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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效梅　 马　 思

　 　 内容提要　 １５ ~ １６ 世纪的霍尔木兹既是波斯湾地区的海上门户ꎬ 也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性港口城市ꎬ 在印度洋贸易与欧亚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

重ꎮ 以霍尔木兹为中心形成了 “三环贸易”ꎬ 即霍尔木兹与波斯湾区域贸易、
霍尔木兹与印度洋贸易ꎬ 以及霍尔木兹与东西方远洋贸易ꎮ “三环贸易” 纵横

交错ꎬ 构成霍尔木兹贸易圈ꎮ 其贸易范围: 东面经印度洋、 香料群岛到达中

国ꎬ 西面经波斯连接地中海东岸ꎬ 南面通过马斯喀特、 阿拉伯海西岸抵达非

洲东海岸ꎬ 北面通达波斯以北国家和地区ꎮ 霍尔木兹贸易繁荣是稳定的国内

环境与通畅的海上丝绸之路交互作用的结果ꎬ 亦是政府贸易保护、 宗教宽容、
各商人团体共同努力的成果ꎬ 同时也和科技进步、 海军发展密切相连ꎮ 贸易

使霍尔木兹成为欧亚非文明交往汇集之地ꎬ 它不仅改变了城市人口结构ꎬ 而

且还助推城市宗教文化、 经济、 生活等方面的国际化与多元化ꎮ
关 键 词　 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霍尔木兹 　 贸易圈 　 波斯湾 　

“三环贸易”
作者简介　 车效梅ꎬ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太原 　 ０３００３１)ꎻ

马思ꎬ 山西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生、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宣传部科员

(长治　 ０４６０３１)ꎮ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盛极一时的贸易之路、 文化之路ꎬ 是古代中国与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非洲等之间文明交往的重要纽带ꎮ 在 “海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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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 (多卷本)” (１８ＺＤＡ２１３) 成果之一ꎮ 感

谢 «西亚非洲»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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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 漫长的历史中ꎬ 先后涌现出一批批商业化和国际化的港口城市ꎬ 它

们是古代 “丝绸之路” 兴盛和衰落的参与者、 见证者ꎮ 霍尔木兹 (Ｈｏｒｍｕｚ)
便是其中之一ꎮ 霍尔木兹意为 “光明之神”ꎬ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的霍尔木

兹岛上ꎬ 是伊朗海港和古城ꎬ 现由霍尔木兹省管辖ꎮ 中外古代文献对霍尔木

兹名称的记载不尽相同ꎬ 如 «马可波罗行记» 将其称为 “Ｏｒｍｕｚ”ꎻ «南海志»
为 “阔里抹思”ꎻ «元史西北地附录» 为 “忽里模子”ꎻ «异域志» 为 “虎
六模思”ꎻ «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 称 “忽鲁模斯”ꎻ «星槎胜览» 和 «郑和航

海图» 为 “忽鲁谟斯”①ꎬ 等等ꎮ 霍尔木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其中的一个

“点”ꎬ 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ꎮ 了解历史是为了开辟未

来ꎬ “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ꎬ 共商 ‘一带一路’ 建设ꎬ 是历史潮流的延

续ꎬ 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ꎮ”② 因此ꎬ 对古代 “丝绸之路” 的再思考是理

解当代 “新丝绸之路” 的起点ꎮ
国内外关于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的记载有两类ꎮ 第一类是古籍文

献、 游记等ꎮ 中国古籍文献对霍尔木兹贸易的记载分为两种: 一是对霍尔

木兹贸易的物品种类的记载ꎬ 如汪大渊的 «岛夷志略»、 巩珍的 «西洋番国

志»、 费信的 «星槎胜览»、 马欢的 «瀛涯胜览»、 黄省曾的 «西洋朝贡典

录校注»③ 等ꎮ 二是对霍尔木兹与某一国家的贸易记载ꎬ 如清代张廷玉的

«明史»④ 详细记录了霍尔木兹与中国关系及来往的物品ꎮ 游记也为本文研究

提供了一手资料ꎬ 如 «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⑤、
«伊本白图泰游记»⑥、 «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⑦、 «马可波罗游

记»⑧ꎮ 文献、 游记多为粗线条的描述ꎬ 却是难得的原始资料ꎮ 对本文参考价

值最大的是廉亚明 (Ｒａｌｐｈ Ｋａｕｚ)、 谭克汇编的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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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荣、 谢方、 陆峻岭主编: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９４９ 页ꎮ
«习近平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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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黄省曾著: «西洋朝贡典录校注»ꎬ 谢方校注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ꎮ
(清) 张廷玉撰: «明史»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ꎮ
[意大利] 鄂多立克等著: «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ꎬ 何高济译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ꎮ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著: «伊本白图泰游记»ꎬ 马金鹏译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ꎮ
[葡萄牙] 多默皮列士著: «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ꎬ 何高济译ꎬ 江苏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ꎮ
[法国] 沙海昂著: «马可波罗行纪»ꎬ 冯承钧译ꎬ 上海书店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版ꎮ
[德国] 廉亚明、 谭克著: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ꎬ 姚继德译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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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部元明时期中国与 “忽鲁谟斯国” 政治、 经济、 外交、 贸易和文

化交流的著作以及古文献汇编ꎮ 其他重要文献包括张星烺先生编注的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①、 沈福伟先生编撰的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

志»②ꎬ 等等ꎮ
第二类是中外学者的论著ꎮ 学界对霍尔木兹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 一方面ꎬ

研究霍尔木兹历史ꎬ 其中也涉及贸易部分ꎬ 如埃德蒙Ｍ 赫齐格 (Ｅｄｍｕｎｄ
Ｍ Ｈｅｒｚｉｇ) 的 «霍尔木兹: 史无前例的特定时期城市»③、 易卜拉欣胡里的著

作 «独立的阿拉伯霍尔木兹王国»④、 易卜拉欣胡里和艾哈迈德杰拉里
泰得姆里共同撰写的 «阿拉伯霍尔木兹政权»⑤ꎬ 以及哈萨宁穆罕默德里

比阿ꎬ 莱依拉阿卜杜婕瓦德伊斯玛仪的 «霍尔木兹王国: 从建立到

１６２２ 年灭亡»⑥ꎮ 另一方面ꎬ 研究某一时段的霍尔木兹贸易ꎮ 国外学者的主要

著述包括: 安德鲁威廉姆森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的 «１４ 世纪至 １５ 世纪霍

尔木兹与海湾贸易»⑦、 威廉弗洛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 的 «波斯湾: 五大港口城

市的政治经济史 (１５００ ~ １７３０ 年)»⑧、 廉亚明 (Ｒａｌｐｈ Ｋａｕｚ) 的 «海上丝绸

之路的各个方面: 从波斯湾到东海»⑨、 德贾尼拉库托 (Ｄｅｊａｎｉｒａｈ Ｃｏｕｔｏ)ꎬ
和瑞曼努埃尔洛雷罗 (Ｒｕｉ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 共同主编的 «重访霍尔木

兹: 近代早期葡萄牙在波斯湾地区的往来»ꎮ 国内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论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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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ꎬ 第 ２１５ ~ ２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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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简论汪大渊对印度洋区域贸易的考察———古里佛、 甘埋里、 麻呵斯离、
麻那里札记»① 和 «１６ ~ １７ 世纪伊朗捍卫霍尔木兹岛的主权论»②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 以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发展

为主线ꎬ 以霍尔木兹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为切入点ꎬ 一方面考察 “路” 与

“城” 的互动关系ꎬ 寻求丝绸之路城市发展的价值和规律ꎻ 另一方面ꎬ 探索丝

路贸易繁荣与城市变迁的内在关系ꎬ 解读 “大转折” 时期丝路城市遭遇的挑

战与命运ꎮ

一　 霍尔木兹的三环贸易网与贸易盛况

为更客观地展现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发展的状况ꎬ 我们需要对其历

史进行简要追溯ꎮ 霍尔木兹有老城与新城之分ꎮ 霍尔木兹古城是由萨珊王朝

的创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 (Ａｒｄａｓｈｉｒ Ｉ) 于 ２２４ 年或 ２２６ ~ ２４０ 年间建立的ꎬ 后

发展为靠近米纳布的沿海城市③ꎬ 其名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

(Ａｈｕｒａ Ｍａｚｄａ) 或枣椰树 (Ｈｕｒｍｏｇｈ) 有关ꎮ 据亚历山大大帝随行军官尼阿库

斯④ (Ｎｅａｒｃｈｕｓ) 记载: 古城霍尔木兹位于阿纳米斯河 (Ａｎａｍｉｓ Ｒｉｖｅｒ)ꎬ 即现

今的米纳布海峡入海口地区ꎮ⑤ 据 «道里邦国志» 记载: ９ 世纪ꎬ 古城霍尔木

兹是克尔曼的贸易中心ꎮ⑥ １０ 世纪ꎬ 霍尔木兹发展成为克尔曼、 锡斯坦和呼

罗珊省的重要港口城市ꎮ １１ 世纪ꎬ 阿曼移民来到波斯湾ꎬ 建立霍尔木兹王国ꎮ
王国发展进入第一阶段ꎮ 在这一阶段ꎬ 霍尔木兹的埃米尔通过与邻国不断争

斗ꎬ 逐渐在波斯湾内部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ꎮ⑦

１３ 世纪末 １４ 世纪初ꎬ 王国发展进入第二阶段ꎮ 蒙古人西征迫使霍尔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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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福伟: «简论汪大渊对印度洋区域贸易的考察———古里佛、 甘埋里、 麻呵斯离、 麻那里札

记»ꎬ 载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３ ~ １３８ 页ꎮ
王平: «１６ － １７ 世纪伊朗捍卫霍尔木兹岛主权论»ꎬ 载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３ 卷第 ３ 期ꎬ 第 １０５ ~ １０８ 页ꎮ
[德国] 廉亚明、 谭克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４ 页ꎮ
尼阿库斯 (Ｎｅａｒｃｈｕｓ) 是马其顿王国将领ꎬ 亚历山大大帝的朋友ꎮ 公元前 ３３４ 年任吕基亚

(Ｌｙｃｉａ) 和潘菲利亚的总督ꎮ 公元前 ３２５ 年ꎬ 他奉亚历山大之命ꎬ 率舰队自印度河口经海路返回波斯湾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ｕｍ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ꎬ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ꎬ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ＡＢＣ － ＣＬＩＯ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７０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 «道里邦国志»ꎬ 宋岘注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１ 年版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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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迁移到霍尔木兹岛ꎬ 并在此建立新霍尔木兹ꎮ① 霍尔木兹岛ꎬ 又名加隆岛

(Ｊａｒｕｎ)ꎬ 地处波斯湾的入海口ꎮ 波斯湾的形状狭长ꎬ 霍尔木兹则位于波斯湾

的最狭窄之处ꎬ 紧扼波斯湾的咽喉ꎮ 霍尔木兹岛有两个港口: 一个用于大型

船只停泊ꎬ 一个用于小型船只停靠ꎮ 岛屿直径约 ７ ~ ８ 公里ꎬ 大部分居民居住

在该岛的北部地区②ꎮ 由此ꎬ 港口、 岛屿和城市均称为霍尔木兹ꎮ③ 蒙古人打

通亚欧大陆ꎬ 使中国、 波斯、 欧洲国家开始直接接触ꎬ 霍尔木兹作为波斯湾

入海口的战略支点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繁荣起来ꎮ④ 这一转变促使

霍尔木兹经济生活新时代到来ꎮ 从 １３２０ 年霍尔木兹岛取代基什到 １７ 世纪初

阿巴斯港兴起前ꎬ 霍尔木兹是波斯湾的海上门户ꎮ⑤ 特别是从印度尼西亚的马

鲁古群岛经过爪哇海、 马六甲海峡到达霍尔木兹的 “香料之路” 开通后ꎬ 霍

尔木兹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之一ꎮ 阿拉伯商人和伊斯兰学者多聚集于此ꎮ
据记载ꎬ １２７１ 年ꎬ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前往中国途中到达霍尔木兹ꎬ 然后沿

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新疆南部的 “丝绸之路” 到达中国内地ꎮ
１２９２ 年ꎬ 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所托ꎬ 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伊儿汗

国的阿鲁浑汗为妃ꎬ 一行人由泉州入海至霍尔木兹登陆ꎮ «伊本白图泰游

记» 中也记载: “霍尔木兹是一座沿海城市ꎬ 对面海中是新霍尔木兹ꎬ 两者相

距 ３ 法尔萨赫⑥ꎮ 新霍尔木兹是一个岛屿ꎬ 岛上有座城市ꎬ 城名哲牢ꎬ 城内市

场繁荣ꎬ 来自印度信德地区的船只停泊于此ꎬ 将印度货物运往伊拉克、 波斯

和呼罗珊地区ꎮ”⑦ １３１８ 年ꎬ 一位欧洲游客亦记载: “它 (霍尔木兹) 是一座

拥有坚固城墙和巨大市场的城市ꎬ 商品丰富昂贵ꎬ 有大量的肉类和鱼类ꎬ 且

距离波斯大陆仅有 ５ 英里ꎮ”⑧ 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ꎬ 于 １４１２ 年、 １４１７ 年、
１４２１ 年三度到霍尔木兹进行贸易ꎮ 近年来ꎬ 研究人员在霍尔木兹考古中ꎬ 发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Ｋ Ｅ Ｅｄｕｌｊｅｅꎬ “Ｈｏｒｍｏｚｇａｎꎬ Ｈｏｒｍｕｚ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ｍ/ ｚｏｒｏａｓｔｒｉａｎｉｓｍ/
ｈｏｒｍｏｚｇａｎ / ｐｅｏｐｌｅＰｌａｃｅｓ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２

Ｉｂｉ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ｕｍ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ꎬ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ꎬ ｐ ７０
[法国] 勒内格鲁塞著: «草原帝国»ꎬ 蓝琪译ꎬ 项英杰校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３９４ ~ ３９８ 页ꎮ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７
法尔萨赫 (Ｆａｒｓａｋｈ) 是一种波斯距离单位ꎬ １ 法尔萨赫约等于 ４ 英里或 ６ ４ 公里ꎮ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１７ 页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 ｅｄ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９２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圈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现大量标有明代 “宣德年制” “万福攸同” 的瓷器碎片ꎬ 即是 １５ 世纪上半叶

中国和霍尔木兹贸易盛况的写照ꎮ
霍尔木兹王国发展的第三阶段ꎬ 始于 １５０７ 年葡萄牙上将奥布奎克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的到来ꎬ 一直到 １６２２ 年萨法维王朝时期 (１５０１ ~ １７３６ 年) 的

统治者阿巴斯大帝 (１５７１ ~ １６２９ 年) 收复霍尔木兹ꎮ① 霍尔木兹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国际性港口城市ꎬ 吸引着各地的商人与游客频繁往来ꎮ 由商路、 商

队、 商队旅馆、 巴扎、 航线、 港口构成的贸易网络ꎬ 是支撑丝路各城市贸易

发展的基本因素ꎮ 霍尔木兹贸易网的形成历时几个世纪ꎬ 并分为远洋贸易、
与印度洋贸易、 波斯湾内部贸易三环ꎮ １５ ~ １６ 世纪以霍尔木兹为中心的三环

区域贸易网形成并达到鼎盛ꎮ
第一环是霍尔木兹与波斯湾区域贸易网ꎮ 霍尔木兹的商人活跃在波斯湾

区域ꎬ 尤其在克尔曼和设拉子ꎮ 该区域海路和内河相通ꎬ 内河和陆路相连ꎬ
构成海、 河、 陆联通的贸易网络ꎮ 霍尔木兹作为波斯湾地区商品交易的主要

中心ꎬ 与设拉子、 大不里士等城市间的贸易从未间断ꎮ② 直至萨法维王朝时

期ꎬ 霍尔木兹—设拉子线路在霍尔木兹商人的努力下ꎬ 成为波斯南部货物运

输的主要干线ꎮ③ 同时ꎬ 霍尔木兹与阿曼湾其他港口间的贸易亦是第一环贸易

的组成部分ꎮ 从霍尔木兹启程ꎬ 通过巴士拉向伊拉克、 黎凡特和胡泽斯坦

(Ｋｈｕｚｅｓｔａｎ) 及其他地区分销货物ꎻ 通过卡莫劳 (Ｃａｍｏｒａｏ) 为设拉子、 伊斯

法罕供货ꎻ 通过里沙赫尔 (Ｒｉｓｈａｈｒ) 与法尔斯南部地区进行贸易ꎻ 通过马斯

喀特港与阿曼内陆交易ꎻ 通过卡提夫往哈萨等地运输商品ꎮ④

霍尔木兹与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更向西联通到红海地区ꎮ 红海作为当时主

要的海上贸易通道ꎬ 与霍尔木兹的贸易不可或缺ꎬ 其中最主要的是亚丁与霍

尔木兹之间的贸易ꎮ 在霍尔木兹的转运下ꎬ 亚丁不仅与红海港口和索科托拉

(Ｓｏｃｏｔｒａ) 贸易ꎬ 甚至与古吉拉特 ( Ｇｕｊａｒａｔ )、 果阿 ( Ｇｏａ )、 马 拉 巴 尔

(Ｍａｌａｂａｒ)、 孟加拉、 缅甸、 暹罗以及马六甲等地进行贸易ꎮ⑤ 马匹、 开罗的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９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Ｐｅｌｌｙꎬ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ａｓ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ｒａｄｅ”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１８６３ － １８６４ꎬ ｐｐ １８ － ２１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６ － ９７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 ａｎｄ Ｆａｒｈａｄ Ｈａｋｉｍｚａｄｅｈ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ｏ －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Ｐｅｒ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Ｈｏｒｍｕｚ ａｎｄ Ｙａｒｕｂｉｄ Ｏｍａｎ ｆｒｏｍ １４８９ ｔｏ １７２０ꎬ Ｐｅｅｔ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５９
Ｖｉｔｏｒｉｎｏ Ｍａｇａｌｈãｅｓ Ｇｏｄｉｎｈｏꎬ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ｉｎ 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Ｅｗｉ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０６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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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产品、 茜草和葡萄干是霍尔木兹与红海之间的主要交易货物ꎮ 可见ꎬ 霍

尔木兹主导下的波斯湾贸易与红海区域贸易网相互交织ꎮ
第二环是霍尔木兹与印度洋贸易网ꎮ 它由霍尔木兹与印度海岸港口以及

周围其他地区的贸易所构成ꎮ 霍尔木兹境内有多条远至印度的商道ꎬ 其贸易

规模不容小觑ꎮ 中世纪ꎬ 从印度半岛到达波斯湾有两条航线: 一条从印度西

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起航ꎬ 经过阿拉伯海ꎬ 到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ꎬ 随后

再朝东北方向行进ꎬ 经阿曼入波斯湾ꎮ 另一条从马拉巴尔海岸启程ꎬ 沿印度

西海岸向北ꎬ 抵达印度河口ꎬ 再沿海岸行驶ꎬ 停泊霍尔木兹、 西拉夫ꎮ①

据 «马可波罗游记» 记载: “ (古吉拉特) 出产大量的姜、 胡椒和蓝

靛ꎮ 有大批的山羊皮、 水牛皮、 野牛皮、 犀牛皮和其他兽皮ꎬ 用船装往阿剌

伯各处销售”②ꎬ “商船满载香料、 宝石、 珍珠、 丝绸和黄金、 象牙等从印度

来到霍尔木兹ꎬ 随船而来的商人把商品卖给当地商人ꎬ 再经当地商人转卖到

世界各地”ꎮ “印度商人向亚丁和霍尔木兹输入纺织品、 大米、 糖和香料ꎬ 而

霍尔木兹商人则把马匹、 金、 银、 明矾、 铜、 硫酸、 珍珠和丝绸带到坎贝”ꎮ③

产自巴林和朱尔法的珍珠是霍尔木兹与印度贸易的大宗货物之一ꎮ④ “对印度

来说ꎬ 除马匹之外ꎬ 另一项重要的贸易物品就是来自海湾沿岸的珍珠ꎬ 如巴

林珍珠不仅产量丰富ꎬ 而且品相上佳ꎮ”⑤ 据估计ꎬ 当时每年从海湾出口到印

度的珍珠价值约为 ６０ 万达克特⑥ꎮ⑦ １５１７ 年巴博萨 (Ｂａｒｂｏｓａ) 记载ꎬ 霍尔木

兹商人到朱尔法和巴林购买珍珠ꎬ 后卖到印度和其他地方ꎮ⑧

第三环是霍尔木兹与东西方远洋贸易网ꎮ 以霍尔木兹为中心的远洋贸易

区域辽阔且呈现扩大之势: 东面经印度洋、 香料群岛到达中国ꎬ 西面经波斯

连接地中海东岸ꎬ 南面通过马斯喀特、 阿拉伯海西岸抵达非洲东海岸ꎬ 北面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６ － ９７
[法国] 沙海昂著: 前引书ꎬ 第 ４４５ 页ꎮ
Ｍｏｎｉｋａ Ｓｈａｒｍａ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Ｍｕｇｈａｌ Ｇｕｊａｒａｔ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ｌｉｇａｒｈ Ｍｕｓｌｉ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ｉｇａｒｈ －２０２００２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３ꎬ ｐ ３８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５２ － ６８
[葡萄牙] 多默皮列士著: «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ꎬ 何高济译ꎬ 江苏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５ 页ꎮ
达克特 (ｄｕｃａｔｓ) 系印度货币单位ꎬ １ 达克特相当于 １ 马穆鲁克第纳尔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５２ － ６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ａｒ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３９ － ２０９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圈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通达波斯以北国家和地区ꎮ
蒙古帝国时期 (元帝国和四大汗国: 钦察汗国、 察合台汗国、 窝阔台汗

国、 伊儿汗国) 欧亚秩序重组ꎮ 蒙古帝国打通了东起蒙古草原西抵东欧草原

的辽阔地带ꎬ 打破了尔疆我域ꎬ 使远距离贸易的环境大大改善ꎬ 如没有中间

商的差价ꎬ 商人更愿意从事长途贸易ꎮ 帝国建立的四通八达的驿站ꎬ 为商人

提供了快捷且安全的贸易路线ꎮ 这一时期ꎬ 商人可通过大不里士穿过伊朗ꎬ
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去塔纳 (Ｔａｎａ)、 奎隆 (Ｑｕｉｌｏｎ) 和剌桐 (泉州)ꎮ 同样ꎬ
来自中国的丝绸、 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货后ꎬ 转运至大不里士大

巴扎或商队旅馆ꎬ 在当地销售或经特拉布宗分销到地中海和高加索地区ꎮ① 例

如ꎬ «中西交通史» 有记载如下: “明太祖建国后ꎬ 中国与欧洲之交通虽断绝

一百数十年ꎬ 然东方货物仍可循中古以来之通道达于欧洲ꎬ 其道有四ꎬ 尤其

是前两条与本文研究内容密切相连: 其一ꎬ 由海道至印度ꎬ 沿海岸至波斯湾ꎬ
进底格里斯河ꎬ 或沿河行ꎬ 而至报达ꎻ 然后走入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间

之谷地ꎬ 直抵安底奥基亚ꎬ 由阿兰河而到达地中海之东岸ꎮ 其二ꎬ 由印度、
波斯湾、 底格里斯河、 美索不达米亚、 小亚细亚ꎬ 由黑海之东南岸之脱莱比

松德 (Ｔｒｅｂｉｚｏｎｄ) 渡海ꎬ 至君士坦丁堡ꎮ”② 其三ꎬ 由印度至亚丁ꎬ 入红海ꎬ
登陆渡沙漠ꎬ 由尼罗河至开罗ꎬ 通过二百里长之运河ꎬ 达亚历山大港ꎮ 其四ꎬ
经中亚细亚之撒马尔罕、 布哈拉、 里海北岸ꎬ 渡河至君士坦丁堡ꎮ”③ 印度西

海岸的生活用品 (如棉织品、 丝织品、 皮革、 香料、 糖等) 和消费用品 (如
手镯、 剑柄、 象牙、 玛瑙等) 经霍尔木兹、 波斯抵达欧洲ꎻ 同样ꎬ 波斯地毯、
阿拉伯马匹、 焚香、 没药、 欧洲护甲、 剑等ꎬ 霍尔木兹金银、 明矾、 铜、 硫

酸等也到达印度的果阿、 古吉拉特邦、 第乌和科钦等港口ꎮ
１４１３ 年冬至 １４１５ 年 ８ 月ꎬ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ꎬ 到达忽鲁谟斯ꎬ 这位第一

次抵达 “属西海之极” 的中国使者为忽鲁谟斯带来了 “中国风”ꎮ 郑和把忽

鲁谟斯作为印度以西海域的贸易基地ꎬ 与西亚区域的客商进行宝石、 琥珀等

贸易ꎮ④ 经过忽鲁谟斯ꎬ 中国和中国物产的名声得到更广泛、 更远地传播ꎬ 使

５３

①
②
③
④

[法国] 勒内格鲁塞著: 前引书ꎬ 第 ３９７ ~ ３９８ 页ꎮ
方豪著: «中西交通史»ꎬ 岳麓书社ꎬ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６５５ 页ꎮ
方豪著: «中西交通史 (下)»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５５５ 页ꎮ
卢苇: «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ꎬ 载 «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四辑)»ꎬ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 第 １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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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世界的诸多地域都知晓了中国ꎮ① 郑和在下西洋途中有两个海上贸易基

地: 东南亚地区的满刺加 (马六甲) 与西亚的霍尔木兹ꎮ 满刺加是郑和七下

西洋必经之地ꎬ 霍尔木兹则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后向西远航的据点ꎮ 这两个

贸易基地ꎬ 不仅是郑和分遣船队的起点和集中地ꎬ 也是东西方百货的贮藏仓

库和集散中心ꎬ② 由此可见霍尔木兹地位之重要ꎮ
１５１５ 年霍尔木兹被葡萄牙人彻底占领后ꎬ 其贸易网延伸至更远地区ꎮ

１５４０ 年ꎬ 葡萄牙开辟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

崎航线ꎮ③ 伴随葡萄牙人而至的是通往欧洲的香料路线再一次兴盛起来ꎬ 霍尔

木兹的商业影响力达至更远的东方ꎮ
为了更好的展现霍尔木兹贸易盛况ꎬ 本文列举几种商品详述之ꎮ
霍尔木兹马匹贸易尤为引人瞩目ꎮ 品种最佳的是阿拉伯马ꎬ 其次是波斯

马ꎬ 再次是坎贝马ꎮ 印度商船从霍尔木兹将马匹运至印度的焦尔 (Ｃｈａｕｌ)、
达博尔 (Ｄａｂｈｏｌ) 和果阿等港口ꎬ 并用马匹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ꎮ １５１２ 年ꎬ
葡萄牙将领奥布奎克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谈到ꎬ “马匹贸易会带来惊人的利

润ꎬ 把马匹从霍尔木兹和阿拉伯海岸运送至果阿港后ꎬ 可以获得 ３００％ 、
４００％甚至 ５００％的收益ꎮ”④ 每年从霍尔木兹出口的马匹数量为 １ ０００ 匹至

２ ０００匹ꎬ 总价值达 ８０ 万金币 (１ 枚金币大致相当于 １ 马穆鲁克第纳尔)ꎮ⑤ １６
世纪中期ꎬ 马匹交易数量比 １５１６ ~ １５１７ 年间翻了一番ꎮ 但由于古吉拉特常年

处于战争状态ꎬ 出现贸易赤字ꎬ “为了弥补古吉拉特的赤字ꎬ 保证收支平衡ꎬ
霍尔木兹曾向印度输送大量的硬币ꎬ 尤其是白银”ꎮ⑥ 由此形成霍尔木兹至印

度之间的 “白银路线”ꎮ⑦ 除印度外ꎬ 来自霍尔木兹的白银和马匹也经印度抵

达中国ꎮ 中国用白银或丝绸交换来自阿拉伯的马匹ꎬ 使中国白银通过印度的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晓明著: «世界贸易史»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５８０ 页ꎮ
卢苇: 前引文ꎬ 第 １６３ 页ꎮ
姜波: «海港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ꎬ 载 «中国文物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ꎮ
Ｒｕｉ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ꎬ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ｏｒ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ｅａ”ꎬ ｉｎ Ｂｅｒｔ Ｇ Ｆｒａｇｎｅｒꎬ Ｒａｌｐｈ Ｋａｕｚꎬ Ｒｏｄｅｒｉｃｈ Ｐｔａｋ ＆ Ａｎｇｅｌａ 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 ｅｄｓ ꎬ Ｐｆｅｒ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ꎬ 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 Ｈｏｒｓ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３７ － １４３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５２ － ６８
Ｓｏｈｉｎｅｅ Ｂａｓａｋꎬ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Ｇｕｊａｒ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ꎬ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９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１２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圈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马匹贸易路线流向波斯湾和红海地区ꎬ 从而为伊斯兰国家积累了大量白银ꎮ
在霍尔木兹同印度的贸易中ꎬ 波斯湾航线和红海航线相互联通ꎬ 波斯湾、 红

海和印度形成了以马匹、 白银为主要商品的 “三边贸易” (参见图 １)ꎮ

图 １　 １５ ~ １６ 世纪马匹、 白银等商品贸易示意图

资料来源: Ｙａｓｕｈｉｒｏ Ｙｏｋｋａｉｃｈｉꎬ “Ｈｏ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 Ｒｕｌｅ ”ꎬ ｉｎ Ｂｅｒｔ Ｇ Ｆｒａｇｎｅｒꎬ Ｒａｌｐｈ Ｋａｕｚꎬ Ｒｏｄｅｒｉｃｈ Ｐｔａｋ ＆ Ａｎｇｅｌａ
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 ｅｄｓ ꎬ Ｐｆｅｒ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ꎬ 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 Ｈｏｒｓ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７９

中国的瓷器在波斯是奢侈品ꎬ 因来自遥远的国度而具有的异国情调使其

价格昂贵ꎮ 在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前ꎬ 瓷器已在波斯湾、 印度洋西部地区普

遍存在ꎬ 如在 １４３６ 年的一本郑和下西洋的账目中ꎬ 有关霍尔木兹条目中就记

载当地有大宗的陶瓷供应ꎮ① 当时ꎬ 波斯上流社会在葬仪和宗教节日 (１ 月和

９ 月) 时盛行铺陈瓷制器皿举行献祭仪式ꎬ 其中有明瓷ꎬ 也有当地仿明瓷器ꎬ
这些瓷器属于体积巨大的装饰瓷ꎬ 由承包者租赁使用ꎮ② 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

后ꎬ 看到中国瓷器的商业价值ꎬ 积极参与到陶瓷贸易中ꎮ 一个多世纪以来ꎬ
霍尔木兹作为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地区的哨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 如中国瓷器

７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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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海船从景德镇经过澳门、 马六甲、 果阿ꎬ 抵达霍尔木兹ꎬ 再达萨法维帝国ꎮ
从 １５８９ 年至 １６００ 年ꎬ 修士阿戈斯蒂尼奥德阿兹维多 ( 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 ｄｅ
Ａｚｅｖｅｄｏ) 在霍尔木兹断断续续居住近 １１ 个月ꎬ 声称 “在霍尔木兹国王、 大

臣的家中ꎬ 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古董瓷器”ꎬ “霍尔木兹地区最著名的穆斯林在

住所的墙上有 ‘类似窗户的壁龛’ꎬ 里面展示着贵重的瓷器ꎮ”① 可见ꎬ 拥有

中国瓷器成为霍尔木兹王公贵族身份与品位的象征ꎮ
香料贸易由来已久ꎬ 因其在欧洲诸国广受欢迎ꎬ 引得葡萄牙人与奥斯曼

人在垄断香料贸易上展开激烈争夺ꎮ 葡萄牙人于 １５１５ 年彻底占领霍尔木兹ꎬ
奥斯曼帝国则在 １５４６ 年夺取巴士拉ꎬ 此后ꎬ 关于香料的争夺与贸易直接在两

个港口之间进行ꎮ 印度人声称ꎬ 几乎所有当地的胡椒和生姜都被运往巴士拉ꎮ
也有葡萄牙文献记载ꎬ 从霍尔木兹向巴士拉运送的贸易货物包括肉桂、 豆蔻、
肉豆蔻、 香水、 棉布料、 瓷器以及诸多其他商品ꎬ “大量货物从印度经霍尔木

兹运往巴士拉ꎬ 甚至包括明令禁止的胡椒ꎮ”② 奥斯曼帝国也极力维护巴士拉

与黎凡特之间的道路、 港口设施、 驿站的安全ꎬ 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ꎮ③ 由于

陆上通道被奥斯曼人占据ꎬ 葡萄牙人带动下的海上香料贸易发展迅速ꎬ 霍尔

木兹作为连接香料群岛之间的交通枢纽再次兴盛起来ꎮ 葡萄牙觊觎威尼斯把

持的香料贸易ꎬ 于是加强与中国、 日本及东印度群岛国家的联系ꎮ④ １６ 世纪三

四十年代ꎬ 南亚、 东南亚输往西亚的香料贸易持续繁荣ꎮ “从印度到叙利亚的的

黎波里的香料首先到达霍尔木兹ꎬ 从霍尔木兹通过海路到巴士拉ꎬ 从巴士拉到

的黎波里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走阿拉伯沙漠ꎬ 终点在大马士革ꎻ 另一条取道旧

巴比伦ꎬ 陆路上从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士拉到大马士革要 １８ 天的行程ꎮ”⑤

霍尔木兹也是葡萄牙人进行奴隶贸易的基地ꎮ 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ꎬ 葡萄牙

人在阿拉伯国家和波斯湾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ꎬ 由于本土人较少ꎬ 因而

大量使用奴隶充当仆人、 士兵、 警卫、 工匠、 水手、 码头工人、 潜水员甚至

８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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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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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８６
Ｉｂｉｄ
Ｂ Ｇ Ｓｔｏｎｅꎬ “Ｔｈｅ Ｓｐ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ꎬ Ｖｏｌ １１２ꎬ Ｎｏ ５０９７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７０３ － ７１３
[美国] 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著: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政治和经济史»ꎬ 何

吉贤译ꎬ 朗文书屋出版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８５ 页ꎮ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圈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妃嫔姬妾等ꎬ 葡萄牙人对奴隶的需求大大增加ꎮ 此外ꎬ 葡萄牙人确立其统治

地位后ꎬ 经常以惩戒危害其驻军和船只的海盗为名ꎬ 肆意抢劫ꎬ 炮击海岸城

市ꎬ 屠杀无辜妇孺ꎮ 其结果是ꎬ 当地经济迅速衰退ꎬ 人口锐减ꎬ 许多城市毁

于战火ꎬ 民众世代赖以维生的手工业和海产业骤然凋散ꎬ 果园和菜园一片荒

芜ꎮ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ꎬ 葡萄牙人不得不从印度和非洲运输数以万计的

奴隶在海湾从事各种劳动和生产ꎮ① “很多奴隶从帕特岛被运到霍尔木兹ꎮ”②

霍尔木兹奴隶贸易由此兴盛起来ꎮ
三环之间贸易纵横交错ꎬ 洋、 海、 河、 陆联通构成了巨大的贸易网ꎬ 造就

了霍尔木兹贸易盛况ꎮ 霍尔木兹的商人除当地居民外ꎬ 还有印度商人、 犹太商

人、 阿拉伯商人、 意大利商人、 中国商人等ꎬ 其交易的货物几乎囊括所有洲际

贸易商品: 食品、 药品、 纺织品、 金属、 矿物等日用品ꎬ 以及焚香、 香水、 香

料、 象牙、 珠宝等奢侈品ꎮ 每年 ４ 月和 ９ 月ꎬ 大马士革商队经巴士拉抵达霍尔

木兹ꎮ③ 波斯、 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马匹、 宝石、 香料、 瓷器等贸易经久不绝ꎮ
“威尼斯人在霍尔木兹购买来自印度的香料和宝石ꎬ 后经陆路送到威尼斯ꎮ”④

驻萨法维王朝的威尼斯特使米歇尔芒布雷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Ｍｅｍｂｒｅ) 在 １５４０ 年指出:
“来自巴士拉、 印度和马六甲海峡的船涌向霍尔木兹城市ꎬ 伟大的贸易在各种各样

的商品交换中完成ꎮ”⑤

二　 霍尔木兹贸易繁荣的原因

１５ ~ １６ 世纪ꎬ 霍尔木兹蓬勃发展的贸易使其成为历史图典记载中的璀璨

明珠ꎮ⑥ 霍尔木兹贸易辉煌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ꎬ 霍尔木兹王国的强大与稳定是贸易发展的基础ꎮ 霍尔木兹王国的

强盛与其贸易繁荣相辅相成ꎮ 历史上霍尔木兹王国一直是克尔曼和法尔斯内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钟志成著: «中东国家通史: 海湾五国卷»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７７ 页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Ｖｅｒｎｅｔꎬ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ｗａｈｉｌｉ Ｃｏａｓｔꎬ １５００ － １７５０”ꎬ ｉｎ Ｂ Ａ Ｍｉｒｚａｉꎬ

Ｉ Ｍ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ａｎｄ Ｐ Ｌｏｖｅｊｏｙ ｅｄｓ ꎬ Ｓｌａｖｅｒｙ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７ － ７６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９
Ｐｅｔｅｒ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 Ｖｏｌｕｍｅ ６: Ｔｈｅ Ｔｉｍｕ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Ｐｅｒｉｏｄ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４３６ － ４３７
Ｄｈａｒｍａ Ｋｕ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ａｐａｎ Ｒａｙ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 －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Ｃ １２００—Ｃ １７５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４６
[埃及] 哈萨宁穆罕默德里比阿、 莱依拉阿卜杜婕瓦德伊斯玛仪著: 前引书ꎬ 第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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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省争夺之地ꎮ １２５６ ~ １３３６ 年ꎬ 伊儿汗国建立与发展ꎬ 进一步削弱了法尔斯

和克尔曼地方政府权力ꎬ 霍尔木兹埃米尔遂趁势在波斯湾地区扩张领土①ꎮ 霍

尔木兹王国一方面采取 “绥靖” 政策ꎬ 定期向克尔曼和法尔斯统治者交税ꎬ
以赢得政治稳定ꎻ 另一方面ꎬ 乘克尔曼和法尔斯争斗之机ꎬ 逐渐摆脱二者的

控制ꎬ 并通过插手阿曼内部事务ꎬ 提升了其在阿曼和巴林地区的影响力②ꎮ １４
世纪初ꎬ 霍尔木兹取代基什成为波斯湾的主要商业中心ꎬ 并逐步在海上贸易

中取得绝对优势ꎮ③ 霍尔木兹王国的统治延伸到信德、 马克兰 (Ｍａｋｒａｎ) 地

区ꎬ 并一度控制该地区的海上贸易路线ꎮ
１５ 世纪前ꎬ 霍尔木兹与波斯的贸易份额很大ꎬ 尤其是大不里士和霍尔木

兹之间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伊朗内部南北向贸易的主要线路ꎬ 而且是亚欧大陆

之间海陆贸易的大动脉ꎮ④ 因此ꎬ 霍尔木兹王国向波斯的帖木儿王朝 (Ｔｉｍｕｒｉｄ －
Ｑｏｙｕｎｌｕꎬ １３７０ ~ １５０７ 年)、 卡拉一科雍鲁王朝 (Ｑａｒａ － Ｑｏｙｕｎｌｕꎬ 其旗帜上绘

有黑羊图案ꎬ 故又名 “黑羊王朝”ꎬ 大约 １３７５ ~ １４６８ 年)、 阿克一科雍鲁王朝

(Ａｑ － Ｑｏｙｕｎｌｕꎬ 又称白羊王朝ꎬ １３７８ ~ １５０２ 年) 缴纳贡赋——— “莫卡尼耶

(ｍｕｑａｒｒａｒｉｙａ)”⑤ꎬ 以确保商队的安全和贸易线路的通畅ꎮ⑥ １５ 世纪霍尔木兹

王国的政治影响力大增: 在波斯湾沿海ꎬ 占领苏尔城 ( Ｓｕｒ)、 加尔哈特

(Ｑａｌｈａｔꎬ 现阿曼城市)、 马斯喀特 (Ｍａｓｑａｔꎬ 现阿曼首都)、 苏哈尔 (Ｓｕｈａｒꎬ
现阿曼城市)、 霍尔法克坎 (Ｋｈｏｒ Ｆａｋｈａｎꎬ 现阿联酋城市) 等城市ꎬ 而且

其领土局部延伸至波斯内陆ꎻ 在波斯湾地区内部ꎬ 则控制黑迈、 寄勒法尔与

巴林、 盖提地区ꎻ 在胡齐斯坦、 克尔曼以及桑德港湾沿海地区ꎬ 则直接拥有

自沙瓦勒至胡齐斯坦、 向东至达当今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ꎻ 在霍尔木兹岛内

部ꎬ 其统治势力范围呈狭长带状ꎬ 自海岸线向内部地区扩张ꎬ 囊括米纳布

(Ｍｉｎａｂꎬ 伊朗南部靠近沿海地区部分) 及沙米尔河 (Ｓｈａｍｉｌ Ｒｉｖｅｒｓ) 流域一

带肥沃的椰枣种植区ꎮ⑦ 由此ꎬ 诸多岛屿与海港城市相连ꎬ 为霍尔木兹贸易发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９２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０
Ｉｂｉｄ
Ｐｅｔｅｒ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２５
[德国] 廉亚明、 谭克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５ 页ꎮ
[美国] 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８ 页ꎮ
[美国] 安德鲁里姆颂著: «１４ 世纪和 １５ 世纪的波斯湾商业和霍尔木兹» (阿文)ꎬ 第六届

阿拉伯学术研讨会ꎬ 黎巴嫩ꎬ １９７３ 年版ꎬ 第 １６１ ~ １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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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奠定了物质基础ꎮ
第二ꎬ 当权者 (霍尔木兹王国和葡萄牙人) 的支持和城市商人团体的努

力是霍尔木兹贸易发展的动力ꎮ 霍尔木兹王国重视商业贸易和商人ꎬ 热衷于

保护商人与其商品安全ꎬ 并注重商道维护ꎬ 甚至动用士兵保证正常的商业往

来ꎮ 王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贸易法则ꎬ 以期促进贸易发展ꎮ 鉴于税收是霍尔木

兹王国的重要收入来源ꎬ 为吸引商源ꎬ 政府除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外ꎬ 还实行

低关税ꎬ “无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商人ꎬ 都因霍尔木兹低至 １０％ 的关税

(以金银方式支付) 而对这个小国情有独钟”①ꎮ 由此ꎬ 霍尔木兹迅速成为独

立的商业中心ꎬ 城中居民亦获得无限商机ꎮ 城中居民与商人相处融洽②ꎬ 或为

远道而来的商人们搭帐篷以遮挡日光照射ꎬ 或通过卖水等换取其他生活所需ꎮ
明代航海家、 郑和下西洋时的翻译官马欢认为ꎬ １５ 世纪初的霍尔木兹拥有最

好的处理民事和军事事宜的管理人员ꎮ 大臣努尔丁法利 (Ｎｕｒ ａｌ － Ｄｉｎ Ｆａｌｉ)
除了承担政府工作外ꎬ 还负责海关管理ꎬ 其管理海关的薪水从商贸往来中获

取ꎮ 霍尔木兹政府虽也有其他收入来源ꎬ 但这些收入同税收相比则微不足道ꎮ
因此ꎬ 贸易税收成为日常、 战时或灾荒之年军队和民众的财力保障ꎮ

第三ꎬ 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霍尔木兹贸易网得以形成不可或

缺的前提条件ꎮ “海峡是海上航运的捷径ꎬ 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③ꎮ 霍尔木

兹海峡是波斯湾出印度洋的唯一出口ꎬ 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的重要纽带ꎮ “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ꎬ 大自然已使它坐落于便于进入公

海的通道上ꎬ 同时它还控制了一条世界贸易通道ꎬ 显而易见它的地理位置就

有重要的战略价值ꎮ”④ 霍尔木兹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正体现于此ꎮ
１５ 世纪至 １６ 世纪早期霍尔木兹之所以能在波斯湾贸易、 印度洋贸易、 东

西远洋贸易三环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是因为霍尔木兹在海上贸易中取得了绝对

优势ꎮ⑤ 例如ꎬ 当地生产的阿拉伯闭鞘姜 (Ｃｏｓｔｕ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ｓ) 从克姆巴亚出口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ｎｒｙ Ｍｉｅｒｓ Ｅｌｌｉｏｔ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ａｓ Ｔｏｌｄ ｂ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Ｗｏｌｃｏｔ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ｈｏｉｃ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９６

Ｓｉｒ Ａｒｎｏｌｄ Ｔ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ꎬ １９５９ꎬ ｐ １０６
梁芳著: «海上战略通道论»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美国] 艾赛马汉著: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１６６０—１７８３)»ꎬ 安常荣等译ꎬ 解放军出版

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３２ 页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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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霍尔木兹岛和亚丁港ꎬ 再至欧洲市场ꎮ① 植物靛蓝在古代被用作染色工艺ꎬ
人们将其从印度经阿拉伯湾运至该地ꎬ 而克尔曼城和霍尔木兹城正是当时销

售靛蓝原料的最大市场ꎮ② 欧洲国家从麦加和亚历山大市场大量进口珍珠ꎬ 而

两地的珍珠大多来自霍尔木兹、 大不里士和巴格达等地ꎮ③ １６ 世纪ꎬ 世界上

最著名的宝石市场当属霍尔木兹、 设拉子、 大不里士等ꎬ 其次是巴格达、 阿

勒颇、 大马士革、 开罗、 亚历山大ꎬ 最后是君士坦丁堡ꎮ 欧洲地区均从这些

地区进口宝石ꎮ④ 郑和下西洋为霍尔木兹带来了丰富的产品ꎬ 根据 «瀛涯胜

览» «星槎胜览» 等记载统计ꎬ 香药类、 珍宝类、 药品类、 食品类、 布匹类、
动物类等品种达 ２００ 多个ꎮ

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 年)ꎬ 明朝曾宴请霍尔木兹来使ꎮ⑤ 中国文献记载霍尔木

兹ꎬ “土瘠谷麦寡ꎬ 然他方转输者多ꎬ 故价殊贱”⑥ꎮ 城内物品交易价格十分

便宜ꎬ 霍尔木兹中转港的特性一目了然ꎮ 霍尔木兹的交易中介主要为银钱:
“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ꎬ 径官寸六分ꎬ 面底有纹ꎬ 官称重四分ꎬ 通行使用ꎮ”⑦

伊本白图泰感叹道: “霍尔木兹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土地资源上ꎬ 而是在其

贸易上———霍尔木兹与埃及和沙姆地区ꎬ 与波斯、 伊拉克和呼罗珊地区ꎬ 与

克尔克斯坦 (蒙古地区) 和高加索地区ꎬ 甚至与东方诸国如中国等国家和地

区均有密切的贸易往来ꎮ”⑧ 霍尔木兹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明代瓷器碎片ꎬ
是 １５ 世纪和 １６ 世纪中国陶瓷在此流通盛况的见证⑨ꎬ 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的具体表现ꎮ
１６ 世纪ꎬ 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后ꎬ 将其打造为 “香料之路” 的中转中

心ꎬ 并进一步扩大贸易网———香料从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经爪哇海、 马

六甲海峡经霍尔木兹ꎬ 转运至阿拉伯半岛、 东非地区和地中海ꎮ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叙利亚] 易卜拉欣胡里、 [阿联酋] 艾哈迈德杰拉里泰得姆里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０９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古代阿拉伯) 马苏迪: «黄金草原» (阿拉伯文)ꎬ 贝鲁特ꎬ １９６５ 年版ꎬ 第 １７３ 页ꎮ
(明) 巩珍著: «西洋番国志»ꎬ 向达校注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２ 年版ꎬ 第 ４２ 页ꎮ
(清) 张廷玉撰: 前引书ꎬ 第 ６８２３ 页ꎮ
(明) 巩珍: 前引书ꎬ 第 ４２ 页ꎮ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１７ ~ ２１８ 页ꎮ
中国瓷器在明永乐至宣德时期水平最高ꎬ 该期亦为青花瓷烧制的黄金时代ꎮ 以苏泥勃青颜料

配制ꎬ 绘画出栩栩如生的丹青图案ꎬ 再细书 “大明永乐年制” 字款者为其中极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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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 １６ 世纪的波斯湾历史就是霍尔木兹的历史①ꎮ 这一时期的霍尔木兹

成为沟通欧、 亚、 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和桥梁ꎮ 畅通的中转贸易使霍尔木兹

声名远播ꎬ “如果世界是一枚指环ꎬ 那么霍尔木兹就是指环上镶嵌的最璀璨的

宝石ꎮ”②

第四ꎬ 科技发展与海军强大是霍尔木兹贸易特别是远洋贸易的重要保

障ꎮ 运输成本与安全不仅决定商品贸易所获的利润ꎬ 而且制约城市贸易网

的发展规模ꎮ 自 １４ 世纪始ꎬ 霍尔木兹成为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心ꎬ 贸易范

围向四周拓展ꎮ 当时ꎬ 霍尔木兹王国的海军拥有 ５００ 艘战船ꎮ １５ 世纪ꎬ 葡

萄牙人由于率先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ꎬ 并拥有当时先进的火器ꎬ 成为世

界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海军强国ꎬ 其战船在海上占据绝对优势ꎬ 因此他们一

度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ꎮ③ １５０７ 年ꎬ 葡萄牙人攻占霍尔木兹之后ꎬ 将他们的

造船技术ꎬ 如中心舵、 指南针、 海港地图集、 斜挂大三角帆、 抢风航行技术、
多桅三角帆船等均带到霍尔木兹ꎬ 使霍尔木兹海军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

高ꎮ 海军护航不仅减少了贸易商品在沿途中的损失ꎬ 而且扩大了霍尔木兹的

远洋贸易范围ꎮ 此后ꎬ 葡萄牙人从王室和当地商人手中夺走了香料生意ꎬ 垄

断了其他部分商品贸易ꎮ 在霍尔木兹港进行的穆斯林商船之间的贸易往来依

旧ꎬ 商船数量愈加庞大ꎬ 商品数目和种类也日渐繁多ꎮ “常有多达 ３００ 条商船

聚集在霍尔木兹ꎬ 这些商船分别来自黎巴嫩或其他地区ꎮ 你会在霍尔木兹同

时发现 ４００ 多位外国商人ꎬ 围在一起进行丝绸、 珍珠、 珠宝以及香料买卖ꎮ”④

霍尔木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海军力量以及他们与印度进行海上贸

易所得来的财富ꎮ⑤

三　 丝路贸易发展与城市变迁

独特的地理位置、 活跃的贸易活动使霍尔木兹聚集了不同信仰、 不同民

族的商人群体ꎬ 这些商人群体在共享当地经济繁荣的同时ꎬ 他们所积累的文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７
Ｓｉｒ Ａｒｎｏｌｄ Ｔ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８
梁芳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３７ 页ꎮ
[沙特] 哈吉尤尼斯ꎬ 阿卜杜尔哈玛阿卜杜拉编译: «法尔提马游记» (阿文)ꎬ 利雅

得: 沙特国王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８９ ~ ９１ 页ꎮ
Ｄｈａｒｍａ Ｋｕ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ａｐａｎ Ｒａｙ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４６ －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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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 创造的经营方式等也处于相互碰撞与融合中ꎬ 由此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ꎮ
第一ꎬ 贸易助推霍尔木兹城市居民国际化和宗教文化多元化ꎮ “霍尔木兹

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波斯湾颇具影响力的贸易中心ꎬ 享有几个世纪和平

和商业繁荣ꎮ 叙利亚、 埃及、 罗姆苏丹国、 法尔斯、 呼罗珊、 伊拉克、 爪哇、
孟加拉国、 索科特拉、 丹那沙林、 马拉巴尔、 古吉拉特和阿拉伯半岛等国家

或地区的人们都带稀有珍贵物品ꎬ 到达该港口ꎮ”① 让奥宾 ( Ｊｅａｎ Ａｕｂｉｎ)
根据加西亚的记载认为: 霍尔木兹人口有 ３ ０００ 户ꎬ 其中葡萄牙人 ５００ 户、 基

督徒 ３００ 户、 印度教徒 ８００ 户、 犹太人 ２００ 户、 穆斯林 １ ２００ 户ꎮ② 葡萄牙人

占领霍尔木兹后ꎬ 城市人口国际化加快ꎬ “在这里你能看到波斯人、 阿拉伯

人、 埃塞俄比亚人、 亚美尼亚人、 鞑靼人、 土耳其人、 摩尔人、 意大利人、
法国人、 德国人、 英国人、 波兰人和其他欧洲人ꎮ 由于葡萄牙人反对ꎬ 没

有西班牙人ꎮ”③

贸易在满足城市不同民族对商品需要的同时ꎬ 也为他们打开了相互了解

对方文化的窗口ꎮ 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霍尔木兹ꎬ 经过长期的交

流、 碰撞、 融合ꎬ 形成 “友好、 包容、 互惠、 共生” 的景象ꎮ 在宗教文化方

面ꎬ 霍尔木兹的宗教门类多ꎬ 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斯兰教ꎬ 也有基督教、 犹

太教、 印度教ꎮ 霍尔木兹的埃米尔对宗教采取温和政策ꎮ 虽然埃米尔是逊尼

派ꎬ 但是他允许什叶派有自己的清真寺———贾拉拉巴德清真寺 ( Ｊａｌａｌａｂａｄ
Ｍｏｓｑｕｅ)ꎬ 什叶派可以过阿舒拉节 (Ｍｏｈａｒｒａｍ)④ꎬ 甚至还给什叶派穆斯林发

放补贴ꎮ⑤ １４４２ 年ꎬ 撒马尔甘迪记录道: 宗教宽容和完全自由的宗教仪式是

霍尔木兹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ꎮ 大臣努尔丁法利的印章上刻有: “无论是谁

跟随先知的宗教ꎬ 都将在阿里的爱中获得荣誉ꎬ 并将成为宗教的神圣之光ꎮ”⑥

因此ꎬ 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ꎮ 印度教徒、 基督教徒等

皆有信仰的自由ꎮ 印度教徒可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ꎬ 为了不受干扰ꎬ 他们每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 Ｅ Ｅｄｕｌｊｅｅꎬ “Ｈｏｒｍｏｚｇａｎꎬ Ｈｏｒｍｕｚ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ｍ/ ｚｏｒｏａｓｔｒｉａｎｉｓｍ/
ｈｏｒｍｏｚｇａｎ / ｐｅｏｐｌｅＰｌａｃｅｓ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２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５ － １９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６４ － ６６
阿舒拉节是伊斯兰历法的第一个月ꎬ 这个月的第十天是阿舒拉节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Ｖｅｒｎｅｔ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７
Ｄｅｊａｎｉｒａｈ Ｃｏｕｔｏꎬ Ｒｕｉ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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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霍尔木兹国王支付 ７００ 帕尔达乌斯 (ｐａｒｄａｕｓ)① 作为报酬ꎬ 甚至印度教

徒的圣牛只要脖子上挂有豁免权的牌子ꎬ 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走ꎮ 霍尔木

兹还建有多个犹太教堂ꎮ②

信仰自由政策为不同宗教信徒提供了宽松环境ꎬ 这也成为霍尔木兹吸引

越来越多资金的重要因素ꎮ③ 多元宗教和文化使霍尔木兹成为宗教和语言的

“万花筒”ꎮ 不同的教徒都有自己的宗教活动日ꎬ 如印度教徒在星期二、 穆斯

林在星期五、 犹太人在星期六、 基督徒星期日都各自进行宗教活动ꎮ 宗教宽

容政策使霍尔木兹 “更多的是印度—穆斯林城市ꎬ 而不是一个萨法维城市或

中东城市”④ꎬ “所有信仰宗教的人ꎬ 甚至偶像崇拜者都会在霍尔木兹聚集ꎬ
没有人会对他们采取任何敌对或不公正态度ꎮ 因此ꎬ 该城市享有 ‘安居所’
之美誉”ꎮ⑤ 同时ꎬ 安全的环境也是该城市贸易繁荣的重要原因ꎮ

第二ꎬ 贸易加快了霍尔木兹经济国际化趋势ꎮ 如上文所述ꎬ 拥有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化港口城市和扼守波斯湾出海口的独特区位ꎬ 加上当权者对贸易

活动的支持政策ꎬ 使霍尔木兹具备了其他港口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ꎬ 甚至获

得了 “世界指环最璀璨宝石” 的美誉ꎮ 三环贸易推动霍尔木兹成为区域贸易

中心ꎮ 根据贸易发展的需要ꎬ 霍尔木兹不仅实行货币的国际化ꎬ 本土和外来

的金银币均可在霍尔木兹流通和兑换ꎬ 而且商品亦国际化ꎮ 霍尔木兹巴扎囊

括几乎所有洲际商品: 食品、 纺织品、 药品、 香料、 金属、 矿物、 珠宝及其

他奢侈品ꎮ⑥ “霍尔木兹是一个极佳的港口城市ꎬ 它与印度多地进行易货贸易ꎬ
转运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货物ꎮ 许多富商带来香料、 胡椒、 丁香、 姜、
小豆蔻、 沉香木、 檀香木、 巴西木材、 罗望子、 藏红花、 靛蓝、 蜡、 铁、 糖、
大量水稻、 椰子以及瓷器和安息香ꎬ 霍尔木兹从这些货物中收益颇多ꎮ”⑦

“世界各地的外国船只和商人都聚集这里ꎬ 从事贸易ꎬ 因此国强民富ꎮ”⑧ 葡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 帕尔达乌斯价值为 ３６０ 雷阿尔的银币ꎬ １ 雷阿尔约 ２７ ４６８ 克ꎬ 其银纯度约为 ０ ９３１ꎬ 专用于对

外贸易ꎮ 该银币背面图案有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及纸卷绕柱的造型ꎬ 而这正是今天的美元符号 “ ＄ ” 的来历ꎮ
Ｗｉｌｌｅｍ Ｆｌｏｏ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２６ － ３０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９３ － ９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Ｖｅｒｎｅｔ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７
Ｄｅｊａｎｉｒａｈ Ｃｏｕｔｏ ａｎｄ Ｒｕｉ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
Ｅｄｍｕｎｄ Ｍ Ｈｅｒｚｉｇꎬ “Ｈｏｒｍｕｚ ‘Ｖｉｌｌｅ Ｓａｎ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ꎬ ｄｅ Ｄｕｒｅｅ Ｃｉｒｃｏｎｓｃｒｉｔｅ’ (ＡＵＢＩＮ)”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３７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８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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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人还制定了通行制度并征收税费ꎬ 如实行通行证和许可证制度ꎬ 收取大

陆进贡费用、 海关关税、 停泊税等ꎮ
第三ꎬ 贸易繁荣致使霍尔木兹生活方式多样化ꎮ 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

文化载体ꎬ 城市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ꎮ 随着贸易繁荣ꎬ 霍尔木兹人口多

元化趋势加强ꎬ 在这里几乎没有宗教或种族隔离ꎬ 判定人们高下的是其拥有

的财富和社会地位ꎬ 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ꎮ① 霍尔木兹的富庶与文化多元ꎬ 主

要体现在贵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 精美的街道和建筑上ꎮ② 由于本岛资源匮

乏ꎬ 生活所需皆依赖进口ꎬ 水、 肉类和部分生活用品来自克什姆岛ꎬ 其余则

来自大陆ꎻ 黄油来自巴士拉、 雷塞尔 ( Ｒｅｉｘｅｌ)、 第乌、 信德和芒格洛尔

(Ｍａｎｇａｌｏｒｅ)ꎬ 稻米来自印度ꎮ③ 正如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 “人食饮务以酥油

和饭ꎮ 其市店出卖烧羊、 烧鸡、 烧肉、 薄饼、 哈里撒一应面食ꎮ 三四口之家

多不举火ꎬ 只买熟食ꎮ”④ 在城市的 １２ 条街道和 ２０ 家商店里ꎬ 出售大米和羊

肉串ꎮ 霍尔木兹的人喜用香水ꎬ 甚至当搬运工完工后也会喷上香水来遮掩汗

味ꎮ⑤ 由于霍尔木兹明令禁止饮酒ꎬ “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ꎬ 止无酒馆ꎬ
国法饮酒者弃市ꎮ 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ꎬ 各色技艺皆有ꎬ 其撮弄把戏皆不

为奇ꎮ”⑥ 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可窥一斑ꎮ

四　 余论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 １５ ~ １６ 世纪成为霍尔木兹贸易繁荣时期ꎮ 丝绸之

路的基本价值在于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平等交往ꎻ 丝路城市

发展与繁荣亦由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们携手共建ꎬ 以点带面、 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区域贸易网ꎬ 实现大合作ꎮ 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就是由不同民族和

平共处、 共同创造的丝路城市的典型ꎮ 以霍尔木兹为中心的三环贸易既是丝

路城市发展模式的典型写照ꎬ 也是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城市的缩影ꎬ 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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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 １６ 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圈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好、 繁荣、 包容、 开放、 多元等享誉一时ꎮ
１５ ~ １６ 世纪又恰处于 “大航海时代” 的开端ꎬ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霍尔木

兹成为大时代的见证者ꎬ 是欧洲的对外贸易由所谓的 “内海” (地中海) 向

外洋 (大西洋) 迁移的亲历者ꎬ 同时亦是刚刚起步的全球贸易的参与者ꎮ 葡

萄牙占领霍尔木兹ꎬ 一方面使其作为国际性的贸易中心ꎬ 城市地位迅速提升ꎻ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成为葡萄牙在军事、 贸易链条中的重要节点ꎬ 它与基鲁瓦、
坎纳诺尔、 马六甲等构成葡萄牙在印度洋贸易和东南亚贸易控制点ꎮ 随着现

代世界体系初现ꎬ 世界贸易体系开始嬗变———古代沿袭的地缘性、 转口性贸

易被跨地区的、 直接贸易所替代ꎻ 双向和公平性贸易被单方面贸易掠夺和不

平等贸易所取代ꎬ 等等ꎮ
１５ ~ １６ 世纪ꎬ 霍尔木兹四通八达的贸易网对随后欧洲人扩充当地贸易是

至关重要的ꎬ 同时也是一个壁垒ꎮ 荷兰人、 英国人发现ꎬ 如果单纯以和平的

贸易手段ꎬ 他们很难同在这里经营了几个世纪的商人相抗衡ꎮ 由此ꎬ 在西方

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击下ꎬ 霍尔木兹贸易体系让渡于重商主义、 贸易战争和以

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ꎮ １６２２ 年霍尔木兹衰落后ꎬ 海上丝绸之路在

海湾的支点转移到马斯喀特ꎮ
在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中ꎬ 远程贸易是创造商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

的一个主要工具ꎮ 由于其规模巨大ꎬ 对商品的集中乃至垄断使它成为推动资

金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动力ꎮ① 然而中东国家没能有效制止葡萄牙人

在印度洋的掠夺ꎬ 其结果是欧洲人能够成为世界贸易路线的主人ꎮ 欧洲人因

把控世界贸易而国家富足、 称霸世界ꎻ 繁荣一时的霍尔木兹王国却因遭遇英

国、 荷兰、 法国、 俄国等强国争夺迅速退却ꎬ 曾经辉煌的海上丝路国际化港

口城市自此黯然失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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