白银成了拉丁美洲向菲律宾出口主要物

品；而我国商人极力扩大对菲律宾的出口，以换取

国内急需的白银。我国史籍记载：用银，始于闽

粤，而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其行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3

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输其中以通商，故闽

粤人多商贾于吕宋运银。所谓吕宋产白银是误解，

实际这白银来自美洲。所以有人又称太平洋上的

“ 大帆船贸易”为“ 白银贸易”或“ 丝银贸易”。从

此西班牙银元或墨西哥银元便大量在中国市面流

通，一度成为我国通行银币，推动了我国由使用银

两向使用银元的币制改革，对促进我国商品经济的

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太平洋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和发展，加强了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文化交流。美洲印第安人的

一些农作物，诸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花

生、西红柿等陆续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一些农作

物，如柑桔、樱桃、芒果、罗望子和茶叶等也先后

移植到美洲，大大促进了两地的农业发展和农作物

品的多样化。这条太平洋上丝绸之路发展了两个半

世纪，终因１８１０年爆发了墨西哥独立战争，著名

的阿卡普尔科港毁于１８１３年的战火，随着１８１５年

马尼拉大帆船“ 麦哲伦”号驶离墨西哥，太平洋上

的“ 大帆船贸易”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４． 贸走私贸易与走私 易港的兴起

我国海外贸易历来有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两个

渠道，宋元以来大有民间贸易重于官方贸易的趋

势，但到了明代只重视有限的官方“ 朝贡贸易”，

不计民间贸易发展。由于长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

策，违反客观规律，官逼民反，民间贸易不得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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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走私形式来进行，所以走私贸易便应运而生。

走私贸易在官方看来就是“ 海盗”、“ 海寇”，

实际上商寇难分，《 筹海图编》卷十一《 叙倭原》

中引唐枢的话说得好：“ 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

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关键在于是开

海还是禁海，开则为商，禁则为寇；海禁愈严，走

私愈烈；官方使用军事镇压，海商被迫进行武装对

抗。明代以海上走私为目的的武装贸易集团的出

现，在以往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也是特殊环境下

的特殊产物。有明一代，可以说走私贸易贯穿始

终，从未间断。

太祖朱元璋一再诏令，严禁交通外番，不得擅

自出海与外国互市，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诸

多禁令的同时，海盗反而猖獗。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

年），占城国王入贡时，于途中遇上张汝原、林福

等“ 海寇”，国王败之，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

斤。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年），广东香山县三灶岛

居民吴进添通番。永乐、宣德年间，海禁稍弛，私

人海外贸易日渐增多。苏门答腊四方商贾辐辏，华

人往者，以地远价高，获利倍他国。到了成化、弘

治年间，便更活跃，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

者。

嘉靖年间海禁最严，海盗亦最猖獗，仅以嘉靖

十九年（ １５４０年）来说，就有海商许松（ 许一）、

许栋（ 许二）、许楠（ 许三）、许梓（ 许四），徽州

的王直（ 王五峰）、徐惟学（ 徐碧海）、叶宗满、谢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5

和、方连助、李光头等，相继联 聚集在双屿为基

地，南通南洋，东接日本，大规模经营海上走私贸

易。胡霖、李剪船队往来双屿与南洋各地，贩运中

国的丝绸、棉布和南洋的胡椒香料。甚至有沿海地

区的官吏、士绅，依仗其政治权势参与海上走私贸

易，进行庇护、窝藏、接应，保证走私贸易的顺利

进行。有的民众因怨恨官府，不顾安危支持海盗，

如万表的《 海寇议前》就记：“ 杭州歇客之家，明

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如

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

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

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盗贼。”更有甚者，连

剿寇的军队，因对现实不满而率众哗变，与海盗合

流。

隆庆以后，虽已开禁，但并非可以自由出海贸

易了，仍有种种限制，如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

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可

见对出海船数、航程、货物等等都有限制，当时规

定海船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此时的东

西二洋，已与明初不同，明初郑和下西洋时的“ 西

洋”，是指广大印度洋水域，此时那里早已为西方

殖民者控制，中国商船已不能问津了。明代后期律

令：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趾、占城、

暹罗诸国。均在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南洋地区，范围

已相当狭窄，何况还不包括日本。再说对出海贸易

的商船施以种种苛税和抽分，为抵制这些变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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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仍有不少私人商船进行走私贸易。

走私贸易是一种非法贸易，当然不能在正常的

对外贸易港口活动，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找一

些具有港口条件、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的地方作为

活动基地。顾炎武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得

好：“ 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

岛外瓯脱之地。”也就是说，必须找一些官方监管

不到的地方，或在不为人注目的江口，或在离岸不

远的海岛上。从而走私贸易港便应运而生，诸如浙

江宁波港外舟山群岛中的双屿港，福建漳州附近的

月港，粤东的潮州港、南澳岛等。

双屿港　　现名双峙港，在今宁波市东南约５０

公里，是舟山群岛中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的一个港

湾。港面由两对峙小岛呈八字形，故名双屿。这里

为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但地势险要，位置优

越，为南北海上交通要道，系倭夷贡寇必由之路，

正是进行走私活动的天然良港。初由海商许楠（ 许

二）、王直等来此盘踞，自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年）宁

波市舶司因“ 争贡事件”而罢废后，这里便发展成

为走私贸易港了。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年），邓獠招引

葡萄牙人来双屿交易，从此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

入侵双屿港，以后便成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走私据

点。嘉靖二十四年（ １５４５年），王直又勾引日本浪

人来双屿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在六横岛上建立

馆舍上千所，天主教堂二所，还有医院、市政厅

等；设立一套市政机构。全岛仅有３０００人，而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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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人占有１２００人。嘉靖二十七年（ １５４８年），

官兵一举捣毁该港，用木石筑塞了南北水口，彻底

平毁了这个走私港。

漳州月港　　月港在今福建龙海县海澄镇，地处

闽南偏僻海隅，九龙江出海口，由此顺流向东出南

港，经海门岛、圭屿、厦门岛出海，交通便利，港

汊曲折，港湾环境优越，也是发展走私贸易的好地

方。自景泰四年（ １４５３年）后，民多货番，闽人

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成化、弘治年间，朝贡

贸易日衰，中外商船皆往漳州海面私自驻扎交易，

这里有“ 小苏杭”之称，而广州市井反而萧条。正

德以后这里海外贸易不仅超过福州，而且也超过了

广州，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外贸港口。葡萄牙、西班

牙、日本等国商船纷至沓来，嘉靖二十年（ １５４１

年）仅葡萄牙商人居于漳州的就达五百多人。隆庆

以后，海禁开放，海外贸易更加发达，隆庆二年

（ １５６８年）福建重设市舶时，先设于漳州诏安县梅

岭，隆庆六年（ １５７２年）移至月港。月港至万历

年间，已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海外贸易中心之一，

其海舶遍及东西洋各国，因地近吕宋，是太平洋上

“ 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港。可惜先天不足，港道

水浅，难以适应海舶需要，明末便转向其外侧水深

港阔的厦门港。

潮州港、南澳岛　　这里地处闽粤交界处，为韩

江出海口，唐宋时已有舟船继路，商使交属，明时

这里诸多港湾悉皆通番。尤其是南澳岛，位于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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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外，四面环海，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

岛上港湾众多，位于岛西北的深澳天后宫记为宋时

番舶建，说明宋时已有异邦海舶来此停泊。有人记

载，明初这里已为诸夷贡道所必经之地。严如煜的

《 洋防辑要》记：“ 嘉靖初，倭舶于此互市。既而倭

自福建之语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说明当时南

澳已是中外舶商进行民间贸易重要场所。潮州饶平

柘林港为商舶巨舰往来之所，《 读史方舆纪要》中

记，明时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舰于此。饶平人

陈栋冒险入海去暹罗、日本等国交易，自此日本商

人方来华进行私人贸易。另有澄海人林道乾也于此

率众数千，去交趾、安南、暹罗等地进行海外贸

易。

明代由于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只发展有限的朝

贡贸易，沿海市舶受到种种限制，难以得到充分发

展。随着官方贸易的衰退，沿海对外贸易大港也日

渐衰落。相反，由于民间走私贸易不可遏止地蓬勃

发展，沿海走私贸易港却日益兴盛起来。

明代浙江宁波市舶是唯一接待日本勘合贸易的

港口，到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年）因发生“ 争贡事件”

而被罢废。此时走私贸易日盛，宁波对岸海中双屿

港已成走私贸易基地，集结中外商人万余人，停靠

商舶千余艘。直至嘉靖二十七年（ １５４８年）才被

官军捣毁。隆庆以后虽已“ 开禁”，使宁波港得到

了复苏，但对日贸易一直没有恢复，宁波港只是国

内民间贸易的，南北货运转口贸易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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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市舶在明代只是对琉球贸易而已，由

于港口条件不利，琉球贡使因图方便，改由福州，

故在明中叶市舶也随之移入福州。而福州市舶毕竟

对外贸易有限，难以发展；而这时期漳州月港却因走

私贸易的活跃而兴盛起来，成为福建对外贸易的中

心。到万历年间，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一年得税二

万余两，以充闽中兵饷。只是它属内河港口，出海必

经河口厦门，故明末为天然良港厦门港所替代。

广州历来为我国对外贸易大港，明代也不例

外，它是明代三大市舶司之一，而且它面对南洋，

接待的国家最多，自泉州港衰退以后，它又恢复为

全国第一大港。特别是嘉靖年间，浙江、福建两市

舶被撤销后，它便成了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长

期处于垄断地位。虽然粤东潮州港在民间走私贸易

中得到发展，但广州依然保持它原有繁盛状态，即

使在对墨西哥的太平洋上“ 丝绸之路”的“ 丝银贸

易”中，它也发挥一定作用，向马尼拉提供大量丝

绸和生丝。只是澳门被葡萄牙所占后，对广州的发

展不无一定影响，葡人占取了欧洲与东洋的贸易，

广州原来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为葡人所垄断，澳门已

成为广州的外港，实际成了各国贸易中心。

明代海外贸易由盛转衰，我国港口发展也随之

由盛转衰，代之而起的一些走私贸易港，虽有很大发

展，但毕竟有限，只是起到对外交往中的“ 窗口”作

用，不能替代以往贸易大港的“ 门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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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代海上丝路的衰落

１． 从 海 海 禁禁 到 开 放

清初由于沿海的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

地，曾是明末残余势力南明福王、鲁王和唐王政权

活动中心，他们的部属长期在沿海地区不断袭击清

军。尤其是郑成功的水军对清朝政府威胁最大。迫

于这种形势，清朝政府在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年）

发布禁海令：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兵

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

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劫掠良

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

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至

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处捕鱼取

薪，营汛官兵不许扰累。其实这禁令并不严格，只

是禁止私自出海，凡领得执照的可以出洋或在沿海

捕鱼取薪。并谕令，凡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与逆贼

交易者，就得处斩。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６年）又严

申：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

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后，为了进一步禁海，又

下令强行迁海：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以

外，悉墟其地。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年）又令再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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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五十里。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年）在福建上至福

宁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

里。上述１８年中先后三次推行迁海，遍及山东、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以闽、广受灾

最为严重。从沿海二三十里至上百里内居民，必须

全部内迁，除随身可带之物外，一般沉重物品和房

屋等一律烧毁。造成沿海地区一座座村庄被焚毁，

大片大片农田和盐场被荒废，使之成为荒无人烟的

空白地带。直到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清政府

统一了台湾之后，才废除迁海令，使沿海人民重返

家园，陆续恢复旧业。

严厉的海禁使正常的海上交通被断绝了，沿海

市舶机构实际等于罢废了，。特别是市场流通阻塞，

外国银元停止流入，造成白银货币严重短缺。有官

员在奏疏中记述了海禁前后的变化：犹记顺治六、

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

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

皆有。自一禁海以后，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

海禁虽严，但海外贸易依然尚存。首先是正常

朝贡贸易还在进行，主要是对琉球、暹罗。顺治三

年（ １６４６年）琉球就来朝贡，顺治十一年（ １６５４

年）规定朝贡两年一次，由福建福州进口。而暹罗

于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年）开始来清入贡，康熙四年

（ １６６５年）议定三年一贡，由广州为其进出口岸。

这类朝贡贸易毕竟有限。其次是通过澳门进行转口

贸易，因澳门为葡萄牙所占，经葡萄牙与清政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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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涉，清廷于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年）准许开放

广东和澳门的商路，这样内地商货部分可以经陆路

运到澳门再转口运往海外。再有就是民间走私贸

易，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冒险违禁出海，高额的利润

吸引那些富商孤注一掷，小商小贩和贫民百姓为了

生计也会从中死里逃生。待开禁后连康熙本人也承

认：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

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是郑成功在沿

海经营的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活动。清朝政府实

行严厉的海禁和迁海政策，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

在沿海的活动，未料收效甚微，适得其反，反而促

使郑成功在海外贸易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清时有

人就说：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

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

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

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说明实行海禁

后，国内商贾仍以重金贿赂官兵，暗通郑成功，由

厦门通贩各国；而外国所需中国货，亦都靠郑成功

商船提供，这样郑成功商贸集团反而成了国内、国

外相互沟通的中间商了。。

郑成功之所以能坚持长期反清复明活动，最主

要一点是他能积极从事海外航运贸易，从经济、物

质方面得到支持。他主要利用地区差价，进行长途

贩运，赚取高额利润。他的船队主要去日本和南洋

各国，往往根据当时市场行情变化和军需物资来调

整变化航线。其航线除了直达外，还有三角航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3

如从厦门载有生丝、丝绸等物资先运往南洋地区，

换取香料等，再运往日本，从日本运回黄金、铜和

军器等。他拥有约７０艘船，每年可获利约有２３４

万～２６９万两白银。郑成功拥兵约１８万，军饷开

支约需３６０万两，其海外贸易的收入约占他全部支

出４００万两的６２％左右。厦门港经他开发后，已

成为对东南亚地区贸易的周转中心了。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 １６６２年初），郑成功进军

台湾，一举赶走了荷兰人，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

收复台湾不久，郑成功病逝了。他是杰出的民族英

雄，是开发台湾的先行者。此后其子郑经继承父

业，他们的海外贸易得到更大发展。台湾土产和砂

糖均由他们外销，仅砂糖年产就有２００万斤以上，

还有鹿皮约１０万张，出口量大为增长。最后于康

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台湾为清军收复，方才结

束郑氏海外贸易活动。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为发展

当时的海上交通，促进中外物质文化交流，还是起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二年就开禁了。其后，

康熙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年）因惧外出华人聚集反清，

便又一次实行海禁，不过这次只是禁内不禁外，受

害的是国内航运者，使地狭人稠的福建沿海居民深

受其苦。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便宣布解禁了。清

初两次海禁，共３９年，虽对发展海外贸易，造成

很大损失，但比起明代来说，大有进步。就在康熙

二十三年开禁的同时，便在上海、宁波、厦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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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设立了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以海关替

代了以往的市舶机构。自此沿海海上贸易很快有了

较大恢复和发展，沿海港口：广州、潮州、厦门、

宁波、乍浦、上海等港都有显著发展；甚至北方的

天津、牛庄等港也新兴起来，只是还没有直接外贸

交往。清初海外贸易随着开禁，又有了新的发展。

２．中日贸易的发展

自康熙二十三年开禁以后，长期被禁锢的中日

民间贸易得到了解脱，此后驶往日本的商船逐年增

长，１６８５年有８５艘，比上年２４艘增加了２倍多。

１６８６年有１０２艘，１６８７年为１３７艘，１６８８年增到

１９３艘，这年赴日商人达９１２８人次。这些众多船

只不单是从中国各港开出的，还有转贩东南亚地区

货物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当时日本称荷兰人的船为

红毛船，把中国船不管从哪来的统称为唐船。然而

根据各船出发的港口，分为口船和奥船。口船是指

从中国南部各港口开来的船。奥船是指从东南亚地

区开来的船，后来对两广开来的船又称为中奥船。

口船中又有南京船和福州船之分，南京船指江苏各

港开出的船，船底长而平，是内河船驶出来的；而

福州船就不同了。不过它们都有本帆和弥帆（ 即竹

席编成的），不管逆风、斜风都可自由航行，所以

不必再候季风来日本了。一般来说，口船小而奥船

大，大船可载一百二三十万斤，一般载五六十万

斤，或二三十万斤，小的仅载十万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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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去日本这么多商船，把各地所出土特

产运往日本，受到日本人民普遍欢迎。而从日本运

回来的主要是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当时中国国

内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所以铜的进口占有突出地

位。据统计，从１６４８到１７０８年，６０年间日本出

口黄金约达２３９７６００多两，白银达３７４２２０贯。而

铜 从 １６６２到 １７０８年 ， ４６年 中 从 日 本 输 出

１１４４９８７００余斤，其中１６８４～～１６９７年的１４年中向

中国输出的铜就达５９７０５２８０斤，其后不断增加，

１６８８年 有 ２６７５１００斤 ， １６９６年 达７４７７５０２斤 。 日

本感到长此下去，其金银铜将会枯竭。于是１６８５

年便提出限额贸易，规定对清船限贸易银额为

６０００贯。所以这时期的中日贸易又称之为“ 限额

贸易”。随后又对进港船数加以限制，１６８８年作出

规定，每年清朝商船只准来７０艘进行贸易，并按

季节和出发地点作了具体规定。

这样对中日双方都不利，又几经周折，发现

“ 近年唐人与日本人均巧于走私”，虽表面上限制了

贸易额和准许贸易的船数，如不严格取缔走私贸

易，仍难以防止日本金银铜的大量外流。为此，日

本方面于１７１５年颁布“ 正德新令”，规定赴日商船

必须持信牌入港，每年限额３０艘船，交易额为

６０００贯，加上代替物，不得超过９０００贯，向唐船

输出铜量不超过３００万斤，铜不够则以他物代替。

信牌，也称“ 割符”，是仿照元代市舶法中的公验

制而拟订的。并制订了条规，作了种种规定：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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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严格按限额进行交易，凡载来货物大大超过或少

于限定银额，一律不再发给信牌，该船人员永远不

准往来；规定往来船舶，必须取道五岛以南之海路

航行，如进港时不按规定航路驶来，如无故停船港

内，稽延时日，或取道规定以外航路行驶时，均不

准交易，不再发给信牌，该船人员永远不准往来。

由于日本产铜逐渐减少，加上我国滇铜产量渐增，

对日本铜的需求减缓，以后去日商船逐年减少，如

１７３２年 有２９艘，１７３６年为 ２５艘， １７３９年 仅２０

艘，１７４２年减至１２艘。中日间的贸易交往就此日

趋衰落。

当时清朝去日商船，无论口船、奥船，大都由

浙江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山启航，直驶日本长崎，即

使被风漂到萨摩、五岛、平户、对马等地，也得雇

佣拖船拖入长崎。因为当时德川幕府实行“ 锁国

令”，日本船只一律不许出海，所以这时期不见日

本船舶来华。而长崎得到幕府特许，被指定为与中

国贸易的唯一对外港口。港内特地建造了唐人坊，

除了供中国商人来住宿外，还设有仓库、哨所、店

面、土神祠、关帝庙、观音堂等。长崎为当时中日

贸易中心，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起有重要作用。

３．与东南亚各国 来的贸易往

自西方殖民者来到东方后，他们不仅控制了印

度洋航行权，而且在印度次大陆、印度支那半岛以

及东南亚地区不断扩展其势力。从而我国自汉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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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所开辟的南海航路，自明中叶以后逐渐萎缩到今

南洋地区，所以清代南海航路主要是与东南亚各国

进行贸易交往。

清代自开禁以后，与南洋地区的海上贸易日益

活跃，主要由福建的厦门、广东的潮州澄海、广州

及海南岛等地出港，这里地近南洋，来往方便。少

量也有从上海、宁波前往的。在东南亚诸国中，关

系最为密切的首先是越南和暹罗，他们离我国最

近，来往最方便。

越南是我国南方近邻，它的北部与我国广西、

云南毗连，所以它与清朝政府的朝贡贸易被指定由

广西陆路进行。而且中越间的民间贸易也严格限制

在边境进行，不许越南商舶来广州交易。但越南中

南部地区的沿海城市，通过海上交往比走陆道翻山

越岭要方便得多，所以当时在越南中部的会安，南

部的西贡、堤岸等地都常有中国帆船前往贸易。其

中以会安最为著名，越南各地商贩、华侨把当地各

种货物运到会安，与来到这里的中国商船换取中国

商品。到１７世纪末，每年总有十几艘中国商船到

这里来进行贸易活动。据清代档案记载，乾隆三十

八年（ １７７３年）越南稻谷丰收，仅澄海县于十二

月初九至二十五日，半个月中就有１９艘船前去越

南购米。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年）两广总督奏疏中

说：本港商船每岁赴交（ 指交趾，即越南）置备锡

箔、土香、色纸、京果等物；其自交回广，则买带

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牛皮、海参、鱼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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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该国土产与必要天朝货物，悉从海道往来。

越南商船虽不能直接来华贸易，但他们时常借

护送海上遇难的中国船民的机会，派船顺带货物来

粤进行贸易。如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年），一次借护送

遭风受难的广东监生回广东之际，不仅顺带货物来

粤交易，而且还向清政府递交了文书，正式请求能

常年货船往来，每次或二三艘，来粤互市。遭到清

政府拒绝。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年）又有越南瑞龙

号船，借护送中国难民及彰化知县李振青家属回

闽，随船带有肉桂、砂仁、燕窝、沉香、象牙、黄

腊、木材、海产品等五千余担来厦门港进行交易。

可见两国海上贸易交往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仍很

密切。

说到暹罗，前面已述，早在清初实行海禁前，

已有琉球、暹罗等国遣使前来朝贡，以后即使在海

禁期间也从未中断，关系一直很密切。按规定是三

年一贡，贡船二艘，实际上其贡船几乎每年不断，

每次来都不止二艘。据（ 粤海关志）记，乾隆五十

一年（ １７８６年）的上谕中说：“ 暹罗国王每年正副

贡船到关，其随带之船至十余只之多，又有借名探

贡船只，俱属内地商船，所带货物甚多。”对暹罗

商船，历来予以特别优惠，“ 听其随便贸易，并免

征税”。至鸦片战争前，每年暹罗来华商船常达百

艘以上。至于当时中国去东南亚的商船，也以到暹

罗的最多。据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统计，１８３０

年中国去东南亚各国的商船，以去暹罗的最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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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８９艘，另外从海南岛去的小船，估计还有约５０

艘。另一位西方人士在这之后不久，亲眼看到曼谷

河中的中国商船，每艘载重在２００吨至６００吨之

间，排列停泊在河中，长达２英里以上。可见中国

商船在暹罗之多。

自明中叶以后，我国闽粤沿海地区因地少人

多，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一直缺粮。正好东南亚地

区盛产稻米，其中以暹罗最为丰盛，所以在清代的

中泰两国贸易交往中，米粮交易成为大宗。清政府

对暹罗尤为优惠照顾，为保障其出口大米利益，规

定沿海浙江、福建、广东诸口不得随意压价，当时

暹罗米价每石不过二、三钱，而清政府决定每石给

五钱。而且一旦米市呆滞，无法脱销，清政府还全

力收购，以作库粮。不仅如此，还一再特准免税。

如康熙六十一年（ １７２２年），特准暹罗贡使运来米

三十万石，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出售，并予以

免税。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为优待暹罗等国运米

船只，特准与随带货物一并免税。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年）还规定：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

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去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

以上者，免十分之三。而中国商船从外运回大米，

要求同等待遇，却不能一视同仁。只是在乾隆十六

年（ １７５１年）提出：凡内地商民，有自备资本，

领照赴暹罗等国运米回闽赈济，数至二千石以上

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赏给职衔领带。只是赏予

九品顶戴至七品把总职务的荣誉官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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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盛产木材，可以用来造船，于是乾隆九年

后，不少中国商人去那里造船运粮。于是乾隆十二

年（ １７４７年）作出规定：凡在海外造船，船粮同

回则可准归；其无米载回，只造船载货归者，应赔

罚船税示儆。于是，在鸦片战争前，形成一股大量

运米热潮：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厦门１２艘商船

运回大米１１８００石；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年），广东商

船捎回米２３００石，福建３８艘商船捎米４２９００石；

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年），运回大米６３９００石；道

光十年（ １８３０），仅广州进港米船１５艘，运米

５９６５０石，谷１２２４０石；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年），

仅广州进港米船２９艘，米１２２６４０石，谷１５０１石。

由上可见，当时从暹罗南洋地区进口大米多么

可观，海上贸易依然很活跃。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不

断瓜分东南亚，垄断南洋航运，我国前往贩运大米

热潮逐渐衰落。

闽粤商船每年冬春间，还往柬埔寨互市；有的

商船甚至到达了缅甸仰光。至于对马来西亚、新加

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爪哇、婆罗洲、苏禄等

国的贸易交往也一直不断。有的还利用当地木材，

就地造船后载货而归。有时在贸易的同时，还带去

一批工匠，就地取材制作当地需要的手工业品，就

地销售，颇受当地人民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我国沿海地区大批人口

随海船外出，移居这些国家，成为当地侨民，对开

发这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如越南南部的柴棍（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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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今胡志明市）、发福、拓河等地均经大批华

侨辛勤开发才得以发展；暹罗的华侨在鸦片战争前

已达１５０万人，占 口当地人 六分之一；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几乎到处都有大批中

国侨民在艰苦创业，扎根生息，与当地人民共建美

好家园。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对华侨进行残酷剥削

压迫，甚至进行野蛮屠杀。数以千万计的华侨所付

出的血汗，所作出的贡献，为世人瞩目。他们为发

展人类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４．与西方国家的早期贸易

我国与西方殖民者最早接触是在１６世纪初，

主要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只是以走私形

式在我国沿海地区偷偷摸摸地进行贸易。英国也想

插足，但未能得逞，后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英船

不断为郑氏输送军火，开始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

又趁郑氏回厦门之际，在台湾设立商馆。１７１５年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了商馆，作为对华活动基

地。此后英、法、美三国势力迅速发展，排挤葡萄

牙、荷兰等国，成为中国主要贸易对象。

在清代的中西早期贸易中，英国首先占据了特

殊地位，据统计，１７８５～１８３３年，英国在广州的

贸易中，占进口总额的８０％～９０％，占出口总额

的６５％　～８０％。其次是美国，自乾隆四十九年

（ １７８４年）美国商人第一次来广州后，贸易发展迅

速，到１７８９年美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来华商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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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国家，在１７９９～１８０１年三年中，其来华船数

甚至超过了英国，但美国的贸易额远不及英国，在

对华贸易中居于第二位。法国早在康熙三十七年

（ １６９８年）即有“ 安菲德里蒂”号来到中国，正式

开始中法间贸易，清政府首先允许法国在广州设立

商馆。法国与我国的商贸发展很慢，直到１８３３年，

英国到广州的商船达１０７艘，美国亦有５９艘，而

法国仅有７艘，远远落后于英美之后。

当时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棉布和

瓷器等。其中茶叶出口最多，１７世纪以前，欧洲

人还没有喝茶习惯，随着中国茶叶间接地传入欧

洲，他们喝茶风气很快盛行起来。１７世纪下半叶

到１８世纪，茶在英国等地已普遍被饮用，颇受人

们喜爱，需求量不断增长。英国从一开始来华贸易

就把着眼点放在茶叶上，１７３０年东印度公司就指

示其在广州的代理商，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独

占中国茶叶市场。据统计，１７７１～１７８０年间，每

年平均购买６００万磅。到１８３１～１８３７年间，每年

要购买３５００万磅。其增长速度令人惊讶。１８世纪

７０年代，英国每年购茶量占中国茶叶出口量的

３３％，　８０年代已占５４％，　９０年代上升到７４％，到

１９世纪初，达到了８０％。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

早在独立之前就已养成喝茶习惯，１７８４年美国

“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采购茶叶。

最初两次就购买了８８万磅，１７９０年已达３０９万

磅，１７９９年上升到５６７万磅，１８０６年增长到１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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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磅，其数额之大，仅次于英国。

方国家向中国输入西 的商品基本上不为中国人

民喜爱和需要，如英国出产的毛织品既不精美，又

不便宜。他们运来的棉花，出自于印度。中国本是

产棉大国，所织土布，深为西方人喜爱，在欧洲市

场上很畅销。而美国初来时运来的是人参，随后又

带来从西北美洲收购的皮毛和从夏威夷运来的檀香

木，这些东西中国人虽很重视，但都很昂贵，其需

求量毕竟有限。他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与中国

丝、茶等物品进行交换，所以长期以来，他们主要

支付白银，处于出超被动状态。当时西方商船来华

贸易，所载货物与白银的比例，大致为一比二。如

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年），有五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

船到广州贸易，运来的货物值银１３７１２两，另外带

来白银竟有５８２１１２两，超过货价的４０多倍。有人

认为美国早期来华贸易，与其说是来销货，不如说

是来购货。直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他们每年仍出超

二、三百万两白银；有人统计，从１８世纪初到１９

世纪２０年代，经这些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至

少有５亿元。

清代与西方国家早期贸易往来，虽长期处于入

超地位，但已非昔日海上丝绸之路性质。我国二千

多年来开辟的海上丝路，是一条和平友好之路，是

为了促进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是文明之路。而

西方殖民者来华贸易，实际走的是一条掠夺之路，

他们所购买的货物，并不都运回本国，有许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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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途 脱 手 的 如 １８２４年 美 商 在 广 州 购 去 茶 叶

１０３０００担，其中约有４３０００担是在欧洲市场上转

卖的。当时一艘来广州的美国商船，原来可能装载

的是农产品等，但这一船货物在欧洲或地中海某一

口岸停泊时，调换成一船运销毛利西亚或印度或其

他地方的货物。西方的货船在抵达广州之前，船上

的商货往往经过三、四次的调换；回去途中依然进

行多次倒换。西方各国早期来华贸易，实际都是贩

运性质的转口贸易，从中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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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海港半殖民地化

大的 量输入１．鸦片

大批白银输入中国，西方殖民主义者岂能甘

心，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在

外交手段屡屡受挫之后，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１７９３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尼为首的使团来北京，

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减轻税率

等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拒绝。随后于１８０２年

英国兵船在广州外伶仃洋面试探中国防御实力，图

谋进犯。１８０８年英国１３艘兵船侵扰我国东南沿

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１８１６年又派阿

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中国活动，提出公使驻京，开

放北方通商口岸等要求，又一次遭到严正拒绝。

１８３２年东印度公司派遣“ 阿美士德”号武装商船

偷偷从澳门出发北上，经过厦门、福州、台湾、宁

波、刘公岛以及朝鲜、琉球等地，沿途测绘地形，

收集军事情报，为武装入侵中国作准备。所以说，

１８４０年发生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

者图谋已久的。

１８３３年以前，英国在华贸易一直处于入超地

位。自这年英国议会中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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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华贸易，向中权 后 ， 只 能 开 展“ 自 国大量倾

销鸦片，才使英国很快从逆差国转为顺差 统国。据

计，在１７６７年以前，运往中国的鸦片不超过２００

箱，主要是由葡萄牙人贩运；１７７３年英国东印度

公司决定向中国大批量地走私鸦片，很快增加到每

年 １０００箱 ， １８００年 达 到 ４５７０箱 ， １８２１年 增 到

５９５９箱，１８２９年已达１６２５７箱，１８３８年竟高达

３５５００箱。中国的白银从而花花地外流，清代文献

中记：“ 洋烟一物，贻害尤甚，耗银尤多。若如所

奏，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万两，福建、浙

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

二千余万。一人外夷，不与中国流通，又何怪银之

日短，钱之日贱也。”

同时美国从１８０５年也对华进行鸦片走私贸易，

开始其独家贩卖土耳其鸦片的勾当；１８１７年起贩

卖波斯的鸦片；１８２１年又参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贩卖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前，美国在华走私的鸦

片，仅次于英国，最多的年份有２０００箱。美国的

走私活动比较诡秘狡猾，一般不为人们所察，其精

确数字也不易得到。实际上，美国鸦片贩子往往与

英国鸦片贩子相勾结，由悬挂英旗的船只把鸦片运

华；或将大批鸦片装入棺木，冒充船上水手死尸，

抬到陆上发售；或利用刀剑、枪炮齐全的鸦片飞剪

船，实行武装走私。所以美国倒底运来多少鸦片，

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在鸦片战争前，美国驻广

州的历任领事，没有一个不是经营鸦片走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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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海港的半殖民地化

西方列强来华贸易主要是为了进行殖民地掠

夺，所以他们多次向清政府要求开放沿海商埠，减

轻税率等。但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未能得逞，最后

他们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鸦片战争

后，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南京条约》

和《 虎门条约》。

州、福州、条约中首先开放广 厦门、宁波、上

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除了赔款还割让了香港，开始

他们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要求协定关税，自此篡

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要求开设“ 租界”等等。

中国海港开始半殖民地化，具体表现如下：

海关自主权丧失　　减轻税率是殖民者梦寐以求

的要求，如今中国各港口的海关都有外国人来插手

关务，由他们掌管税务司，具体税率由他们来定。

按《 五口通商章程》中确定的“ 值百抽五”的原

则，各港口税率变相地固定在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税

率标准上。宋代以来市舶“ 抽分”都在“ 十抽一”

或“ 十五抽一”水平上，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反而成

了“ 二十抽一”了。何等荒唐！而且还规定，内地

各关，不得加增。其手已伸到全国各地。

外贸自主权丧失　　鸦片战争前，广州长期为我

国唯一正式对外贸易港，当时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

商人共同组织为“ 公行”，实际是清政府特许的一

种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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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半官方半商业性质的对外贸易机构。广州进出

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完全由公行掌握。但广州开埠

后，公行制度被迫废除，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

营权逐步为外国洋行所控制。洋行即外国设在中国

各港口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经营机构。此外他们

还在各港口设立银行、开办轮船公司、船舶修理工

厂等，控制了金融外汇、贸易运输、船舶修造及其

他加工业务

港口引水权的丧失　　港口、内河引水权是国家

主权和尊严的体现。凡有外国船舶进港必须由所在

国引水员引领，我国在港口称作领航，在内河称作

领江。以往外国船舶要进广州，需由中国“ 海防衙

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开埠后

虽仍有中国引水员引水，但条约中却规定外国商人

可以“ 即行带进”、“ 随时带出”，他们有很大的随

意性。在以后中法《 黄浦条约》中又规定“ 可自雇

引水，即带进口，⋯⋯若有三张船主执照，领事官

便可着伊为引水”。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随意自带或

自己雇佣引水员，在各港口任意进出。

其结果使列强们在中国大肆掠夺原料，任意倾

销商品。他们肆无忌惮并堂而皇之地销售鸦片，整

箱整箱公开地在街上销售，不受任何限制。我国港

口便完全半殖民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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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人类文明史谱写过极其

光辉的一页。它不仅仅为海上交通、远洋航运、海

外贸易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它沟通

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各国间的友谊。

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它的深远历史意义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

重视，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意组织了“ 海上

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

年规划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考察船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２３日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港启程，经过亚得里亚海、

地中海、爱琴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

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朝鲜半岛，最后

于１９９１年３月到达日本大阪。当他们于１９９１年２

月途经中国时，曾访问了广州和泉州，并于２月

１７～～２０日在泉州举办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们的

考察包括了南海航路和东海航路，增进了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人民的友谊。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虽是由我国人民所开辟，但

它是由沿途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建造的。为了它的

发展，无论是开辟新的航路，还是不断增进相互交

往联系，各国人民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排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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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英勇奋斗，使它成为沟通亚、非、拉三大洲经

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所以它应该属于全人类，它为

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可是，自１６世纪开始，当西方列强把他们的

魔爪伸向东方时，这条曾经有过光辉历史的海上丝

绸之路便遭到他们的蹂躏、摧残和破坏。他们用极

其野蛮的手段，侵占了沿途许多国家，把这些国家

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由于丧失了自主

权，便不能再为这条美好的友谊之路作出自己的贡

献。同时这些殖民者还十分霸道地横行于航道上，

切断了各国间的交往。所以从明代后期起，我国便

改变了以往的东西洋概念，印度洋以西便不能再问

津了，使海上丝路呈萎缩状态，其活动范围日趋缩

小。

再说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名为贸易，实

为掠夺，不再像古代海上丝路上各国人民相互交

往，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和平友好。就以西班牙

人开辟的太平洋上“ 丝绸之路”来说吧，他们开辟

了这条新航路，就把它垄断起来，不许别国染指。

当时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国，很想到东方菲律宾

或我国来直接采购他们所需的丝绸、瓷器等，但遭

到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无理阻挠。所以这条新航

路虽然维系了二百多年，但它并没有像以往其他航

路那样充分发挥其作用，不能直接沟通双方的交

流，也不能促进双方人民间的友谊发展，它始终是

殖民者掠夺双方资源的通道。从其性质来看，它已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1

经失去以往海上丝绸之路上和平友好的优良传统。

当英美法等新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时，他们穷

凶极恶、变本加厉地进行掠夺。他们屡屡提出无理

要求，迫使我国清朝政府闭关自守。真是来者不

善，善者不来，他们居心叵测，在东方大肆发展鸦

片贸易，毒害东方人民的身心，并从中牟取暴利，

掠夺东方的财富。鸦片战争后，我国沿海主要港口

均被他们控制，逐渐半殖民地化了，成为他们掠夺

原料，倾销商品的基地。我国失去了外贸及关税自

主权，从而使这条名扬四海，光芒四射，发展了两

千多年的“ 海上丝绸”的人类文明之路绝了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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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书目

黄河史话文明起源史话

运河史话长江史话

长城史话 石器史话

青铜器史话陶瓷史话

玻古玉史话 璃器史话

书法史话 绘画史话

学校史话 书院史话

状元史话 监察史话

科举史话 训诂学史话

戏曲史话 诗歌史话

小说史话 散文史话

体育史话 杂技史话

服饰史话 兵家史话

古兵器史话 军制史话

屯田史话 宫制史话

商业史话 货币史话

改革史话 经济思想史话

城市史话 孔庙史话

故宫史话 古塔史话

石窟寺史话 园林史话

圆明园史话 敦煌史话

中国基督教史话 道教史话

佛教史话 汉字史话

医学史话 宰相史话

丧葬史话 疆域沿革史话

家具史话 宫殿建筑史话

民居建筑史话 七大古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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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宫殿寺庙史话 交通工具史话

古代火器史话 矿冶史话

饮茶史话 饮酒史话

水利史话 漕运史话

农业技术史话 棉麻纺织史话

蚕桑丝绸史话 驿道驿站史话

海疆开发史话 造船航海史话

旅行史话 计量史话

造纸史话 印刷史话

地图史话 礼俗史话

儒家史话 法家史话

哲学史话 玄学史话

史学史话 考古学史话

地理学史话 物理学史话

天文学史话 陵寝史话

帛书史话 简牍史话

石刻史话 收藏史话

文房四宝史话 地名史话

方志史话 寺观史话

音韵史话 满汉文化交流史话

蒙藏文化交流史话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 汉藏文化交流史话

丝绸之路史话 海上丝路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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