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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与１８世纪

约翰·Ｒ麦克尼尔
（续娜 译）

　　摘要　 “人类世”这一术语和概念已经渗入了学术论述和公共议

题。不同的学者会选择优先考虑不同的一些变量，以便他们能够找到

更好的理由宣称人类世是始于千年之前、１８世纪晚期或是２０世纪中

期。本文考察了它在欧洲历史上的一些知识根源，追溯１７世纪地层学

的起源，以及围绕人类世产生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人类世的渊源及

主要特征。

一个幽灵正游荡在学术界，这就是 “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的幽

灵。近年来，这个不知来处的别扭新词，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

和人文学者口中词汇的一部分，更别说记者和律师了。接下来，我将简述

该术语的起源及其独一无二的含义，并探讨围绕这一概念产生的一些争

议。例如：人类世存在吗？如果存在，开始于何时？谁来决定这些？为何

人人须受此烦扰？我将特别针对１８世纪及其与人类世可能存在的关联进行

分析，以此来解答这些问题。

如今，人类世越来越多地作为标志时代已变的简化表述。今天的人类

“笨手笨脚”地释放着他们的巨大力量，影响了地球的一些基本的生物地

球化学系统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地球生命和地表本身。一些化合物

和化学元素，包括水、氮、硫磺和碳，一直环绕我们的星球运动，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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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岩石和沉积物、海洋以及大气中间循环，这些是生物地球化学系统的

一部分。人类存在以前，这种行星循环就已开始，即使人类消失，它们可

能也将继续如此，但人类影响这些循环已长达数千年 （究竟多久是一个争

议性话题）。并且最近几十年，人类活动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循环的一

部分。新颖的人类世概念的核心恰恰在于：这是地球历史上一个新的时

段。此时，人类活动使平静的微生物繁衍和地球轨道上无休止的颤动和偏

离显得无足轻重，因而，是人类活动界定了这个时代。新时代紧随全新世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ｅｐｏｃｈ）而开始于１１７万年前。

与此同时，除扰乱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ｓ）外，人

类也影响了地球上有４亿年历史的生命的第六次大灭绝。这主要是因为，

我们将数百万物种经过几百万年习得生存能力的栖息地转而变成了帮助养

活我们的田地和牧场。① 并且人类对岩石和土地抓刨、深挖和粉碎所达到

的程度，以至用某些标准衡量，如今我们已是这个星球最活跃的地质作用

力，超过了冰川与河流的大规模运土能力。我们甚至创造了能够在地壳中

存在数百万年的新 “岩石”（包括５０００亿吨的混凝土），并且它的数量一

年比一年多。②

从不同的角度讲，最近几十年，人类活动将地球推向一个从未在全新

世出现的境况。温室气体浓度，海洋酸度，供人类使用的生物量比例，现

在均已超出了先前全新世的变动范围。氮循环和硫循环尤其不同于地球历

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先例。地球平均气温和地表的覆冰比率也将极有

可能很快超过全新世的程度。人类活动造成了汹涌的环境变化，这一意识

激发了一些地质学家主张 “全新世已经结束”，他们建议将人类世正式加

入到地球历史世代的官方名录。

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地理学家便忙于将地球的历史和地球上的生命划

分为宙 （ｅｏｎ）、代 （ｅｒａ）、纪 （ｐｅｒｉｏｄｓ）、世 （ｅｐｏｃｈｓ）、期 （ａｇｅ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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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使用 “ｌｅａｒｎｅｄ”（习得）一词，意味着：通过许多代的自然选择进化变得适应。只有非常
少的物种习得一切人类意义上的能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随时避免使用相关学科精确和技术性

的语言，以助于达成我向读者讲述更多共识的希望。

例如，有数篇论文见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３６９，Ｎｏ１９３８，２０１１；ＢＨ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ｓ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ｇｅｎｔｓ：ＡＤｅｅｐＴｉｍｅ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Ｎｏ３３，２０１５，ｐｐ１６１－１６４。



今，他们坚称，地质区间是由地球的化石和岩石上留有的清晰特征所标志

的。在口语表述中，这种特征就是所谓的 “金钉子” （ＧｏｌｄｅｎＳｐｉｋｅ） （正

式称谓是 “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 ［Ｇｌｏｂ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ｏｔｙｐ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ｏｉｎｔ］，或缩写为 ＧＳＳＰ）。在地壳的过渡层之上和之下发现的化石中，

“金钉子”通常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它们可谓是地层学家的一个理想：

如今地质年表的分界线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二存在一处 “金钉子”。

只有经过冷静思考和长期磋商，地理学家才会修改他们的分期方案。

全新世这一术语，在１９世纪中叶首次被提出，而地理学家花了一个世纪之

久才达成同意使用的一致意见。１９７７年以来，一个被称为国际地层委员会

的机构———它本身是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一个部门，后者自１９６１年起便

是一个古老庄严的存在———宣称了它对地质分期的监管权。如果一切按计

划进行，２０１６年，地质学的专业人员将正式裁定人类世是否存在。①

地理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分期程序几乎是天壤之别。如果历史学家或文

学界学者想命名一个时段，例如杰克逊时代或感性时代 （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Ｓｅ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没人试图去阻止他们，他们也许就被忽略了。但是并不存在划分

历史学和文学世代的正式流程，这整件事毫无章法且充满矛盾。此外，无

论是依据学科还是地理状况，这种划分都是碎片化的。建筑史上的爱德华

七世时期可能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史上的进步主义时代。法国的旧制度时期

可能是英国乔治亚时代、中国清王朝中期、拉丁美洲的殖民时期以及非洲

的前殖民主义时期。对人文学科的那些训练而言，这种混乱和矛盾似乎正

常且自然。的确，争论分期方案是我们的一个喜好，例如我们探讨过是否

有一个女性的文艺复兴。正如地质学家一样，我们历史学家中也有一部分

人在讨论人类世是否存在，以及如果确实存在，它究竟是什么？然而地质

学家偏好一种更有章可循的方法，因此，在关于人类世是否存在的投票

中，他们的报告和建议将会获得最高票。

然而，地层学家和地质学家已在人类世的监管权之争中落败了。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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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四纪地层仲裁委员会 （ＳＱＳ）目前包含人类世工作组 （ＡＷＧ），包括一个特设的地学家
小组、几个考古学家、土壤科学家和一名律师，并且，难以置信的是，还有两名历史学家 （包括

我本人）。人类世工作组将向仲裁委员会提议，同时这一建议也会传达给国际地层委员会 （ＩＣＳ），
并相应地向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ＩＵＧＳ）汇报，在２０１６年的一次投票中将会决定人类世是否会正
式被地学界接纳或拒绝。（译者注：这一提议至今仍在申请批准过程中。）



年，《国家地理》（３月）和 《经济学人》（５月２７日）都将主要版面献给

人类世。一份环保杂志 《地球岛》２０１３年的春季刊专门用于探讨人类世。
《纽约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也加入了这一论战，并在２０１５年 （５月
１１日）又加入这一问题的网上讨论。这一术语经常出现在 《世界报》（Ｌｅ
Ｍｏｎｄｅ）和 《明镜周刊》（ＤｅｒＳｐｉｅｇｅｌ）的文章中。２０１３年起，专门致力于

探讨这一概念的新的科学期刊开始出版。奥尔胡斯 （Ａａｒｈｕｓ）的一所丹麦
大学，开始了一项关于人类世的研究计划，它和地质学关系不大，更别说

地层学了。① 妖怪已从瓶中逃了出来，地质学家已无法再将它塞回去了，

即便他们正式宣布人类世不存在。而学者、科学家还有大众，都正在接受

这一术语和概念，并且日益断定我们如今正处于这个星球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　关于人类世的智识先行者

长期以来，难以计数的科学家和其他好奇者都认为地球是古老的，而

将它的历史分割成可掌控的部分或许有所助益。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尝试是

尼古拉斯·斯坦诺 （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ｅｎｏ，１６３８—１６８６）做出的，他是一个皈依天
主教并最终成为主教的丹麦人。那时，他并没有参与北欧反宗教改革这场

注定失败的战役，而是很自在地思索更深层次的时间问题，并且有效地为

日后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 后继者们完善了这种设想，逐步更新，

且一次又一次谨慎修改，这一地质年表为大多数高中理科生所熟知。③

人类行为或许举足轻重以至于影响地球历史的分期，这一观念至少可

以追溯到法国博物学家和数学家布丰伯爵 （ＣｏｍｔｅｄｅＢｕｆｆｏｎ，１７０７—
１７８８），即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ＬｏｕｉｓＬｅｃｌｅｒｃ）。他认为，在
最近的时代，人类在塑造地球方面起了辅助作用。④ 意大利神父、革命者

和地质学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ｔｏｐｐａｎｉ，１８２４—１８９１）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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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ＵＲＡ：Ａａｒｈ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ｌａｓ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２０１５，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４，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ｕｄｋ／

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ｅｎｏ，Ｄｅｓｏｌｉｄｏｉｎｔｒａｓｏｌｉｄｕ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ｔｅｒｃｏｔｅｎｔｏ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ｄｒｏｍｕｓ，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１６６９
例如，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１４，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ｃｍｐ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ｈｅｌｐ／ｔｉｍｅｆｏｒｍｐｈｐ。
ＧｅｏｒｇｅｓＬｏｕｉｓＬｅｃｌｅｒｃ，ｃｏｍｔｅｄｅＢｕｆｆｏｎ，ＬｅｓＥｐｏｑｕｅｓ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Ｓｕｐｐｌéｍｅｎｔ，ＴｏｍｅＶ，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ｅ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èｒｅ，Ｐａｒｉｓ：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Ｒｏｙａｌｅ，１７７８



推进得更远，几乎构想出了人类世。他创造了一个术语———灵世 （ａｎｔｒｏｐｏ

ｚｏｉｃｏ）或灵生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ｚｏｉｃ）———表示现代时期是人类主导生命史的一个

时代。① 然而他的新词汇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起初，遭到同样待遇的还有俄罗斯和苏联的博学之士弗拉基米尔·维

尔纳茨基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Ｖｅｒｎａｄｓｋｙ，１８６３—１９４５），他意识到生物性的进程改

变了地球的面貌，并且人类活动强有力地影响了分配、人口甚至各种形态

的生命的存在 （或消亡）。他借鉴了岩石圈、生物圈这类词汇，提出了自

己的新词 “人类圈”来呈现他的构想。“人类圈”一词涉及思想和认知领

域，承认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施加了极大影响，他几乎提出了一个人类世

的对应词，但是，与斯托帕尼不同，在他的构想中，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尽管足够真切，但并没有形成足以支撑起地球历史上的一个断代的地基。②

无论是斯坦诺、布丰还是斯托帕尼，都没有以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为依

据思考问题，维尔纳茨基开始这样做，但这些概念在２１世纪才开始慢慢出

现。在系统分析领域获得发展以及关注大气和海洋的科研项目兴起之后，

这些概念的确得到了广泛接受。而这主要发生在 “冷战”期间———已是维

尔纳茨基死后了。如果人类世被用来表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根本性重

建。那么，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不仅没有人真正想到，也没有人能够

想到。③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世不存在。１９３０年以前，没有人料想到冥王

星的存在，然而它存在。１８５０年之前，没有人构想中新世和新生代，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用这些术语指示的时间分期不存在。

据谷歌显示， “人类世”这个词汇首次出现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消失

了。１９８０年左右曾短暂复活，而后又再次消失。２０００年左右，“人类世”

一词开始被持续地使用，当时水生生态学家尤金·施特默 （ＥｕｇｅｎｅＳｔｏｅｒｍ

ｅｒ）和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 （ＰａｕｌＣｒｕｔｚｅｎ）合作写了一篇关于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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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ｔｏｎｉｏＳｔｏｐｐａｎｉ，Ｃｒｏｓｏｄ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ａ，Ｍｉｌａｎ，Ｆｅｂ，１８７３，ｐｐ７４１－７８５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Ｖｅｒｎａｄｓｋ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ｈｅ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ＯｌｇａＢａｒａｓｈ，ＳａｎｔａＦｅＮＭ：Ｓｙｎ

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探讨维尔纳茨基的思想如何预示了人类世，见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Ｖｅｒｎａｄｓｋｙ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ｃｙ：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１，２０１４，
ｐｐ１３７－１４６。

作为一个有趣的探讨，我觉得有些过头，见 Ｃｌｉｖ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ｎｄ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ｒｉｎｅｖａｌｄ，“Ｗａｓｔｈｅ
Ａ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ｐ５９－７２。



世”的文章。① 从那时起，这一术语已经拓殖了知识领域中越来越大的

领地。

二　一个、两个、一百个人类世

即使被温和地表达出来，这一术语和概念还是引起了争论。最显著的

分歧是人类世的起始时间，至少有６个日期在争夺这个位置。想必还会出

现更多的竞争者。一些参与争论者支持人类世开始于更新世晚期。他们的

根据在于，那时发生的巨型动物的消亡是人类的 “杰作” （这存在争议），

并且人类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了重大且持久的改变。② 他们声称，食草动

物的大量减少，促使森林扩张到先前的草原地带，结果大气中的碳进入生

物圈。从而温室效应弱化，地球因此降温。令人困惑的是，根据该解释，

人类世既先于全新世又出现于全新世之后。

关于 “早期人类世”的第二种说法，是将其开端置于公元前５０００年，

那时亚洲西南部、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点 （据传）的农民砍伐并焚烧了非

常多的森林，向大气中排放了足够多的二氧化碳，强化了温室效应。此

外，中国早期的农民开垦了非常多的稻田，向大气层中释放了很多甲烷，

加强了温室效应 （甲烷的温室效应强度大致是二氧化碳的２５倍）。据此观

点，由于稻田中升起的甲烷的协助，受早期农民影响的碳循环的规模之

大，已足以避免另外一个期待中的冰河时代的再次来临。③

关于早期人类世的讨论，存在大量影响较小的说法。依据大量的人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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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ＪＣｒｕｔｚｅｎａｎｄＥＧＳｔｏｅｒｍｅｒ，“ＴｈｅＡ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ＩＧＢＰ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Ｎｏ４１，２０００，ｐ１２
更新世：大约２６０万年前到１１７万年前。有人建议使用人类第一次用火时的证据，即１８０

万年前作为人类世的开端，ＡｎｄｒｅｗＧｌｉｋｓｏｎ“Ｆｉ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Ｔｉｍｅ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８９－９３。一个最近的观点来自 ＡＪＳｔｕａｒｔ，“Ｌａｔｅ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ｒｙＭｅｇａｆａｕｎａ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ＡＳｈｏｒｔＶｉｅ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０，Ｎｏ３，
２０１５，ｐｐ３３８－３６５。在５万年前到１２万年前，６５％的大型哺乳动物被扫进了自然史的垃圾箱，
大部分在美洲和澳大利亚。

ＷＦＲｕｄｄｉｍａ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４，
２０１３，ｐｐ４－２４专家们不认同冰川前进和后撤的节奏精确到足以支持在某个时刻新的冰川期会到
来的说法。



（ｈｕｍａｎｍａｄｅ）土壤，两位土壤科学家坚称人类世开始于两千年之前。① 还

有其他人支持１４９２年，那时水手的探险使大陆间的物种开始重新分配，生

物圈产生了持续性变化。１４９２年以后，牛、绵羊、猪以及山羊向美洲地区的

迁移在化石记录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当试图给不同的地质区间划定界限

时，地层学家喜欢查看化石记录。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１６１０

年，该观点不仅引证１４９２年以来生物交换的激增，也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的大幅下降归因于美洲的自发造林运动。② 所有这些争论都为人类世的出现

提供了初始日期；然而如今，人类世的早期拥护者在其中只占少数。

最为常见的观点，也是施特默和克鲁岑所持的观点，认为人类世只是

伴随着化石燃料持续性使用的出现而开始，并且和燃煤工业存在的时间一

样长；换言之，人类世开始于１８世纪末。克鲁岑将１７８４年临时性地作为

人类世的诞生日，因为这一年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即詹姆斯·瓦特

（ＪａｍｅｓＷａｔｔ）改进了燃煤驱动的蒸汽机。

在中国北方一场短暂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全球范围内煤炭的用量一

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宋代 （９６０—１２７９），１０２０年之后，一种钢铁合金

的冶炼繁荣了一个世纪甚至更久，而煤炭是其中的重要燃料。它随风吹散

的含硫残渣出现在极地冰中。当中国的冶金热潮冷却，煤炭便走向了静

默。直到它成为１６世纪伦敦的日常燃料，才又重返历史舞台。但整个１８

和１９世纪，蒸汽机获得发展。伴随蒸汽机的日益高效，煤炭的使用才真正

启航。蒸汽机的发展历程中，最著名的事迹属于詹姆斯·瓦特。蒸汽机有

很多用途，但其中没有比从煤矿坑中向外抽水更重要的了。这防止了英国

工业被扼杀在摇篮里。很快，蒸汽机为织布机、车轮和水泵提供了机械动

力。首先，蒸汽机能够使煤炭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然后，热能又转化为

动能，这是具有革命性的部分，对制造物品和前往某处颇有助益。煤炭的

新用途，使英国 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的煤炭消耗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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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ｉａｃｏｍｏＣｅｒｔｉｎｉａｎｄＲｉｃｃａｒｄｏＳｃａｌｅｎｇ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ＳｏｉｌｓＡｒｅ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Ｓｐｉｋ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Ｎｏ２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６９－１２７４

ＳｉｍｏｎＬｅｗｉ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Ｍａｓｌ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Ｎａｔｕｒｅ５１９，２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ｐｐ７１－
８０在美洲自发造林是人为的结果，因为新的疾病、暴力和驱逐使美洲人口减少了接近９０％。这些急
剧的变化使得人们返耕还林，当种植扩大便吸收了大气中更多的碳。对此论点的各种反对见 Ｊａｎ
Ｚａｌａｓｉｅｗｉｃｚｅｔ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ＩｃｅＡｇ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Ｂｏｍｂ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Ｃａｒｂｏｎ：
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ＴｈｅＡ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７－１２７。



１８００—１８５０年间较原来增加了４倍。并在１９１３年达到巅峰。①

在人类世的讨论中，煤炭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当煤炭燃烧，能够向

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即便二氧化碳不是温室气体中最有影响力的，但由

于其在大气中的比率，使二氧化碳成为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有助于调节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表低层大气以及海洋的温度。在过去的８０万年———直到

最近化石燃料才进入视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所占的比重介于１７５ｐｐｍ—

２８５ｐｐｍ之间。这种高低起伏有助于解释温度的自然浮动 （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５８年之前的冰芯资料，１９５８年之后取自莫纳罗亚山 （ＭａｕｎａＬｏａ）

说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可以追溯至大约８０万年前的冰芯记录，从那时直到

２０世纪为止的浮动范围处于１７５—２８５ｐｐｍ之间。在全新世或者在过去的１１７００年里，

二氧化碳浓度的范围异乎寻常地稳定，介于２６０—２８０ｐｐｍ之间。全球平均气温也非常

稳定。来自斯克里普斯 （Ｓｃｒｉｐｐｓ）海洋研究所，网址：ｈｔｔｐｓ：／／ｓｃｒｉｐｐｓｕｃｓｄｅｄｕ／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ｋｅｅｌ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ｌｕｇｉｎｓ／ｓｉｏｂｌｕｅｍｏｏｎ／ｇｒａｐｈｓ／ｃｏ２＿８００ｋｐｎｇ

克鲁岑支持１８世纪是人类世开端的观点，在其他因素之外，优先考虑

的是大气化学。１８世纪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如嵌入极地冰的空气

泡所揭示的那样，开始缓慢爬升。那种缓慢爬升持续至今且快速增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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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的煤炭在计量史学上的数据分见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ｉｒｔｉｓｈＣｏ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１９８７）的第２、３两卷，分别由迈克尔·弗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ｌｉｎｎ）和罗伊·丘奇
（ＲｏｙＣｈｕｒｃｈ）所著。



过去的１１万年，二氧化碳的浓度介于２６０—２８０ｐｐｍ之间，到今天，二氧

化碳的浓度比４００ｐｐｍ还要更多一点。这是过去８０万年中最快速的攀升。

这可能也是大气历史中最迅猛的增长。

克鲁岑是把１８世纪作为人类世开端的最持之以恒的倡导者。他认为，

温室气体浓度的长曲线上的拐点象征着对过去的决定性突破，拐点出现在

１８世纪，且在甲烷曲线上的表现比二氧化碳更为明显 （见图２）。如果在

１８５０年之前，因为化学燃料燃烧 （相反而不是来自更迅猛的森林砍伐）而

出现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是微弱的，并且如果相较于其他因素，更倾

向于考量大气化学因素，那么，支持１８世纪是人类世开端的论据便是强有

力的。如果这种攀升源于其他因素 （但这难以判断），或者，如果以另一

个不同的视角思考人类世，大气化学以及气候只是众多相关因素中的两

种，那么，支持１８世纪作为开端的理由便有些无力了。①

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始于１９５０年的一个更晚的人类世，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在１８００年以前，尽管人类活动对地球以及生物圈产生了很多

影响，或许对气候也有影响，然而和之后的时代相比，这些影响的比重、

程度和范围并不算太大。一个人类影响史的新阶段是随着１８世纪末的工业

革命而来的，尽管工业革命对大气化学的影响直到１９世纪才显现。但是，

一次更为彻底的变革发生于２０世纪中期，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种类的大规模

激增现象：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人口增长、城市化、热带毁林、二氧化

碳排放、二氧化硫排放、平流层臭氧耗减、再生水使用、灌溉、河道治

理、湿地排水、含水层枯竭、化肥施用、有毒化学物质排放、物种灭绝、

水产登陆、海洋酸化等其他诸多现象。因此，正如我所展示的这些证据，

人类世开始于１９５０年左右。②

对于那些寻求人类世诞生的 “金钉子”的历史学家，我建议他们观察

出生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的所有哺乳动物的骨骼和牙齿。与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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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个计算土地使用的变化和化石燃料燃烧对温室气体形成的相对贡献的尝试得出结论：直到

１９００年或１９２０年以前，土地使用变化的贡献超出了化石燃料燃烧。ＭｉｋｅＲａｕｐａｃｈ，“ＨａｖｅＷｅＲｅａｃｈｅｄ
ＰｅａｃｈｅｄＰｅａｋＣＯ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４，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ｇｂｐｎｅｔ／ｎｅｗ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ｗ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ｐｅａｋｃｏ２５１ｂ８ａｅ２０５１２ｄｂ６９２ｆ２ａ６８０００３４６５ｈｔｍｌ
关于这一影响的详细讨论见 ＪＲＭｃＮｅｉｌ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Ｅｎｇｅｌｋ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图２

说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在２０１４年的评估中，从冰芯中收集

的公元９００—１９００年的一些温室气体浓度的演变。这些数据为１８世纪作为人类世的开

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２０１４年评估可见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ｐｃｃｗｇ２ｇｏｖ／ＡＲ５／

很久之前的哺乳动物不同，前者的骨骼和牙齿中带有化学印记，这些印记

来自于核武器的地面实验。１９６４年，一项核试验禁令已经生效，在此后出

生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和牙齿中携带的放射性核素的印记便微弱得多了。假

以时日，这些骨骼和牙齿中的一部分化学物质将会留在沉积物中，并使２０

世纪中期的地层区别于之前和之后所有时期的地层。另一部分将会持续存

在达几百万年，就像东非原人的骨骼和牙齿，它们已经古老到足以令大多

数地质学家满意。

当思考地质时间分期时，在１８００—１９５０年之间进行选择，并不是一种

日期选择，而是一种理解是什么使人类世不同于以往时代的选择。毕竟，

没有人理解或关心侏罗纪是开始于２０６０００１５０年以前还是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０年以

前。真正重要的是，与之前的时代 （三叠纪）相比，侏罗纪使用了不同的

燃料，并且二者之间的转变发生于大约２０６００万年之前。因此，１８世纪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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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是人类世开端，二者的真正区别，并不是１５０年之差，而是关于是
什么构成了人类世。例如，如果人类世是由化学燃料的使用和人口增长的

缓慢加速所界定的，那么，１８世纪是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人类
世是由化学燃料的使用，人类人口的增长，再加之迅速扩散的排放，森林

砍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其他现象所界定，那么，２０世纪中期则更为
合理。①

也许，存在一种方式能够调和 １８世纪或 ２０世纪是人类世开端的争
论，它有赖于 “大加速”这一概念。实际上，人类世存在阶段性，它可

能开始于１８００年左右，但是，人类世的环境改变的程度、范围和速度从
２０世纪中期才突飞猛进。１９４５年后或 １９５０年后的时期，便是人类世中
的大加速时期。② 归根结底，包含大加速期在内的始于 １８世纪末的人类
世与始于２０世纪中期的人类世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尽管如今对此存在激
烈争论。

早期和晚期人类世之间的区别更为有意义，如果人类世开始于７０００年
前，它是农业产品和农事耕作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人类世是随更新世的

生物灭绝更早地开始的，这是人类本性的内在特征。早期人类世的含义在

于，对于人类向地球及其系统施加的超乎寻常的影响，无须做任何事，只

是接受、支持，并尽我们所能管理它。③ 但如果人类世开始于化石燃料的

使用，或１９５０年左右，那么含义就不同了。我们所目睹的生态的和生物地
理化学循环的破坏，便不是人类固有的本质，甚至对农业而言也不是必不

可少的。至少从理论而言，我们可以无须扰乱基本的地球系统而生活———

尽管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用其他事物替代化石燃料。

早期人类世也会产生贬低１８世纪的影响———确切而言，是贬低一般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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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８世纪全球人口上升了大约２５％，２０世纪则是４００％。
这一术语，目的在于回应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的 “大转型”（Ｇｒ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一词，该词对现代性的起源采取的是全景式的视角，第一次 （就我所知）出现于２００５年
德国的一处郊区达勒姆 （Ｄａｈｌｅｍ）的一次专题会议上。这次会议的进程可见Ｒｏｂｅｒｔ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Ｌｉ
ｓａＧｒａｕｍｌｉｃｈ，ａｎｄＷｉｌｌＳｔｅｆｆｅｎ，ｅｄ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ｉｔｙｏｒ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ｅｏ
ｐｌ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对人类世的明确描述，见 ＷｉｌｌＳｔｅｆｆｅｎ，Ｐａｕｌ
Ｃｒｕｔｚｅｎ，ａｎｄＪＲＭｃＮｅｉｌ，“ＴｈｅＡ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ｒｅＨｕｍａｎｓＮｏｗ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Ｎａ
ｔｕｒｅ？”，Ａｍｂｉｏ３６，Ｎｏ８，２００７，ｐｐ６１４－６２１。

厄尔·埃利斯 （ＥｒｌｅＥｌｉｓ）是提倡这一态度的重要发声者，ｅｇｉｎＥｌｌｉｓｅｔａｌ，“ＵｓｅｄＰｌａｎ
ｅｔ：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０，２０１３，ｐｐ７９７８－７９８５。



意义上的现代化。如果在数千年前，人类和地球的关系就进入了当前阶

段，那么无论是１８世纪还是 ２０世纪中期，在任何重要意义上都不是一

个转折点。关键性的转折发生于很久以前，只能通过考古学和自然科学

方法才能研究。且没有一手文献可以证明，因为没有关于那个时代的现

存记录 （就我们所知）。因此，早期人类世的假设将这个概念完全从人

文学科领域中拿出来，并使得那些重要事件，如工业化、化石燃料的使

用、快速的人口增长，以及其他确实发生于１８世纪的事情，悄无声息地

成为了背景。

三　人类世及对它的不满

人类世概念提出之初便吸引了一些批评者。他们的评论，一些是科学

性的，一些是政治性的，有些二者兼具。一些地质学家，尤其地层学家，

接受人类世的观点作为一种模糊的术语，用以表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但相信它不足以被提升到地质时期，即世或代的高度。反对意见指

出，并不存在任何长期性的事物，能够表明一种从全新世到人类世的转

变。１９４５—１９６４年间的核武器使用和测试造成了辐射层，而辐射层显然只

停留１０万年左右，并没有持久到足以作为地质时期之间的分界线。记录大

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冰芯中的气泡也是暂时的：仅仅几千年之内，便会发

生极冰冰冠的融化，标记也会消失 （尽管正是在格陵兰岛的冰川中，科学

家发现了标志全新世开端的 “金钉子”，并正式于２００９年对外宣布）。而

这种异议，随着各种各样关于证明人类世合适的 “金钉子”的建议不断被

提出而很快消失了，这些建议从粉煤灰层到高纬度的湖泊泥积物再到无处

不在的混凝土的累积，所有这些都在地球沉积物中长期存在并成为坚硬的

岩石。无论如何，地层学家和地质学家都不同意真正存在一个能够标志新

时期开端的 “金钉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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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地质学家的一些反对意见，见 ＪｏｈｎＬｅｗｉ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Ｍａｃｋｌｉｎ，“Ｍａｒ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Ｇｅｏ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Ｔｒｙｔｏ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ａｎＡ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３９，
２０１４，ｐｐ１３３－１３７；ＰＬＧｉｂｂａｒｄａｎｄＭＪＣＷａｌｋｅｒ， “ＴｈｅＴｅｒｍ‘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９５，２０１４，
ｐｐ２９－３７。



出于其他原因，人类世这个术语和概念在另外的地质学家中并不受欢

迎。所有其他历史分期：世、代、纪已经证明了它们抗得住时间的考验。

因此，一些谨慎的地质学家认为，在我们接受人类世进入这个团体之前，

它也必须经受这种考验。事实上，正如反对意见所提出的，我们必须等待

几千年的时间去证实人类世是否合理。常规的地质事件可能会抹去人类对

地球的影响，如新一轮冰期、玄武岩熔体的又一次涌流或凌空的火流星接

连不断地击向这个星球。一些地质学家指出，其他地球历史的分期都不是

因单一物种而命名的，并且坚称这种高尚的传统绝不能被舍弃。因此即使

人类世作为一个时间分期应该被合法化，它也应该采用另一个名字。为我

们自己命名一段分期是一种不得体的傲慢。①

对一些地层学家而言，人类世这一术语也是棘手的，但这是出于不同

的原因。他们宣称，人类世是对现代生态困境的一种歪曲和对有利的政治

行动的妨碍。他们相信，因使用 “人类”一词而产生的问题，表明了正如

他们所意识到的，人类只不过是那些真正应该对工业时代的生态混乱负责

的人中的一个小子集 （这个子集是工业资本家）。通过混淆人类和工业资

本家，这个术语减弱了为矫正这一问题而采取迫切的必要行动的可能性。

哄骗人们支持人类世是由于一些内在的人类本质，而不是由于可能会被再

次讨论的选择。②

对于一些保守的生态学家而言，这一术语也不恰当。即便它具有科学

性的优点，但当发生不好的变化，要求采取有力行动从灭绝和生态系统中

拯救物种时，它可能会招致自满甚至沮丧情绪。如果人类活动已经造成了

生物圈的改变，如果人类世就在此刻，那么进一步的人类活动所带来的人

类世的拯救部分的要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去拯救白犀牛和西伯

利亚虎，使它们免于死亡呢？正如早期人类世观点所暗示的，如果改变生

物圈是人类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野心，那么抵抗人类巨大力量的希望意味

着什么呢？对于自然保护的倡导者而言，人类世这一术语，尽管有助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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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不开心的地质学家也许是吉多·维斯康提 （ＧｕｉｄｏＶｉｓｃｏｎｔｉ），他引用了大量著名的已发
表的反对意见，参见其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ｎｄｉｃｏｔｉＬｉｎｃｅｉ，Ｎｏ２５，
２０１４，ｐｐ３８１－３９２。

ＡｎｄｒｅａｓＭａｌｍａｎｄＡｌｆＨｏｒｎｂｏｒｇ，“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Ｎａｒ
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ｐｐ６７－６９



引一些对自然保护相关问题的关注，它同时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可能会

削弱士气。①

四　更大的图景

局限于地球的探讨也许是屈从了一种关于人类世的过于狭隘的观点。

自１９５７年起，世人就向太空的地球邻近区域发射了几千枚火箭。火箭在

火星、金星和月球上遗留下了着陆架。他们也在地球轨道上放置了成千

上万的卫星，如今有数百万的太空垃圾也围绕着地球的周边区域疾驰，

小到油漆鳞片，大到火箭助推器。两台相机、一副手套、一把牙刷，以

及无数的金属碎片 （主要是铝）都在地球较低的轨道上方急速运动着，

并且会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 （有时，太空垃圾会降落到地面，如

１９９７年美国空军火箭燃料箱的一个碎片掉落在罗蒂·威廉姆斯 （Ｌｏｔｔｉ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肩膀上。她没有受伤，并说这大概像是被一个易拉罐击

中。）地球轨道上大约共有６０００吨垃圾，大致相当于一支拥有３０００辆汽

车的车队停在头顶上空。总之，我们星球的太空时代也是太阳系的人类

世环境变化的一个时代，并且人类世的概念也许值得超越地球本身

使用。②

的确如此，我们也许并不是唯一的人类世———或者，在更准确的意义

上说，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人类世的对应者。如果我们接受在我们的星球之

外还有很多其他行星存在 （最近天文学家提出的 １０２７或许是一个好的猜

想），那么，行星之上存在生命体，即便只有几十亿也是可能的。如果仅

是那些行星的子集存在的生命体是智慧生命。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可以较

为可信地支持一些智慧生命已足够聪明，以至能够像我们一样笨拙或是谨

慎而稳妥地 （我们尚未做到）彻底改变他们的家园。因此，人类世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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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ｉｎＣａｒｏ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Ｃｏｍ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６，２０１２，ｐｐ１８５－
１８８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Ｃｏｒｌｅｔｔ，“ｔｈｅＡ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ｇｙａｎｄ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３６－４１ＧｅｏｒｇｅＷｕｅｒｔｈｎｅｒ，ＥｉｌｅｅｎＣｒｉｓｔ，ａｎｄＴｏｍＢｕｔｌｅｒ，ｅｄｓ，Ｋｅｅｐ
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ｌ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ＡｌｉｃｅＧｏｒｍａｎ， “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ｒ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８７－９１



象，或者至少是人类世的对应物，可能是各种行星的历史中的一部分。无

论如何，这已经相当远地将我们带离了１８世纪。

（作者约翰·Ｒ麦克尼尔 ［ＪｏｈｎＲＭｃＮｅｉｌ］，美国乔治城大

学外交事务学院教授；译者续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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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鱼告急”：对查尔斯·狄更斯
《鲑鱼》的环境史思考

梅雪芹

　　摘要　１８６１年７月，狄更斯发表 《鲑鱼》一文，论及他所生活的

时代英伦大地上发生的鲑鱼物种濒临灭绝的现象，代表了时人对这一

现象的关注，以及他们关于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基本认识，为后世留

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鲑鱼》一文对于探讨狄更斯的生态意识以及

研究英国环境史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 “我为什么在意狄更斯”

的基本原因。

１８６１年 ７月 ２０日，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在其主编的文学周刊 《一年四季》（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上发

表一篇题为 “鲑鱼” （Ｓａｌｍｏｎ）的文章，揭示了在泰晤士河等英格兰河流

中鲑鱼日益减少并逐渐灭绝的现象，并指出 “鲑鱼告急” （ＳａｌｍｏｎｉｎＤａｎ

ｇｅｒ）的呼号正在英伦大地回响。① 仔细品读该文，不禁觉得其内容深刻，

意义不凡，值得深入挖掘。而在国际学术界，尽管狄更斯研究经久不衰，

甚至成就了一种产业，也即 “狄更斯产业”②，但是关注这篇文献的学者寥

寥无几。即便在当下，采用生态批评 （ｅｃｏ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视野对狄更斯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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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 （编号：

１６ＺＤＡ１２２）的阶段性成果。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ｐ４０５下载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ｊｏｏｒｇｕｋ／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ｖ／ｐａｇｅ４０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６
日登录。

参见冉毅 《狄更斯研究的重大收获———评赵炎秋教授主编的 “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丛书》，《武陵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４３页。



所谓生态意识的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之际，① 人们依然未重视他的 《鲑

鱼》一文。令人欣喜的是，在环境史学者的笔下该文已得到关注和引用；②

虽然其引用有限，但已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里，专门抓出狄更斯

的这条 “漏网之鱼”，试图剖析其内容，思索其意义，以使人理解 “我为

什么在意狄更斯？”③

一　《鲑鱼》一文的内容

《鲑鱼》一文内容丰富，从所提及的自然物来说，不仅有鲑鱼，而且

有野鸡、野兔、鸟和狼等多种动物。这里，仅就鲑鱼问题加以剖析。

（一）对鲑鱼灭绝现象的揭示

《鲑鱼》一文涉及的鲑鱼指的是大西洋鲑，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

“既栖居于淡水也栖居于咸水的动物”④。长期以来，不列颠群岛一直是大

西洋鲑的故乡，苏格兰和爱尔兰如此，英格兰和威尔士也不例外。英格兰

有很多河流曾以大西洋鲑洄游著称，泰晤士河位列其中，由此获得了 “鲑

河”（ＳａｌｍｏｎＲｉｖｅｒ）之称谓。⑤ 泰晤士河下游６５英里是鲑鱼洄游的主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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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所谓生态批评，也即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所谓生态意识，一般指人们对自

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感觉、关注和思考。国内以此视野研究狄更斯的生态意识的成果，参见张晶

馨：《论狄更斯小说的生态意识》，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陈颖：《浅析狄更斯作
品中的生态思想》，《作家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６期；ＸｕＸｉａｏｎａ，“ＡｎＥｃ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ａｖｉｄＣｏｐ
ｐｅｒｆｉｅｌｄ”，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张美：《生态批评视野下的 〈雾都孤儿〉解读》，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ＰｅｔｅｒＣｏａｔｅｓ，Ｓａｌｍ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ａｋ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０６
这个问题，是２０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 （ＧｅｏｒｇｅＯｒｗｅｌｌ，１９０３—

１９５０）在关于狄更斯的长文中提出的，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Ｏｒｗ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Ｗｈａｌｅ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ＧＢ，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ｒｃｈ１１，１９４０；下载自ｈｔｔｐ：／／ｏｒｗｅｌｌｒｕ／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ｃｈｄ，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登录。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ｐ４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ｊｏｏｒｇｕｋ／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ｖ／ｐａｇｅ４０５ｈｔｍｌ

ＲＢＭａｒｓｔｏｎ，“ＴｈｅＴｈａｍｅｓａｓａＳａｌｍｏｎ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５，
２６６（Ａｐｒｉｌ１８９９），ｐ５７９



段，泰晤士河的鲑鱼还因其味道之鲜美而被认为是英格兰的上上品。① 在

很多个世纪，这鱼儿一直被喜爱它的垂钓者赞誉为 “最尊贵的鱼”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ｓｔｏｆＦｉｓｈ）或 “淡水鱼王”（ｔｈｅＫｉｎｇ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但今天在不

列颠群岛的很多地方，尤其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河流流域，大西洋鲑或

灭绝殆尽，或数量锐减。

其实，这一情况并非今天才出现，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１９世纪中叶

就很严重。从英格兰和威尔士来看，１８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启的时候，整个

这一区域的河流流域中野生大西洋鲑非常多，但是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其鲑

鱼渔业几近枯竭。泰晤士河的鲑鱼渔业在１７９４年以后开始衰落；尽管晚到

１８６４年还有少量鲑鱼进入被污染的泰晤士河河口，但是１８２４年的时候泰

晤士河鲑鱼渔业就几乎不复存在。这样，在１９世纪，英国人就开始纷纷记

述泰晤士河里 “最后一条鲑鱼”②，以批评社会现实著称的狄更斯同样予以

关注。他在 《鲑鱼》一文的第一页中说道：

对许多人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施加给动物的鲜为人知的影响中，

鲑鱼逐渐灭绝无疑是一条新闻———那些巨大的后果，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地累积，直到最后，以惊人的事实，像无数小雪片构成的雷鸣般

的雪崩，进入我们的视野，鲑鱼逐渐灭绝即是其中的一种。如今，

“鲑鱼告急”的呼号正在英伦大地回响。③

在这里，狄更斯不仅清晰地揭示了鲑鱼逐渐灭绝的事实，而且明确地

将这一事实归之为人类施加影响的后果。于是，他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

分析了人类影响的具体表现，由此总结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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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７世纪中叶，英国作家艾萨卡·沃尔顿 （ＩｚａａｋＷａｌｔｏｎ，ｃ１５９４—１６８３）在 《垂钓高手》

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ＩｚａａｋＷａｌ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ａｔＡｎｇｌｅｒ，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ｓ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ｄｒｅｗＬａｎｇ，Ｍｉｎｅｏｌａ，ＮＹ，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３，ｐ８９

关于泰晤士河里 “最后一条鲑鱼”的记载，参见拙文 《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

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５—２９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ｐ４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ｊｏｏｒｇｕｋ／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ｖ／ｐａｇｅ４０５ｈｔｍｌ



（二）对鲑鱼濒临灭绝之因的总结

对于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狄更斯在文章第一页即已提及，这包括人

口的增长、工厂排放毒液的增多以及一些新的偷捕、诱捕工具的发明和使

用等。在第二页，他又从五个方面做了专门的总结，他说道： “这里要列

举白纸黑字写出来的鲑鱼减少的五大原因”：

１定置渔具、器械和其他捕鱼方法的使用；不论在河口还是在上游，

它们大量地使用，会损害渔业者的利益；

２对河流肆意的污染和毒害；人们可以在碳酸气体的包裹中生活，鱼

儿却再也不能在污浊的河水中生存；

３不合时节地捕杀、销售和出口这种鱼，而我们在 ６月份是不吃野
鸡的；

４没有奉行一种严格、适度的休渔制度；当鱼儿繁殖时，这么做会确

保漫游的鱼自由自在地游走，抵达它们在上游产卵的河床；

５河上修建水坝和堰闸造成的阻塞；它们的修建，几乎没有或根本不
考虑鲑鱼的洄游。这样，在很多大的河流，除了河水猛涨，洪水滔天，否

则在其他时候，鱼儿完全不能游往上游。①

狄更斯紧接着满怀义愤地说，这五方面的原因包括了大量的 “人类流

氓行径”（ｈｕｍａｎｒａｓｃａｌｉｔｙ），这的确可能会成为小说家的绝佳题材，借此他

可以搜寻许多新的事实，来证明 “我们人类的自私、残忍与邪恶”；这样

看来，鲑鱼似乎成了人们的死敌而不是佳友。②

（三）对鲑鱼灭绝后果的担忧

对鲑鱼逐渐灭绝的后果，狄更斯在文中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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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ｐ４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ｊｏｏｒｇｕｋ／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ｖ／ｐａｇｅ４０６ｈｔｍｌ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ｐ４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ｊｏｏｒｇｕｋ／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ｖ／ｐａｇｅ４０６ｈｔｍｌ



首先，他担忧，大西洋鲑这一物种的灭绝不仅仅发生在泰晤士河，而

是发生在不列颠群岛所有的河流。从狄更斯的记载来看，１８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初，捕捞鲑鱼的渔夫们在泰晤士河边的巴恩斯村 （Ｂａｒｎｅｓ）撒网，在

那里的石滩上晒鱼，用免税两轮马车 （ｔａｘｃａｒｔ）将鱼运到市场，这些鱼是

在离伦敦桥不到８英里的地方捕捞的；其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

到他撰文的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鲑鱼已离开了泰晤士河。如上文所示，他

很清楚，这一事实是人类影响日积月累、逐步加大的结果。因此，他不无

担心地说道：“在不列颠群岛内，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一切，很可能首先发

生在一条河流，然后发生在另一条河流；逐渐地，慢慢地，这个物种将会

灭绝。”① 于是，他急切地宣布，“鲑鱼告急”的呼号在英伦大地回响。

其次，他担忧，由于 “可怜的鲑鱼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一物

种正在急剧减少，人类肆无忌惮的行径是否会殃及其他物种。因此，他忧

虑道：“如果没有渔业法，这以后我们的野鸡、山鹑、野兔和兔子将会如

何？如果丛林布下了天罗地网，飞鸟被射落，鸟蛋被打碎，繁殖期的母体

被消灭，将来的肉类供应从何而来？短期内，不列颠野鸡可能变得像不列

颠大鸨一样稀少，杰克兔会变得像撒克逊狼一样罕见。”②

再次，他担忧 “自然报复” （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ｅｓ）人类。他说道：“无论

何时何地，人类一旦干涉了自然，自然就会给他制造麻烦，由此加以报

复。”③ 这样的忧虑，不久后美国外交官乔治·马什 （ＧｅｏｒｇｅＰｅｒｋｉｎｓＭａｒｓｈ，

１８０１—１８８２）在 《人与自然》一书中也明确地做了表达。④ 当然，今天人

们更为熟悉的，可能是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 “报复论”；恩

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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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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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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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Ｓａｌｍ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Ｗｅｅｋ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Ｊｕｌｙ１８６１，Ｖｏｌｕｍ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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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４年，马什出版 《人与自然》（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一书。后来，为一步解释自己的写作
意图，他在１８７４年将书名改为 《人与自然；或被人类行为改变了的自然地理》 （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ｏｎ）。国内关于马什相关思想的研究，参见王培 《乔

治·马什的环境思想初探》，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张赛 《马什的 〈人与自然〉的环

境保护思想探析》，《鄱阳湖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

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

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 这表明，关于 “自然报复”的忧思在１９世纪
下半叶并非个别现象，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而从表达的先后

来说，狄更斯显然开启了这种忧思之先河。

由上可见，《鲑鱼》一文论及狄更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英伦大地上发

生的一种自然变迁现象，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以及他们关于这

一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因而具有特别的

意义，这可以从多方面思考、理解。

二　《鲑鱼》对于探讨狄更斯的生态意识的意义

本文开篇即已提及，当下探讨狄更斯的生态意识已成为狄更斯研究的

前沿。在国内学术界，有不少这样的成果问世，它们的特点或着眼点是，

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挖掘相关信息，其中，２０１３年天津师范大学一篇硕士学
位论文具有代表性。该文题为 “论狄更斯小说的生态意识”，主要内容有

四章，对此作者是这样总结的： “第一章 ‘生态危机意识’，从铁路、工

厂、烟雾、河流、街区和废墟等具体意象着手，分析了狄更斯小说中所揭

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及人类原有生活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第二

章 ‘生态保护意识’，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从 ‘被异化

者’、‘自然的宠儿’、‘寻梦者’、‘魂归自然者’、‘归根者’这五个角度

试图阐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依托，肯定了自然淳朴的环

境对于人类心灵美和品德美的熏陶和塑造，批判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

于人类精神的腐蚀和异化。第三章 ‘生态和谐意识’，在前两章的基础上，

总结了狄更斯小说中所蕴含的反对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敬畏大自

然，以及希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融、互惠互利等思想。第四章则从时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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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作家本人的经历这两个方面探究了其生态意识形成的原因。”① 这样的

研究和论述，固然体现了狄更斯研究的多元性和当下意义，尤其因为它试

图深入理解和揭示狄更斯关于工业文明对大自然和人类原有生活秩序之干

扰和破坏的批判、反思，所以值得重视。不过，也需要谨慎对待，为什么

这么说呢？

诚然，由于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这在英

国社会和自然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狄更斯通过小说创作的方

式反映了自己的相关思考和论述，因此，他的小说的确成为后人了解那个

时代的变迁、问题以及人们如何反应的重要素材。譬如，在谈论伦敦空气

污染现象时，人们总是会提及狄更斯在 《荒凉山庄》 （ＢｌｅａｋＨｏｕｓｅ）开篇

对伦敦雾的描写：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

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 （而脏的）都

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厄色克斯郡

的沼泽和肯德郡的高地。雾钻进了格林尼治区那些靠养老金过活、待

在收容室火炉边呼哧呼哧喘气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咙里；雾钻进了在密

室里生气的小商船船长下午抽的那一袋烟的烟管和烟斗里；雾残酷地

折磨着他那在甲板上瑟缩发抖的小学徒的手指和脚趾。偶然从桥上走

过的人们，从栏杆上窥视下面的雾天，四周一片迷雾，恍如乘着气球，

飘浮在白茫茫的云端。②

这段文字，甚至被认为 “或许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关于伦敦雾最不朽

的段落”③。除此之外，狄更斯在 《雾都孤儿》 《大卫·科波菲尔》 《远大

前程》等小说中关于自然的种种描写及其反映的 “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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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结，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在小说中关于自

然的描写和运用更多的是意象，是隐喻，正如 《伦敦雾：一部演变史》的

作者科顿指出的，“对于像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伦敦雾简直是近在手边

的隐喻工具，用来刻画人物性格及其与环境的关系”①。科顿还特别强调，

自然及美德与工业及邪恶的对立，乃是狄更斯用来设定人物的基础。② 因

此，必须认识到，狄更斯在小说文本中虽然不断地书写自然和环境，但其

主旨并非忧虑自然而是鞭挞人性；在他的小说中，自然或以污染面目出现

的空气、河水等是作为惩恶扬善的力量得到体现的，《老古玩店》中作恶

多端的奎尔普的最终下场———被伦敦的雾和泰晤士河的水合力杀死，其住

处也被大火摧毁，即是明证。这样，仅仅着眼于小说文本来把握狄更斯的

生态意识不仅远远不够，甚至难免牵强附会，以致留下时代错置之嫌疑。

狄更斯的确十分关心工业化、城市化对于英格兰社会和城市的影响，

他除了在小说中涉及现实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外，还有直接针对这类问题的

许多杂文问世，《鲑鱼》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里，他以写实的手

法，突出地表明自己对自然的关切以及对英格兰人的行为和责任的思考，

由此体现了他的生态意识。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饮水思源意识。在 《鲑鱼》开篇，狄更斯说道： “我们大多数

人每天都习惯于坐下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鱼、肉和家禽被加工成各式丰

富多样的菜肴端上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但就餐者有没有想过，这些

美味佳肴从何处来？有没有反思过，要耗费多少劳力、才智和资本，才能

吃到一块鱼、一片烤牛肉或一只野鸡翅？”③ 于是他希望，食客们放下刀

叉，尽可能睁开双眼听他如此道来， “很有可能，不出几年，就会没有鲑

鱼用来卖钱了；那鱼儿，那既栖居于淡水也栖居于咸水的动物，正日渐稀

少，不久之后，他必定食而无鱼”④。在这里，狄更斯从日常生活着眼，自

我思考并提请作为食客的读者思考，人们享用的美味来自哪里，如何来

的，有什么结果？这一番思索，将食客、食物与为之供应的自然、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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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一部演变史》，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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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勾连起来，“饮其流者怀其源”，提醒早已习以为常的人们，莫忘其赖

以生存的根基。

第二，适度利用意识，这是狄更斯在 《鲑鱼》一文中反复强调的。在

他生活的时代，他看到人们为了捕获鲑鱼无所不用其极；用网捕捞，用叉

戳起，用烟熏出，并毒害其生存环境，总之是杀死那只 “生金蛋的鹅”

（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ｇｏｏｓｅ）①，显得贪得无厌。他对此十分担忧，因而提出来：“难

道我们不应该在肆意毁灭和允许用网或竿适度捕获之间加以干涉，以避开

人们将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指责？否则，那个时候也即１９６１年的历史学

家，将被迫记录说 ‘上个世纪的居民毁灭了鲑鱼，并且大大伤害了这片国

度现在十分稀少的其他鱼种’。”②

第三，自我责任意识。由于担心大西洋鲑这一物种在不列颠群岛所有

河流都将灭绝，并且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人类影响日积月累、逐步加大的结

果，因此，狄更斯希望同胞们行动起来，探求祸根，从长计议。他说道：

“那么我们，乐观勤劳、身心健康的英格兰人，我们满怀对祖先的崇敬，

为尚未出生的、这片国度之荣光所系的子孙后代而思考，我们岂能袖手旁

观，听任这种罪恶持续？难道我们不应该直面真相，抛开伪装，对祸害刨

根问底吗？”③ 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意识的指引，狄更斯才发出了鲑鱼告急的

呼号，全面总结了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从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关于某类

物种变迁情形的时代记述。

上述各方面的意识，深深镌刻于 《鲑鱼》文中，传诸后世。今天，唯

有了解和理解它们，才能真切地体会狄更斯是怎样一位 “高瞻远瞩的生态

批评家”④。其 “高瞻”在于，他已站到了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高度，

思忖像鲑鱼这类物种对于英国人的生活的意义，检讨英国人的日常饮食及

相关活动给予它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其 “远瞩”在于，他在鞭挞人们竭泽

而渔、恣意妄为之行径的同时，殷切地告诫人们要警惕 “自然报复”的现

象，并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安危而思考、行动。这样看来，《鲑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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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挖掘。

三　《鲑鱼》对于研究英国环境史的意义

明确地说，今天我们讨论 《鲑鱼》一文，其意义绝不限于狄更斯研究

本身，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至少可以在英国环境史范围内加以认识。

按照英国学者伊恩·西蒙斯 （Ｉａ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１９３５—）的界定，① 一部

英国环境史的核心主题，即是要探讨自古至今不列颠群岛上自然与文化的

相互作用，它介于一部 “客观”科学的历史和一部皆由文化建构的 “精神

的历史” （ｍ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之间。② 如何把握并书写彼时彼地的这一相互作

用，又依据什么来认识这部介乎科学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历史？这显然是需

要冷静思考并仔细探究的大问题。西蒙斯在其著述中指出：“人们可以用

来书写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方面有很多，绝不只是环境科学家的数据：虽然

花粉分析数据图表和降雨量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并非全部的东西。”③ 而在

他眼里，能称得上环境史佳作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特点，“它们有一个从

头到尾都涉及自然和文化两方面的环境过程”④。他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

提及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中期约克郡南部罗瑟勒姆 （Ｒｏｔｈｅｒｈａｍ）的许多

钢铁厂造成的大气污染，认为这并非一个孤立的 “空气污染问题”，而是

某一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从铁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开始，到硫化物沉

降在沼泽地和房屋上以及被吸入人的肺中结束，还要考虑这一路上的蓄水

设施的建设”⑤。显然，西蒙斯关于英国环境史的主题、书写内容和特色的

论述及其对过程意识的强调颇具启发性，尤其是使我们更加明确，在关注

某种环境历史问题或现象时，要尽可能深入地挖掘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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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西蒙斯的解说和例证，我们认为，作家狄更斯的 《鲑鱼》一文，

是用来把握英国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情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所揭示的

“鲑鱼告急”现象则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并探寻

英国环境史中的许多问题。因此，《鲑鱼》是一则颇有价值的英国环境史

史料。

作为一则英国环境史史料，《鲑鱼》肯定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物种本

身在特定时空下的存在状况及相关问题，英国环境史学者彼得·科茨在

《鲑鱼的前世今生》一书中就是这样引用它的。科茨为这个物种书写了一

部新颖的传记，将其进化故事、生态故事和人世间故事有机地连接起来，

空间范围从新斯科舍半岛 （ＮｏｖａＳｃｏｔｉａ）到挪威，从朝鲜半岛到加利福尼

亚，时间维度从史前延伸到未来。其中，他写到了 “不幸鲑”（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Ｓａｌｍｏｎ），这一表述有可能受到了狄更斯在 《鲑鱼》中对这一鱼儿的感叹

“ｔｈｉｓ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ｆｉｓｈ”的启示。此外，他在书中还多次引述狄更斯 《鲑鱼》

一文中的有关说法和分析。譬如，他说道：“然而，狄更斯哀叹，１８６０年，

在比林斯盖特海鲜市场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ｇａｔｅＦｉｓｈＭａｒｋｅｔ）的大理石石板上，亮闪

闪的鲑鱼没有一条是在当地捕获的。”① 他当然也关注到了狄更斯对 “鲑鱼

告急”的宣告，也提及狄更斯关于鲑鱼减少原因的认识，并特别引述了狄

更斯对大渔网如何之多、鲑鱼如何难以挣脱逃走的叙述。② 由此可见，《鲑

鱼》反映鲑鱼历史存在状况的价值不菲。

不仅如此，《鲑鱼》在揭示 “鲑鱼告急”现象的同时，还涉及或反映

了英国环境历史中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譬如，历史上英国各地的人们对

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及其变化问题，英国人捕捞技术和手段的发展及其影响

问题，英国人对河水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问题，不列颠群岛上河

流被污染和毒害的历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在一起，且直接或

间接地与 “鲑鱼告急”现象的产生有关，是鲑鱼在不列颠群岛的栖息地内

由多变少乃至灭绝这一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全都有待深入地挖掘和

探讨。此外，《鲑鱼》一文最后介绍的法国人在鲑鱼养殖技术领域所取得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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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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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及其对鲑鱼养殖技术在英国推广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１９世

纪后期西方社会的 “技术决定”意识以及人类干预自然的时代样貌，这方

面的内容也值得注意并反思。

以上所述，表达了我抓出狄更斯的 “鲑鱼”之后所做的初步思考。为

什么要这么思考？这个问题本身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正如乔治·奥威尔在

关于狄更斯的评论中十分风趣地说的，“人们觉得狄更斯是一个很值得私

下谈论的作家，他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被天主教徒，尤其是被保守派人

士私下谈论过。问题是，我们谈论他什么？为什么人人都在意狄更斯？为

什么我在意狄更斯？”① 对我来说，当我致力于探讨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引

发的环境问题的时候，身处其间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我特别想

要搞清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意狄更斯，并专门抓出其笔下的 《鲑鱼》的

基本原因。总的来说，狄更斯写作 《鲑鱼》，以此揭示 “鲑鱼告急”现象，

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以自然为镜”② 检视文明发展之得失利弊的生动

实例。

（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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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以自然为镜”的含义，参见拙文 《何能 “以自然为镜”？———环境史研究中某种历

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收于夏明方、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
版。



“饿龙”：新西兰殖民地时期广东金矿工人
（１８６０—１９２０年代）研究与中国环境史

视野的拓展

詹姆斯·贝提

（马伊兰 译　黄志远 校）

　　摘要　许多中国人抓住英帝国提供的机遇，从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地开放的资源边疆获利。中国移民以多种途径将英国

法律设计和金融制度融入他们从中国获得的专门知识和环境知识的

网络之中。本文首先揭示了全球、英帝国和中国环境史忽略的某些

问题，比如中国的环境史学家还未涉足华侨环境史，而且英拓殖者

社会的环境史学家也忽视了华人。其次，本文意在填补史学空白，

探究新西兰的广东金矿工人使用广东、加利福尼亚、维多利亚、澳

大利亚等地的水利技术时对新西兰环境的影响。这些广东矿工，除

了建立新西兰某些地区和华南之间的环境交流，还导致了土壤侵蚀，

减少了木材供应，改变了植被种类，消耗了稀缺的水资源。最后，

本文认为研究华侨的环境影响能展现中国环境史和全球比较环境史

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一　导言

本文阐述了华侨环境史如何帮助消除英帝国环境史，尤其是其定居

殖民地环境史所蕴含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英国殖民地社会的环境史学

·０３·



家只注意到华人在英属热带地区开采锡矿、做农活等活动，① 大都忽视了

华人也影响了环境的变化，②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殖民国家及其法律、官僚、

军事设施支持的欧洲劳工和资本如何促使了环境的剧烈改变。而学术研究

方面则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 （ＡｌｆｒｅｄＣｒｏｓｂｙ）的开创性工作转向托马

斯·邓拉普 （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ｌａｐ）等最近出现的包括笔者在内的帝国历史学

家。③ 新西兰的学术研究也符合上述情况，本文同样如此。④

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承认中国的资金、工人改变了新西兰，特别是

奥塔哥 （Ｏｔａｇｏ）环境。探究华人环境史，考虑其他群体对欧洲殖民者和毛

利人的看法，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新西兰的环境观念、联系和变化。当时虽

有一些白人殖民者指责中国矿工，不满其从事黄金行业，但本文会表明仍

有许多人钦佩他们的专业技术，特别是修建水道，欧洲人为此还雇用了很

多中国人。同时，一些殖民者和中国人建立商业关系，建立了联系着新西

兰南部与华南环境的企业，并改变了两地环境。

强调这些是为了鼓励中国的环境史学家研究华侨对环境的影响。笔者

认为，“生态文化网络” （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作为一种实现这一研究的

途径，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来考察中国人采矿引起的人际、物质和环

境间的联系。生态文化网络是由寻找黄金等新资源而引起的 “相互联系的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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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配置、物质交流和生态进程”，也 “同时是在帝国政权下因开采和利

用环境而产生的关于环境的知识”。它表明 “开发新资源”如何重构人与

自然的关系，引发新的劳动制度，鼓励设施建设而促进海外资本投资，拓

展交流网络，促成知识交流和发展，从而把不同地区、民族和环境联系

起来。①

本文以概述新西兰环境史为开端，探讨了中国金矿工人及其改造环境

的行为、环境理念，以及对新西兰南部奥塔哥的影响。其次，文中主要关

注新西兰南部和华南之间的资源交流，并涉及从新西兰返华的金矿工人对

环境的影响。最后，本文将讨论华侨环境史研究在重构中国的环境史研究

上有着怎样的可能性。鉴于笔者的已有研究和空间限制，本文只能简要探

讨中国商业市场园艺业、风景观念和返乡华人对珠江流域的影响。②

二　新西兰的环境变化（１３００—１９２０年代）

毛利人酋长和英国王室签订 《怀唐伊条约》后，新西兰于 １８４０年正

式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该条约源起自毛利人和欧洲人等群体间几十年

来的互动。从１８世纪末起，新西兰本身、其资源和更宽广的环境逐渐融入

世界市场，它的桅杆、海豹皮和后来的鲸类产品都吸引各国商船前来。③

中国作为新西兰第一大出口市场长达３０余年，广州通常会从澳大利亚的

港口运输新西兰南部的海豹皮，为给官员做皮毛大衣广州需要大量海豹

皮。例如，１７９２年一艘小船就从新西兰运往中国 ４５００张海豹皮，之后

的运输量更大，基本由美国人控制和运输。然而到１８３０年代，猎捕海豹

的殖民地急剧减少，加之市场供大于求，利润大幅下降，该活动最终走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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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ｇｅｎ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４，ｐｐ５６１－５７５

Ｂｅａｔｔｉｅ，“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ｉｍＭｃＡｌｏ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Ｓｅｔｔｌ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１７７０－１８６０”，

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ｐ５２－６８；ＣＪＥｌｄｅｒａｎｄＭＦＧｒｅｅ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ｃｈｏｏｌ１９８６，Ｄｕｎｅｄｉ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ａｇｏ，１９８６，ｐｐ１６－６３



向末路。① 海豹皮贸易证明在毛利人及欧洲人的参与下新西兰逐渐融入世

界市场，同时，殖民化进程也显著加快。②

新西兰正式殖民化表明它从通常以开采资源为目的的欧洲人临时居住

地转变为永久定居点，从 １８６１年到 １９００年，新西兰接收了 ２２３０００名移
民。③ 数不胜数的殖民者一直渴望占有陆地，深刻地影响了新西兰的生态，

毁灭性地打击了毛利人的文化和健康。虽然毛利人一度获利于对海外的出

口经济，但１８５０年代以来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土地流失。因受土地从毛利人
流向殖民者的影响，环境的改变加快了。④

这种土地流动的独特性和程度，不仅体现了初来乍到的欧洲人的殖民理

想，也反映了新西兰极为独特的生态。１３００年波利尼西亚人到达新西兰，发
现三座大岛上到处都是鸟类和昆虫，几乎没有哺乳动物，他们将此地命名为

奥特亚罗瓦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意为 “长白云之乡”。毛利人将从波利尼西亚带来

的少数动物和热带物产引入新西兰，能在更加凉爽、温和的新西兰凭借园艺

技巧种植几种热带作物，但还是无法在新西兰南部的莫瑞呼克 （Ｍｕｒｉｈｕｋｕ）
广泛培育波利尼西亚粮食作物。毛利人深刻地影响了奥特亚罗瓦的植物和鸟

类的生存环境，他们灭绝了部分物种，成批砍伐主岛东岸的树木。⑤

随着英国在殖民中更大规模地投入人员和技术，将新西兰开辟为全球性

市场，这些使新西兰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快。当然，毛利人也以各种途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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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ａｉＹｕ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１６７４－１９１１，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ｓ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ｐｐ９３－１０９；ＩａｎＷＧ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ｌ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

ＭｃＡｌｏ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Ｂｅａｔｔｉｅ，“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１８３０ｓ－１８９０ｓ”，ｉｎ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１６００－１８５０，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４，ｐｐ２１９－２４８；Ｂｅａｔｔｉｅ，“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ｓＯｐｉｕｍ：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１８３０ｓ－
１８５０ｓ”，ｉｎＹｏｔａＢａｔｓａｋｉＳａｒａｈＢｕｒｋｅＣａｈａｌａｎａｎｄＡｎａｔｏｌｅＴｃｈｉｋｉｎｅ，ＴｈｅＢｏｔａｎｙ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ｉｇｈ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ＤｕｍｂａｒｔｏｎＯａｋ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ＤｏｎａｌｄＤｅｎｏｏ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ＭｅｉｎＳｍｉｔｈｗｉｔｈＭａｒｉｖｉｃＷｙｎｄｈａｍ，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ｅｗＺｅａｌ
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ｄＭａｌｄｅ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０，ｐｐ８７－８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ｏａｓｔ，Ｂｕｙ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āｏｒｉ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Ｉｓｌａｎｄ，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Ｄａｖｉｄ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ｅｋｏｏｔｉｔａｎｇｏｗｈｅｎｕａ”：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Ｌ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１８６４－１９０９，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Ｈｕｉａ，１９９９；ＨａｒｒｙＣＥｖｉ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Ｄｉｓｐｕｔｅ：Ｍāｏｒｉ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ＭａｔｔＭｃＧｌｏｎｅ，“Ｔｈｅ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ｐｐ１１５－１２９；ＴｅＴａｉａｏＭāｏｒｉ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ｏｒｌｄ，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Ｂａｔｅｍａｎ，２０１０



其中。在殖民地开拓的过程中，约３００００种植物进入新西兰，因其中有许多

有害物种，造成了不可预料，甚至是毁灭性的生态影响。引进的牧草代替了

森林和沼泽，某些鸟类和绵羊、马、牛等有蹄动物首次进入岛屿。① 波利尼

西亚人第一次到新西兰时，当地原始森林面积约８０％，到欧洲殖民前夕降至

５０％，１９００年跌至２５％ （见图１和图２），② 牧场数量随着家畜的增多显著增

加 （图３）。新西兰的湿地在殖民过程中减少了大约８５％到９０％，部分地区

的原生植物和鸟类数量急剧下降，一些物种濒临灭绝。③

图１　１８４０年新西兰的植被和土地利用

资料来源：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Ｃｈａｎｇ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３１，Ｎｏ４（Ｏｃｔｏ

ｂｅｒ１９４１）：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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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ｏｍ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ｉｃＰａｗｓｏｎ，Ｓｅｅｄ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ＩＢ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ｏｃｈ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１８５
具体参见Ｐａｗｓｏｎａｎｄ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ｅｗＬａｎｄ，湿地能量损耗系数取自 ＧｅｏｆｆＰａｒｋ，

“ＳｗａｍｐｓＷｈｉｃｈＭｉｇｈｔＤｏｕｂｔｌｅｓｓＥａｓｉｌｙｂｅＤｒａｉｎｅｄ：Ｓｗａｍｐ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１５０。



图２　１９４０年新西兰的植被和土地利用

资料来源：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Ｃｈａｎｇ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３１，Ｎｏ４（Ｏｃｔｏ

ｂｅｒ１９４１）：ｎｐ

殖民地经济受经济兴衰循环的主宰，受初级产品刺激一度蓬勃发展，

但会在海外需求缩减或资源枯竭时下滑。１９世纪末，羊毛生产、冻肉、乳
制品，以及木材、贝壳杉胶、黄金等资源推动环境转变，促进殖民地经济

运转。①

过去人们认为主要是英国的白人殖民者推动环境显著、快速地改变，

学者尚无法充分评估殖民化过程中毛利人产生的影响。然而，正如文章所

说，１８６０年代以来华人也大大改变了以新西兰南部为主的岛屿环境，金矿
工人将河流改道，砍伐山林，导致植被减少、土壤侵蚀。中国的商品果蔬

种植者在岛上种植新作物、改良土壤，到１９世纪晚期华人种植者的蔬菜基
本成为移民城市的主要货源，中国农场工人促进了欧洲牧草和动物进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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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Ｓｅｅｄ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ＭｃＡｌｏ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图３　不同年份的种草情况

资料来源：“ＳｏｗｎＧｒａｓ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１８６１－

１９５４，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ｂｙＢＬＥｖａｎ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５６），Ａ２５

屿，就像铁路工人促进了资源开发领域的进步那样。像商人徐肇开 （Ｃｈｏｉｅ

ＳｅｗＨｏｙ）、周庄 （ＣｈｅｗＣｈｏｎｇ）、金满丁 （ＣｈｉｎＭｏｏｎＴｉｎｇ／ＪａｍｅｓＣｈｉｎ

Ｔｉｎｇ）、陈达枝 （ＣｈａｎＤａｈＣｈｅｅ）等少数高收入者获取资本后会投资新西

兰，促进工厂建设、引进新技术、从而开拓了资源开发新领域，这些对环

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中国人到新西兰：开采金矿

从１８５２—１８７６年，新西兰政府的半联邦制省级体系 （ｓｅｍ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赋予省份极大的权力和职责，如以发展交

通网络为目标投入大量移民等。随着人们离开奥塔哥的采金场 （于 １８６１

年开放），１８６５年地方当局邀请澳大利亚的广东金矿工人到奥塔哥 （图

４）。大多数移民一开始欢迎中国人，因为他们认为华人勤勉安分，而且有

可能在挣钱之后返乡。图５概括了中国移民模型。

１８６０年代的移民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殖民地，其中大部分人

来自四邑 （广州市西南部的四个区），也有少数来自三邑 （邻近广州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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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奥塔哥采金场地图

资料来源：ＨｅｎｒｙＡｉｔｋｅｎＷｉｓｅ，“ＷｉｓｅｓｎｅｗｍａｐｏｆＯｔａｇ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７５”（Ｄｕｎｅｄｉｎ：ＨＷｉｓｅ＆Ｃｏ，１８７５），ｉｎＳｉｒ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ｅｙＳｐｅ

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ＮＺＭａｐ６５３３

个区）。到１８７０年代，主要来自三邑 （以番禺为主）的矿工直接到新西

兰，并在新西兰华人中占据优势。① 从此番禺人在殖民地占据优势地位，

由１８９６年的数据可见，当时新西兰６７％的华人来自番禺；１７％来自四邑；

２５％来自增城；３５％来自中山 （当时称香山 ［Ｈｕｅｎｇｓｈａｎ］）；２％来自东

莞；只有１人来自福建。

中国人到达新西兰，称这里为新金山以区别于北美的金山 （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一到达新西兰，进入采金区域，广东人就会脱离原属移民大网

络。他们在新西兰等地全面有效地利用了殖民地金融体系和法律结构 ［包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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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８６７—１９４１年中国人出入新西兰情况

图中的缺口表明了来源的差异。图表显示了返乡流，体现了广东人典型的旅居观念

（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ｉｓｍ），也表明出现了出乎邀请方意料的连锁性迁移，使广东人能继续累积资本

并将其带回家。

资料来源：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ａｂｌｅ６—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ｒｒｉｖａｌｓ

ｉｎＯｔａｇｏ”，ｉｎＪａｍｅｓ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ｓｔ… Ｖｏｌ１，Ｄｕｎｅｄｉｎ：Ｏｔａｇ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３，ｐ３４８

括政府关于土地和其他可获得的资源的政策］。１９世纪来自珠江三角洲的

中国移民 “利用不断改进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以增强国际贸易网络的形式

积极寻找由资本主义迅速扩展带来的机遇，以及……全球殖民地经济中的

工作机会”①。

就像在中国联结家庭和宗族的家族网络，且这种网络结构 （加上同乡

群体和老乡协会）超出了中国的领土疆界。这些网络给华侨提供金融、组

织、情感支持，使旅行、住宿到寄信、汇款各方面都更加便利。这些联系

塑造了广东人在新西兰的工作模式甚至活动。

奥塔哥的官员一开始接触的是维多利亚州的中国商人，去了解他们是

否有兴趣安排亲属在奥塔哥工作。这些商人主要来自四邑和三邑，是连接

中国和殖民地语言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其中，四邑人走达尼丁 （Ｄｕｎｅｄｉｎ）

北部的内陆路线，三邑人则走达尼丁南部路线。新西兰的广东人以宗族、

同乡分界采矿，后来华人利用社会关系经营商品菜园、果蔬商店时也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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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分布的。例如，１９世纪，在新西兰圆山 （ＲｏｕｎｄＨｉｌｌ）采金场工作的华

人主要是番禺人，他们的果蔬种植业同样主导了北帕默斯顿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Ｎｏｒｔｈ）和旺阿努伊 （Ｗａｎｇａｎｕｉ）的小北岛 （ＮｏｒｔｈＩｓｌａｎｄ）中心和南岛

（ＳｏｕｔｈＩｓａｎｄ）凯科拉山谷 （ＫａｉｋｏｒａｉＶａｌｌｅｙ）的达尼丁郊区。而到２０世纪

初，达尼丁的许多果蔬种植者、惠灵顿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的１４０名水果销售商

基本都是增城人。①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新西兰引进中国蔬菜、花卉、

农业技艺更加便利，人员和信息的不断交流，维持着这样的转移。②

牧师亚历山大·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１８５７—１９３４）收集的约３５００个奥

塔哥华人传记体现了中国人的流动性。③ 笔者用术语 “跨地方”描述中国

移民建立的联系，因为这些联系能起到基础的地方性作用，并未将之提

升到民族层面。某广东金矿工人的小传里写道，１８８２年该工人拥有圆山

一个大矿的部分股权，在新加坡待了３年后又在毛里求斯待了１５年，随

后回到新西兰。唐找到他时，该工人 “已经在新西兰待了２０年，在毛里

求斯学会一点法语，但就像中国人把英语说成 ‘洋泾浜语’④ 一样。”

众所周知，广东人在金山国家 （ＪｉｎＳｈ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ｙ）间周转，居于新金

山的各个华人聚居地中。无论在矿区工作还是经营商品果蔬业和洗衣业，

他们一般凭借亲属、同胞关系联系家人、朋友一道在矿区工作。华侨因结

婚等家庭原因每隔几年回一次国，也有个别华侨选择和欧洲女性结婚，但

很少有人会带中国女性到新西兰。显然，黄金矿工的理想就是心想事成、

衣锦还乡，但大部分人都与此无缘，对于那些在新金山讨生活的人来说，

他们因囊中羞涩无法给家里汇款甚至无法回家，和家里的联系似乎已渐渐

消失，⑤ 然而在广东的家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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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采金矿：移动山河

１９世纪，新西兰的华人先在奥塔哥登陆，然后转移到其他地方。１８７１

年奥塔哥的中国人达到了３７１５人，① １８８１年在新西兰的官方记录中，这里

的中国人最多时达５００４人，该人数在 “二战”后才被超越。然而历史学

家詹姆士·吴 （ＪａｍｅｓＮｇ）认为，加上永远离开新西兰的华人和已故的华

人，来新西兰的人应该比人口普查到的更多，事实上可能有多达８０００名华

人来过新西兰。②

在奥塔哥华人基本在矿区工作，他们通常分布在二等矿区 （ｓｅｃｏ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ｌａｉｍｓ），而且即使他们在奥塔哥是少数群体，也能在短时间内在圆

山等地起主导作用。图 ６概括了中国、欧洲矿工人数的变化特点，比如

１８７１年中国人占托阿皮卡 （Ｔｕａｐｅｋａ）矿工的２５％。欧洲矿工基本不会和

中国矿工一起工作，华人主要在面积约二至五英亩 （０８—２公顷）的小矿

图６　１８７１—１９０２年奥塔哥来自欧洲、中国的金矿工人数量

资料来源：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ａｂｌｅ１—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ｓ

ｉｎＯｔａｇｏ”，ｉｎ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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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作，这些小矿区的工作人数为３—８人，他们通常活跃于宗族和同乡。

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凭借其有条不紊地改造欧洲废弃矿区而赢得声誉，毕

竟价值更高的矿区由欧洲人经营，而且较好的黄金产地许可证价格昂贵，

不在多数华人能力范围之内，① 因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冲积矿床开采。

奥塔哥的石英矿脉稀少而且开采成本高 （表１）。

　表１ １８７７年３月至１８７８年３月在奥塔哥从事冲积矿床开采和

石英矿开采的中国人、欧洲人数量

冲积矿床开采工人 石英矿开采工人

欧洲人 中国人 欧洲人 中国人

３２８０ ２５８５ ４３５ ３５

　　资料来源：Ｔａｂｌｅ９，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ＪＨＲ），Ｈ４，１８７８，３５

对于开采金矿来说治水是必不可少的，但中奥塔哥的水资源供应极为

短缺，一些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仅有５００毫米，夏季河流常常干涸，冬季结

冰，加之部分地区地势较高，冬季常因太冷停止采矿。此外中奥塔哥还存

在因林木覆盖面小而缺乏木材，和以山脉和盆地为主的崎岖地形等不利因

素。这体现在采矿报纸上两种不变的论调：缺水和极端气候减少或完全停

止了采矿活动。

因此在采矿中水道 （ｗａｔｅｒｒａｃｅｓ）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冲走矿泥，可

作为饮用水源，还能灌溉园艺和农业。虽然广东人处于亚热带环境，但他

们有着数千年的治水文化经验。② 因此即使存在气候差异，但中国人从维

多利亚州到奥塔哥，有时先经过加利福尼亚，已然习惯于在金山和新金山

这种水资源稀缺的环境下修建水道。③ 徐肇开等人将加利福尼亚供水系统

的先进经验带到维多利亚和奥塔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传播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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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见下文）。① 加利福尼亚泵等机器就是中国人带到新西兰的，克里斯

托弗·戴维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Ｄａｖｅｙ）认为这种泵类似于中式泵，没有带着板条

和销栓的输送带。② 新西兰采矿技术史学家尼克·麦克阿瑟 （ＮｉｃＭａｃＡｒ

ｔｈｕｒ）认为，加利福尼亚人都知道木桨链式泵 （ｗｏｏｄｅｎｐａｄｄｌｅｄｃｈａｉｎ

ｐｕｍｐ）是中国泵，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称其为加利福尼亚泵。③

无论怎样，中国人和欧洲人利用了源自加利福尼亚和维多利亚的液

压冲洗技术和液压升降技术。液压升降技术来自加利福尼亚，即用高压

水向上推动含金砂砾，由徐肇开和他的儿子徐锦宝 （ＣｈｏｉｅＫｕｍＰｏｙ）等

人在新西兰推广 （见下文）。④ 新西兰的广东矿工像欧洲同行一样，使用

木头或石头制成的翼坝改变 “河流流向，使其要么遇到堤岸减弱流势、

转变方向，要么给河床一侧排水，以便在另一侧干地施工”，⑤ 欧洲人和

华人工作时也用所谓的中国泵。据笔者所知，这项技术的样品只出现在

少数影像中，如１８６２年奥塔哥加百利溪谷 （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Ｇｕｌｌｙ）淘金热的第

一批照片中欧洲人拍摄的照片。笔者认为图 ７是唯一一张关于在新西兰

的广东人使用中国泵的照片。尼克·麦克阿瑟表示，“中国泵位于图像左

中心，我们能直视它。泵由一个小水车驱动，能看到上面有白色小水道

流过”⑥。

这项技术和水道对于泄水来说是必要的，但更复杂的液压冲洗需要大

量的水才能运行。１８７０年 《瓦卡蒂普湖邮报》 （ＬａｋｅＷａｋａｔｉｐｕＭａｉｌ）首先

报道了当时在建水道的强度和难度，记者写道２０—３０名中国人在瓦卡蒂普

采金区 “尽力发掘阿罗敦平原 （ＡｒｒｏｗｔｏｗｎＦｌａｔ）的宝藏”，他们 “又一次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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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其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广东人的传记可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３，Ｎｏ９（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７１）：２６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４，Ｎｏ９，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７２，ｐ２７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Ｄａｖｅ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Ｍ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８５１－１９００”，ＴｈｅＡｒｔｅｆａｃｔ，
１９９６，ｐ５４

ＮｉｃｏｌＡｌｌａｎ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ＧｏｌｄＲｕｓｈａｎｄ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Ｇｕｌｌｙ
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Ｓｐｕｒ，１８６１－１８９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ａｇｏ，２０１４，ｐ３９

ＡｎｄｒｅｗＣ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ｎｉｎｇ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ｉｌｌａｎｄＷａｎｇ，
２００５，ｐｐ２３－５１

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６０
感谢Ｎｉｃ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提供的信息。加百利溪谷的第一个影像可见 ＦＡＣｏｘｈｅａｄ，Ｇａｂｒｉｅｌｓ

Ｇｕｌｌｙ，１８６２，ｉｎＨｏｃｋ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ＵａｒｅＴａｏｋａＨāｋｅｎａ，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３０９＿０１＿０１４Ａ，ｓｃａｎｎｕｍｂｅｒ：
Ｓ０７－２４２ｃＳ１０－１７５ａ。



图７　广东矿工使用中国水泵 （位于图左侧中间），泵由一个

小水车带动

资料来源：ＨｅｒｂｅｒｔＤｅｖｅｒｉｌ，１８４０－１９１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ｓｂｙｔｈｅ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

ＴｏｋｏｍａｉｒｉｒｏＲｉｖｅｒ，ＯｔａｇｏＲｅｆ：ＰＡ７－４６－１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开始劳作，这种积极进取的行为值得一切赞誉”。

他们不畏惧一切工作的完全失败，以截然不同的标准又一次解

决了任务。和挖一个开放的尾水沟不同，他们的工作成果几乎能被

任一泛滥的 ［急流］河流填满，工人们如今正在引进不受洪涝影响

的技术。当水道被冲开，人们用厚大的石板将其盖住，再用草和蕨

类覆盖一层，最后用坚厚的土层全部覆盖。如果水道已在基岩处断

开几百英尺长，人们可能会以劳动和必须完成这项工作的毅力提出

相应计划。

作者在结尾写道，希望 “他们将劳有所获、天道酬勤”。①

欧洲人赞许中国水资源管理的另一个表现，是通过中国承包商雇佣华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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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ｔａｇ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１５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７０，ｐ１１



图８　圆山示意图。标明了许多华人控制的矿区、“广州”

镇的位置 （ＳＳＥ到ＮＮＥ方向的火车轨道旁），以及

欧拉维拉河 （ＯｕｒａｗｅｒａＳｔｒｅａｍ）和石溪 （ＳｔｏｎｙＣｒｅｅｋ）

注意，在这张地图中 “广州”镇的方向被标为北东北 （ＮＮＥ）。

资料来源：Ｄｏｎｓ１８８１Ｄｉａｒｙ，ｆｏｌｉｏ９（ｒｅｃ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ｗｎｅｒ

人修建水道，比如，有很多中国人在中奥塔哥的艾达山金矿区修建１０８千

米长的艾达山水道 （ＭｔＩｄａＷａｔｅｒＲａｃｅ）。欧洲人有时候也和中国人共事，

比如修建在圆山金矿区的波特水道 （ＰｏｒｔＷａｔｅｒＲａｃｅ）。在韦基 （ＷｙＫｅｅ）

的带领下，中国承包商在长达２２千米的水道上工作了１４个月，这条水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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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乔治溪 （ＧｅｏｒｇｅＣｒｅｅｋ），经朗伍德 （Ｌｏｎｇｗｏｏｄ）到圆山伏蜒前行 （图

８）。通过韦基和亨利·Ｈ波特的合作，水道 （图９）经过 “由很多红木①

或铁木组成的密集灌木”，其中有 “相当大一部分”横穿岩石表面，“有必

要用炸药”。水道于１８８９年完工，它是 “该地区最大的水道，上面近４英

尺宽，底部宽３英尺，深２英尺８英寸”，韦基 “为此庆祝，举办宴会”，

“包括欧洲人在内约２５０人，他们热情好客毫不吝啬，人们相信当时似乎

没人会反感韦基先生”。②

图９　波特水道 ［欧拉维拉金矿有限公司 （Ｏｕｒｅｗｅｒａ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资料来源：ＲｏｕｎｄＨｉｌｌ，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Ｈｏｃｋ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ａｒｅＴａｏｋｏｏＨāｋｅ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Ｏｔａｇｏ，Ｄｕｎｅｄｉｎ，ｃ／ｎＥ２０８６／２９

鉴于圆山强烈的反华情绪，这个庆祝活动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产生

敌意的部分原因正如 １９００年某报纸报道， “完全由中国人引发，因为商

店、旅馆、教会、水道、矿区、采矿权 （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都主要受中国人控

制”，但即便如此也应指出关键的水权仍基本属于欧洲人。③ 从波特水道竣

·５４·

“饿龙”：新西兰殖民地时期广东金矿工人……视野的拓展

①

②

③

译者注，Ｒａｔａ：ＴｈｅＨａｒｄＤａｒｋＲｅｄＷｏｏｄｏｆＳｕｃｈＴｒｅｅｓ
Ｏｔａｇ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１８Ａｐｒｉｌ１８８９，１２南地省存在于１８６１—１８７０年间，后由于财政困难纳入奥

塔哥省。

Ｏｔａｇ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３１Ｍａｙ１９００，２０



工到１９００年的十年中，欧洲人旗下的圆山矿业公司成立，这是欧洲人转而

控制圆山水资源、监督采矿作业的主要原因，虽然可能还有一些中国人在

公司效力。①

五　移动山河：采矿的环境影响（１８７０—１８８０年代）

笔者有意概括这一部分和该时期为 “移动山河”，是因为地貌和水路

的两层意思发生了变化：华人矿工确实在移山和重整水路，同时该情景也

让一些中国人争论他们造成的环境变化的本质。

正如在前面讨论修建水道时所表明的，开采金矿对土壤、地质、水和

植被造成了深远的环境影响。② １８８２年唐在圆山，“接触到可塑的自然时，

人类造成的变化深深震慑了他。毫无疑问，石溪溪谷曾有着长满苔藓的河

岸、优雅的蕨树，和它附近的地方一样美丽，如今却遍布巨石、翻起的树

木和淤泥，看上去一片混乱”③。

该地当时的照片可证实这种情况。图９中的波特水道还有因泄水 （此

图的背景是高架渠将水引流到金矿区）造成森林毁坏、淤泥遍地的景象。

圆山 （图１０）“广州”镇区的景象也说明了泄水的环境影响，最显眼的是

华人混乱的聚居点附近堆起的山脊。

圆山虽然位于朗伍德 （Ｌｏｎｇｗｏｏｄ）森林，但它并不像奥塔哥采金区其

他地方那样能提供大量木材。虽然朗伍德森林的树木能给采金业提供必要

的建筑材料、染料，但树木也会妨碍采矿、威胁生命。就算木材是燃料和

建筑材料，但为了金子就必须砍伐森林，矿工才能挖掘地下珍贵的矿石。

例如，１８８２年唐在日记中写道，圆山的中国人在安息日也忙着伐木。④ 然

而１８８８年 《南方时报》（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Ｔｉｍｅｓ）报道了中国人雇欧洲人砍伐木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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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ｐｐ９７－１３５Ａｌｓｏ，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ａｒｌｙＷａ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ｔａｇｏ”，
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３ｒ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ｔａｇｏ，Ｄｕｎｅｄｉ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２－
２５，２００９，ｗｗｗｉｐｅｎｚｏｒｇｎｚ／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１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ＲａｎｄａｌｌＲｏ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ｉｎＧｒｅｅｎＶｅｒｓｕｓＧｏｌ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１２５－１３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１Ｊｕｌｙ１８８２，ｐ６
Ｉｂｉｄ，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８２，ｐ６７



图１０　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０日圆山的 “广州”镇①

资料来源：“Ｃａｎｔｏｎ”，“Ｉｃａｂｏｄ”，ＲｏｕｎｄＨｉｌｌ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１９０３，Ｈｏｃｋ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ａｒｅＴａｏｋｏ

ｏＨāｋｅ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ａｇｏ，Ｄｕｎｅｄｉｎ，ｃ／ｎＥ２４０７／１６

材，用雪橇运送柴火。② 但在这样一个林木密布的地方采矿会增加风险，

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１日唐记录说，一个１７岁的中国矿工 “在砍伐树林时遇害”，

这只是这种工作导致的让人悲伤的几起恶性事故之一。

奥塔哥其他金矿区也明显缺乏对采矿来说极为重要的商品，正如１８６９

年报纸所说的：

挖掘 ［金矿］的任一阶段都会需要很多树木，它们是必不可少

的。只有向下用沉重的木材支撑竖井和传动装置 ［原文如此］，才能

达到深埋矿床 （ｄｅｅｐｌｅａｄｓ）；［黄金］挖掘设施以木材建造；木制的水

槽连接着长达数英里的水道。没有木质器械，就不能继续开采石英矿

脉，也不能在岸上、山上或地表进行水冲开挖。③

在奥塔哥寒冷漫长的冬天，木柴也能给矿工暖意。④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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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１Ｊｕｌｙ１８８２，ｐ６７“这
个村庄由大约３０个中国建筑组成”包括小木屋，“商店、烟馆 （ｏｐｉｕｍｓｍｏｋｉｎｇ）、赌场。照片中最
大的房子是唯一一座两层楼，不太清楚它是一家茶馆还是餐厅，属于里弗顿公司 （Ｒｉｖｅｒｔｏｎｆｉｒｍ）。”

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２６Ｊｕｌｙ１８８８，ｐ３
Ｏｔａｇ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１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９，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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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圆山，奥塔哥其他矿区都因木材较为稀缺而面临困难。① 欧洲人

到达新西兰的几个世纪前，毛利人在南岛东岸大量砍伐森林 （见图１），这

意味着玛尼欧托托区 （Ｍａｎｉｏｔｏｔｏ） （艾达山金矿区 ［ＭｔＩｄａ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

的矿工不得不依靠达尼丁 （Ｄｕｎｅｄｉｎ）北部霍克斯伯里布什 （Ｈａｗｋｅｓｂｕｒｙ

Ｂｕｓｈ）的木材。“克卢撒 （Ｃｌｕｔｈａ）、曼努海力其亚 （Ｍａｎｕｈｅｒｉｋｉａ）、邓斯坦

（Ｄｕｎｓｔａｎ）山谷的矿工得依靠塔帕努伊 （Ｔａｐａｎｕｉ）的木材”，然而 “在克

卢撒山谷上面的克伦威尔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内维斯 （Ｎｅｖｉｓ）、阿罗 （Ａｒｒｏｗ）、

沙特欧瓦河 （Ｓｈｏｔｏｖｅｒ），必须依靠瓦卡提普湖 （ＬａｋｅＷａｋａｔｉｐｕ）正前方的

恩史雷 （Ｅａｒｎｓｃｌｅｕｇｈ）的灌木”。② 波罗的海、北美、澳大利亚的木材对采

矿来说也很重要，这种贸易代表了华人矿工像欧洲矿工一样，如何通过挖

金矿扩大了奥塔哥其他地方、世界各地区的木材需求量。

如果采矿会引起森林植被减少，而泄水则能改变河道、污染运河。

和其他采金场一样，新西兰的液压冲洗以 “少数矿工在几周内完成原本

要求一百人数月做的事”，大大加速了环境改变。③ 例如，在中奥塔哥诺

科迈 （Ｎｏｋｏｍａｉ）金矿附近的怀凯阿 （Ｗａｉｋａｉａ，当时称为 Ｓｗｉｔｚｅｒｓ），苏

庭 （ＳｕｅＴｉｎｇ）管理着从欧洲人手中买来的阿盖尔水道有限公司 （Ａｒｇｙｌｅ

ＷａｔｅｒＲａｃｅＣｏ）。１８８５年，中国人以高超的技术和不菲的费用将水道扩

展到相邻的隘谷，造价为１５００英镑，④ 这次施工必须从２１千米远的地方

给河流改道，用管道穿过深谷。在建立、增加永久供水时，１６名中国

矿工：

现在的工作是冲走一整座土墩。水一旦漫出地面，尾水沟就能让

水流向地下，这很便捷。一条长长的帆布软管经过采掘面。水从管嘴

排出能快速腐蚀下面的深层切口。上层地表脱落下来，全部顺着水道

冲下来，黄金分散到各处等待人们淘取。就像我们看着阿盖尔矿区的

一个采掘面施工，岩石轰鸣而下，下面有近百来个装满东西的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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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毕竟采掘面有足足７５英尺深，地表黏聚力不

够，会缓慢移动。①

阿盖尔矿区展示了欧洲人不熟悉的 “［中国人］的另一种精巧的技

艺”，即一个盖着毯子 （ｂｌａｎｋｅｔｉｎｇ）大约两英尺宽的轴承箱，上面放着

“一连串柔韧横截的铁条”，它们 “在一连串规律的渐变中，时不时从山上

下来”。马陶拉·恩赛因 （ＭａｔａｕｒａＥｎｓｉｇｎ）的记者解释道：“材料的搅动让

人们忽视了动力装置，因此不能在下面放置物品，这在技术上称为保持活

动 （ｋｅｅｐａｌｉｖｅ）”②。像圆山一样，在这里工作的以番禺人居多，也显现了

挖掉山坡的环境影响。他们挖掉大量表层土和岩石，改变河道和河流下游

沉积地区。

圆山的华人承包了很多泄水、挖隧道工程，但据记载从 １８９０年左右

起，欧洲人的利益受更多资本支撑，扩展了运转规模，逐渐接管金矿区。

在１８８２年 《奥塔哥目击者》记录如何通过泄水淘金，“华人在大片土地上

挖金泥，然后通过可控制的排水系统洗金泥。大部分淤泥从奥拉乌拉

（Ｏｒａｗｅｒａ）［原文如此］溪流到法卡帕图湾 （ＷｈａｋａｐａｔｕＢａｙ），部分流到乔

治湖 （ＬａｋｅＧｅｏｒｇｅ）”。采矿导致 “奥拉乌拉平原 ［原文如此］泥浆化，溪

流消失，从仅约５０英尺变成４英里”。③

乔治湖／乌雷威拉 （Ｕｒｕｗｅｒａ）和法卡帕图湾都受到了污染，况且矿工

们还用了水银 （汞）。１８８２年，《奥塔哥目击者》的一名记者惋惜乔治湖

受到矿工的破坏，表示 “一片美丽的水域……上有黑天鹅和野鸭游弋”，

“看起来很遗憾，这片湖会因此被破坏，这恐怕是无法避免的”。④ 尽管作

者感到忧虑，１８８８年该报另一名记者报道 “呜呼哀哉”，环绕９１公顷湖水

的 “原始森林”，将在 “不久后成为樵夫冰冷斧头下的亡魂”，这或许表明

前一位记者报道时，水体质量还没有如此剧烈的下降。⑤ 然而最近对湖泊

的科学监测显示 “因受历史上在湖泊径流的采金活动的影响，导致湖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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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大量沉积物”。①

中国人对开矿引起的环境变化看法不一，华人矿工对环境变化的看法

同样不一致。１８８２年，唐和一位佚名华人矿工在从里弗顿镇区到圆山的路

上，记下两位旅人经过了茂密的森林，路上唐停下观看 “溪谷中有很多蕨

类，河床上长满了苔藓和蕨类”， “随着人口增多，树木和灌木当然会减

少”。他就此和大多数广东矿工交流，正如他所想 “中国人十有八九不会

欣赏每次走在这条路上就能碰到的美丽景象”。② 当然，他对大多欧洲矿工

的态度的评论也同样真实。

那年下半年，唐在圆山记下的另一个例子能解释部分矿工对造成的环

境破坏的认识。沁 （Ｔｓａａｍ）和曾 （Ｔｓａｎｇ）告诉唐， “在中国，人们绝对

不会挖黄金，但在新西兰无关紧要，虽然这只 ‘开始’了几年”。因为

“在新西兰不讲风水 ［原文如此］”。在古代中国，风水是管理人与自然关

系的体系和仪式③，由此 “地貌、水体和无处不在的气的涌流或 ‘宇宙的

涌流 （ｃｏｓｍ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ｓ）’直接相通”，这事关凶吉。④

圆山矿区附近最大的聚居区里弗顿的一些中国人反驳了沁和曾的观点。

“由于里弗顿小山河流的分布”，这里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处于 “好”风水

中。⑤ 对于那些精通原理的人说，里弗顿是一个坐落在山上俯瞰河流的小镇，

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⑥ 中国人还认为达尼丁的八角形是吉祥的，因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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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应八边形的边数，它听起来就像表示 “繁荣”或 “富裕”意义的

字。① 另一个对环境变化的有趣见解是部分广东人将 “逐渐温和的南地

（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气候归因于中国人来到这里”，这和欧洲人认为栽培、砍伐植
物会降低降雨量、提高温度这种相似观点可能有联系。② 华人采矿，尤其

是熟练利用水资源产生的环境效应，极大地影响了奥塔哥环境，引出了对

奥塔哥景观及环境变化的各种观点。

六　 “饿龙”③：挖掘热潮、采矿与农业的关系紧张
（１８９０年代末至１９１０年代）　　　 　

　　直到１９世纪后期，特别是随着 １８９０年代华人企业家徐肇开开启的
挖掘热潮，许多殖民者开始质疑在农业用地采矿造成的环境影响。挖掘

复兴了疲软的采金业，也加重了采矿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此外也威胁

到了在距离采矿点更近的定居点流行的意识形态和中奥塔哥新生水果种

植业。④

为理解这些影响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审视当时扩大了采矿、农业间利益

冲突的采矿规程。历史地理学家特里·赫恩 （ＴｅｒｒｙＨｅａｒｎ）认为采金业 “利

用捕获法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ａｐｔｕｒｅ）行使采矿权、解决纠纷、征税。那些私人水域
使用者的权利和私有财产权大相径庭，私人水域使用者的权利包括占有权、

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安全权、资本的权利、传播权和无期限的权利”。

很明显，新西兰的金矿规章允许矿工污染水路，侵占农业用地。⑤ 后来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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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Ｅｌｖｉｎ，“ＷｈｏＷ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ｏｒ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Ｏｓｉｒｉｓ，
２ｎｄｓｅｒ，１９９８，ｐｐ２１３－２３７。

ＴｕａｐｅｋａＴｉｍｅｓ，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０６，ｐ３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缺地定居者，自由党政府 （Ｌｉｂ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８９１－１９１２）宣布土

地国有化，分割了更多土地。Ｔｏｍ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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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ｙＨｅａｒｎ，“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ｒｒｙ”，ｉ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ｅｗＬａｎｄ，ｐｐ１０６－１２１（ｑｕｏｔｅａｔ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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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尼亚、维多利亚引入矿业规程要求矿工恢复被毁坏的农田，但新西兰仅

对规程的必要性展开了激烈讨论。①

一篇慷慨陈词的文章将采矿和农业的优点做了对比，认为矿业是一项

对国家福利体系不利的活动，另外，文章也引起了人们对挖掘增多及其显

著改变风景的担忧。在 《为金口哨 （ＧｏｌｄｅｎＷｈｉｓｔｌｅ）付出过多》 （１９０６）

中，作者对比了矿业和农业。

在这里人们的目标是通过将重要发展的进程由慢转快，以此提取

土壤的有机财富，其他人则寻求藏在大地中的各种无机材料，可通过

文明的支持和修饰维持艺术和工艺。农业的主要目标是生产食物、衣

服，还有其他使生活舒适的东西，然而矿业为了获得原料制造机器，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文明生活的食品、服装和其他使生活舒适的用品的

生产和交换。②

虽然矿业很可能代表了利用劣质土地的最佳方式，但采矿、农业利益

之间也要保持平衡，以确保殖民地的长期繁荣。文章的作者认为，新西兰

的土壤产量高，农业用地应受保护而不得开采，但液压冲洗和挖掘早就

“破坏了大量富饶可耕种的土地，将其埋在大片毫无价值的黏土和砾石下，

河床上很多优质土地因堆积原污泥和淤泥沉积物而暂时闲置”。特别是挖

掘导致 “许多长势良好的绿野变为一片褐色废石”， “杂乱的荆豆、金雀

花、大鳍蓟、千里光”开始入侵，清理并用它们给土地施肥是唯一的好

处。因此 “挖掘船挖斗上受到腐蚀的铲斗，还有液压喷嘴强有力的喷射”

将许多 “对富饶土壤壮观的补缀……转变为完全不可逆转的荒漠”。该文

的作者把在布洛克岛 （ＩｓｌａｎｄＢｌｏｃｋ）上的挖掘作业比作 “饥饿的龙贪婪地

大口咬住这块美丽的土地”。布洛克岛位于克鲁萨河 （ＣｌｕｔｈａＲｉｖｅｒ）沿岸

的劳伦斯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和罗克斯堡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之间。挖掘作业每年吞掉

７２６０００立方土地，每年 “为获得５０００英镑的黄金”实际摧毁 “价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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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６０００英镑的土地”。①

中国企业家徐肇开及其次子徐锦宝 （ＣｈｏｉｅＫｕｍＰｏｙ，１８６７—１９４２）开

启了挖掘热潮，改进了当时的采矿技术，开发了新西兰的第一个挖掘工

程，技术改进后铲斗突出的主挖泥臂架和浅吃水使其能在河床、海滩、平

原上工作。随着技术改进，该设计以新西兰采金船而知名，该船是全世界

挖掘黄金和锡的原型。②

１８８９年，徐肇开建立了两个挖掘公司，第一个挖掘公司，是私人公

司，后来转型成上市公司，并在清算前成功付清索赔，就是这家公司引爆

了挖掘热潮。同样，１８８９年徐肇开及其子还建立了第二家公司———诺科迈

液压 （Ｎｏｋｏｍａｉ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公司，获得空前成就，直到１９４３年都在各种名

义下运行。③

徐肇开利用新西兰金融体系以及专业知识和环境知识，还有中国、新

西兰和其他新金山国家的劳工和资本进行了第二次冒险，使新西兰等地环

境发生巨变。例如，１８８９年徐肇开紧紧依靠移民资本公开发行肇开大海滩

黄金矿业公司 （ＳｅｗＨｏｙＢｉｇＢｅａｃｈ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的股票，这是接

管私人性质的沙特欧瓦河大海滩黄金矿业公司 （ＳｈｏｔｏｖｅｒＢｉｇＢｅａｃｈ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的方式之一，该公司名义资本高达 ８７０００英镑，后修正

为７２０００英镑。在成功浮动之后，徐肇开成为董事，詹姆士·戈尔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ｒｅ）担任上市公司的主席。不久公司以１１０００英镑使用在克莱斯特彻奇

（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的欧洲公司的三艘新大挖泥机。公司以其高收益，成为首

批 （可能不是首批）在新西兰谋求公开上市的挖掘公司，但因缺乏经验，

过度资本化，所以分红很少。短短几年内，事实证明公司的挖泥机太小，

不能匹配更强的挖掘机需要的新机械。④

诺科迈液压冲洗公司 （Ｎｏｋｏｍａｉ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ｌｕｉｃ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图 １１）

作为这个风险项目的后继者，为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回报，它依赖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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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徐肇开在诺科迈的矿区

资料来源：Ｏｔａｇ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００，２８

和欧洲投资者的资金，通过欧洲

和中国的采矿工程师和矿工经

营。公司用相应的利益进行投

资，还有徐肇开的其他公司，都

带动了矿业项目发展，进一步影

响了环境。徐肇开的三个小石英

脉矿也吸收了欧洲和中国资本，

但雇佣的是中国劳工。他还控制

了１７５公顷的河矿，开发了从劳

德溪到贝克斯重要的水道，和

Ｐ比尔、Ｒ格伦一同成立金溪

水道公司 “给凯本矿山部分地

区供水”。①

政府面对徐肇开开启并维持

的挖掘热潮，还有来自农业利

益、缺少土地的移民的高压，开

始治理并限制矿业的破坏性影响。即便这样政府仍逐步推行法律以继续大

力支持矿业权益，所有立法都没有严格限制采矿作业。例如，在 １９１９年

《采矿修正案》第１２条中，矿工希望进行挖掘，则应 “先向当地皇家土地

委员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ｏｆＣｒｏｗｎＬａｎｄｓ）提出申请，评估该地的农业价值……

这种条件应强制实施”，“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防止对地表的破坏，或因

畜牧业、农业目标导致的不合理发展”，然而这项立法并不适用于私有土

地，也没有为被矿业毁坏的土地提供储备或保护设施。② 同时，政府尝试

安抚私人土地所有者，在索赔人的压力下成立了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的河流委员

会 （Ｒｉｖ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该委员会试图明确矿业需求的性质，并酌情公布

适合采矿的河道，还赔偿了土地受采矿影响的诉讼当事人，到 １９０７年 ３

月，委员会支出赔偿金 ５１０００英镑，这表明采矿严重影响了土地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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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①

尽管有赔偿金，河流委员会的裁决和建议还是说明了液压冲洗和挖掘

造成的开采损害程度，并突出了官员普遍忽略了采矿的环境影响。例如，

和报纸上的大量证据相反，委员会虚伪地报告称：“工作中，在河床上挖

掘，让冲积层漂走，这对沿河定居者的土地不会有任何破坏，因为挖掘只

不过是在河床的砾石里挖沟渠，然后让它沉积，接着在附近类似的地方继

续干活。”报告也泛泛指出，“这过去３９年来，一天天看着一些重要河流

作为主要航道，运载从黄金工作区来的污水淤泥”，它声称 “没有必要

建议宣布克卢撒河、卡瓦劳河、邓斯坦河、玛努海里奇亚河和沙格河成为

运输从矿区排出的尾料、残渣和废水的河道”。② 毕竟，比起纵容暧昧的行

图１２　詹姆士·吴认为照片中的人物分别为 （从左到右）：徐肇开、

ＧＨ麦克尼尔 （ＧＨＭｃＮｅｕｒ）和岑邦 （ＳｈｕｍＢｕｎ）③

资料来源： “Ｓｌｕｉｃ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ａｔＳｐｅｃＧｕｌｌｙｉｎＮａｓｅｂｙ，ｓｈｏｗｓｍｉｎｅｒｓａｎｄ

ＲｅｖＧｅｏｒｇｅＨＭｃＮｅｕｒ”ＭｃＮｅｕ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ｓｗｈｏｗｏｒｋｅｄ

ｉｎＯｔａｇｏ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ｓＲｅｆ：１／２－０１９１５７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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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沉默似乎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在这方面向来如此。

毫无疑问，中国矿工的行为加重了污染。如上所述，徐肇开投资改善

挖掘技术，大大加快了环境改变，就像中国矿工从事资本密集型工作那

样。图１２展示中国人的排水和升降机械对司柏克溪谷 （ＳｐｅｃＧｕｌｌｙ）的影

响，其中司柏克溪谷靠近内斯比，位于艾达山采金场。特别要注意的是，

移走表层土和下层岩石以及给水流改道等人为活动导致深沟形成。

七　生态文化网络：商品和原料交流

这些矿业企业表明华人是改变环境的动力，像殖民者那样 （在不同程

度也像毛利人那样）“同样愿意竭力促使殖民地商业化”。① 中国矿工抓住

新西兰航运相互联系、土地可用的机会，利用法律机构和金融体系并以各

种方式将其融入从中国等地带来的专门知识网络。就像徐肇开等富商经营

的大型企业一样，宗族本位在小型矿区中也十分明显。

和其他几个商人相同，徐肇开的仓库给采金场的华人和一些欧洲人提

供了中国等地的商品。徐肇开等商人竭力帮助在采金场工作的华人，他们

的帮助对象主要是番禺人。在这些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中，他们的商店就像

基地一样，商人们给中国矿工提供货物和服务，比如住宿、贷款、咨询，

以及 “赌博、吸鸦片……做饭、酒精、提供开会地点和非正式的 ‘信息交

流’……并经常推出翻译、写信等服务”，② 他们还经常提供医疗，以及传

统药物材料。③ 到１８８０年代，至少有４０名华人店主。④ 考古证据和当时至

今的广告，都显示华人采矿引出了当地和国际的资源需求。

中国矿工的资源需求导致了地方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环境影响。在

中国和新西兰，对海外资源的需求扩展了对环境的开发和投资，联系的加

强促使新西兰天然产品向中国出口。⑤ 例如，徐肇开投资了其他采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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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Ｖｏｌ１，ｐｐ２００－２０１；Ｂｅａｔｔｉｅ，“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１６１
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３４
Ｂｅａｔｔｉｅ，Ｍｅｌｉｌｌｏ，ａｎｄＯ’Ｇｏｒ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ｍｐｉｒｅ，

１８３７－１９４５”，ｉｎ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和企业，进一步影响了环境。虽然徐肇开的商业行为不同寻常，因其有大

量可用资本和同欧洲投资者开办的协会，而大多华人小型公司即使资本较

少并依赖华人投资，但也都创造了当地和国际的资源需求，同时影响了

环境。

图１３　１８６６—１９０１年新西兰出口香港、中国内地的黄金

资料来源：“Ｔａｂｌｅ７—Ｇｏｌ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３４９

很难掌握新西兰华人的货物需求对国内外环境的具体影响，正如难以

区分支撑他们的相关服务和劳工流动。这种研究要求调查特定商品的相关

资源链，笔者只是刚开始整理对目前关注的原稿的部分研究。① 然而，中

国矿工在新西兰的部分消费概况，可以使我们着手探讨中国移民在环境、

社会和经济方面相互关联的一些东西。

华人从中国等地进口食物、酒、药物等日用品，具体包含米制品 （见图

１４）、陶瓷、报纸、书写工具、硬币、鸦片 （见图１５）②，米制品主要来自
澳大利亚、印度、爪哇，１８８０年代后大多从日本、中国香港进口③。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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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这一阶段从事的研究名称是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ｋｅｔ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Ｇｕｉｑｉａｏ”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ｐ１５５－７１０
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Ｖｏｌ１，ｐ３５５，ｎｏｔｅ２９ａ参见ＥＯ’Ｇｏｒｍ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０－１９４５”，ｉｎ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ｐ２３３－２６２。



现米是中国人 “生活的基础，较之我们吃的任何食物，米的地位极高，人

们一天至少吃两次米饭，有时吃三次”，某些时候米饭也伴有 “猪肉、卷

心菜、羊肉、芹菜、洋葱、鱼 （新鲜的和腌制的）、腌菜、芜菁、家禽、

土豆，鸭子等。吃 ‘简餐’时有时只吃油酥点心”①。更为常见的是新西兰

华人矿工吃的米饭简餐，一般配有少量肉类，偶尔有腌鱼。② 中国人的仓

库有时会售卖更奢侈的商品。唐吃过可能是在当地做的月饼。③ 记者还报

道了一些挂在房顶上的 “奇怪的物件”，比如 “鹿脚、蛇干和其他难以描

述、令人不快的东西”，这说明中医很依赖进口商品，④ 毕竟中国人极少用

当地植物制药。⑤

图１４　进口到新西兰的大米

资料来源：“Ｔａｂｌｅ９—Ｒｉｃ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ｉｎ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３５０

当地就能满足人们对易腐烂的食品，如母鸡、野禽、猪、牛及鸡蛋、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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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２，
ｐ１０４

Ｉｂｉｄ，ｐ６６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４，ｐ８５
ＯｔａｇｏＷｉｔｎｅｓｓ，９Ｍａｒｃｈ１８８８，ｐ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１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８２，ｐ２８



图１５　１８６６—１８７９年新西兰进口鸦片的情况

资料来源：“Ｔａｂｌｅ１０—ＯｐｉｕｍＩｍｐｏｒｔｓ”，ｉｎ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３５１

面包、糖和面粉的需求，① 大多数华人通过家中的菜园或果园补充食物。

中国淘金者的确与众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园子，即使是在最破的房子里住

的最穷的人也有。

此外，华人引进了家乡常见的植物种子、球茎，还培育了殖民时期新

西兰常见的蔬菜，尤其是土豆。１８８３年，唐 “抓到一名男子，他小心翼翼

地携带着一批来自中国的芜菁种子，他认为就像其他中国产品一样，这些

种子比起外国产品更为优质”。② 枸杞有可能是那些吃了枸杞叶的中国人栽

培的，③ 白菜、青菜及大黄、细香葱、豆芽都是他们经常吃的，④ 华人为了

家人种土豆、豌豆、胡萝卜等蔬菜卖给欧洲人吃，⑤ 这当然也增加了美食

的多样性。在圆山，“欢乐之旗 （ＢａｎｎｅｒｏｆＪｏｙ）”骄傲地展示了唐邻居的

玫瑰丛。⑥ 事实上华人市场园丁也有可能是首次将本国的一些观赏植物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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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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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３４－４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８３，ｐ１２７
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Ｖｏｌ１，ｐ３３８，ｎｏｔｅ１４３ｇ
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Ｖｏｌ１，ｐ３４１，ｎｏｔｅｓ１５１ａ，１５１ｂ
Ｂｅａｔｔｉｅ，“Ｅｍｐ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ＩｎｌａｎｄＯｔａｇｏＴｏｕｒ，１９０７－

１９０８，Ｄｕｎｅｄｉｎ：ＯｔａｇｏＤａｉｌｙＴｉｍｅｓ，１９０８，ｐ５



图１６　佚名中国男子和亚历山大·唐在怀凯阿 （Ｗａｉｋａｉａ）的

住宅和菜园外

资料来源：“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ｅｎ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ｏ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ａ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Ｗａｉ

ｋａｉａ”ＭｃＮｅｕ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ｓｗｈｏｗｏｒｋｅｄｉｎＯｔａｇｏ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ｓＲｅｆ：１／２－０１９１４６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入新西兰，比如，１８７１年种植者王库 （ＷｏｎｇＫｏｏ）在达尼丁园艺学会上展
示了 “中国水仙”，学会可能为中国水仙 （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ｔａｚｅｔｔａ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水仙或黄水仙）颁布了特别奖，这是新西兰首次记载中国水仙。①

很多中国市场园丁开始做园艺，在欧洲人经营的花卉栽培比赛上时而

获奖。１９世纪后期，他们的大部分蔬菜都输送到殖民地的城镇。② 殖民者
对中国矿工勉强施以敬意，对华人市场园丁也是如此：

地球上没人能在半英亩的肥沃土地上产出比中国人更多作物，土

地的每英寸都被中国人利用了，没有浪费一丁半点。其他条件持平时，

中国佬 （Ｊｏｈ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ｎ）在１英亩地上的产出都比英国佬 （ＪｏｈｎＢｕｌｌ）
在２英亩地生产的多得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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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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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笔者在别处更为详细的阐述，华人的商品菜园和他们采矿一样都

是新西兰环境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果蔬种植虽然受语言和种族阻碍但也

鼓励了文化、知识交流。华人菜商和后来的水果店都成了司空见惯的景

象，也组成了殖民地经济的基本成分。种植、销售商品蔬菜给了欧洲人判

断、批评中国人的机会，但他们有时也会赞美中国人，分享园艺文化，促

进双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有时毛利人也参与其中。① 在北新西兰，

毛利人确实会在华人的商业菜园中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婚姻维持，

这让殖民地时期新西兰的一些人愤怒不已。② 华人市场园丁的新鲜蔬菜可

能有助于治疗坏血病，在奥塔哥金矿也是这样。③

采金场的华人商店和餐馆也为欧洲顾客服务。比如１８８１年在克伦威尔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金好华 （ＫｕｍＧｏｏｄＷａ）说他自己是 “中国店主和杂货仓库管

理人”。他登广告 “甩卖……其价格将主导日常市场，为英国人及中国消费

者提供茶叶、糖和常见的商品”。④ 图１７再现的广告可看出欧洲的货栈也

会进口中国商品，欧洲市场进口的中国茶等商品在殖民早期的新西兰也十

分畅销，该潮流还影响了大英帝国。直到 １８５０年代市场逐渐转向锡兰

（斯里兰卡）和印度种植的茶叶。⑤

新西兰除黄金 （见图１３）外还有大量资源出口海外。企业家周庄 （约

１８３０—１９２０年）通过出口北岛森林里丰富的木耳，特别是长在腐木上的木

耳致富，木耳的品种是毛木耳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图１８）。周庄从殖民

·１６·

“饿龙”：新西兰殖民地时期广东金矿工人……视野的拓展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世纪社会交流的具体情况可见 Ｂｅａｔｔｉｅ，“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ｅａｔｔｉｅ，“Ｅｍｐｉｒｅｏｆｔｈ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２０世纪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况可见 ＬｉｌｙＬｅｅａｎｄＲｕｔｈＬａｍ，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Ｐｕｋｅｋｏｈｅ：Ｄｏｍｉｎｉ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ＧｒｏｗｅｒｓＩｎｃ，２０１２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ｏｒｉｓ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Ｇａｒｄｅｎｓ”，ＡＪＨＲ，Ｇ－１１，
１９２９，ｐ５；ＪＢＪＬｅｅ，ＪａｄｅＴａｎｉｗｈａ：Ｍａｏｒｉ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ｉｎＡｏｔｅａｒｏａ，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ＲａｕｔａｋｉＬｔｄ，２００７；ＭＩｐ，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ｔｈｅＴａｎｉｗｈａ：Ｍａｏｒｉ＆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ＪｅｓｓｉｃａＨｅｉｎ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ｏｒｉ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ｋｅｔＧａｒｄｅｎｓ，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１９２９”，ＭＡ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Ｗａｉｋａｔｏ，２００６

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Ａｒｇｕｓ，１７Ｍａｙ１８８１，ｃｉｔｅｄｉｎ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３６
Ｍｅｌｉｌｌｏ，“ＥｍｐｉｒｅｉｎａＣｕｐ：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ｒｉｔｉｓｈＴｅａ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

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ｐ６８－９１Ｔｏｎｙ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Ｉｎｄｉａ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ｎｅｄｉｎ：Ｏｔ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ｐｐ２４－２５



图１７　广告显示了中国茶品种在殖民者中的普及

资料来源：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Ｈｅｒａｌｄ，２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８，２

者和毛利人手中收集木耳，等其变干后再送到达尼丁出口给中国和新威尔

士。① 这类工作大都需要徐肇开等中国商人一起完成，至少徐肇开可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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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新西兰木耳样品

资料来源：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ＷｅｅｋｌｙＮｅｗｓ，

２２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０１，１１Ｓｉｒ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ｅ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ＷＮＳ１９０１０８２２－１１－６

送木耳，同行的还有奥克兰的陈达枝 （ＣｈａｎＡｈＣｈｅｅ，１８５１—１９３０，人们

一般称其为阿枝）。① 木耳给周庄等同行带来了丰厚的出口利益，从１８８０—

１９２０年新西兰的木耳出口总额为４０１５５１英镑。②

徐肇开、周庄、陈达枝异于其他华人，因为他们选择将大部分利润再

投资给新西兰的企业，相反大多数侨胞是向中国汇款。不同于东南亚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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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贡献，由于资料不足，新西兰华侨给华南汇款的整体情况并不清

晰，詹姆士·吴表示就现存的零散资料可知，从新西兰到中国的汇款记录

相对较少，最大的数额是２２英镑，大部分只有几英镑。①

可见，在新西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进退维谷，身负债务。１９世纪的一封

罕见信件中记道，１８８９年陈亚祥 （ＣｈａｕＰａｋＣｈｅｕｎｇ）感谢 “尊敬的”议定

贷款发行者减少了他兄弟的债务，陈亚祥这样描述了其兄弟的生活状况：

无奈亚恒从前做金，亦无银积聚。今又贫穷，未能如命奉回。而

我又穷，亦无力代亚恒还账，料必亚恒不能回家矣。现下他身体亦已

平安，暂寓本号。俟迟日寻得工做，有银定必送回。②

华侨为华南个别地区提供了重要收入来源，这被称为侨乡 “还乡”，

到清朝晚期和民国早期华侨家庭因能收到外汇极受当局欢迎。③ 对中国人

汇款的研究表明，人们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多样，从建设企业、孤儿院、

医院到建造翻新祠堂、个人住宅、塔等建筑等。返乡华人也会给建筑和花

园上投入，通常会将在海外看到的建筑和植物因素融入其中。

八　华南的环境变化

很多华侨在生前或死后 （遗骸被称为 “先人”）会返回故乡，这就建

立了华南和新西兰部分地区间持续的跨地区环境联系。同时，自１９世纪晚

期起新西兰传教团前往中国 （受中国人迁往新西兰影响）开启了新的生态

文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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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８年奥塔哥和南地 （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的长老会会议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Ｓｙｎｏｄ）

成立了广州村镇传教团 （Ｃａｎｔｏ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Ｍｉｓｓｉｏｎ），这和唐在约１７年后即

１８９０年代晚期重游珠江三角洲时说的一样。在南港 （ＮａｍＫｏｎｇ，普通话

为南河或南河村），唐 “遇到一个人，他熟知我第一位华人老师的家庭，

还遇到一人住在１４年前我在新西兰认识的人附近”。①

和其他华侨一样，新西兰华侨的汇款促进了华南环境的转变。例如，

唐在石马 （普通话为石马村）记载说陈氏宗祠基本上是新西兰华侨一同捐

赠的。② 汇款能增值、投资现有资产，还能购买新财产。唐记道， “孔先

生”“希望在新西兰赚２００英镑，等他回到中国就能二婚，买一个农场。

在中国每亩土地的价格在４０—６０两白银之间 （每英亩１００英镑），而８亩

或１０亩土地 （１５英亩）就是一个大农场了”。③ 还有一个例子，历史学

家詹姆士·吴的家族经历了几代人连锁性迁移到台山 （ＷｉｎｇＬｏｏｎｇ）后，

就能给家里买地、建塔楼 （安全起见）、教育家族。

一些富有的还乡者甚至能建 “西式风格”的房子。广州村镇传教团的

牧师乔治·亨特·麦克尼尔 （ＲｅｖＧｅｏｒｇｅＨｕｎｔｅｒＭｃＮｅｕｒ，１８７４—１９５３）记

录了曾拜访的一位中国人，他从悉尼回来后在白石市场 （ＷｈｉｔｅｓｔｏｎｅＭａｒｔ）

附近盖了一间 “尽可能贴近西式风格”的房子。④ 奥克兰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商

人陈达枝和妻子钟周礼 （ＪｏｏｎｇＣｈｅｗＬｅｅ）在１９２０年迁居至广州一个繁华

地段，在广州东山西街１９号 （普通话，东山）建了一幢三层楼房，占地

面积很大，约两三英亩 （０６—１２公顷），钟周礼会在 “西式房间”里，

“展示一些西方艺术、图画”，弹钢琴，唱赞美诗。⑤ 和许多富有的海归一

样，陈达枝在宅邸也建了一个园子，但一些细节不可考。其他海归的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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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会有在金山或新金山见过的一些设计和植物。①

在新西兰去世的华南广东人的遗骸返乡代表了新西兰和广州附近地区

之间一种不同的联系。埋葬从新西兰和 “其他金山”返回的遗体的需求以

及举行体面仪式的需求，影响了华南土地的使用。② 番禺和花都 （Ｈｕａ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ｓ）的广东人在上番禺石月 （ＵｐｐｅｒＰａｎｙｕｓＳｈｅｋＭｏｏｎ）附近维系着一个

祠堂，形成了昌盛堂 （Ｃｈｅｏｎｇ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这个葬礼社团，还为其成员在

香港保有了一处社团公屋。③

在番禺的传教团成员通过在新西兰和中国之间迁移赋予了环境变化其

他特点。传教团建立了一个有关教堂、译员和神学院的网络，通过人员的

流动、举办传教活动和定期描述新西兰生活，促进华南和新西兰南部频繁

交往。例如传教士对番禺及周边地区感兴趣，于是写文章谈论中式花园和

新西兰风景。④ 乔治·麦克尼尔等传教士确实对中国的习俗和生活，包括

对作为传道核心基础的农业体系都有个人理解，在其著作 《传教士在发展

中的中国》中，麦克尼尔认为华南的 “集约型耕作制度盛行了数千年”是

“中国人智慧演变的又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因素”。⑤ 除这种文字描述外，

在番禺的传教士团体有可能引进新西兰的植物到修道院里，那里有正规制

的路径和花圃。⑥

九　中英帝国的环境史学

如果新西兰华侨史有助于发展中的学术研究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因素对

英帝国环境变化的重要影响，也会动摇欧洲人是环境转变的驱动力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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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Ｎｅｕｒ，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Ｄｕｎｅｄ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ｂｙ

ｔｅｒｉａｎ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１９３５，ｐ２８
Ｎｏ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Ｍａｗｓｏｎ，Ｃａｎｔｏ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

ａｎｄ，Ｄｕｎｅｄ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２６，ｐｐ４９－５０



深蒂固的观点。２０１１年，保罗·思达 （ＰａｕｌＳｔａｒ）创造了一个值得纪念的

短语 “生物贵族 （ｂｉｏｔａｂａｒｏｎｓ）”来形容大大改变新西兰生态的殖民者，①

他主要讨论的是欧洲人。这篇文章表明应拓宽研究范畴，将中国人纳入对

新西兰环境史和其他殖民地、新世界社会的研究中。这呼应了穆盛博 （Ｍｉ

ｃａｈＭｕｓｃｏｌｉｎｏ）的观点，学者需要将中国环境史和全球趋势联系起来。② 就

此篇文章来说，这意味着在殖民环境史中以广东和奥塔哥间的跨地区案例

为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华人在新西兰等地引起的环境变化，有可能使中西关系研究内容

突破鸦片和不平等条约。当然，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仍然存在，在新西兰

广东人面对的立法、社会歧视限制了他们的迁徙、资本获取及其他机会。

但通过研究帝国环境的变化和中国 “百年屈辱”的历史，历史学家能重新

定位中国人在这个动荡世纪和未来的一些作用。③ 此外，还有可能丰富对

中国的离散社群和移民网络研究，这些研究忽视了环境中的迁徙因素。④

关注华侨的环境史有助于明确中国自身的环境史中有时体现的巨大差

异，而且还能强调承认中国环境异质性的需求，正如罗伯特·Ｂ马克斯

（ＲｏｂｅｒｔＢＭａｒｋｓ）和马克·埃尔文 （ＭａｒｋＥｌｖｉｎｇ）等人注意到的，中国存

在的主要环境次区域和创造它们的各种腹地的作用。⑤ 就像马克斯在 《虎、

米、泥、丝》（Ｔｉｇｅｒｓ，Ｒｉｃｅ，Ｓｉｌｔ，＆Ｓｉｌｋ）中所写的，１６世纪之后海外交往

和东南亚华侨活动基本上一起塑造了广东和福建的环境史。而本文则说明

了１９世纪广东人用南太平洋的资本和资源也促进了广州附近的环境

·７６·

“饿龙”：新西兰殖民地时期广东金矿工人……视野的拓展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ａｒ，“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ｓＢｉｏｔａＢａｒｏｎｓ”
ＭｉｃａｈＭｕｓｃｏｌｉｎｏ，“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２００９，ｐ３１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ｗｗ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ｗｈｃ／６１／ｍｕｓｃｏｌｉｎｏｈｔｍｌ，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１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

Ｂｅａｔｔｉ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ｈｏｓｔｓｉｎ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
ｍｏｎｇ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ｉｎＯｔａｇｏ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ｉｎＣａｎｔｏｎ，１８６０ｓ－１９３０ｓ”（ｄｒａｆｔＭＳ）

对华人离散社群的研究成果大都考察了自主社群和政治组织，及商业、移民网络，身份认

同和种族主义。ＭｃＫｅｏｗｎ，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Ｏｒｄｅｒ；ＫｅｉｒＲｅｅｖｅｓ，ＬｉｏｎｅｌＦｒｏｓ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ａｈｅ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ｏｌｄＲｕｓｈ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
ｐｐ１１１－１２８；Ｒｅｅｖｅｓ，“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ＤｏｗｎＵｎ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ｏｌｄＲｕｓ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Ａｏｔｅａｒｏ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ｐｐ４１－６６

ＲｏｂｅｒｔＢＭａｒｋｓ，Ｃｈｉｎａ，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２；
Ｅｌｖｉｎ，Ｒｅｔｒ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变迁。①

研究广东和新西兰交往也开辟了比较研究中一些富有成果的领域。例

如，金山和新金山的华侨导致的环境变化是否代表它同晚清时在蒙古、满

洲和云南开发中国 “内部”边疆那样有明显的动力。中国企业家应像金

山、新金山华侨一样使用私人资本还是以国家引导来确保成功？哪种途径

的环境影响更大？又如和以前的政策对比，１９世纪后期中国政府鼓励在新

疆塔城②附近挖金矿以安定、保障边缘地区，该种观念的转变是否改变了

官方对华人黄金矿工的态度？

彼得·拉韦尔 （ＰｅｔｅｒＬａｖｅｌｌｅ）、约瑟夫·劳森 （ＪｏｓｅｐｈＬａｗｓｏｎ）等学

者表明，在这个时段，欧美帝国主义和资源发展的模式在安定中国边疆的

官员中广泛传播，虽然这可能不是很准确。③ 讽刺的是，像华侨这些人不

只是学者精英，他们不但更了解英帝国等地新兴的西方技术，而且能直接

应用有时还可推广、改造。这表明在中国，不分地域，从北到南，在社会

各阶层间都缺乏知识的互通。每一群体都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士大夫们一

般从日本得到外界大量知识，④ 而华侨直接通过所在国家获取信息。

最后，本文聚焦开采金矿的环境影响，强调它在新西兰环境史学中具

有重大意义，却被神奇地忽视了。从１８５０—１９０８年，新西兰占世界黄金产

量的３％，⑤ １８６０年代，黄金是新西兰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 “奥塔

哥因价值约２１０００００的黄金变得富裕”。⑥ 即使此后也受该经济效应影响，

特别是１８９０年代的挖掘热潮。⑦ 然而尽管相关经济、社会和环境很重要，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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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ｒｋｓ，Ｔｉｇｅｒｓ，Ｒｉｃｅ，Ｓｉｌｔ，＆Ｓｉｌｋ
ＪｕｄｄＫｉｎｚｌｅｙ，“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ｏ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Ｇｏｌ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Ｍｉｎ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ｉｎＳｈｅｒｍａｎ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ｎｄＰａｕｌＧ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Ｃｈｉｎａ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７－４１

ＰｅｔｅｒＬａｖｅｌｌｅ，“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ｓｕｉｊｕｎｇＬｉｕ，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
ｐｐ２１３－２４２；ＪｏｓｅｐｈＬａｗ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ａｎＡｇ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Ｅｍｐｉｒｅｓ，１８８０－
１９４９”，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ｐ４４－６７

Ｌａｗ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ｐ５０－５５
Ｂａｔｅｍ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ｔｌａｓ／ＫｏＰａｐａｔｕａｎｕｋｕｅＴａｋｏｔｏＮｅｉ，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Ｂａｔｅｍａｎ

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７，ｐｌａｔｅ４４
ＥｒｉｋＯｌｓｓｅ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Ｏｔａｇｏ，Ｄｕｎｅｄｉｎ：ＪｏｈｎＭｃＩｎｄｏｅ，１９８４，ｐ６６
ＳｅｅＧｒａｐｈ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１８６１－１９７６（ｂｙｖａｌｕｅ）ｉｎ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ＷＲｉｃｅ，ｅｄ，ＴｈｅＯｘ

ｆｏｒ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５９７



但开采金矿的历史大都被归入围绕游牧、小规模农业的学术史。新西兰的

工业机械化和必要的资本积累，尤其是之后的水力采矿和挖掘的发展都同

加利福尼亚情况类似，正如安德鲁·Ｃ伊森伯格所说 “用蒸汽和水利工程

干预，建立稳定有序的动力系统”能 “进一步吸引投资”。①

十　结论

华人黄金矿工深刻地影响了新西兰尤其是奥塔哥的环境。他们的活动

改变了水力循环系统，造成水土流失，减少了木材供应，改变了植被种

类，分流了原本就匮乏的供水。发展新资源时，中国矿工抓住殖民地航运

联系日益加强提供的机会，将英国法律设计和金融制度融入他们从中国等

地获得的专门知识和环境知识的网络之中。由此，进入中国和新西兰的资

本、劳工同徐肇开等几位高收入的中国人，通过发展新工业，开启了资源

开发的新领域，在殖民地获得投资回报。

他们的活动影响了华南等地的环境，可纳入移民社会和中国本身的环

境史。华侨的历史能给中国环境史增添全球性的比较因素，并极大丰富了

对国家环境多样性的区域性理解。最后，本文以强调中国商业活动的环境

因素，支持克里斯廷·迈斯纳·罗森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ＭｅｉｓｎｅｒＲｏｓｅｎ）的观点：

“从事一体化的商业和环境史研究已具有迫切的重要性。”②

（作者詹姆斯·贝提 ［ＪａｍｅｓＢｅａｔｔｉｅ］，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历

史研究所教授；译者马伊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

生）

·９６·

“饿龙”：新西兰殖民地时期广东金矿工人……视野的拓展

①

②

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ｎｉｎｇ，ｐ２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ＭｅｉｓｎｅｒＲｏｓｅｎ，“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０５，

ｐ７７



海洋史的未来：迈向全球海洋史研究计划

凯瑟琳·施韦尔特纳·马涅斯、保罗·霍尔姆、路易丝·布莱特、

玛尔塔·科尔、阿利森·马克迪尔米德、亨·奥伽维尔、

布·波尔森、马尔科姆·塔尔

（张森 译）

　　摘要　历史研究在海洋科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资

料也被用于政策制定和海洋资源管理，并帮助说明了许多物种和生态

系统的变动基线问题。虽然许多重要的研究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概念

和方法论的极大发展有望促进人们了解人类与海洋生物互动的全球史。

基于我们对 “海洋动物种群史”项目的经验和认识，本文确定了未来

海洋史研究的新兴研究课题。本文详尽阐述了将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发

挥主要作用的概念和工具，并确定了未来值得海洋环境史家和历史生

态学家关注的地理区域。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海洋科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海洋动物种群

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ｉｍ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ＭＡＰ）和 “我们周围的海洋”

（ＳｅａＡｒｏｕｎｄＵｓ）项目以及个别研究等全球首创性研究已经考察了从欧洲

沿海沼泽到太平洋群岛的多种社会生态系统，与之前大多数研究相比它们

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历史。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的海洋转向，环境史家也

已着手研究人类与水下领域的互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社

会学家和地理学家都与海洋科学家进行了跨学科的交流，共同致力于研究

人类与水下世界。由于海洋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努力，研究者通过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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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识的时间界限向后推移①，识别并解决许多地区和物种变动的基线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丹尼尔·保利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论文中推广了此术语②）

问题。

海洋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这些研究还没有被融合为人类与

海洋生物互动的全球史的完整无缝视图 （见图１）。而且，许多重要问题仍

未得到解答。以下是我们所认定的全球海洋史研究议程的五个关键领域。

第一，人类开发之前的海洋是什么样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可获

得的信息都是人类首次接触海洋之后的，含蓄点说就是我们对远古海洋生

物知之甚少。对当今南极最南水域以及深海生态系统的了解可能是个例

外。更好地了解未开发的海域将成为评估人类活动影响的重要生态基线。

第二，在历史时间框架中，环境变化的关键驱动力的相对重要性是什

么？有充分证据可以表明，许多非生物、气候和人为因素对海洋生物有影

响，但是对于它们在时间长河中以及它们之间互动的相对重要性我们仍知

之甚少。

第三，长期以来，海洋资源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究竟何在？海洋饮食

的生理益处已有充分记载，但对于历史社会的经济以及更加无形的影响还

未经爬梳。

第四，在文化层面，在不同的文化和时间条件下，社会对海洋提供的

物品与服务作出不同的评价。什么样的情势鼓励社会利用或放弃海洋？

第五，在未来，历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助力海洋治理和管理？尽管有实

例表明历史基线对渔业管理存在效用，但对于生态系统以及海底管理或人

类沿海社会的发展来说，历史研究仍有更大的潜力待为开发。

从解释以下这些新兴课题开始，本文旨在制定新的海洋史研究议程。

我们还将讨论现有概念和方法论的潜在应用和进一步发展，它们是：生态

系统服务概念、指标和建模的应用；新的分子方法；前卫的口述史；性别

史研究的需求。之后我们要讨论现有历史研究的覆盖面，并建议在宗教和

生态系统层面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以确保我们的研究拥有真正的全球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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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最后，我们将总结对研究议程的想法，并建议建立一个全球研究网

络：“海洋史倡议”（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Ｐａｓ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ＰＩ），以协助配合全球性的

研究工作。

图１　人类与海洋生物互动的全球史整体性视图

资料来源：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０１４６６ｇ００１

一　海洋系统的历史性影响

（一）理清变化的驱动力

　　对于人类开始影响海洋环境之前大海的样貌，我们知之甚少。作为对

“历史 ＤＮＡ资料库”的沉积物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使我

们了解在 “前开发时代”（ｐｒ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ａ）① 究竟有什么在海床之上的

水层遨游。这使得研究者们可以对远古 （前人类）海洋生物有更深的了

解。它还可能有助于阐明人类活动从何时开始影响海洋系统，以及如何将

这些影响与自然变化的驱动因素区别开来。同理，当今一小部分系统可能

在人类的影响下还未受改变 （或相对如此）。这些地方包括海洋深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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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洲最靠南的水域。① 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对人类了解其他生态系统开发前

的状况有什么启发。

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现存的海洋系统都由自然和人为影响形塑而成。

了解这些海洋系统所经历的变化，就需要理清这些变化的潜在驱动因素。

驱动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② 尽管

直接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的组成和进程本身，但间接因素也改变一个或更多

的直接因素。物理和生物驱动因素包括温度变化或营养物质输入、资源开

采或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直接作用于海洋系统及其组成生物。③ 间接

因素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进程以及科技创新。④ 生态系统的

大部分变化是由人为和／或自然驱动因素互动所致。这些互动可以是累积

的、相克的、协同的，抑或是其他类型。将单一驱动因素的影响与自然变

异性区分开来是科学家和生态系统管理者的重要兴趣，这应该成为探明历

史变化的研究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确定自然驱动因素对原始海洋系统的影响将促使我们理解生态系统功

能和人为影响所起的作用。分析生物体的坚硬部分是获取信息，以推断环

境驱动因素和生态响应互动的一种方式。例如，软体动物的壳和鱼耳石

（鱼耳骨）主要由碳酸钙 （ＣａＣＯ３）构成。氧、碳和氮的稳定同位素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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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质和生物示踪物的悠久历史。① 若可获得历史上已知时代 （比如从鉴

定了时间的贝冢、博物馆收藏中）的鱼耳石、贝壳残留物或其他生物标

本，那么就可将关于那个时段的环境温度和／或生物体的演化和成熟的稳定

同位素以及带状增量证据与现代同类个体的数量相比较，以此研究利益参

数的长期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潜在影响。稳定同位素分析也可帮助研究者对

气候、食物网链结构和历史上海洋生态系统的其他特征的不同方面进行研

究。举个例子，基于鱼耳石的 δ１８Ο温度估算序列可用于推断捕获季节，

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昔日的捕捞模式。② 此技术也已被用于海洋物种和人

类饮食研究。近来，奥顿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证明了鳕鱼进口在中世纪伦敦

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通过利用发掘出的鳕鱼残留物，他们证明了此技术

在证实人类饮食变化方面的作用。③ 自然发生的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生产力具有影响。④ 这些调查记录了受气候作用影响的鱼类种群的大幅

度波动。⑤ 气候变化对于植物与浮游动物群落的影响也有公认的证据。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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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研究也已证明全球各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层面的变化。① 这些变化是

气候作用与各种人为影响互动的结果，人为影响主要是指资源开发和污染／
富营养化。对于澳大利亚珊瑚礁的礁石生长和种群构成的详细调查表明，

珊瑚礁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由人类影响导致的环境退化则给它们增添了

额外压力。② 另一份澳大利亚礁石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欧洲人定居而来的

沉积物和养分输入阻碍了鹿角类珊瑚群落在一系列剧烈干扰事件 （如海表

温度异常、气旋和洪水）之后的恢复。③ 理清诸如自然和人类驱动因素共

同影响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古生物学、气候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进行研

究，这些材料来自受到相似气候事件影响但又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类影响的

地区。④ 这样的方法也可以提供关于自然变异的新颖视角。

必需的研究

在不远的将来，理清环境变化中的自然和人为因素以评估人类对海洋

所施加影响的范围将是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全球彼此呼应的多学科

研究聚焦于这样一个领域：比较同一时段内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这将

会帮助我们区别自然以及人为驱动因素对海洋环境变化的影响。

（二）人类的作用

调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类与海洋环境的最早互动被一个主要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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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最近一次冰河期后的海平面上升遮蔽或摧毁了人类沿古代海岸边缘

进行开发的最早证据。① 尽管在一些地区，诸如北海，一些早期开发的证

据已被从海底沉积物中恢复，但是由于波浪的不断冲刷使得整理分析工作

难以开展②。有证据表明，在大约１６４０００年前，尖峰地区 （现属南非）的

早期现代人就已广泛利用海洋资源。贝类收集似乎是人类对海平面起伏做

出反应的一部分。海平面起伏迫使这些人扩大家乡的范围，并随着海岸位

置的变化进行转移③。几乎同时，尼安德特人在西班牙南部的托雷莫利诺

斯 （Ｔｏｒｒｅｍｏｌｉｎｏｓ）的沿海水域采集贝类④。考古研究揭示了一种大体的变

动，即海洋资源开发从近海向离岸地区转移。早在１５００年前的加利福尼亚

海岸，海洋鱼类就变得愈加重要。⑤ 在瓦登海 （ＷａｄｄｅｎＳｅａ）也发现了类

似的模式。⑥

但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局限于

地方和地区层面。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人类活动通过影响诸如全球营养和

水循环等进程而扩及全球范围。人类活动的痕迹不再局限于人口稠密的地

区，而是遍布大洋。⑦ 举个例子，即便在最偏远岛屿的海岸线以及深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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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积聚有塑料碎片。① 约翰·洛克斯特罗姆 （ＪｏｈａｎＲｏｃｋｓｔｒｏｅｍ）和他的同

事们②宣称，人类活动已经加速到可以推动地球超越其 “行星边界”（ｐｌａｎ

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的程度。“行星边界”这个术语是指全球系统各种交替状

态之间的阈值。一旦越过此边界，系统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不可逆转

的环境变化就会发生。目前，包括海洋领域在内的许多生态和社会生态系

统已经假定了此阈值的存在 （参见弹性联盟和圣费菲研究所的阈值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世界已进入

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在这个时代，重要的研究方针是研究不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及其对

历史上特定海域的影响。跨区域比较海洋生物为了应对多重人类压力发生

的改变 （强度和方向），对于理清各种长期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

帮助的。例如，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东南亚海域几乎所有生态分层

中可捕捞鱼类和无脊椎动物都被捕捞过。③ 但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印

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些地方仍然可以找到近乎原始的海洋系统。这时大西洋

海域已被工业捕鱼活动影响了两个多世纪。特别是来自辽阔、偏远且较晚

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或地区的数据可在区分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 （包括

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比如马达加斯加、新西兰

和南极洲的数据。相比那些靠近大陆的海洋，人类对这些地方的显著影响

要相对晚些。最近对澳大利亚珊瑚礁的研究表明，将自然变化与人类导致

的环境变化区分开是完全可行的。④

尽管一些类似动因在全球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大多数生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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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由一系列对于具体区域而言或多或少独一无二的相互作用引起的①。

为了解资源和社会经济禀赋如何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人们创造了特定的开

发模式，这就需要发展海洋环境生物区域史。这也将提供关于 “过去”的

更加全面的观点，比如海洋动物种群的历史基线。这将提高我们阐明理想

的生态状态和管理建议的能力。②

在这一研究领域，必须特别注意全球化的作用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数

百年来，全球化进程对海洋资源开发已有深刻影响。对海洋资源的追求，

是欧洲向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扩张的重要特征。北极的海洋哺乳动物、

加勒比海的海龟以及从冰岛到纽芬兰的鳕鱼只是当时深受欢迎的物种的冰

山一角。③ 同样，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食品和药品市场在从地区到世界

范围内搜寻海洋生物已逾数个世纪。比如，在２０世纪工业化捕捞的３００多

年前，人们就可追溯印度尼西亚望加锡海参的捕捞和贸易的发展。此地的

海参资源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经枯竭。④ 经济收益只是故事的一方面。对

于特定产品不断变化的偏好、对新地区的开发、技术创新都在不断扩大的

海洋资源搜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必需的研究

在人类定居的各地区，海洋资源开发的模式如何？其中有哪些物种受

到影响？在非洲发生的事件与亚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以及最近才有人

定居的偏远岛屿的历史有根本的不同。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将最早的考古

记录与历史和现代信息资源整合起来，以确定人类定居海岸以来对海洋资

源的利用模式。研究全球化和不断改变的消费模式的作用可以提高我们对

资源利用的理解，我们要把全球范围的资源消耗和地方需求联系起来。我

们也需要研究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特别是对可持续收获的海产品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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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种变化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它们是由大众意见、经济力量，还是由

我们至今还不甚了解的其他文化因素引起的？

二　被改变的海洋生态系统

（一）灭绝、物种减少和栖息地的变化

　　海洋领域的物种灭绝和资源消耗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 （例如①）。我们

现在大致已对全球已灭绝的海洋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有了一

个相对准确的了解。② 许多物种在其分布区域内已被消灭或几近如此，例

如地中海的几种鲨鱼和鳐鱼种群。③ 其他种群已经耗竭到了一定的程度，

以至于不能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以前的作用，比如一些滤食动物分布量的减

少。④ 为了真正了解这些变化的程度，应该研究海洋不同海域、不同时段

的长期生物多样性丧失。此研究应该包括重建海洋动物种群数量在十年、

百年、千年内的动力机制。⑤ 一些研究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知识，

比如对西大西洋鲨鱼种群变化的研究⑥和对不同海域大型捕食型鱼类数量

的研究。⑦ 到目前为止，多数史学研究聚焦于被开发利用的高营养级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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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而中低营养级的生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①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被开发利用的大型物种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更易获取。但是也有证据表明

人们在历史上曾对无脊椎动物进行过连续开发。② 此种开发究竟是如何形

塑了生态系统的状态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海岸和海洋栖息地的变化是个值得更多关注的相关问题。尽管这类研

究不如种群变动研究显著，但已产生重要成果。比如洛兹 （Ｌｏｚｔｅ）和其同

事重建了世界范围内的河口和沿海海域变化的时间线、原因和影响，并且

发现了栖息地被破坏、水质退化的模式以及入侵生物的影响。③ 其他研究

还聚焦于亚德里亚海的亚潮带藻类森林④和苏格兰沿海地区两个世纪的

变化。⑤

必需的研究

在未来，一个主要的研究途径是要将地理空间数据、显示沿海和海洋

栖息地的历史地图与来自考古、历史和遗传学关于历史上物种分布和分布

量的信息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栖息地变化的非直接原

因和影响，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管理也有价值。我们需对全部层级的物种

进行研究，包括中低层级，以描绘它们被开发的模式和规模；研究时段最

好是从人类首次定居直至现在。

（二）种群数量、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从前受到影响的物种、栖息地和生态环境已经或正在对新的管理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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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回应。这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实例。举个例子，近４０年对新西兰海狸

（ａｒｃｔ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ｆｏｓｔｅｒｉ）数量的保护开启了这一物种经历了波利尼西亚 （Ｐｏｌ

ｙｎｅｓｉａｎ）定居者首次捕猎和欧洲航海者①的６００年捕猎后的数量反弹。有

趣的是，同样的保护制度对新西兰海狮 （ｐｈｏｃａｒｃｔｏｓｈｏｏｋｅｒｉ）的恢复没什么

作用。此物种的成年雌性返回其出生海滩的行为限制了它们将繁殖数量扩

大至之前的水平。②

对生态恢复的研究与向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建议有着十分显而易见的

关联，因为它为目前的海洋资源管理提供了历史性视角，并且告诉他们到

目前为止哪些工作有效哪些无效。鉴于海洋系统的管理方法正在朝着基于

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方向发展，因此亟须针对生态系统功能和变化提出

长期的、历史性的观点。③ 这种工作的一个有趣实例是研究者对最近 ７００

年来夏威夷珊瑚礁的社会—生态互动的重建。此研究揭示了以前未被发现

的恢复期，这些恢复期与社会体系的一系列潜在复杂变化有关，导致礁脉

从直接的人为压力源中被释放。④

必需的研究

未来的调查研究应继续评估已退化的生态系统和已枯竭资源储量的适

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其目的是使它们从人类影响中恢复过来。目前已有相

关研究，即针对海洋资源如何从历史上与开发有关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的研

究。⑤ 但我们更需关注有哪些物种、生态系统特征和管理活动有助于这种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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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海洋系统的认知、治理与管理

人们如何看待和评价海洋环境及其所提供的资源，决定了海洋领域的

个人和集体偏好、行动以及策略。史料中对沿岸和海洋环境的描述是文字

记录下历史感知的最佳实例。在其他资料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成功地

利用这些描述建构不同时段的海洋种群分布量的变化。①

不同的认知和评估体系构成了治理和管理海洋系统的基础结构。对治

理结构的研究必须与对认知和评估的研究联系起来，以便于了解是什么会

在不同时期驱动或者已经驱动了海洋资源开发及其管理的途径。为了清晰

地分析，区分治理和管理就变得重要了。治理所描述的是一种社会功能，

它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向着理想的结果，避免非理想的结果为核心。它涵盖

了基础目标、体制进程和结构。当进行管理时，这些将作为规划、决策以

及设定阶段状态的基础。管理指的是人力和物力资源被用于在已知的体制

结构中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②

有一种观念，即海洋似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来源，长期主导着海

洋治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相对缺乏治理海洋的制度。然而人类也存在

传统的、长期的管理制度的范例，它们规范了对珍稀资源比如珍珠牡蛎、

海参或钟螺科的开发。在太平洋以及东南亚部分沿海地区，贝类开发在现

代渔业管理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例如，印度尼西亚沙西捞特 （Ｓａｓｉ

Ｌａｕｔ）政府通过对收获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来管理对海洋资源的获取。类似

于利姆海峡等欧洲近海水域的管理规定维持着数百年来的渔业发展。③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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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不是什么万灵丹，但是全球性的研究还是认为传统

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具有可能支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①

必需的研究

不同地区对海洋系统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治理和管理的，以及这

些认知是如何随着时间演进的？我们能否确定历史上以社区为基础的海洋

治理和管理方法与现代海洋管理相关？

四　新兴的方法论取向

一些新兴的方法论取向预计会对未来海洋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它

们不仅包括概念上的发展，例如史学分析中对于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应

用，或是将诸如性别和平等问题这类社会议题纳入考虑；也包括新的生物

物理工具，例如不同种类的分子和稳定同位素分析。这些取向对于自然科

学来说不一定是陌生的，但是它们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有望提高我们分析

和评估海洋系统及其生物体随时间变化的能力。

（一）将生态系统服务理念应用于历史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是从具体的生态组成部分和进程中获得的一系列潜在利

益：从鱼类供给到海洋缓冲气候变化的能力。环境变化显著地改变了海洋

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水平，但在多大程度上还很不清楚。我们需要提

高我们对历史上海洋系统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了海洋系统生产力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了解，并且要知道这如何影响了海洋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生态系统服务概念重视的是与人类利用有关的自然。通过承认生态系

统作为必要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它将生态系统同经济和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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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计和福利联系起来。① 因此，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供了评估海洋系

统价值的方法，尽管这不一定是经济上的估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生

态变化如何导致了社会收益的变化②，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供了比较这些

随时间变化的价值的标准化方法。

尽管许多史学研究明显与生态系统服务和收益有关，但是生态系统服

务概念本身在此学科中很少应用。一个例外是：随着首批毛利人定居后的

捕猎以及欧洲在１９世纪早期的捕鲸，新西兰海洋哺乳动物减少了③。这两
种文化都将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看作可捕获的有价值商品，因此这些海洋哺

乳动物的数量最终急剧下降。④ 现在，这些物种得到了保护，其作为供应

服务的价值已降为零。相反，海洋哺乳动物现今由于其精神和存在价值受

到珍视，人们可以直接从陆地、海洋和空中观察它们。它们被当作研究和

教育活动的主题。另外，人们现在获知鲸鱼在生态系统调控中起着重要作

用。⑤ 像这样的研究分析展示了一个事实：生态服务理念可以作为分析环

境变化对社会影响的普遍性框架。

（二）发展指标

指标是生态系统或社会系统或其组成部分的特征，如物种、种群、网

络和社会群体，它们指向一种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衡量和估量的系统状态或

动态。由于生态系统固有的复杂性，指标的使用有助于用更简单的术语来

描述它们及其变化。如果选择得当，指标可以追踪跨时间、跨物种或跨地

区的变化，并可以告知管理者和普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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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化的最基本的生态指标之一是人口分布量的变化。这不仅可用

于衡量随着时间变化人口分布范围是扩大还是缩小，更可以衡量个体数量

的减少或增加、它们的生物量、平均规模或年龄。① 这些指标已被应用于

历史上的各种记录。例如，贝冢考古记录就揭示了７００—２６００年前，白鲟

的相对分布量、体积和年龄，这是以它们的骨频率和齿骨宽度为基础得出

的。② 历史上的捕鲸地图和日志也已被用于重构由于１９世纪捕鲸者而造成

的北太平洋露脊鲸 （Ｅｕｂａｌａｅｎ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的快速消耗。③ 自 １９世纪以来，

整个地中海的渔业收获和捕捞数据就已被用于分析鲨鱼的单位渔获量

（ＣＰＵＥ）④。极少数情况下，可以将此类分析扩展至１７世纪早期。⑤ 其他基

础性的生态指标则是生态系统中物种基本的存在或缺位、功能集团的趋

势、营养习惯的变化以及所处位置。⑥ 生态指标的未来发展将朝着指标标

准化和估值化的方向前进，以及发展可影响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的参

考基准 （目标、阈值、极限），以通报给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者。

社会指标预计将会在未来在沿海和海洋系统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评估和

管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指标可以是定性或定量的，并且可被用于描

述社会体系的状态，以及社会体系的动力和进程。状态指标测量目标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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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流感受、它们的可获得性或资源开发的社会网络，过程指标则评估一

段限定时间内的具体行动、变化或功能，诸如参与、冲突解决或制度变

迁。① 社会进程指标可通过确定指标，比如会议数量、参与程度和涉及的

社会网络的特征，用这些来评估沿海和海洋资源的管理与决策制定。

这些指标预计将在之后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这些指标的使用便于定期测定关键的生态、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态进程，

以便更好地理解系统的变化及变化的潜在原因。②

（三）建模方法的运用

此领域的一个主要研究议题是如何将历史知识和生态系统建模整合到

一起，包括对过去和未来的应用和模拟。未来将迎来建模技术的发展，这

将提高追算生态系统动力以及确保预测可能性的能力。③ 鉴于模拟历史上

海洋生态系统的能力对于理解当下和预测未来十分必要，所以我们必须发

展定性和定量模型的比较分析。这些分析将会受到急需考虑生态、经济和

社会维度变化的挑战。④

学者已经采用或改造定性和定量模拟技术⑤，以模拟昔日海洋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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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例如在缅因湾，人们就利用定性建模来确定海藻丛林营养结构的有区

别的和连续的阶段。① 学者们使用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及渔业数据来记

录大量上层消费者的觅食目标序列及其耗减，这种耗减导致了营养级的功

能性丧失，并且产生了营养级联。营养级联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② 在亚德里亚海，定性建模同样被用于描述海洋食物网的历史变化。

此研究分为１０个历史阶段，从公元前１０００００年人类出现之前开始到公元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的人类全球性扩张。③

在之前的生态系统建模中，科学家们在 “回到未来”的思路下建立起

一种有趣的方法。④ 此方法的目的是评估历史上的生态系统，并将之作为

确定可能的恢复目标和设计生态系统重建方案的工具。为了重建加拿大纽

芬兰１４５０年、１９００年、１９８５年以及 １９９５年和英属哥伦比亚 １７５０年、

１９００年、１９５０年以及２０００年的生态系统，人们发展出了两项了不起的应

用。这两项研究都突出了自与欧洲接触以来海洋资源的常规消耗，以及食

物网在时间长河中的重要结构和功能变化。

（四）分子工具的应用

分子遗传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海洋生态的认知。已有调查显示，

海洋生物种群为回应自然和人为的驱动因素而作出了广泛的适应性改变。

还有研究显示，几种物种的预估种群规模比统计的规模小不少，这与管理

和保护极为相关。⑤ 关于分子研究被运用于历史上的生态研究的著名范例

是罗曼 （Ｒｏｍａｎ）和帕朗比 （Ｐａｌｕｍｂｉ）对于北大西洋座头鲸 （Ｍｅｇａｐｔｅｒａ

ｎｏｖａｅａｎｇｌｉａｅ）、长须鲸 （Ｂａｌａｅｎｏｐｔｅｒａｐｈｙｓａｌｕｓ）以及小须鲸 （Ｂａｌａ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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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ｕｔｏｒｏｓｔｒａｔａ）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用分子标记估算开发前这些物种的分

布量。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目前的种群数量远远低于原先的规模①，（尽

管在最近的综述中，帕朗比小心地对他们研究中仍不明确的时代和不确定

的数字进行了说明②）。一种遗传学方法也被用于评估东太平洋捕鲸时代来

临前灰鲸的分布量。其结果与基于捕获记录的种群数量有很大差别。后者

认为，种群数量已得到充分恢复。③ 两个例子都展现了分子工具在确定海

洋种群管理基线和种群消耗恢复方面的运用。

分子工具在推动理顺自然和人为驱动因素的讨论上也有巨大潜力。最

近一项研究利用了位于黑海的港湾鼠海豚 （Ｐｈｏｃｏｅｎａｐｈｏｃｏｅｎａ）的遗传学

数据。它有能力重构由于近来的人类活动而导致的种群数量的崩溃，还能

够重构５０００年前自然环境变化造成的数量增长。④

分子分析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生物入侵的研究。生物入侵是人类活动

对海洋生态最严重的威胁之一。⑤ 分子分析提高了我们对与生物入侵相关

的历史进行推断的能力，一些关于海洋物种隐源性状态的长期性问题得以

解决，并为海洋生物区种群结构的恢复提供了办法。

（五）推进文献记载和口述史研究方法

传统上，文献的出处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模式。港口记录、日志、税

收分类账是量化信息的典型来源，然而，采访、书面记忆或报纸报道可以

同时提供定量和定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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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目击证词，它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获取过去和当下海洋环境和

渔业的信息。个人或团体通过证词分享他们对过去事件或经历的看法和观

点。口述史有助于收集这些过去的记录，并且有助于利用资源使用者所积

累下的、传统的以及当地的环境知识，① 如果口述史被录音记录或誊写下

来，这种信息可适用的时间跨度将远远超过现今生者的记忆。在过去三十

年里，关于口述史的科学文献迅速增加②。但在萨恩斯·阿罗约 （Ｓａｅｎｚ
Ａｒｒｏｙｏ）对于渔民记忆的变动基线的开创性研究③、帕洛马雷斯 （Ｐａｌｏｍａｒ
ｅｓ）及其同事基于历史叙事中大量信息的构建研究，以及采用针对采访中
所收集信息的模糊逻辑方法之后④，方法论方面的进步似乎放缓了，尽管

口述史的价值已得到清晰的展现。⑤

定量数据创建的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重要方面。定量信息通常

丰富且具有洞察力，但是信息的选择性和代表性难以控制。此乃历史学科

的核心问题，因为历史学重视揭示偏见的批判性研究。一个基本的社会科

学方法———定性数据编码———在这方面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编码包括搜寻

在档案或采访记录中的新题目和关键词，以及他们使用独特编码所进行的

描述。这使得对题目的定量频率分析变为可能。

最近几年，话语分析、元分析和数字表达已经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大

量方法论的和技术方面的工具，帮助他们全力解决大规模增加的信息。将

大量数据组织起来进行地理、时间和话语分析的 “大数据”工具有可能会

引领历史解释进入新的广度和精度。海洋环境史还尚未完全接受这种新型

研究方法的潜力。海洋环境史在运用数据库以及地理信息工具来研究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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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口述和文献资料方面的潜力尤为巨大。

（六）性别透镜的利用

通常说来，渔业被认为是由男性所主导的。①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

会内部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社会性建构：男性通常被视为提供者，女性则

负责照顾家庭和家人。这还与传统的观点有关，即渔业指的是用特定装

置，如线和网来捕鱼。在海岸线和礁石中所进行的搜集很少被视为渔业②。

除此之外，人们经常认为渔业在很大程度上要在公共场合运作，这是一个

通常由男性主导的领域。相反，女性主导的私人领域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受

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勉强维持生计和小规模的渔业中，加工还有经营以

及后勤包括财务问题都是在家中或经由家庭网络进行的。只分析公共和正

式场合的实践忽略了女性的作用，也忽略了渔业操作前的组织和准备

工作。③

这有两个主要含义：忽略女性在渔业中的作用会导致低估渔业压力，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它还导致对女性在渔业中做出的社会和经济贡献的低

估，特别是加工和其他带有附加值的活动。④ 性别透镜可以增加我们对于

海洋资源开发史的了解。区别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责任、机会和机遇将给

予我们一幅关于获取和控制海洋资源的更加完整的图画。⑤

自纳达尔 －克莱因 （ＮａｄａｌＫｌｅｉｎ）和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联合出版关于渔

业中女性的作品以来⑥，相关文献增长迅猛。其中一些出版物关注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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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收集中的角色①、收获前后的活动②或是在治理和管理海洋资源中

的作用③，其他一些则是概念上的贡献，比如尤达尼斯 （Ｙｏｄａｎｉｓ）对于渔

业社区中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④ 近来的研究还高度关注女性对物种和环

境变化的深入认识。比如，来自新西兰的口述史便揭示了妇女们曾发挥过

重要作用，六七十年前她们通常在儿童的陪伴下在浅滩、易于取得收获的

海岸收集海货。⑤ 妇女们的认知证实了鱼类和贝类十分丰富，并使得捕获

和收集这些物资更加容易。

其他研究则着眼于男性气概及其与渔业的关系。法比恩尼 （Ｆａｂｉｎｉ）⑥

描绘了菲律宾的非法捕鱼是怎样给予年轻人以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同时，

阿利森 （Ａｌｌｉｓｏｎ）指出，渔业社会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异的文化在世界各地

的渔业社群中塑造着相似的 “海洋男性气概”。⑦ 在最近的一份出版作品

中，施韦尔特纳·马涅斯 （ＳｃｈｗｅｒｄｔｎｅｒＭｅｚ）和帕维吕森 （Ｐａｗｅｌｕｓ

ｓｅｎ）⑧ 呼吁对男性和女性不同角色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随时间演进的

海洋资源开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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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历史分析的范围

在 ＨＭＡＰ的主持下，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形成了１２个地区性的和３个基于

物种的项目。这些项目揭示了２００多份已出版的同行评议出版物中所贡献

的大量史学信息。然而，即使这样的协同作业，也无法在全球范围进行关

于人类与海洋互动的研究。为了解全球以及更小范围内人类与海洋生物互

动的历史，历史研究需要扩展至新的地理空间范围。

科斯特洛及其同事们已经识别出许多在海洋生物普查中很少受到关注

或未受关注的地区，比如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印度洋的河口、沿海地区和

珊瑚礁，南美和印度洋的大片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栖息地，包括冰封水

域、海沟以及一些深海区域。① 就史学研究而言，这一缺失清单甚至更长。

迄今为止，南美洲都是很少受到关注的地区之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

研究关注这片大陆的环境史，但这些研究几乎完全着眼于陆地。值得注意

的例外之一是佩里 （Ｐｅｒｒｉ）的研究，他研究了西班牙对库瓦瓜岛———位于

如今的委内瑞拉———牡蛎层的过度开采。② 其他研究涵盖了１８００—１９７３年

秘鲁鸟粪产业的生态史，及其与世界上最大规模工业化捕鱼，即对凤尾鱼

的捕获的关系。③ 埃迪等学者已经对４００年来人类捕捞对智利胡安费尔南

德兹群岛龙虾的影响进行了研究。④ 但是历史研究还未涉及这片大陆的大

部分沿海地带和海域。

对非洲大陆来说，情况也差不多。但南非属于例外，针对南非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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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学研究，包括对商业捕捞物种长期趋势的研究①，以及港口和渔业

的历史。在概述南非的海洋和河口研究时②，作者指出，南非不仅拥有许

多种群集合，还拥有世界上关于岩石海岸、沿海水域和河口生物多样性的

最佳数据。③ 显然，进一步的史学研究可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料。也有一些

针对罗德里格斯岛的史学研究，包括对变动基线的研究。④ 但是我们尚未

知晓针对其他大陆的、关于海洋环境史或历史生态学的研究。

极地地区当然是另一个拥有丰富海洋资源开发史的地区：几个世纪以

来，捕鲸、捕猎海豹以及搜寻鱼类将人们带至此地。捕鲸史受到了一些关

注，例如在阿凯博德 （Ｈａｃｑｕｅｂｏｒｄ）的论文中，他分析了数千头鲸鱼和海

象的消失对其他哺乳动物的影响。⑤ 其他研究评估了大规模猎杀鳍足类动

物和鲸鱼所造成的生态变化和种群数量变化趋势。⑥ 学者们用捕鲸记录来

确定南极海洋冰层范围的缩减⑦，同时还针对环境因素对捕鲸行为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⑧ 然而，对这些地区还可以进行大量研究，以扩展我们的认

知，即了解这些地区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被资源开采所改变的。

我们对海洋的第三维度———深海区———知之甚少。⑨ 尽管大多数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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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沿海地带已被开发了数个世纪，但大约在１００年前，渔民以及海洋

科学家对深海还不甚了解。与此同时，例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荷兰斯内拉斯

（Ｓｎｅｌｌｌｉｕｓ）考察队，以及丹麦和挪威的多次深海考察，使得从２０世纪初到

６０年代深海考察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嘉士伯基金会于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０年的环球海洋学考察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就

是一个范例，即全球生物地理学是如何在世界大洋深海资源开发产生真正

影响力之前形成的。① 如今，这其中许多地区由于多样的海洋资源而被开

发。这种早期的努力值得仔细探究，以便为如今的海洋管理提供参考坐

标点。

另一个关注焦点应是在历史上资料丰富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海域有

大量文字材料可供获取，包括珊瑚三角区。此地区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中心，前殖民政权记载了部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贸易记录。尤其对于从

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现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荷兰和德国的图书馆和档

案馆中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而且其处理工作刚刚开始。② 日本和中国也

有保存记录的长期传统，并且与海洋联系紧密。处理这些数据也会提高我

们对早期资源开发驱动因素的理解，这些因素生成了至今仍旧重要的网络

和贸易路线。

六　展望

考古和历史研究对于促进我们的理解———对于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演

变以及它们与人类在时间长河中互动的理解———作用仍然巨大。它们不仅

有助于我们辨识系统的模式和趋势，还有助于量化海洋生物的开采数量。

尽管本文的目的是确立新的研究议程，但我们还需指出，为了落实议程，

有必要确立新的制度安排。为了完成个体性的项目 （这些项目可能因资助

穷尽而告终），我们建议建立一个海洋史研究的全球性研究网络：“海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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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Ｐａｓ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ＰＩ）。这将会为全世界对历史研究感兴

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以实际讨论相关问题的平台。ＯＰＩ可以提供一把伞，

在这把伞下已经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项目和倡议可以连结起

来，并使得它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决策制定者和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所知。

这样一个网络也愿意承诺为研究团体协调资源并提供有用的信息，比如传

播关于拨款通知和筹资机会的消息、本领域近期的论文信息，通告已成功

的项目，并为海洋史研究相关课程的学生推送信息。向此方向迈出的重要

的第一步即是建立 “海洋史平台”（ＯｃｅａｎｓＰａｓ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ＰＰ）。这是一个

由欧盟支持的科技协作行动 （ＣＯＳ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此项目旨在帮助欧盟成员国的研究人员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实现协作以促进

研究），其目标是衡量和理解海洋生物开发和加工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和价

值，以帮助塑造沿海地区和海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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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大气研究所海洋生态部；亨·奥伽维尔 ［ＨｅｎｎＯｊａｖｅｅｒ］，

爱沙尼亚海洋研究所；布·波尔森 ［ＢｏＰｏｕｌｓｅｎ］，丹麦奥尔堡

大学社会科学系；马尔科姆·塔尔 ［ＭａｌｃｏｌｍＴｕｌｌ］，澳大利亚莫

道克大学莫道克商学院。译者张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

士研究生。）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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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饮品：啤酒、青岛与全球生态

侯　深
（王晨燕 译　侯深 校）

　　摘要　本文将追溯中国青岛啤酒厂最早５０年间的环境史，考察这

种外国饮料怎样改造了当地的景观、工业化当地的水源、在国内外创

造了腹地。此外，本文将探索啤酒与它所在的城市———青岛这座由德

帝国主义者控制的通商口岸和基于现代大众消费、全球性文化的 “花

园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　引言

中国拍摄的第一则胶片广告发行于１９４７年，这部短小的黑白影片旨在

推销青岛啤酒 （ＴｓｉｎｇｔａｏＢｅｅｒ），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之一。当此广告发行

之时，青岛人口尚不足百万。在广告中，它被描述为一个 “中国花园都

市，可是在这花园都市里也有优秀的工业区”，这暗示着自然和技术的和

谐融合。① 像城市一样，与之同名的啤酒成为一种自然的灵丹妙药，满溢

健康、强壮的自然养分，同时又明显是现代的、技术的。

而今，饮酒者必然会质疑这则广告宣传啤酒正面医学效应的陈旧主张，

例如它宣称青岛啤酒之好，在于其能治愈脚气。广告中那种过时而夸张的

方式也令人发噱。专治文化史的学者则可能会在这则胶片广告中，发现遭

·６９·

① 这则胶片广告的原始拷贝藏于青岛啤酒博物馆，青岛。可以在这一网址查到：ｈｔｔｐ：／／
ｖｙｏｕｋｕｃｏｍ／ｖ＿ｓｈｏｗ／ｉｄ＿ＸＭｊＵｗＭｊＱ０ＭＴｋ４ＮＡ＝＝ｈｔｍｌ？ｆｒｏｍ＝ｓ１８－１－１２，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１９
日访问。



到净化和压抑的远东殖民遗产的记忆，毕竟，啤酒是１９世纪末德国强占胶

州湾的产物，而这则胶片广告却忽略了此事实。① 可是在环境史学者看来，

这则广告的格外有趣之处在于，它讲述了关于啤酒、自然、技术、现代都

市，以及全球市场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用批评性的目光来看待，

这一叙事可以将我们引入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发展背后互相纠缠的现

实：在现代化、城市化、大众消费导向的故事徐徐展开时，出现了许多意

料之外的后果。

胶片广告开始未久便出现了深藏于城市一角的崂山瀑布，水自悬崖飞

流直下，落进生产线上整齐排列的啤酒瓶中，最终流入人们腹中。此外，

还有让人愉快的城市海景和阳光。无疑，生产这种 “自然灵药”要依靠对

自然财富的开发，许多地方———有荒野也有耕地———因此被改造成为处于

从属地位，受到高度管理的景观。对青岛啤酒历史的研究会引领我们看到

潜藏在啤酒生产背后的水、植物、土壤、肥料、农药、工厂、城市发展、

污染、废弃物的完整全球网络，也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同这一欢快的人类发

明相伴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啤酒是如此受人喜爱，要对之作出这般审慎甚

至挑剔的检视殊为不易。即使如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们又无法对其

文化、生态层面的全球影响视而不见。②

现在，全世界的啤酒年产量总共是２０００亿公升，在生产和消费上居于

首位的都是中国，其消费量是第二啤酒饮用大国美国的两倍，紧随其后的

是巴西和德国。青岛啤酒有限公司现在是全球５００强企业之一，规模居世

界第五，２０１４年的产量是９４５亿公升，所酿造的啤酒销往１００个国家。③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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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青岛的殖民记忆和遗产有着丰富的文献，特别是在青岛的本地研究者当中，最著名的

是鲁海。

目前关于啤酒生态影响的历史研究还很稀少，然而环境科学研究者已经完成了对啤酒当代

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包括它对水资源的消耗和这一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参见 ＰｅｔｅｒＡＫｏｐｐ，
Ｈｏｐｔｏｐｉａ：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ｅｅｒｉｎＯｒｅｇｏｎｓＷｉｌｌａｍｅｔｔｅＶａｌｌｅｙ，Ｏａｋｌａｎｄ，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 （ＲａｃｈｅｌＣａｒ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ｅ
ｔ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啤酒的历史、题为 “酒吧间”的博文，包括杰弗里的一篇对贮藏啤酒全球

化的有趣分析：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ｇｅｒＢｅｅｒ”，ｈｔｔｐｓ：／／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ｏｄｓｏｒｇ／２０１７／１１／３０／ｔｈｅ
ｔａｐｒｏｏｍｊｅｆｆｒｅｙｐｉｌｃｈｅｒ／，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访问。

中国国际啤酒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ｉｃｅｎｔｃｏｍ／Ｌｉｓｔａｓｐ？ＩＤ＝６４５７０，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０日访
问；青岛啤酒博物馆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ｔａｏｍｕｓｅｕｍ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访问；
青岛啤酒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ｔａｏ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访问。



青岛啤酒的起源不仅在于德国精明的酿造者，也在于德国对中国的帝

国主义政策。１８９７年开始，山东部分沿海地区成为德国权力和文明的前
哨。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被迫离开中国，他们对这片地区的控制

权却转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后者的占领维持到了１９２２年，在１９３８年

卷土重来，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１９１６—１９４５年间啤酒
厂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战后，中国恢复了对此海湾毫无争议的所有

权，也将在彼处酿造的外国啤酒收归己有。经历了所有这些动荡的政治事

件，青岛啤酒继续自酿造厂里滚滚涌出，赢得了越来越多热情顾客。

本文聚焦于青岛啤酒发展史的头５０年，彼时它尚在草创阶段，挣扎求
存。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划分成德据 （１９０３—１９１６年）、日据 （１９１６—
１９４５年）、中华民国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三个阶段。虽说存在政治差异，然
而这三个阶段讲述的故事具备惊人的连续性，也分享着共同的驱动力———

它们都力图通过开发和 “改进”自然，以充分满足人之常情的嗜好。即使

如此，在第三个阶段中，啤酒必须变成中国的，而非德国或日本的。中国

的啤酒酿造者急于挣脱那段殖民地卑屈过往的束缚，有信心用本地的水土

创造出自己的摩登饮品，尽管他们相当希望运用外国技术实现这一点。

啤酒业成长的同时，城市也在成长，这对中国而言预示着一种新城市

主义的来临。在生态层面，这意味着新的城市将打破时令寒暑、河水流向

及丰枯和土壤贫沃对当地发展的限制，打破乡土或地区的交通局限。它不

复一种在面向内陆的农业基础上奠定的城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新城市

如青岛，眼光向外，着落于大洋及其彼岸的其他大洲、全球市场和资源

上，让整个地球都成为其某种程度上的生态腹地。②

而在此新城市主义内部，有些微妙的文化变迁与生态层面的变革互相

交织。啤酒对这座城市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是现代化生产的典范，是对

人类劳动、自然资源的新的开发方式，或是创造了新的经济实力与社会阶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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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这一主题，出现了许多中文和德文的著作、文章。描述德国将青岛转变成 “模范殖民

地”的努力和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抵抗的最全面著作是 ［德］余凯思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

统治与抵抗》，孙立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中文著作是朱建君
《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在其经典之作 《自然的大都市》一书中，威廉·克罗农提醒人们注意城市及其生态腹地，

和城市的扩张给这些偏远区域带来的转变。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ｒｏｎ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ｓ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Ｗｅｓ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１。



层。它的意义远超于此。啤酒日益增长的消费至关重要，伴随这种大众消

费而来的，是对快乐、放松、自由、海滩、阳光的体验，它代表了中国历

史上一种新的城市形态，一座花园城市。此处，“花园城市”的概念所指

并非埃比尼泽·霍华德 （ＥｂｅｎｅｚｅｒＨｏｗａｒｄ）设计的、有着清晰社会与经济

维度的乌托邦，而是一座凸显其自然环境和休闲氛围的城市。① 青岛啤酒

变成了青岛塑造其自我形象的中心部分之一。然而要实现这一形象，这座

城市就必须显著地改变眼前的景观，并且改变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１９４７年，关于青岛啤酒的胶片广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述环境变迁故

事的出发点。它始于对这样一座城市的鸟瞰———由红瓦顶的巴伐利亚式建

筑组成，它离热闹的海滩只有几步之遥。名声遐迩的啤酒随后登场，冒着

气泡，闪闪发光，味道香醇。我们的下一站是在城市东边若隐若现的崂山

山脉，回到种植着大麦和啤酒花，给啤酒提供关键原料的低地和绿野。我

们接着前往啤酒厂的发酵室和生产线、城市酒吧的霓虹灯下、微笑举杯的

男男女女，最后是像瀑布般倾泻下来的瓶子和瓶装啤酒。如那则广告所

示，青岛啤酒给当地人带来了许多清凉痛快的畅饮和愉悦的记忆。它让这

些人成了更大世界———同时包括自然和文明———的一部分。这一点相当清

楚：由于啤酒在市民集体记忆和城市赋税收入中的地位，青岛和它的啤酒

已经密不可分。

二　在大地边缘

在２０世纪之前，这里既无灵药，也无花园城市。在这片海滨生活着少

量渔民和辛苦谋生的农民，淡水和植被都不算丰富。之前的胶州湾沿岸并

未出现过人口稠密城市，其原因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对和其他亚洲邻国之

间关系的兴趣远比对太平洋的兴趣浓厚得多。

１８９７年，就在德国租借胶澳创建第一块远东殖民地之前，水利工程师

乔治·弗朗鸠斯 （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ａｎｚｉｕｓ）被其政府派往此处，调查自然资源的状

况和胶州湾内部及周边海陆运输的前景。他的旅途始于香港，一路北上。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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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ｂｅｎｅｚｅｒＨｏｗａｒｄ，ｅｄ，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Ｌｏｎｄｏｎ：ＦａｂｅｒａｎｄＦａｂｅｒｌｔｄ，１９４５前言由
ＦＪＯｓｂｏｒｎ撰写，介绍性文章由ＬｅｗｉｓＭｕｍｆｏｒｄ撰写。



他对中国的认识颇丰，在１８９８年由德国殖民地协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于柏林举办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讲，自称感觉已是半个中国人

的程度。① 他积极主张将青岛这一地点选作德国的殖民基地，原因是它能

够同拥有农业和采矿业的山东内陆建立联系，而这有利于未来的发展。②

他设想有一天这里会出现便利的铁路和远洋运输，让胶州湾变成一个精心

设计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另一个明确的优点是这里的天气，在夏天凉

爽宜人，在冬天也不算太冷。

可是在对自然环境的描述中，弗朗鸠斯警告他的德国同胞，不要对这

一地点过于乐观。他的报告遍布 “单调”和 “荒凉”这样的字眼。虽说在

五月的晴天，红棕色的山丘和深蓝色的大海创造出了缤纷的交响曲，但是

“除此之外的人文景观少之又少，特别是植被状况很糟糕”。“初次踏上胶

州湾的东南角”，弗朗鸠斯写道，“感觉很是荒凉。低矮的小山丘和山丘之

间起伏的地形全部由片麻岩构成，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几乎以为置身于

沙漠”。后来的德国殖民者在报告里也埋怨海岸平原的严重森林采伐，强

调了植树和控制土壤侵蚀的必要性。③

这片土地上植被的匮乏显示出，在德国攫取它之前，人类对此处自然

的滥用。最早的农业足迹大概在６０００年前留下。在这座未来城市的北边和

西边，坐落着即墨和胶州这样的古代聚落，它们的历史都可以回溯到２０００

多年前。虽然这里的农业规模有限，但是数个世纪过去，人们对植被仍然

造成了持久的影响。１５世纪，青岛曾经拥有变成运行海内外贸易的国家港

口的机会，这可能会让其影响更加深远，但是随着国家关闭北方的海上交

流，这一前景以失败告终。④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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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乔治·弗朗鸠斯：《１８９７：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刘姝、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３４页。

弗朗鸠斯附和了著名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的观点，
后者推荐选址胶州湾为德国殖民地，虽然他从未亲身造访此地。见 ［德］李希霍芬 《山东及其门

户胶州》，青岛档案馆编译，青岛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１８９８—１９１４年间，青岛殖民政府向德国呈交了年度报告。它们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题

为 《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于新华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参见 Ａｇｎｅｓ
Ｋｎｅｉｔｚ，“ＧｅｒｍａｎＷａｔｅ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Ｑｉｎｇｄａｏ，１８９８－１９１４”，ＮＴ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４，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６，ｐｐ４２１－４５０。

关于青岛及周边区域早期前景的更详细讨论，见刘凤鸣 《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

路》，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德国人最终建起他们殖民前哨的那片土地狭长多山，土地单薄贫瘠。

四处都能看到光秃秃、遭受侵蚀的岩石，无法为雨水所渗透。最早的青岛

方志，出版于１９２８年的 《胶澳志》分析了各主要行政区的土壤类型和品

质，几乎在每一段里都用 “易于干燥而地味硗薄” “不毛之地” “土质愈

瘠”“不适于耕种”之类的措辞得出结论。① 甚至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晚期，
新成立的青岛农会在使命陈述的开篇就下了严厉的断语：“本地人贫地瘠，

向来生产食品不敷供给，仰仗输入。”② 彼时大青岛的人口超过７０万，核
心区域的人口则是５０万左右。③

青岛地区长久以来受其生态极限的约束，对土质较为肥沃的内陆城市

腹地而言，它处在世界的边缘。数千年来，占据这片地区的主要是一连串

沿海渔村。当德国人来时，最大的聚落是青岛村。据 《胶澳志》载：“青

岛村初为渔舟聚集之所，旧有居民三四百户，大都以渔为业。今之天后

宫、太平路一带，乃三十年前泊舟晒网之所，章高原驻兵，而后渐为小镇

市也。”④

胡存约是青岛早期最富影响力的居民之一，在而今仅存残页的 《海云

堂随记》中，他留下了关于德国人到来前此间聚落的唯一中文记述。⑤

１８９７年时，他清点了青岛村的全部店铺、餐馆、客栈，发现有６５个不同
的商家，大部分经营面向新开埠的烟台及１８９１年清朝在此处建立的当地驻
军要塞。这份商家清单上没有任何一种制造业。当然，此处也没有铁轨或

火车站。东边就是广袤的海洋，海上贸易的规模却很小。而在西边，只有

一条土路连接着这个主要从事渔业的滨海区域与其地区性的中心城市———

即墨，农民们肩挑车载，往来运输着鱼、蛤蜊、庄稼、丝绸，还有一些粗

糙的手工艺品，飞尘漫天。途中，他们会经过若干凋敝的小村庄，那里种

植着小麦，还有更多的地瓜和花生，这些来自 “新世界”的作物让利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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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琪：《胶澳志》，袁荣编纂，１９２８年铅本，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年重印，第１８０—１８２页。
《青岛市农业概况》，青岛市档案馆，序号：Ｂ００３８／００３／０１５３４／００３３，００２２。
青岛市方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人口志》，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９页。
《胶澳志》，第２６页。
《海云堂随记》从未正式出版，原本不存，部分内容被编入 《青岛党史资料》并出版。中

共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办公室编： 《青岛党史资料》 （第一辑），青岛出版局１９８７年版，第
３０９—３１５页。



缘土地变成可能。① 然而大部分土地仍然是贫瘠的，辅以战乱与贫穷，很

多土地撂荒，野草和灌木丛蔓延其上。

１８９９年这里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条土路上建起了一座名为毛奇 （Ｍｏｌｔ

ｋｅ）的德国兵营，为了满足身处异国的士兵的思乡之情，兵营对面建起了

德式的露天啤酒园，出售进口啤酒，当然可能还有著名的巴伐利亚烤猪

肘。② 同时，整个青岛发生了发生巨大变化。昔日定居此处的渔民和农民

们被迫迁移，高鼻深目的德国人开辟此间成为欧人区。曾经的土房茅舍被

红砖黛石的德派建筑所取代，曲折的土路为堂皇的德式马路所覆盖，砍伐

殆尽的山丘为异国的树种所遮蔽。热衷于排污与供水事业的德国人在这个

“模范殖民地”上设计了完整的上下水系统。为了攫取这些资源，新的铁

路开始铺设，新的港口开始建造，新的砖厂、纺织厂、造船厂、屠宰场开

始建立。总而言之，海陆交界处一座新的城市开始崛起。在１９０３年，青岛

的中国人数量是２８１４４人，绝大多数 （将近９０％）是男性，而欧洲人数量

达到了９６２人，还有１０８名日本人。③

同年，德国殖民者宣布，“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正着手建立一家啤酒

厂”。④ 精明的德国和英国商人创建了英—德啤酒厂，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

公司。他们投资４０万墨西哥银元，自德国进口先进的酿酒设备，在露天啤

酒园旁边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啤酒厂，几座敦实厚重的德式建筑出现在这个

昔年的城郊，开启了将贫瘠的平原改造成现代化工业经济体的进程。⑤

自一张拍摄于１９０４年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蜿蜒穿过荒凉平原

的土路，两侧栽种着尚未成荫的小苗，它们整齐地树立在新平整的地面

上，好似等候检阅的士兵。这张照片中，最显眼的事物是令树苗和建筑都

黯然失色的烟囱，它昭告着化石燃料经济的出现。暗示那个渐行渐远的农

业时代的只余路边杂乱的蔓草。而在１９０８年拍摄的另一帧照片中，啤酒厂

之前的行道树已经枝繁叶茂，笔直的烟囱里涌出浓厚的烟雾，农业时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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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青岛农会提供的１９４７年统计数据，地瓜占青岛地区作物总种植的３５％，而小麦只占了
２８％。即墨人有个外号是 “即墨地瓜干”。

青岛啤酒厂编：《青岛啤酒厂志》，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５页。
《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第２３３页。
同上书，第２１６页。
《青岛啤酒厂志》，第１页；据１９１３年出版的日文史料，最初投资为３０万银元，后追加１０

万银元。《胶州湾：啤酒厂》，《青岛党史资料》（第一辑），第２８１页。



去不返，所有的旧日迹象都为新的景观所遮蔽。① “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

份公司”（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ＢｒａｕｅｒｅｉＡｋｔＧｅｓ，Ｔｓｉｎｇｔａｕ）变成新的现实。

三　山泉

充沛的优质水源自附近崂山山脉的花岗岩峰峦中流出，正是这一前景

让商人们对自己的金融投资充满信心。１９０３年４月４日，德国 《酿酒者及

酒花报刊》愉快地许诺：“青岛的啤酒消费者将听到，我们的殖民地又有

一个新的进展，这就是在青岛从无到有，酿造好的啤酒。……因为这里有

好的泉水。”②

长久以来，崂山被认为是中国 “海上第一名山”。在中国民间传说中，

那里是神仙居所，羽衣仙人餐英饮露，漫游冥想，跳出三界，揖别尘俗。

自北宋末年，崂山便已成道士和隐士的居所，他们访仙修道，观鱼鸟，亲

自然。③ “其山高大深阻，”明清之际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顾炎武在为 《崂山

志》的序中写道，“磅礴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④ 至少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整道山脉都是野生、灵性而神秘的。

当然，事实不尽如此。在崂山山脚或山谷中世代有农人定居耕作。据

１９０１年的调查显示，在崂山山脉内部和周边生活着９４０１０人，人口密度为

１１０人／平方公里，当然这在中国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仍然偏低。⑤ 这些人

中不少是１４世纪晚期自云南迁入的移民。他们栽种地瓜、小麦、果树，利

用季节性河流和从山中流出的小溪灌溉作物。

不过这种在有限地区进行的自给自足的耕种活动，和其他少量收集草

药等活动，并没有对山脉的整体环境有太大的干扰。在 《崂山志》中，黄

宗昌描述了著名的 “九水”（崂山北面的九条溪流），称其狂野、清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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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照片藏于青岛啤酒厂档案馆，位于青岛啤酒公司内部，无编号。

《青岛啤酒厂志》，第１０页。
任颖卮：《崂山道教史》，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４页。
顾炎武： 《序》， 《崂山志》，收于孙克诚 《黄宗昌崂山志注释》，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７页。此志为崂山最早方志，黄宗昌撰于１７世纪中叶。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崂山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崂山简志》，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２０页。



受丝毫限制地流淌跳跃，滋养着峭壁上的繁茂植被。① 据说自山泉中涌出

的水是 “自然的灵药”，蕴含着能够让人青春健康的魔力。可是在啤酒酿

造者前来寻找水源供给前，这种 “灵药”是其所处的自然山峦中有机存

在，是自由的、无所拘束的。在那之后，崂山山脉的水变成了一种资源，

一种商品，一种既是自然的又是人工的万灵药。任其自由流淌是对自然丰

厚馈赠的浪费。

青岛地区内部的所有河流均是变化多端的地表径流，然而在河床下，

流淌着稳定得多的地下水系统。② 占领青岛之初，德国人挖了１６０口井以

提供水源，从１８９９年开始，他们开始抽取海泊河———一条自崂山流出的

长１４公里小河———的地下径流。最早它只为欧人区供水，到１９０６年，水

管第一次被接进了中国人家里。③ 多么新奇的设施！再也不需要运水车或

搬水工了。人们打开龙头，水就会 “自动”流出，是为 “自来水”。

同样在１９０６年，由于担心逐渐缩减的水源供给，德国人决定建造一座

新的水厂，规模是前一座的十倍，利用的是另一条河流———李村河，长４０

公里。在一份报告中，他们承认对更多水源的需求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工业

用户的增长。④ 自现存的记录中不可能确定，啤酒厂的扩张或啤酒厂自身

的耗水史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作用。不过在一份１９４８年中国政府接管啤酒厂

以后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略识其耗水规模：

查本厂自来水用水一项，每年春秋冬三季，每日做酒二三次，需

用水１５０公吨至１８０公吨，即每月需用４５００公吨至５０００公吨。至于

夏季，因气温增高，水车运转时间增加，故冷却 ＮＨ３需用大量冷水。

若井内 （本厂现有水井四眼）供水不足，则需用自来水代替之，每月

约需用５５００公吨。近日因天旱，井水干涸，储水量减少，仅能供四五

小时应用，其余用水均赖自来水供给。上 （六）月份用量为 ４６８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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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昌崂山志注释》，第４０—５０页。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公共事业志》，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４页。
《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第 １４９、４４４页。德占期间，青岛市区被划分成

欧人区和华人区，后者也慢慢形成富人区和穷人区。到 １９２０年代，这些居住区变得可以互相渗
透。　

同上书，第４４４页。市内的屠宰场、铁路公司和电力公司都装上了水管。



吨，本 （七）月份约为７６７０公吨。上月份水价每公吨为４７万元，本
月份略增。披报载八月份水价要增加七月份的三倍，是则本厂仅用水

一项约需３００亿元。综合上述情形，本厂为补救是项消耗计，拟增掘
水井二眼至三眼，以便自给自足。①

关于啤酒厂日益增长的干渴，此报告可以传递数条信息。其一，到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啤酒厂更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集中式自来水厂的供水，而非自
己的井水。其二，旱灾经常出现，让运作变得困难。其三，酿造啤酒的耗

水量非常大。在１９４８年，亦即该报告撰写的当年，啤酒厂生产了１２００吨
啤酒 （在历史上偏低，主要是由于缺乏原料）。② 如将月平均耗水量定为

５０００吨，那么啤酒厂每年的用水量就是６００００吨。因此每生产１吨啤酒，
就需要５０吨水。③

同年，青岛的人口达到了１００万，他们都很干渴，然而水的消耗并不
仅仅为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这座城市里所有蓬勃发展的产业都渴望水，

新开垦的商品水果和农作物的田地也是如此。令许多人吃惊的是，青岛早

已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城市。当人口少得多时，它能够自崂山这一水源地搜

罗到足够的水，供应这座城市。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旱灾的反复出现，

就连最高明的水利工程师都不得不承认无能为力。④

当青岛啤酒的德国创建者及其中国的继承者夸耀崂山水源的品质时，

他们都没能预料到这一潜伏在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变化，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
愈演愈烈。自最早送回德国的消息到１９４７年的胶片广告，以及在上海和
别的沿海城市发行的其他广告中， “崂山水酿造”始终是他们大肆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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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来水价格剧增，本厂拟增掘水井，俾能自给自足，可否之处请核示由》，１９４８年７
月２８日，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档案，无序号。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一轻工业志》，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４页。
同所有其他啤酒厂一样，青岛啤酒厂试图减少生产中的耗水量。２００９年，生产１吨啤酒只

需要耗水５３５吨 （《青岛啤酒集团２０１０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然而啤酒的生态足迹并不局限于生
产过程中对水的直接消耗。根据机械工程师学会签发的报告 《全球食物，不浪费，就无匮乏》，生

产２５０毫升啤酒需要７４公升可以用于农作物生长、运输和生产的水资源，也就是说，生产１吨啤
酒需要２９６吨水资源。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ｏｄ，ＷａｓｔｅＮｏｔ，ＷａｎｔＮｏｔ”，
Ｊａｎ２０１３，ｐ１４。

至１９８６年，这座城市被迫去北边相隔数百公里的黄河引水。黄河，世界上泥沙淤积最严
重的河流之一，现在对青岛的水经济 （包括青岛啤酒）至关重要。



的卖点。① 在许多方面，青岛啤酒和其水源之间的关系既是物质的，又具

象征意义。啤酒厂的确将崂山中曾经愉快奔涌的水变成工业化的资源，

成吨成吨地消耗以制造某种商品，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与水的性质。与此

同时，在其强加于水的转变背后，隐含着将自然的琼浆改造成人工的、

然而保留其自然优势的时髦饮品的普遍决心。反讽的是，水却并不总能

回应这种人类的野心。在啤酒厂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它在崂山水库旁边

建立了第五座工厂，这给了当地人一种错觉———他们所饮的正是用崂山

矿泉水所酿之啤酒。

四　大麦、啤酒花与稻米

青岛的啤酒酿造者最终发现了品质能够满足需求的水源，但是另外两

样酿造啤酒的基本原料———大麦和啤酒花却无法在这片地区的贫瘠土壤上

生长。早年他们不得不自德国进口大麦和啤酒花，来酿造正宗的慕尼黑黑

啤 （Ｍｕｎｃｈｅｎｅｒｄｕｎｋｌｅｂｉｅｒｅ）。虽然中国有着栽培大麦的悠久历史，青岛和

山东省其他区域亦在其种植区内。② 而且大麦秆很早就被加工成一种编织

纤维，成为山东的重要出口商品。但是啤酒酿造者拒绝了当地的大麦，原

因在于自这种非啤酒大麦的麦芽中提取的糖分含量过低，而只有糖分发酵

以后，才能生产出叫作啤酒的酒精饮料。

因此，自半个世界以外运来大麦成为酿造啤酒的必需。在最初几年间，

啤酒厂的年产量是２０００吨。每吨啤酒需要用到１８５公斤大麦，亦即每年需

要有３７０吨大麦在德国某个区域种植、收割、装船，漂洋过海，然后在青

岛港卸货，送往啤酒厂。③ 按照现代标准，这一数量似乎不大，但是它对

海运和农产品运输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

大麦是啤酒的基础，然而给予啤酒独特风味的神奇成分是一种更加异

域的物种———啤酒花 （Ｈｕｍｕｌｕｓｌｕｐｕｌｕｓ或 ｈｏｐ）。百万年前，我们可以在亚

洲找到这种植物的先祖，它自那里出发，前往全世界，直到被发现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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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青岛啤酒厂志》第１２页报纸广告。
赵琪：《胶澳志》，第６８８页。
《青岛啤酒厂志》，第８９页。



的用途，成为欧洲啤酒的芳香来源。但是，这一作物从未在中国传统农业

的历史中得到驯化、栽培，直至２０世纪，方被重新引入这个国家。在最初
酿造啤酒时，啤酒花与大麦一道从德国不远万里地来到青岛。

随后，伴随德据时代的结束，这家欧洲啤酒厂变成了大日本麦酒株式

会社 （１９０６年合并三家日本啤酒厂而成）在青岛的分支机构。日本人在青
岛生产啤酒期间，为这个企业带来了不同层面的改变。就其生态意义而

言，影响至深的变化在于往这个摩登饮料的配方中添入了东亚人熟悉的稻

米。同中国一样，１９世纪下半叶之前，日本并没有酿造啤酒的历史或文

化。那里的啤酒酿造者需要自德国进口理念、风味、作物、酿酒设备、被

严密保管着的配方。在许多方面，不管是酿造啤酒，还是对中国的帝国主

义政策，日本都将德国看作典范。然而在控制这座城市期间，日本人决定

承袭其在本国的实践，往啤酒中添加稻米，这主要是为了压低成本，同时

也为了获得更清淡的口感。① 自那时起，稻米便再没有在青岛啤酒中缺席。

添加稻米只是新的所有者使啤酒原料本地化的努力之一。将近二十年

间，日本酿造者在青岛尝试了１００多种不同的日本大麦芽，然而大多数情
况下都失败了。最终他们成功移栽了其中一种，１９５０年后，它变成了著名

的青岛大麦，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间扩散至中国的广袤地区，但那是后话

了。在日本人最初实践的阶段，大麦的种植仅局限在啤酒厂自己拥有的土

地上。１９３９年，由于盟国的战争封锁，啤酒厂试着将大麦的种植扩大到山
东泰安。②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尝试引进另一种酿造啤酒必不可缺的异域

物种———啤酒花。他们在啤酒厂的后院设 “忽布园”，在历史上第一次让

这种带有神奇芳香的植物绽放在中国的园圃之中。日后这种植物将在甘

肃、新疆这些遥远的西部省份占据一个显著的生态位，但是当时，它们仍

然在忽布园中勉力求存，而啤酒厂的大部分酒花仍需从捷克进口。③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青岛自四十多年的异国侵略和统治中解放。也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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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青岛啤酒厂志》，第１页。
《接受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清单：工厂简史》，１９４６年，札幌麦酒株式会社档案。
《青岛啤酒厂志》，第１、１１页。啤酒厂和农民王润生签订的租约显示，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期

间，啤酒厂租给他２８亩 （约１９公顷）土地，栽种大麦和啤酒花，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前两年，这
片土地被日军强行征用，种植蔬菜。１９４７年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有６０％种上了玉米，３０％种上了
小米，１０％种上了番薯。见啤酒厂厂长朱梅推广大麦种植事宜时所写的说明： 《大麦种植之书》，
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３日，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档案，无序号。



一次，青岛啤酒的所有者变成中国人。这家工厂被重组为青岛啤酒厂，

１９４６年时被并入国有齐鲁企业有限公司。新的所有者急于令青岛啤酒成为

一种摩登的民族饮品，这种渴求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爱国氛围完美契合。

然而究竟如何才能将这种外国饮料变成中国产品呢？

首先，成为民族企业之后，啤酒的旧有品牌 Ｔｓｉｎｇｔａｏ被保留了下来，

以标识这座现在远近闻名的沿海城市，它拥有异国风情的欧式建筑，栽种

着体面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林荫道，海浪拍打着礁石，雾气从附近的海岛上

涌来。此外，制酒的水既是中国的，也是本地的，这同 “酒洌而泉香”的

古老中国理念相符。然后便是那些用于酿酒的作物了。稻米是显而易见的

东亚产物。但是，传统中国社会酿酒时从未使用过大麦，啤酒花就更富有

异域色彩了。现在，这家中国化的啤酒厂却必须继承殖民的遗产，栽培殖

民引种的作物，虽然此时生产啤酒的动机里已经混合了爱国自信。从日本

人手中接管啤酒厂时，新的所有者声称，大麦和啤酒花在山东的传播不仅

会让啤酒厂实现原料自给自足，而且 “这也实是准备此地经济独立的体

系，而此项事业对于中国文化上亦有莫大的贡献”。①

当然，和平并没有如啤酒厂的新任管理者或者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样，伴

随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到来。和所有其他战后企业家一样，青岛啤酒厂新的所

有者颇有抱负，然而注定要遭受挫败。１９４６年啤酒厂聘请了朱梅，他是一位

著名的酿酒师，曾在布鲁塞尔的啤酒酿造行业受训，在烟台啤酒厂担任过技

术顾问。② 当他来到这座古旧、结实的德国式建筑里工作时，朱梅面对的是

一家脆弱而问题丛生的公司，特别是原料严重短缺。翻阅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间青

岛啤酒厂泛黄发脆的纸质记录时，会反复看到这样的词句：

大麦现存５００００公斤仅够十天用途。

于大麦一项，本厂库存全无……该组工作已停二周。

查本厂现存麦芽有一百五十吨，系三四年之前陈麦芽，已有霉味

（一部分）。为提高啤酒品质起见，本应不用，然在原料缺乏之际，弃

之又为可惜。兹拟作黑啤酒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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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接受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清单：工厂简史》，第３２页。
《青岛啤酒厂志》，第１２页。



啤酒的推销不成问题，而麦芽与瓶箱不敷用乃真问题耳。①

短缺，短缺，短缺！然而这种短缺更多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状况所造成，

而非环境因素。为了应对这种短缺，啤酒厂的管理者试图将啤酒的产地变

成他们可以依靠的原料供应地。在其１９４７年的展望中，他们构想道：

大麦、酒花同为制造啤酒之主要原料。国产大麦除山东泰安大麦

外，粒实瘦小，多不合造酒标准；而酒花因本国无种植者，一向仰赖

舶来品。值此战乱时期，原料来源不无问题。现本厂存有专为造啤酒

用之大麦种籽数种及酒花种苗两种，试种成绩良好，拟推广种植，五

年之后，即可自给自足，无需仰赖外人矣。②

随后，在建议中国农民银行青岛分行资助当地大麦种植的提案中，啤

酒厂建议在 “不宜他种生产，仅适大麦种植之荒地”上栽种大麦。银行赞

成这一策略，在咨询青岛农会以后，提供了一份有大麦种植潜力的全部所

谓 “荒地”的清单，面积共计３７６５亩 （２５１公顷）。③ 这场原料供应本地

化的实验在位于崂山脚下的李村，这个连接青岛渔村社区与即墨的农业社

区中展开。啤酒厂同农民王润生续签了合同，将其租地２４亩改种大麦，４

亩改种啤酒花。④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青岛啤酒已经像这些企业

主所希望的那样，变成独属于中国的产品。即使在总产量相当低的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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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青岛啤酒厂工作报告·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至十四日止》；朱梅与 ［姓氏不详］光

远信，１９４８年１月３日；《为库存有霉味麦芽一五吨应如何处置签请核事由》，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９
日，随后于６月３０日批准所请；１９４８年 《工作报告》，具体时间不详。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档

案，无序号。

《本厂之展望》，据行文推测为１９４７年，具体时间不详。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档案，无
序号。

啤酒厂厂长朱梅与中国农民银行青岛分行行长戴翘霖之间往来信函，１９４７年７月３０日至
８月２６日。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档案，无序号。

青岛啤酒厂与王润生签订 《李村农园租约》，１９４７年与１９４８年。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
档案，无序号。



１９４９年间，啤酒厂仍然需要自捷克和美国进口啤酒花，前者七吨而后者

三吨。①

五　开怀痛饮于花园城市

青岛啤酒的厂房是宽敞明亮的。它不像那些传统白酒的酿造小作坊，

狭小、昏暗，用着本地的原料，卖给本地的顾客。在青岛啤酒的车间里，

摆放着巨大的不锈钢桶，为决定酿造温度和时间长度的精密设备严格控

制。这种饮品被大批量生产出来，用一模一样的瓶子密封包装。如同那则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胶片广告的宣传：“青岛啤酒厂的任何部门都是机械设

备和科学管理。……一箱一箱装好了的青岛啤酒自动通过滑送槽集中到仓

库里去。青岛啤酒通常是一大批、一大批，通过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运送到全国和远东各地去。”

机械、科学、自动，以及一应现代化交通工具，在进入中国的头５０年

里，“摩登”成为青岛啤酒的标志性形象。和自崂山悬崖倾泻而下的狂野

瀑布不同，工厂里的水被安排以直线流淌，有着明确的目的，就像在生产

线上 “行军”的棕色酒瓶一样。啤酒厂代表着精确、高效和理性。它是一

种基于化学的工业，有着标准化的配方和一丝不苟的计算，和那些古老的

中国酿酒作坊完全不同———它们小心保守着传男不传女的祖传秘方，依靠

的是非标准化、个人化的经验和劳动。② 当时有人认为，那种旧式的老酒

是不健康的，而啤酒则是 “最清洁卫生的饮料”。③ 在讲述啤酒制作流程的

报告中，反复出现的形容词是 “无菌的” （褒义）———无菌的工厂，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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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附呈中国银行代订酒花一节经发电订购，理合将电稿二份呈请核备由》，１９４７年９月
２４日。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啤酒档案，无序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再度敞开国门时，啤酒厂的原料
产地迅速转到海外，最先自澳大利亚进口了１万吨大麦。此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瑞士都
成了中国啤酒的新腹地。反之，这些区域的环境变化也影响了中国的酿造业。例如，澳大利亚

２００７年的严重旱灾就迫使啤酒厂提高价格。见 “Ｂｅ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Ｓｏａｒ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Ｂａｒｌｅｙ
Ｈａｓ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ＲａｉｓｅｏｆＢｅｅｒＰｒｉｃｅ”，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２１ｆｏｏｄｃｎ／１２／
２６０３０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登录。

张兆石：《青岛化学工业：青岛啤酒公司》，《化学工程》第１５卷，１９４８年第３—４期，第
１１２—１２６页。

酒丐：《最清洁卫生的饮料：啤酒》，《新都周刊》１９４３年第２０—２１期，第３６３页。



的水源，无菌的空气。① 反光的白墙、锃亮的机器、穿戴着实验室白大褂

和口罩的工作人员强化了无菌生产的理念。卫生是生活的新目标，而啤酒

走在最前列。

这样一种卫生健康的饮品应该被现代的人们在卫生现代的餐馆里或卫

生现代的聚会上消费。就像胶片广告中展现的那样，一群衣着入时的红男

绿女在西式的酒吧里聚会，兴致盎然，觥筹交错。这是贯穿青岛啤酒历史

的常见主题。回溯至１９２２年，一本医学杂志宣称 “年来时髦宴会必具啤

酒，时髦饮客必饮啤酒”。②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老饕梁实秋，在１９３０年

代先后四年旅居青岛。３０年后，他愉快地回忆起如何在位于德国人早年精
心规划的商业街上的德国餐馆中，酣畅淋漓地大啖一块汁浓肉美的牛排，

佐以一扎清凉爽冽的生啤。③

有意思的是，虽然一再标榜其时尚性，但是啤酒这种饮料试图赋予自

身的吸引力并非是奢华的，或者非大众的。它被描述成一种受到社会各阶

层喜爱的流行饮品。前往欧洲的中国旅行者发回的报告称，露天啤酒馆或

小酒吧是典型的 “大众酒吧”，“劳动的朋友都是喝大杯的啤酒”。与之相

反，苏格兰威士忌和白兰地在文章中被称作 “大腹贾”会选择的饮品。④

在他撰写的中国啤酒简短历史中，朱梅提道：“我国啤酒的生产与消费同

欧美各国相比无法望其项背，以欧洲各国将啤酒视为普通饮料，并为食粮

辅助物；在我国则视为洋酒，课以重税，成为高贵饮料，此为阻止发达之

缘由”。然而朱梅满怀信心，认为一旦中国重新建立了和平与秩序，这种

状况就会改变。在文章最后，他重申啤酒富含维生素 Ｂ，营养丰富，“食米
的民族饮之为相宜”。⑤

事实上，在１９３０年代，啤酒已经在上海、青岛、广州等通商口岸的普
通人中流行开来。在１９４３年的文章中，酒丐言道，抗日战争之前啤酒并不

是昂贵的饮品：那时候一瓶只需要两三角钱 （不比两斤猪肉贵），虽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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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兆石：《青岛化学工作：青岛啤酒公司》，第１１５页。
赵启华：《论啤酒》，《同德医学》１９２２年第３卷第３期，第２１页。
梁实秋：《忆青岛》，《梁实秋文集》第五卷，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５１—２５７页。
司徒惠：《啤酒、炸鱼、“床和早餐”：绅士国的民间生活》，《西风》１９４１年第６０期，第

５４８—５４９页。
朱梅：《中国啤酒史》，《黄海》１９４９年第１０卷第５期，第１３４页。



起花雕酒自然还是要贵出些许，但是普通消费者仍然可以负担。① 而且，

所有这些赞美饮用啤酒的文章都强调，它的酒精度不高，对想大喝特喝的

那些人来说，这是完美的。更重要的是，喝啤酒的时候，一个人也不用保

持文雅的风度。一位酒徒雅号杨骚者在一篇题为 《啤酒颂》的序中写道：

“如果谁新近拿到了一点稿费，荷包里多几个袁头响的话，有时便买半打

或半打多一点的啤酒来喝。当此时，我们是要眉飞，眼睛发亮的。我们要

一边喝，一边赞美啤酒的妙味，酒气从肚子里呃出来的时候，要故意呃响

一点，同时眉毛一扬，叹一口舒服的气。……当然在阔文人的眼里，我们

的快乐未免要穷酸一点，不太风雅，”可是谁在乎呢？ “我要喝你喝到发

疯”。②

虽然直到１９７０年代，啤酒方真正风行全国并实现了大众化，青岛啤酒
所具的现代、卫生、愉悦的摩登饮品形象，却早已和青岛作为一座花园都

市的形象相混合。２０世纪上半叶的青岛，与北京、洛阳之类的中国古都毫
不相仿，后者是政治中心，有刻板笔直的大道和宏伟壮观的建筑物。青岛

也不像并非苏杭这般风景如画的江南古城，它们被一层层梦幻般古老的轻

愁与诗意包裹。那些以市民文化著称的城市如汉口与成都也不一样，这些

城市的文化中包含着热辣的世俗感，但是其植根于漫长而独特的中国历

史。③ 与之相反，青岛的形象是新鲜的、现代的，就如同它所生产的贮藏

啤酒。它享有临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景观与任何传统内陆城市截然不同。

这座城市透露的信息，除了殖民色彩的一面，也象征着一个大众文化、全

球性消费的新现象。而这一新形象又出现在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对

这种自然景观的认同与弘扬的背景之上。

早在德国人野心勃勃地建设其 “模范殖民地”时，青岛的现代城市形

·２１１·

全球史评论　第十四辑

①

②

③

酒丐：《最清洁卫生的饮料：啤酒》，第３６３页。
杨骚：《啤酒颂》，《太白半月刊》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１１期，第４８３—４８５页。然而这篇文章

似乎旨在对那些终日空喊各种口号，对中国所面临日本侵略威胁的无实质性贡献的人所做的愤世

嫉俗的讽刺。他写道：“话说开了，总之不管穷酸不穷酸，我们实在很快乐。在喝啤酒的时候，特

别是喝太阳牌 【日本啤酒品牌，青岛啤酒厂亦生产】的时候，因为那滋味的确特别美妙，不是我

们喜欢做汉奸。”

罗威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ｗｅ）和王笛分别对汉口和成都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研
究。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ｗｅ，Ｈａｎｋｏｗ：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ｙ，１７９６－１８９５，ＲｅｄｗｏｏｄＣｉｔｙ，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ＤｉＷａｎｇ，Ｔｈｅ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１９００－１９５０，ＲｅｄｗｏｏｄＣｉｔｙ，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象便已开始在胶澳海岸线上浮现。德国人意图建设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经由

铁路将山东省内陆和海港联系起来的通商口岸，他们同样设想使青岛成为

一座服务于其帝国的休闲娱乐度假城市：在宜人的时节，漫步于海滩之

上，遨游于碧波之中，在曲折的林荫道间闲逛，在欧式的洋楼与公共建筑

里休闲，在夏夜的海涛声中畅饮清凉的啤酒。他们试图将青岛变成中国的

慕尼黑或者南欧的小城，一座红瓦绿树、蓝天碧海的城市。就连青岛这个

名字在中文里的意思都是 “绿岛”，蕴含着明亮的海洋魅力。① 在方志、导

游词、有名无名的作者撰写的回忆文字中，青岛总被以这种悠闲的方式加

以描述。梁实秋便是显例，虽然他是北京人，然而在他看来，青岛有着干

净整齐的市容、青碧的峰峦，特别是海滩 （半裸着在阳光下洗海水澡的身

体随处可见，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完全遭禁的）和胜过其他中国城市的勃

勃生机，它是全中国最宜居的城市。

１９３３年所出版的 《青岛指南》一书对此花园城市的形象做了当时最为

全面的归纳。此书将青岛的优点总结为五个方面，其首便是德国人肇始，

中国人继承的城市分区规划。“自德人设置，”作者写道，“即将全市辖境，

因地制宜，划为五大区域。”商业区、工业区、生活区、颐养区、特别警

备区 （后被取消，增设学校区），这五个区域互相分隔，然而一视同仁地

被赋予一种光明、灿烂的意象。在作者看来，青岛自然与人为风光兼美，

“虽居住市区，实不啻置身田野，所谓田园都市者，庶几近之。且住宅与

工业区相距远，从无煤屑纷飞之苦。空气之清新，风光之佳丽，实可冠

绝全国”。此节终了，作者以选择埋骨青岛浮山之康有为所论总结：“碧海

青山，绿林红瓦，不寒不暑，可舟可车，擅天然之美，而益以人工，宜乎

为游屐所归。”②

当然，这些观察者倾向于忽略啤酒、饭店和城市化给这片曾经古老荒

凉的海岸平原带来的环境问题。他们并不留意，也不会看到大量麦芽渣滓

和废水，身处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他们更不会想到海洋、河川的污染。当地的

养猪人会把麦芽渣滓当作营养来源拿去喂猪，废水却经常满地横流，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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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青岛国际啤酒节始于１９９１年，已经变成了亚洲最大的同类活动。青岛啤酒有限公司和青
岛市对市区东部的荒野海岸进行了改造，修建了名为 “青岛国际啤酒城”的活动场地。每年８月，
这一活动都吸引着数百万国内外游客，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其主题为 “与世界干杯”。

魏镜编：《青岛指南》，平原书店１９３３年版，第１—３页。



到利用，还传播疾病。关于其处理并没有严格的法规。一下雪或下雨，自

啤酒厂的设备中滚滚涌出的油腻腻的水就形成厚厚一层烂泥，堵塞了周围

的街道。空气污染也大大增加了。在当地人的回忆中，工厂附近的空气里

总是充斥着恶臭、肮脏的味道，更不用说燃煤制造的烟雾了———啤酒厂里

的全部机器都需要煤来驱动。照惯例，相对贫穷的市民被迫生活在污染更

严重的环境、住房不合标准的社区里，承受的有害副作用要比其他人更多。

六　城市之外：胶州湾

这个关于啤酒和它帮助创造的城市的故事并不局限于城市的行政范围

之内。在城市延展进入的海湾和大洋里，有着与其息息相关的更为广阔的

人类生态。作为贸易口岸，临近胶州湾这一点对青岛来说既是经济资源又

是生态资源。没有胶州湾，德国人不可能选择这一地点，原料不可能轻松

输入这里，最终产品如啤酒也不可能被轻松运进运出。没有胶州湾，青岛

伴随着人口爆炸而急速增长的废弃物便没有排污口。海湾给这座城市提供

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虽然它的优势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方得以展现。

自德国人强行租借胶澳开始，青岛就在开发胶州湾的财富，攫取任何

它能够从海湾中发掘的东西。为了将这座城市转变成活跃的通商口岸，德

国人先修了一座小港，又修了一座大得多的大港。后者意味着修筑一条

４６００米长的海堤，保护它不受海浪侵袭，为了这条海堤，德国人自崂山山

脉开采石材，用花岗岩填充将海岸和附近小岛分隔开来的缺口。在海堤尽

头，这座殖民地填海造陆，建起了船坞和仓库。仓库里储存的是经由胶济

铁路 （同为德国人所筑，将海洋和山东省内陆联系起来）运输的煤炭。①

到１９１１年，这座港口的规模在中国已经排名第六。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间，日

本人和中国人都继续扩建大港，填海造陆的面积是１１７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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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寿杨宾：《青岛海港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６页。
青岛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６、１６４页。大港的建

立只是胶州湾填海造陆的开端。出于农业、水产养殖、修路、造桥需要的大规模填海造陆，让胶

州湾的面积自１９５２年的５５９平方公里缩减到了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２平方公里。这片海域也被随河水而下
的废弃物严重污染。见李乃胜等编著 《胶州湾自然环境与地质变化》，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７２—２７５页。



这座海港的存在帮助中国最著名的啤酒创造了一个全球性故事。就生

态层面而言，一方面德国殖民者掠夺落后殖民地的原料和劳动力，利用它

们积累财富和权力。另一方面，在青岛啤酒的故事里，也体现了马克思所

说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中的 “双重使命”。德国人除了从中国攫取自

然和人力财富，他们在这里的建设为青岛这座西式现代城市打下了基础。

租借地时期的青岛，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背景下，成为集合所有力量勉

力开发的全球腹地。①

然而这个故事更出乎意料的一面超越了帝国主义叙事的正反两面。这

个建造在一瓶瓶啤酒之上的城市，阐释了不同文化和生态间的互动如何通

过摈弃传统，寻找新的梦想，而形塑某种特别的人类环境。在传统的农业

时代，青岛地区对一个农耕国家贡献甚少，只能充当边缘。它提供了成为

优良海港的潜力，然而对长久以来无心于北方海外贸易的中国来说，这意

义不大。而在全新的构想中对自然潜力进行全新的解读，青岛则变成了一

种不同的人居环境。在这里，曾为谢绝文明社会的道人隐士所啜饮的崂山

之水，被改造成为一种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饮用体验。青岛的发展为数

百万中国人和某些外国人提供了家园和生计，而非像之前一样，仅仅养活

少量生活在边缘的贫穷农民与渔民。

土壤、水源、农作物、重新种植的森林、野草、灌木、大海的潮汐等

各种环境因素一道，在一张全新的、虽然混乱且时常脆弱的生态网络中互

相缠结。青岛啤酒只是这张世界性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然而它或松或紧地

同别的节点、线索，以及所有构成全球性时代的动态要素相连接。

这张网络捕捉到一个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人类改造和开发自然的决心；

另一面则是人类对城市的一种新印象———珍视自然、保护和改善环境、为

各种各样、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提供欢乐。参与这座城市建造的人———无论

是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是本地中国居民———可能都没察觉到这种悖

论，即使他们对之有所察觉，也可能并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他们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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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慕兰 （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ｏｍｅｒａｎｚ）指出，黄河航运的衰败和海上贸易的兴起让旧有的核心变成
了边缘，在山东半岛创造了最大的新核心。因此，服务于新核心的新经济腹地就被构建了出来。

本文受到了他关于中心—边缘转换的论点启发，然而在关于城市新秩序建立的讨论中，彭慕兰没

有留意全球生态秩序的变化。 ［美］彭慕兰：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１８５３—１９３７）》，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是，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是梦想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获得了通过新途径

思考自然的灵感，其中一些途径比人们在中国别的城市发现的更加令人愉

悦轻松。他们希望，这种金黄的饮品能够帮助一座城市更加绿色、宜居、

健康，然而保有野性。

（作者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译者王晨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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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航海文献中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导航

陈晓珊

　　摘要　在世界各地的古代航海记录和航海指南中，留下了许多

对各海域环境特征的记载，包括水色、岛礁、风浪、生物等内容。

海水颜色和海洋生物是早期航海者能直接观察到的重要环境特征，

在长期航海实践中，这类特点被总结成经验，收入各种专业航海指

南中。由于地理环境和海域特点的不同，世界各地航海者留下的航

路指南各有侧重点，基于自身航海技术习惯形成的内容有所差异，

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方面表现了航海者对海洋生态环境中同

类因素的关注、记录与利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代世界中航海知

识的交流与传播。

当古人乘船在海上航行时，为正确判断船行方向和所在位置，需要充

分观察周边环境，利用包括陆地标识、海水颜色、特征生物在内的各种因

素用以导航。在古代各国航海文献中，虽然对这些种类都有较多记载，但

依然能看到其中的侧重点差异。中国航海指南中记录岛礁情况更为详细；

而阿拉伯航海指南中则有更多的水色、生物和风浪状况。这种差异与两地

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因为中国附近海域中岛礁等陆地标识较多，海船航行

时主要面临的威胁是触礁风险；而印度洋周边的海船常需要做长途越洋航

行，大洋中缺乏陆地标识，所以更多凭借风浪、方位星高度、海水颜色与

生物导航。各国海船与海员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线上往来交流，对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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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记录和航海指南的写法也有可互相借鉴之处，本文将对其中一些现

象加以分析，从中可看到古代航海者在长期实践中，对生态环境的观察和

利用情况①。

一　《海洋》与《海道经》中的水色导航

１５５３年，一支由索马里皇帝派遣，以驱逐葡萄牙人为目标的奥斯曼海

军遭遇风暴袭击，被大风吹到印度海岸。其中一位名为西迪·阿里·赛赖

比 （Ｓｉｄｉ’ＡｌｉＣｅｌｅｂｉ）的海军司令登陆后在当地走访了许多城市和学识渊博

者，搜集了所有关于论述航海术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典籍，后来

他用突厥文写了一部有关航海的著作，书名为 《海洋》 （Ｍｕｈｉｔ），其中使

用了欧洲人之前未曾见过的三部古代、七部近代的阿拉伯文著作。《海洋》

的一部分英译内容由德·哈默 （ｄｅＨａｍｍｅｒ）发表在 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的

《孟加拉亚洲皇家学会杂志》上，原英译文名是 《〈海洋〉———一本关于印

度洋航海的突厥文著作》②，这成为研究者了解古代阿拉伯航海术的重要文

献依据。

从写作体例来看，《海洋》所依据的阿拉伯原始文献应是采用了分航

段记述的特点，即在每一段航线下具体描述在此区段航行时将会遇到的各

种环境特征，如通过方位星的高度 （即中国古代航海文献中所说的 “牵

星”方法），该海域的天象和地理特点、风浪、岛礁、浅滩、海水深度、

颜色和特征生物等信息做定位，并根据航行方向和时间确定航程。其中各

种环境特征作为辅助手段，方向和时间则需要工具做较精确的测定。例如

在从萨蒂加姆港 （Ｓａｔｉｇａｍ，即孟加拉的吉大港）到红海沿岸的阿拉伯海岸

这段航线上，采用的就是较为成熟的航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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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四分之一南的方向行驶两扎姆的时间 （每扎姆相当于三

个小时），水深探测器中就会逐渐指到六、七、八寻之深。当海浪变

化不大的时候就立即起锚，无论风大风小，都必须顺风而行，一直到

再次退潮为止，先向西———西南方向行驶一扎姆的时间，然后再向西

北方向行驶两扎姆的时间。海水颜色开始变黑，船只一直向南———西

南方向行驶，直到小熊座的 β和 γ星辰成八度差四分之一为止。然后

再向正西航行，在右侧就会见到锡兰了。接着再径直向西，一直到达

马尔代夫。①

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航海指南中记载的在印度洋上的航行技术非常相

似，就是在确定某个航行方向后，直接航行若干时间即可，而方位星的高

度和海水深度都是重要的辅助特征。如 《顺风相送》中记载的 《古里往祖

法儿》航线：“过礁头开洋，辛戌五十更，看北辰六指三角、灯笼星八指

三角；单辛七十更，看北斗七指三角、灯笼星七指三角，取祖法儿马头，

水六托，泊船是也。”② 文中的 “辛戌”表示方向，“更”是航行时间与距

离，“托”表示海水深度，而 “指”和 “角”则是星辰高度。这种航行方

法是古代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测量方位星高度、航向、水深和航行时间

是需要一定工具和技术才能达到的效果，其应用时间也相对较晚。而海上

景象则是航海者们对海洋最早的直观认识，人们通过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特

点的观察，如 《海洋》中这段记载里提到的 “海水颜色开始变黑”一类信

息，正是早期航海者赖以导航的重要依据。在 《海洋》中从今印度第乌港

（Ｄｉｕ）到今孟加拉国吉大港 （Ｓａｔｉｊａｍ）的航线指南中，描述了在不同的海

底地形之上，海水颜色呈现出的各种差异：

当靠近这一岛屿时，则必须留在大海一侧，因为其南岬是一片暗

礁地 （ｒｉｋｋ），水完全变成了白色。在靠近大海一侧等待时，水又呈绿

色。必须继续沿这一方向前进，那就会逐渐发现最适宜的海水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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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可以深达十七至十八寻之多为止。到达此地之后，还会发现水为

浅白色，浅滩位于古利杨 （Ｇｕｒｉｙａｎ）珊瑚岛的南海岸，那里是一片荒

凉和偏僻的地方，海水呈浅棕色。①

这实际上是提示了各种水色所对应的海洋地形。由于对 《海洋》原作

中引用的各种阿拉伯原始文献及其作者的情况缺乏了解，研究者无法对文

本中具体的信息及其对应年代作出区分，也无法确定这段关于海水颜色的

描述最初形成的时间。但这些对海洋景象最直观的认识，很可能在人们刚

接触到这片海域时就已经形成，例如在中国古代航海记录中，关于海水色

彩的描述就出现在时间较早的文献中，南宋吴自牧所作 《梦粱录》中记

载：“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

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

所依耳。”② 这段文献与 《海洋》一样，都描述了水下地形与海水色彩之间

的对应关系，是一种航海经验的总结。虽然南宋时期没有专门的航海指南

流传下来，但从这段文字中，依然可以看到这正是被称为 “舟师”的古代

领航员日常应用的技术。比 《梦粱录》时间稍晚的中国航海文献 《海道

经》成书于明代，但其中主要内容应形成于元代，书中记录了元代从江南

到大都 （今北京）的海运漕粮事迹，其中的航海经验在明朝初年从江南向

辽东、北京海运粮食时继续沿用。书中对海水颜色的变化情况介绍相当细

致，例如对今中国黄海各海域的描述：

刘岛开洋……好风一日一夜见绿水，好风一日一夜见黑水，好风

一日一夜便见南洋绿水，好风两日一夜见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使，

好风一日，点竿累戳二丈，渐渐减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乱泥，约一二

尺深，便是长滩。渐渐挑西，收洪。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长沙地面，

即便复回，望大东行使。见绿水，望东行使。到白水，寻长沙，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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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洪。如收不着洪，即望东南行使。日间看水黄绿色，浪花如茶

末水。①

《海道经》中关于各海域水色差异的描写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

这种特征在今天依然存在，如编撰于当代的 《辞海》中从科学视角对此加

以解释，即 “宋元以来我国航海者对于今黄海分别称之为黄水洋、青水

洋、黑水洋。大致长江口附近一带海面含沙较多，水呈黄色，称为黄水

洋；北纬３４°、东经１２２°附近一带海水较浅，水呈绿色，称为青水洋；北

纬３２°—３６°、东经１２３°以东一带海水较深，水呈蓝色，称为黑水洋”②。
这种海水颜色迅速变化的情形不单只有中国航海者记载，生活在明朝中期

的朝鲜人崔溥在 《漂海录》中记录来到中国的历程时，也描述了这种海洋

景观：

虽若一海，水性水色，随处有异。济州之海，色深青，性暴急，

虽少风，涛上驾涛，激贠 ，无甚于此。至黑山岛之西犹然。行过

四昼夜，海色白，越二昼夜愈白。又一昼夜还青，又二昼夜还白，又

三昼夜赤而浊，又一昼夜赤黑中全浊。臣之行舟，视风从却，东西南

北，萍漂无定，其间所见海色，大概如此。自白而还青以后，风力虽

劲，涛不甚高。至还白以后，始有岛?。③

需要用海水颜色来判断航行区间的海域，通常是因海水较深且缺乏岛

礁等标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水色变化来判断航船的位置。与此相

似的是海洋生物，这是另一种用来判断航行区域的标识，在特定的海域会

出现特定的生物，可以根据它们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如 《（洪武）三十

六姓所传针本》中记载：“看墨鱼骨成阵流，系是洋心……如不见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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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变绿色，又见白色。”① 明代航海指南 《顺风相送》中记载了在海南岛附

近的七洲洋等海域，当海水颜色变化时，伴生出现的海洋生物：“船身若

贪东，则海水黑青，并鸭头鸟多。船身若贪西，则海水澄清，有朽木漂

流，多见拜风鱼。船行正路，见鸟尾带箭是正路。”②

在这些记载中，鸟类和鱼类明显已经成为航海者们指引航路的标识。文

中提到的拜风鱼是海猪，也称江豚，清人有诗云 “拜风鱼敢逆风行”③，可能

是因此种习惯而得名。④ 尾部带箭的海鸟也是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生物，研究

者认为它们是尾巴特别长的
!

科鸟类⑤，如清代 《海国闻见录》中记载：

七州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雁而小，喙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

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飞而来示，与人为准，呼是则

飞而去，间在疑似再呼细看决疑，仍飞而来，献纸谢神，则翱翔不知

其所之。相传王三宝下西洋，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记。⑥

这里所说的王三宝就是王景弘，他作为副使与郑和一起出使西洋，民

间也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在很多时候，同样的故事会同时出现在他和郑

和的名下。中国南海的七洲洋海域向来是航行风险高发区，关于箭鸟的传

说正反映了古代航海者对这一海域的警惕性，以及对箭鸟作为航行标识的

肯定与倡导。

二　作为导航参照物的标识生物

在定量航海技术日渐成熟后，航海者对海洋环境的观察日益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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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１６世纪初 《马来海商法》中对马六甲王国航海者所作的职业规定：

“舵手必须在海上和陆上根据风向、海浪、海流、海水深浅、月亮和星星、

时节和季风、港湾、岬角和海岸线、暗礁……珊瑚和沙洲、沙丘、山脉，

进行导航。”①

在同时期的阿拉伯和中国航海手册中，海洋生物也没有作为重要的

导航标志出现，只是在一些海域起到辅助作用。但在人类航海的早期阶

段，生物导航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远古时期航海者

的生活状态已较为陌生，但从口述历史、人类学、民族学等角度做探索

与研究后，仍会看到一些古老的航海习惯在今天的遗存痕迹。西太平洋

上的航海民族依然保留着许多早期人类的生活状态，如 《太平洋史》中

所说：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太平洋人民成功而且一再航行漫长的距离而

没有甚至是最简单的仪器的帮助，全凭对星星的相对位置和动态、风

向和洋流方向、浮游植物、远方岛屿上云彩形状的映像、各种鸟类和

海洋生物的多寡、运动方式和行为的敏锐观察和解释。②

对浮游植物、鸟类、海洋生物甚至云彩形状的重视，很可能是亚欧国

家航海技术规范化进程中，逐渐被淘汰或退居次要地位的内容。从这些古

老的习惯和经验里，可以想象世界各地的早期先民们利用一切环境信息导

航的情景。古代航海记中经常描述各种海洋生物情况，其中一些是出于初

见海洋景象的好奇，例如 １７世纪初明朝使臣夏子阳出使琉球时的观感：

“大鱼扬鼓鬣，隐隐隆隆；白鱼横飞水面数丈，云为大鱼所逐。或见波

底鱼目如镜，晶光奕奕，映日射人，则殊可骇。”③ 初见海洋的人难免感到

新鲜和震撼，对水下大鱼巨目如镜的细节描述，更使人有惊心动魄感。横

飞水面的鱼群是人们熟悉的海洋景象，它在早期航海记录中就已出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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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１４５０—１６８０·第二卷·扩张与危机》，孙来
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５页。

［美］唐纳德·Ｂ弗里曼：《太平洋史》，王成至译，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明）夏子阳：《使琉球录》，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上）》，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２４页。



如 《隋书》中记载大业三年 （６０７）常骏出使赤土国归来时，在今马来西

亚南部海域看到 “绿鱼群飞水上”①。但这类记载还没有脱离见闻性质，在

早期古代旅行者所作的各种行记中，经常会记录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民

情，其中也包括当地特有的生物。这些行记一般不会特意区分有助于指引

路程的生物和旅行目的地的奇禽异兽，例如日本作家真人元开记录唐代僧

人鉴真东渡事迹的 《鉴真和尚东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三日过蛇海，其蛇长者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皆斑斑，满泛海

上。三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翳满空中，长一尺许。五日经飞鸟海，

鸟大如人，飞集舟上，舟重欲没，人以手推，鸟即衔手。其后二日无

物，唯有急风高浪，众僧恼卧。②

在这些具体描述中，能看出旅行者发现或者知道在某些区域会出现相

应特定生物，尽管早期观察者没有特意强调这些生物的导航作用，但这仍

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航海者会逐渐选择用这些特定生物确定位置，例如在

明代文献中，人们已经知道在前往日本的航线上，可以用飞鱼确定航行的

位置：“此飞鱼，形类鲈，长尺许，双翼越尾，凡寸余，见风帆影飞罛无

算，飒飒有声。凡出使船，若见飞鱼，须定屋久，然后放彼山城国都。”③

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 《航行在鉴真遇险过的海路》一文中根据自己的海上

经验，分析了鉴真在海路上遇到的飞鱼和飞鸟类型：

到了接近香港一带的海上，看见了像飞燕似的成群的鸟，朝着同

一方向一齐飞跃的情况，完全像在北京附近所看到的燕群，以为是一

种鸟，但仔细一看，却是一种飞鱼。鉴真他们所见飞鱼的海，就是这

一带地方。

……鉴真和尚他们曾遇到像人那么大的鸟，飞集船上啄人的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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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魏征：《隋书》卷８２《南蛮·赤土》，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８３５页。
［日］真人元开撰，梁明院校注：《鉴真和尚东征传》，中国旅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版，第４８页。
（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第１册 《桴海图经·万里长歌》，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

本，第４页ｂ。



感到惊异。并且记载着因为鸟身太重使舟欲沉的情况，虽然有点夸张，

但他们本人也许是那样感觉的。这种鸟大概就是信天翁吧。①

信天翁成鸟体长近一米，展翼可达两米以上，飞行能力极强，可紧

贴海面长时间飞行不息，除繁殖期外主要在海上生活，有时停在海面上

随波逐流。中国的信天翁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其岛屿附近，其中黑脚

信天翁喜欢接近和跟随船只。② 古代东南亚人也注意到了这种鸟类，印度

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是一座建造于公元８—９世纪的佛教建筑，其

中有六件浮雕，体现了早期印度人从海上移民印度尼西亚的事迹。《印度

的船》中特别提到了这些海洋元素，例如二号浮雕中露出牙齿的鳄鱼，

四号浮雕和六号浮雕中的鱼、莲花、水生植物的叶子、海鸥和信天翁，

以及用弯曲线来表现的水波纹，都展现了海洋的情形。作者还认为，由

于画面上有海鸥和信天翁在船舶附近飞翔，因此表明船在海洋中航行，

距离海岸很远。③

鉴真遇到的海蛇也称 “青环海蛇” “斑海蛇”，长１５—２米，躯干略

呈圆筒形，体细长，后端及尾侧扁，背部深灰色，腹部黄色或橄榄色，全

身具黑色环带５５—８０个。④ 这种海蛇在我国近海各省均有分布，过去尤以

南海最为常见。⑤ 大规模出现的海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不多，另一处

比较典型的是清代郁永河在 《采硫日记》中提到台湾海域 “又有红黑间道

蛇及两头蛇绕船游泳，舟师以楮镪投之，屏息惴惴惧，或顺流而南，不知

所以耳”⑥。所谓的两头蛇可能是因为头尾部分的形状和花纹都很相似，所

以粗看时难以区分。

与中国海域不同的是，印度洋上海蛇较多，《顺风相送》中记载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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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藤更生：《航行在鉴真遇险过的海路》，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委员会编：

《鉴真纪念集》，１９６３年，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赵正阶编著：《中国鸟类志·上卷·非雀形目》，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６０页。
ＲａｄｈａｋｕｍｕｄＭｏｏｋｅｒｊｉ：Ｉｎｄｉａｎ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ｂｏｒｎ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Ｔｉｍｅｓ，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１９１２，ｐｐ４７－５０
［日］真人元开撰，梁明院校注：《鉴真和尚东征传》，第４９页。
赵盛龙等：《东海区珍稀水生动物图鉴》，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１页。
（清）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５页。



得把音：对开，打水四十托，是泥地，花蛇多，十六托水”①。丁得把音在

其他文献中也被称为丁得把昔，在今天的印度西岸，这里出现的海蛇是航

海手册中专门用来指导航行的区段标识，它可能出于古代中国水手自己的

观察，也可能是与当地水手交流经验的结果。在记载古代阿拉伯航海经验

的 《海洋》中，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海蛇的记载，例如在某些海域看到蛇群

出现或者消失时，会按航海书上记录的经验，转换航行的方向。② 例如在

从哈剌图 （Ｋａｌｈａｔ，在今阿曼）③ 到古吉拉特 （Ｇｕｊｅｒａｔ，在今印度西部）的

航程中，就记载着 “从哈剌图启航，一直向东，直到看见海蛇。一见海

蛇，即转向海岸行驶”④。

《海洋》中经常出现的生物还有海马⑤和各种海鸟，它们都可以用来参

考判断所在的海域位置。但书中也提醒了不能完全凭鸟群判断自己所处的

方位，因为随着年份的不同，鸟群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些年份中

它们出现，在另一些年份则不出现；有时它们数量很多，但有时数量又很

少。⑥ 与 《海洋》中相比，中国古代航海文献中记载的鸟类略少，但同样

作用明显，如 《指南正法》中记载：“有大鸟仔红脚蓑大叶多见，或系多

见海圭母白头蓑是虎尾，此行正路。”⑦ 当出使琉球时，人们看不到鸟，也

会联想到是否附近没有山岛：

《志略》云：“洋鸟止则浮窠水面，飞则衔窠而起。”来时见白鸟

飞，未见衔窠，至是，舟行竟日，无一鸟，岂归路无山，遂无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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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３６，ｐ４５７

［法］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０７页。
ＳｉｄｉＡｌｉＣｅｌｅｂ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Ｈａｍｍ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ｈｉｔ，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ＡＴｕｒｋｉｓｈＷｏｒｋ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ｅ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Ｖｏｌ５，Ｎｏ５６，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３６，ｐ４５８

Ｉｂｉｄ，ｐ４６４
Ｉｂｉｄ，ｐ４５７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指南正法·乌穈往彭湖》，第１７７页。



视海面深黑，天水遥接，岂即所谓黑沟耶？①

三　异常状态下出现的生物与人们的认识

在哥伦布的著名航行中，经常会根据海上生物状况判断是否已经接近

陆地。从这些关于鸟类、鱼类和植物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欧洲航海

者积累了许多关于海洋生物的知识：

（九月十六日）水手们发现海面上有不少海洋中稀有的碧绿青草，

他们认为这些草是从陆上漂来的，据此估计附近定有岛屿，但离大陆

尚有距离。

…… （九月十九日）当天十时，一只鲣鸟飞到船上，下午又飞来

一只。此鸟很少飞离陆地二十里格以远。

除上文中提到的青草和鲣鸟之外，被用来认定与陆地关系的生物还有

燕鸥、
!

鸟、鲸鱼、军舰鸟等。② 虽然这些猜测最后一般都被证明并不属

实，但毕竟也是人们世代航海经验的积累。古代的航海经验与传说经常互

相交织，很难分辨其中有多少可信度，例如西太平洋上的航海民族中传说

“有一种巨大无匹的章鱼，潜伏等待着在外海航行的独木舟……其身子巨

大到能够将整个村庄覆盖，它的胳膊像椰子树一样粗壮，会从海里面伸出

来”③。古代阿拉伯流传着关于中国海中大鹏 （Ｒｏｋｈ）鸟的故事：“大鹏是
一种特别大的鸟，大得出奇，十分令人可怕，以至于有人传说大鹏鸟的一

只翅膀就将近达一万英寻之长。”在另一部阿拉伯文献 《动物志》中，记

载了一个曾在中国及其附近岛屿中旅行的人，他 “从大鹏岛带回了一大笔

财产和一根大鹏翎毛管，这根翎毛管是从一只尚未孵出蛋壳的雏鹏身上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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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５页。



下来的，其内可以容纳得九只羊皮袋的水”①。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西方也有这样的大鹏，其羽毛管同样可以用来做

水桶，但它出现在 “昆仑层期国”，也就是今日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据称

其国 “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

其管，堪作水桶。”②。

当来自内陆的人们最初见到陌生的海洋生物时，常会产生新奇感，并

将其外形与陆地生物做比较并加以理解，例如明朝崇祯年间前往琉球的胡

靖从五虎门出海时，这样描述在海面上看到巨鱼腾跃的情形：“
"

见吞舟

之鱼，翅类旌旗，金光闪烁，左右旋绕，余则大小隐跃，或鳞或介，或

或圆，或赤或黑，如狗、如豕、如驳、如麂、如豸狙犀象者，莫可名

状。”③ 此前从未见过的生物，忽然以斑斓的色彩和形象出现在大海中，增

加了航海者对海洋的敬畏和神秘感。世界各海域生物不同，人们在陌生海

域遇到不可思议的景象时，甚至会用神异思维加以理解，例如古代阿拉伯

文献 《黄金草原》中记载了中国南海中危险的暗礁和波浪，以及成群结队

攀船却全无威胁的所谓小型黑人：

第７海是中国海，也被称为涨海。此海非常恶劣，那里的浪峰很

多，汹涌澎湃的波浪占突出地位，我们称这种现象为 “希卜”

（ｋｈｉｂｂ）……每当海中出现巨大的 “希卜”和浪峰倍增的时候，就会

发现钻出一些身材为４—５鳰长的黑人，酷似小阿比西尼亚人，所有的

人都有同样的形状和同样的身材。他们攀援上船，但无论其数目有多

大，都完全不会有进攻力。船组人员知道这些人的出现将预示着一场

风暴 （希卜），于是便竭尽全力地操作船只④。

这里描述的场景过于奇特，使人疑为脱离现实的传说，但在中国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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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下册）》，耿癉、穆根来译，第４５７页。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３《外国门下·昆仑层期国》，中外交

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３页。
（明）胡靖：《琉球记》，《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古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癉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６页。



的 《海槎余录》中记载了非常相似的故事，即中国南海常有众鬼攀船，需

要用米饭投喂才能停止： “又有鬼哭滩，极怪异。舟至，则没头、只手、

独足、短秃鬼百十，争互为群来赶舟，人以米饭频频投之即止，未闻有害

人者。”①

在古代阿拉伯和中国航海者不同角度的描述中，可以猜测他们确实

在南海看到了成群不明生物前来袭船的情形。这种生物数量大约有几十

上百只，露出水面的部分不太高，所谓的独手独足可能是鳍和尾巴，攻

击性较弱，当人类向其投喂食物后，便会自行离去。经过现代研究者的

分析，认为涨海群鬼实际上是南海中的海豚群，如 《南沙群岛自然地

理》中论述：

滩礁间水域出现的 “短秃鬼”即为哺乳类动物海豚科，长２—２４

米，背黑色，毛退化，喜成群生活，因用肺呼吸，需常出露水面，被

明代船民称为 “短秃鬼”。由于珊瑚礁区水浅，生物多，鱼、乌贼、

虾、蟹等繁生，海豚常成群游行礁区浅水地带觅食小动物，每群百十

数，追食，呈戏水翻腾景象。当海舶饲以米饭时，更是相互争食，头

部和翅鳍出露，呈独足独手形态，即反映其四肢鳍化，手足变形为鳍

的描述。海豚性驯，不为人害，喜群居和在水面附近觅食，为浅水珊

瑚礁常见海生动物群。②

这种背部蓝黑灰色，腹部白色的小型海豚在我国沿海均有分布，它们

行动敏捷，游泳速度很快，常以数十只或几百只为群巡游海面，随船只前

进或与渔轮艏部并驾齐驱，或者尾随渔船，发出似鼠叫的 “吱吱”声。③

清代出使琉球的李鼎元在 《使琉球记》中，提到了黑绿色的大鱼与船同

行，可能也是这种海豚： “东方黑云蔽日，水面白鸟无数……有大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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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明）顾祘：《海槎余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５５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版，第
２６４—２６５页。

赵焕庭主编，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编： 《南沙群岛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页。
王鹏、陈积明、刘维编著：《海南主要水生生物》，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９页。



夹舟行，不见首尾，脊黑而微绿，如十围枯木，附于舟侧……余闻大鱼夹

舟，若有神助，行海最吉。”①

“大鱼引舟”常见于古代航海文献，一般被认为预示着航程平安。

《鉴真和尚东征传》中记载的大鱼颜色又有所不同：“明旦近岸，有四白

鱼来引舟，直至泊舟浦。”② 《航行在鉴真遇险过的海路》中分析，鉴真

一行漂流到海南岛时遇到的这四条如向导般带领着船的白鱼，可能是

一种露着白肚、常在船的前方跳出来的海豚。③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这里

提到的很可能是中华白海豚，它们体长在 ２２—２５米，成体全身乳白

色，背部杂有明显的灰斑，多系热带、亚热带近岸品种，南海中终年

可见。④

除海豚之外，还有不少生物被认为代表着海洋中神灵的启示，由于在

海洋气象变化之前，一些生物会出现反常反应，所以在海船即将或正在陷

入险境时，如果有蝴蝶、黄雀、蜻蜓等生物飞到海船上，乘船者就会认为

这是预言即将到来的灾难，让人们提前做好准备；或是预示着险情即将结

束，神灵将带领海船脱险。例如明代萧崇业、谢杰所作 《使琉球录》中记

载 “孤雁飞绕于前后，一细蜻蜓入神舍不去，众咸异焉”⑤，又如陈侃在

《使琉球录》中记载：

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飞绕于舟，众曰： “山将近矣。”疑者曰：

“蝶者甚微，在樊圃中飞不过百步，安能远涉沧溟？此殆非蝶也，神

也。或将有变，速令舟人备之。”复有一黄雀立于桅上，雀亦蝶之类

也。令以米饲雀，雀啄尽立去。是夕，果疾风迅发，白浪拍天，巨舰

如山，飘荡仅如一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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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李鼎元著，韦建培校点：《使琉球记》卷３，第７１—７２页。
［日］真人元开撰，梁明院校注：《鉴真和尚东征传》，第４８页。
［日］安藤更生：《航行在鉴真遇险过的海路》，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委员会

编：《鉴真纪念集》，第１１９页。
王鹏、陈积明、刘维编著：《海南主要水生生物》，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

页。

（明）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４２册，第５５６页。
（明）陈侃：《使琉球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７—４８页。



清代郁永河在 《采硫日记》中也记载了在台湾附近海域遭遇风浪时，

见到蝴蝶与鸟雀，海员们越发惊恐，以至于要焚烧楮镪 （即纸钱）用以祈

祷平安。① 在古代中国，关于海洋生物和气象变化的信息长期积累之后，

形成各种歌诀出现在航海手册中，提醒其预示的海洋状况变化，例如明代

何汝宾所作 《兵录》中有 《定各色恶风》记载称：

云横日赤，烟雾四塞，日月昏晕，海面浮赤。

云行如箭，禽鸟高飞，天色昏暗，人身首热。

天色衡高，大鱼高跳。海水浑浊，海糠多浮。

西南星动，海蛇戏水，无风作浪，无雷海响。

蜻蜓多飞，礁头乱响。凡此各色，风飓异常。②

这些特征描述出现在明清时期的许多航海指南中，用以描述的语句也

非常相似，如 《顺风相送·逐月恶风法》③ 《源永兴宝号航海针簿·恶风先

兆》④ 《外海纪要·海气变备风雨》⑤ 等，可见航海经验世代交流与传承的

结果。

总　结

当人们在海洋中前行时，必须与海洋生物共存，并试图了解、掌握海

洋生态环境的常态与变化特点。从古代航海者对海洋生物的不同认识和理

解中，能看到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不断增长的海洋知识与前行的意

志。而从世界各地不同航海者留下的文献记录中，也可以看到他们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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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第１９—２０页。
（明）何汝宾：《兵录》卷１４，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子部第９册，

第７５７—７５８页。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逐月恶风法》，第２６页。
（清）佚名：《源永兴宝号航海针簿》之 《恶风先兆》，陈佳荣，朱鉴秋执行主编：《中国

历代海路针经》下册，第７４３页。
（清）李增阶：《外海纪要》之 《海气变备风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

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６０册，第４０９页。



生态环境的特征，观察与认识海洋世界的相似视角，以及在古代海上交流

网络中，互通的航海知识与技术。

（陈晓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大学岗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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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和技术流通：１６—１８世纪跨太平洋
贸易中中国和墨西哥的丝绸

段晓琳

　　摘要　丝绸在历史上一直是跨国商品，从１６世纪开始，丝绸的加
工和制造已经被西班牙人引入了墨西哥来增加皇室收入。同时，中国

丝绸也通过马尼拉帆船横跨太平洋，并抵达墨西哥。本文研究丝绸作

为一种全球化的时尚商品如何影响了中国和墨西哥对土地的使用和对

生态物种的开发，以及两国不同的环境条件如何影响相互之间的贸易

关系。穿着丝绸的炫耀性消费促进了对环境的新的开发：明清中国广

泛推行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大力发展了蚕桑养

殖业，并且培养胭脂虫作为红色染料销往欧洲。同时，一定的环境条

件又反过来影响了丝绸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这些环境决定的特点使得

中国的白色丝绸在墨西哥大受欢迎，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欧洲的丝绸销

量和墨西哥本土的生丝生产。通过分析不同地区丝绸生产中所使用的

蚕、桑树和织染技术，本文将世界各地的时尚追求与自然环境联系了

起来。中国和墨西哥丝绸生产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差异表明，在

１６—１８世纪的跨太平洋贸易中，环境因素对丝织技术的流通起到了限
制和辅助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获得全球化的

时尚；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丝绸生产也具有了本地化的特征。

作为一种国际化的商品，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

和跨越印度洋的海上航线。① 跨太平洋的马尼拉 （Ｍａｎｉｌａ）丝绸贸易则兴起

·３３１·

① 有关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参见ＰｅｔｅｒＦｒａｎｋｏｐａｎ，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ｓ：ＡＮ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ＡＫｎｏｐｆ，２０１６；ＱｉｎｇｘｉｎＬｉ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Ｗａ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于１６世纪，将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班牙治下的马尼拉和墨西哥的市场紧密

地联系到了一起。１５７３年，第一艘装满中国丝绸的马尼拉大帆船来到了当

时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墨西哥。当时的西班牙总督马丁·恩里克斯·德·

阿尔曼萨 （ＭａｒｔíｎＥｎｒíｑｕｅｚｄｅＡｌｍａｎｚａ）认为这些货物不值一提，他说 “我

认为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一贸易必然是弊大于利”。① 当时墨西哥的丝绸制

造方兴未艾，整个蚕桑养殖和丝绸织造行业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外来的

丝绸进口似乎没有立足之地。但是仅仅在三十年之内，通过马尼拉运来的

中国丝绸就开始占据墨西哥的市场，为此西班牙王室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令

来抵制从中国进口丝绸。尽管三令五申，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始终

在拉美市场保持着较大的市场占有额。不管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

道，这一国际贸易链一直持续到了１９世纪。

明清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最早曾被威廉·莱特尔·舒尔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ｙｔｌｅＳｃｈｕｒｚ）和全汉癉先生撰文分析过。② 近几年来，研究全球

史特别是拉丁美洲史的学者又对这一题目进行了新的发掘。在这些研究成

果中，他们分析了新的海洋考古发现，并且受到了最新的物质文化研究的

启发。在这一研究趋势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分析角度的转变，学者们所关

注的问题不再是西班牙或者中国如何影响太平洋贸易，而是海洋如何改变

了西班牙帝国和传统亚洲社会的政治经济。③

这条贸易路线延伸和进一步深化了全球网络，特别是将欧亚贸易路线

和跨大西洋的贸易路线连接了起来。过去二十年来，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全

球市场的形成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这个全球贸易以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为开端，而太平洋贸易的发展和兴盛则标志着全球各地的市场最终被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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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ｙｔｌｅＳｃｈｕｒｚ，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Ｇａｌｌｅ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ＰＤｕｔｔｏｎ，１９３９，ｐ７２
Ｓｃｈｕｒｚ，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Ｇａｌｌｅｏｎ全汉癉：《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

第一辑，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３５—４５０页。全汉癉：《明季中国与菲律宾
间的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辑，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２８—４２９
页。

张恺：《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沙丁：《中国和拉丁美洲关
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ＡｒｔｕｒｏＧｉｒｌｄｅｚ，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Ｇａｌｌｅ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Ｄａｗ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５ＬｕｋｅＣｌｏｓｓｅｙ，“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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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每个地区都能够和其他地区进行持续的交流。① 全球市场的形成

和不同地区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具体的商品实现的。通过不断的

打破思想上的壁垒和跨越传统的国界，物质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获取

了新的意义和提供了新的归属感。学术界经常会提到最近十年的一个 “物

质转向”，指的是不同学科中对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的重视和使用，这一

趋势在历史学界尤为令人瞩目。②

在这个物质转向中，社会风俗、国家政策乃至市场经济都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也逐渐为学者所关注。而自然环境的作用却很容易被忽略，

有时候甚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丝绸贸易的航路运行，蚕桑业的运

作，丝绸织染的原料，这些都会和自然环境产生深刻的互动，甚至在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的生态条件。本文希望通过追踪丝绸在这个跨太平洋贸

易链中的生产和运转，来探究中墨两国的环境条件和丝绸贸易之间的互动

关系。具体而言，本文关注的是全球化的丝绸时尚如何影响人们对于环境

的使用和开发，丝绸生产中所使用的桑树、蚕、和织染技术如何受到环境

的影响，而这些技术的运用和传播又如何影响了丝绸商品的流通和全球市

场的需求。

研究环境的因素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建跨太平洋丝绸贸易的

运行，解读丝绸时尚在不同国家间的形成和互动；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环境

史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个个案的参考。当历史学家考量过去世界中人类和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全球视角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地球生态系统的相互

联系使得我们不可能把环境史限制在一个单一的国家或社会的边界内。因

此，环境史的研究本身就具有跨国别的特点，和全球化贸易的研究相得益

彰，可供印证解读。

本文将论证在１６—１８世纪的太平洋贸易中，环境因素对丝织业技术的

全球性流通起到了限制和辅助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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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获得当地生产的全球化的时尚物品；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丝绸生产也

具有了本地化的特征。中国和墨西哥的丝绸生产、消费和国家政策之间存

在着相当的相似性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丝绸贸易在两地都刺激了新的欲

望，从而对当地的社会等级和经济结构形成了挑战。在丝绸时尚的大潮

中，自然环境也被充分利用起来迎合这种国际化的欲望，但也正是自然环

境的在地性使得两地的丝绸生产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征。而将时尚和环境

联系起来的正是蚕桑丝绸业的技术流通。

为了探讨丝绸的流动性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本文使用了比较的方法

来重建明清中国和西班牙治下的墨西哥之间的联系。主要使用的史料包括

中国的农书和地方志，以及西班牙人的旅行日志和墨西哥政府的信件。本

文还参考了有关同一时期欧洲和越南丝绸生产的学术研究，希望能够把中

墨之间的丝绸联系和环境互动放置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本文首先简短

地分析了１６—１８世纪的全球环境以及丝绸业如何受到环境条件多方面的影

响。然后介绍在海外市场的影响下，明清中国的丝绸生产如何通过 “桑基

鱼塘”的农业模式来提高产量和利润；接着将分析墨西哥蚕桑业的兴起和

丝绸服饰的流行。文章的最后通过对马尼拉贸易的分析来解读中墨两国对

于同样颜色的追求和对不同染料的偏好。

一　１６—１８世纪的全球环境和丝绸生产

从某种角度来说，１６—１８世纪的全球环境远远算不上宜人。布兰·费
根 （ＢｒｉａｎＦａｇａｎ）将这段时间称为小冰期；① 马立博 （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ｒｋｓ）也在

他对于岭南地区开创性的环境史研究中指出，从大约１５５０—１７００年的时间
里，全球经历了比其他时期更冷的温度。② 这种全球气候波动对农业产量

有着不利的影响。气温降低使生长季节缩短，导致收成显著下降。这种气

候的波动主要体现为不正常的气候周期和人们所难以预料的季节更替。比

如，１６９２年４月２４日，一位法国记者抱怨说，“天气很冷，天气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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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没有叶子。”正如这位记者所感知到的，从１６８７年到１６９２年，寒冷

的冬季和凉爽的夏季导致了一系列不好的收成。①

这种气候的多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丝绸的生产。在具体分析丝绸业和

环境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短地勾勒一下从１５—１６世纪开始的

全球范围内的丝绸业发展浪潮。这段时期蚕桑业和丝绸生产的兴起和国家

的支持密不可分。在国际市场对丝绸高需求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决定发展

本土的丝绸生产，而不是依赖进口的外国商品。丝绸生产能给当地的社会

经济和政府管理带来诸多好处，特别是能同时促进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并

且将这两个市场联系起来。蚕桑树的种植通常在农村进行，而丝绸加工和

纺织却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丝绸业创造了人口

就业，也形成了可观的利润来源。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连接也促进了运输系

统的形成和中间商的发展。所有这些元素都满足了这个时代的重商主义心

态，鼓励各国通过发展本土的丝绸生产来减少贸易逆差，甚至从方兴未艾

的国际市场中分一杯羹。

在这种蓬勃发展的丝绸生产中，亚洲作为传统的丝绸中心得到了进一

步的商业化发展。中世纪的波斯僧侣将蚕卵藏于竹竿上走私到君士坦丁

堡，欧洲国家从此开始逐渐获得有关蚕桑的秘密，丝绸文化也随之繁荣起

来。欧洲国家中最早拥有现代意义上成熟丝织业的是意大利。最迟到了１５

世纪中叶，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的丝绸生产中心。尽管意大利的政府想尽

办法阻止丝绸工艺的外传，丝绸工人还是将技术带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随后再到法国等西欧国家。这些欧洲国家不仅致力于在本国发展丝绸业，

还将蚕桑也带到了他们的殖民地，特别是美洲。这一点下文会具体叙述。

伴随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传播而来的，是为了适应各地不同气候土

壤所进行的对蚕桑的调整和创新。丝绸的生产最根本的是蚕种、桑树和织

染技术。蚕种在１６世纪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原料，甚至被列为某些地方的机

密。越南人就曾经非常担心欧洲人会伤害或者盗取蚕种，因此往往将其藏

匿不让欧洲访客看到。② 蚕种的传播和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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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质量，而是引入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比如，越南最早曾经考虑过进

口日本东京的蚕种。这种桑蚕适应热带气候，在炎热的夏季都可以纺蚕

茧，但纺出来的纱线大部分是黄色的。这种生丝纺出来的丝绸即使在日本

市场也少人问津。越南更青睐能够纺织白纱的中国蚕，但是这种蚕种并不

适应热带气候，它们只能在秋季和春季的凉爽天气下吐丝。而越南种植的

桑树主要是小灌木，每年快到冬季的时候都要砍倒，所以无法和中国蚕种

的生长周期相吻合。这一因素决定了越南生丝的质量和产量都低于中国的

生丝，很少能够销往美洲。

蚕的生长发育会受到环境温度、饲养季节和桑叶品质的影响。由于蚕

是冷血动物，温度会对各种生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温度波动幅度大，

就会有害于蚕的生长。家蚕正常生长的最适宜温度在２０°Ｃ到２８°Ｃ之间，

最佳温度范围则是２３°Ｃ到２８°Ｃ。温度高于３０°Ｃ会直接影响到家蚕的健

康。如果低于２０℃，家蚕的生理活动也会受到阻碍，特别是在早期容易感

染各种疾病。① 另外，湿度也间接影响叶片枯萎的速度。在干燥的条件下，

特别是冬季和夏季，叶子枯萎的速度非常快，从而影响家蚕的饲料。这种

对于湿度和温度的敏感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蚕桑业在某些地区能够很快得

到发展，而在某些地方却举步维艰。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丝绸产地，比如中

国的江南和岭南，越南，墨西哥瓦哈卡 （Ｏａｘａｃａ）地区，还有欧洲的威尼

斯等，都是偏温暖湿润的地方。正因为蚕种的敏感性，蚕农们经常会总结

很多养蚕的注意事项，比如 《天工开物》里面就有对蚕种和缫丝具体过程

的详细记载。②

与蚕种的成长密不可分的就是桑树了。据估计，每产生一磅的生丝，

大概需要２００磅的桑树叶。③ 因此，各地在发展蚕桑业的时候势必要考虑

到本地的桑树资源和如何鼓励当地人放弃其他的农作物改为种植桑树。从

１５世纪开始，种植桑树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和富人的爱好。意大利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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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领主对桑树和蚕的兴趣大大增加。米兰大教堂的彼得罗·卡索拉

（ＰｉｅｔｒｏＣａｓｏｌａ）在路过威尼斯前往圣地朝圣的船上记载了他所看到的无数

的桑树，这些树叶都被剥去 “喂养制造丝绸的虫子”。① 甚至在阿尔卑斯山

以北，人们都尝试用不同的办法使桑树适应寒冷的气温。法国曾经命令农

民放弃传统农业改种桑树。亨利四世和农业家奥利弗·塞雷斯 （Ｏｌｉｖｉｅｒｄｅ

Ｓｅｒｒｅｓ）甚至发表了关于养蚕的论文以期试验成功。但是这一政策很快就受

到了当地农民的抗议，因为桑树的生长周期较长，而且很难在北方存活。②

同样的政策也发生在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曾经大力鼓励领主们培育桑

树。但是这些努力基本都遭到挫败，他们最终往往被迫从南部的意大利等

国家进口原料，或者在他们的殖民地发展桑树种植。③

当时的人们已经发现桑树有着不同的种类。１６２０年，法国人约翰·博

纳 （ＪｏｈｎＢｏｎｏｅｉｌ）在书中记载了黑桑 （Ｍｏｒｕｓｎｉｇｒａ）、白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

和红桑 （Ｍｏｒｕｓｒｕｂｒａ）。④ 这三种桑树从外观上看并无明显不同，甚至内芯

也都是同样的黄色，叶子也大同小异。白桑树原产地就是中国，也是中国

丝绸一直以来使用的桑叶。黑桑原产于西亚，后来逐渐被引入欧洲，是欧

洲在很长时间内使用的桑叶。红桑多见于美洲，但是很难受蚕种的喜欢，

大部分时候家蚕甚至一口不吃。黑桑和白桑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黑桑的

叶子更加坚硬，会让蚕种吐出较为强韧但偏粗糙的丝，而白桑的叶子能让

蚕种产出细腻柔软的丝线。在国际市场上，后者常常更为消费者青睐，但

是某些地区会因为传统审美偏好前者，后文将具体阐述。

为了促进蚕桑业的发展，桑树也可以被人工改进。宋应星在 《天工开

物》的 《叶料》中就详细记载了如何处理桑树的各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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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桑叶无土不生。嘉、湖用枝条垂压，今年视桑树傍生条，用竹

钩挂卧，逐渐近地面，至冬月则抛土压之，来春每节生根，则剪开他

栽。其树精华皆聚叶上，不复生葚与开花矣。欲叶便剪摘，则树至七

八尺，即斩截当顶。叶则婆娑可扳伐，不必乘梯缘木也。其他用子种

者，立夏桑葚紫熟时取来，用黄泥水搓洗，并水浇于地面，本秋即长

尺余。来春移栽，倘灌粪勤劳，亦易长茂。但间有生葚与开花者，则

叶最薄少耳。又有花桑，叶薄不堪用者，其树接过，亦生厚叶也。又

有柘叶三种以济桑叶之穷。柘叶浙中不经见，川中最多。寒家用浙种

桑叶穷时，仍啖柘叶，则物理一也。凡琴弦、弓弦丝，用柘养蚕，名

曰棘茧，谓最坚韧。

凡取叶必用剪，铁剪出嘉郡桐乡者最犀利，他乡未得其利。剪枝

之法，再生条次月叶愈茂，取资既多，人工复便。凡再生条叶，仲夏

以养晚蚕，则止摘叶而不剪条。二叶摘后，秋来三叶复茂，浙人听其

经霜自落，片片扫拾以饲绵羊，大获绒毡之利。①

宋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让桑树产出更多的叶子，最好不要开花结果防

止浪费精气。每年都要对桑树进行手续繁杂的处理，以保证来年的产量

好，叶片厚实。他甚至记载了如何剪裁桑叶。宋所记载的知识在国外也获

得了广泛的传播。１７世纪，《天工开物》先被介绍到了日本，推进了日本
本土的丝绸业，然后又被介绍到了法国。② 欧洲的植物学家也致力于研究

如何处理桑叶。焦万·安德烈亚·科尔苏奇 （Ｇｉｏｖ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Ｃｏｒｓｕｃｃｉｏ）在

他的短篇论文中对在连续下雨时采摘桑叶提供了有用的建议，其中包括将

它们包裹在一张纸上，然后在壁炉附近烘干。莱万托·圭迪乔尼 （Ｌｅｖａｎｔｉｏ
Ｇｕｉｄｉｃｉｏｌｏ）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认为应该把树叶放在大篮子里并且长时

间运载，这样叶片能够在空气流通的帮助下尽快干燥。③

蚕桑业的兴盛和技术化带来的就是各种生产手册的编纂和流行。中国

历来就有在农书中记载蚕桑养殖的传统，政府也经常参与绘制 《耕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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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于理想农业图景的一种宣传。到了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的时候更是在

海外订单的鼓励下制作了很多展现丝绸生产步骤的画册和瓷画等。欧洲和

其殖民地也有各种类似的手册。在墨西哥蚕桑业刚刚兴起的时候，西班牙

人主教苏马拉加 （Ｚｕｍｒｒａｇａ）就曾经亲自编纂了一本小册子教导人们如何

养蚕种桑。① 墨西哥米斯特克 （Ｍｉｘｔｅｃａ）地区的 ＣｏｄｅｘＳｉｅｒｒａＴｅｘｕｐａｎ（《提

湖潘山区抄本》）是一本 ６２页的社区文献，不厌其烦地展现了该社区从

１５５０—１５６４年以丝绸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每张的页码都是用桑叶蚕

种来装饰，甚至具体到了每一年所收获的蚕种和售价。② 此外，蚕桑业的

成熟发展还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蚕桑业可能产生的对环境的影响。例如，１６

世纪的威尼斯市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城市卫生条件的规定，其中特

别禁止蚕茧养殖中的死虫或废水流入护城河。③

在这种全球范围内发展的蚕桑业和知识技术流通中，中国和墨西哥的

丝绸生产恰恰代表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历史悠久的成熟期，因为海外市场

的发展而寻求对环境的进一步开发，以确保完成大额的订单；另一个则是

蚕桑业刚刚被引入，一切都方兴未艾，仍旧处在对环境的探索和磨合阶

段。两者都见证了专业化的劳动力和蓬勃的商业化。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

也鼓励他们对丝绸织造技术进行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同时，不同的气候环

境和生态条件又给两地的丝绸发展带来了在地化的特点。

二　桑基鱼塘和国际贸易中的中国丝绸生产

在明朝中国，由于劳动分工程度的提高和政府对行业控制的放松，丝

绸生产经历了地方化也就是去政府化的过程。在明朝末年，根据范金民的

估计，私人制造商所拥有的织机已经突破了一万张 ，而政府只拥有大约

３５００张织机。④ 伴随而来的是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市场化。政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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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和调控丝绸的生产。明初的政府要求每家每户必须

有一定数量的桑田，从而能够符合一个理想化农业家庭的样子。在两税法

中，丝绸被视为税收的一种形式。朱元璋甚至要求丝织中心松江的居民只

缴纳丝织品作为税收。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开始实行之后，中国的银价变

贵，对银钱的需求也到了空前的地步，这进一步鼓励了丝绸商人出口他们

的产品以换来足够的银钱。

地方化对丝绸生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精英和平民都开始从纺

织业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据 《湖州府志》记载：“隆、万以来，机杼之家

相沿比业，巧变百出。”①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丝绸业里，一个由工

匠组成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形成，从而提高了丝绸生产的效率和质

量，也降低了其价格。这个自由的生产市场也开始在地区的层面变得更加

集中化和专业化，开始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开始扩展到海外市场。

如果我们只关注政府的政策和正史的记载，明朝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多

么开放的帝国。因为饱受倭寇的困扰，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实行海

禁。直到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明政府才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于是五方之

贾，熙熙水国，刳裓踖，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

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② 海禁的开放进一步刺激了一些野心勃勃的商人

和工匠迁往海外的岛屿，比如菲律宾，去寻找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利润。

马尼拉是西班牙人在１５７１年建立的。一直以来，西班牙人都试图在菲

律宾建立一个贸易港口，作为其在亚洲贸易圈的堡垒。得益于其优良的港

湾条件，马尼拉成功连接了澳门、长崎和台湾，并且吸引了包括葡萄牙

人、荷兰人、日本人和台湾郑氏家族的参与。马尼拉很快就开始大量地吞

吐各种世界性的商品，包括中国的丝绸和美洲的白银。马尼拉的中国商人

曾在１６００年达到了 ２０万，这还不包括在贸易季节暂时来到马尼拉的商

人。③ 他们深入马尼拉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日常服务，并

且投资大宗的贸易。正如一位西班牙人所记载的那样，“没有中国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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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会变成一个悲惨的地方；感谢中国商人，西班牙才变得更加富

裕。”① １５７５年，胡安·帕切科·马尔多纳多 （ＪｕａｎＰａｃｈｅｃｏ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上

尉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每年有１２—１５艘来自中国大陆的船只来

到马尼拉”②。这个数字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更是翻了几番。

在季风的帮助下，货物从中国的福建沿海到达马尼拉主需要大约２０天

的时间。运往马尼拉的丝绸纺织品中有一半运往日本，另一半运往太平

洋。顺着太平洋的洋流，这些马尼拉大帆船大概五个月能到达墨西哥的港

口。③ 即使航路困难重重，从 １７世纪早期开始，每年大概有价值超过 ６０

万比索的货物被运到墨西哥，而这个数目到了世纪中叶得到了进一步的增

长。④ 丝绸出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根据全汉癉的估计，到了１６世

纪末，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流向中国的白银达到了１００万比索左右，这

个数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又翻了一番，在１８世纪可能达到３００万到４００

万比索。⑤ 而对于西班牙商人来说，这个航路的利润也相当惊人。一担生

丝的价格在马尼拉是２００比索，到了秘鲁的利马就变成了１９５０比索。⑥ 这

个利润已经远超西班牙通过印度洋到达亚洲的传统航线。

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中国的丝绸生产呈直线上升。一方面，巨

大的商机促使农民改变种植模式，种植商品作物而不是大米。另一方面，

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鼓励地方政府放松对于农业生产的管理。丝绸生产

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长江下游和岭南。据施敏雄 （ＭｉｎｈｓｉｕｎｇＳｈｉｈ）介

绍，从１６世纪到１７世纪末，苏州从１７３台织机和５０４位工匠增加到了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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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织机和２３３０位工匠。① 马立博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外需的增长，在 １６

世纪后半叶广州的丝绸生产直线上升。到了１８世纪，广州成为唯一合法的

对外贸易港口，于是其丝绸产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长江下游。当时的人们

认为 “广纱甲天下”。②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

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③

岭南丝绸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其对江南丝绸业的赶超都得益于并进

一步促进了 “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这一模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

于明清时迅速发展并基本成型。据明代归安县沈氏所著的 《沈氏农书》记

载，“池蓄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雍桑、鱼，岁终可以易米，蓄羊五

六头，以为树桑之本。”④ 具体而言，就是农民在鱼塘的岸上种植桑树，鱼

塘与桑树保持四六的比例。桑树的根系可以帮助固定土壤，蚕桑的利润被

用来购买鱼苗，蚕蛹可以用来喂鱼。根据时节的变化统筹安排农事活动，

正是 “桑基鱼塘”的核心。其基本概念是协调不同的生产线，并在保持生

态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劳作者一年到头的安排非常

紧凑：正月二月打理桑树，放养鱼苗；三四月为桑树施肥；五月养蚕，六

月卖丝，蚕蛹用来喂鱼；七八月鱼塘清淤，用塘泥培固塘基；年底几个月

除草喂鱼。因此，这个模式能获得 “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

特别是在广州，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每年可以采摘七到八次的桑叶，

一公顷土地大概能产生１８００公斤的叶子。⑤ 所以，在顺德等县就有 “一担

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的民谚。⑥ 在这些地方，桑基鱼塘的

模式逐步取代了稻田。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南海县的九江乡的土地

使用已经是 “鱼桑占其半”。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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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的系统常常被视为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的一个例子。① 确实，

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生命所需的矿物和能源都能被回收利用，损失也很

小。能量的转化和再利用主要是由鱼塘系统所完成的。但是马立博对于这

一系统是否能称得上 “可持续”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桑基鱼塘并不是完

全意义上的封闭系统。人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人类的能量来

源，也就是粮食，却不是这个生态系统所能产出的。相反的，大米恰恰是

这个生态系统所取代的一种产物。因为桑基鱼塘的盛行，大米也变成了一

种商品，需要从别的县甚至是广西运来 。这种对于长距离贸易的依赖正是

这个系统不稳定的要素，因此该系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可持续。② 这种看

似对自然环境的充分但是并不可持续地运用并不是中国这一个地区的特

色，在１６—１８世纪的其他地方也经常能够看到，下文将要分析的墨西哥的

蚕桑养殖业具有同样的特点。

这个农业系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桑叶的商业化和随之而来的丝绸

生产的进一步专业化。养蚕者可以购买桑叶，而不用担心树木的寿命和蚕

食缺粮的问题。挖鱼塘、筑堤、买鱼和种植桑树，这种系统的运转本身也

需要比普通家庭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因此，苏耀昌 （ＡｌｖｉｎＳｏ）认为桑基鱼

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士绅精英们的积极鼓励和资助。农民的家庭往

往仍然是蚕和桑叶的主要生产培育者，但是由士绅提供信贷。③

尽管中国丝绸的生产已经相当的商业化，清朝的中央政府却仍旧对丝

绸生产坚持着一个传统的和理想化的概念。传统的儒家思想把丝绸生产视

为在家庭范围内由女性从事的活动，具有明确的性别特征。康熙皇帝曾经

让宫廷画家复制宋代的 《耕织图》并且配上新的诗作，在全国范围内广为

流传。这些图像描绘了蚕桑培育和丝绸织造过程中的不同步骤，画面中无

一例外都是女性成员，而且每幅画的题诗都意在强调家庭中的幸福劳动场

景，并且把丝绸的质量和女性的美丽联系起来。正如安·沃特纳 （Ａｎｎ

Ｗａｌｔｎｅｒ）所言，这些图像所捕捉的不是中国丝绸生产的现实，而是皇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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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农民家庭的理想化图景。① 毫不知情也罢，拒绝承认

也罢，这种中央政府的保守期待就在全球市场对丝绸剧增的需求中不断地

远离了现实。

三　墨西哥的蚕桑养殖和丝绸制造业

自从１４９２年新大陆被发现以来，物种的交流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新大陆的作物被介绍到了欧亚大陆，并且为１８世纪的人口增长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欧洲殖民者也不断将新的作物引入美洲，新到来的作物包括

无花果、石榴、橘子、葡萄、南瓜、生菜、洋葱、萝卜、蚕豆、鹰嘴豆、

洋葱和大蒜等。② 而其中最重要的生物交流就是和丝绸业有关的了：蚕种

和黑桑被介绍到了墨西哥，而胭脂虫作为一种红色的染料被欧洲人视为

珍宝。

西班牙人决定在墨西哥发展蚕桑养殖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根本

的动力是玛克辛·贝格 （ＭａｘｉｎｅＢｅｒｇ）所分析的，欧洲国家希望能够通过

在殖民地种植蚕桑原料来帮助 “本土化”自己的丝绸生产。③ 这种本土化

的需求是对世界市场和源源而来的亚洲甚至意大利丝绸的一个应对。欧洲

国家普遍希望能够将东方的商品西方化，而要达成这个目的就需要他们能

够产出足够的原料。墨西哥作为殖民地向来被认为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因

此西班牙人寄希望于墨西哥产的生丝完全支持本国的丝绸制造。除了这个

考量之外，西班牙当局也希望能够在美洲殖民地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

来自西班牙的第一次蚕桑养殖尝试是１５０３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 （Ｈｉｓ
ｐａｎｉｏｌａ，现在的海地），西班牙人运来了一盎司的蚕种，希望能够借助加勒
比海本地的桑树成活。但这个尝试并没有获得成功，一方面因为本地桑叶

的品种不对；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土著劳动力并不足以支持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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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蚕桑养殖。第二次尝试是１５１７年在西印度群岛，巴托洛德·拉斯·卡萨

斯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éｄｅｌａｓＣａｓａｓ）说服查理五世把欧洲的农民带到西印度群岛。

但这次实验因为欧洲贵族对大批农民离开本土的反对而宣告失败。①

于是墨西哥成为了下一个目标。墨西哥具有土地上的优势，是西班牙

土地的四倍，当地人口约有一千万。此外，墨西哥还有一种本土的桑树，

这些桑树虽然并不理想，但确实帮助喂养了第一批蚕。１５２３年，第一批蚕

种从西班牙抵达墨西哥。初步的试验初见成效之后，政府开始大力的投

入。正式的大规模的丝绸生产始于１５３６年。那一年普埃布拉 （Ｐｕｅｂｌａ）地

区种植了十万多棵来自欧洲的黑桑树。选择普埃布拉是几经权衡的结果：

该市土地肥沃，又处在墨西哥城到韦拉克鲁斯 （Ｖｅｒａｃｒｕｚ）港之间的交通

路线。而且普埃布拉的教会传统使得当地的纺织技术颇为先进，这也帮助

其日后成为和墨西哥城并立的丝绸纺织中心。

地方精英和高级的政府官员在引进蚕桑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第一任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扎 （ＡｎｔｏｎｉｏｄｅＭｅｎｄｏｚａ）发起了国家

补贴项目。他建立了桑树种植园，并教导印第安人如何养育蚕种。受到政

府补贴和培训计划的鼓励，许多当地的印第安人社区提出要求开展丝绸生

产。提湖潘 （Ｔｅｊｕｐａｎ）地区的一封农民的请愿信中就提到，他们预期五分

之一的生丝的价值足以满足该镇需要对西班牙缴纳的贡品。到１５３７年，养

蚕已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给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同时也更牢靠地将他们纳入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②

西班牙政府引进的欧洲黑桑逐渐成了主要的饲料，并在不同的饲养阶

段与当地的树木一起使用。上文已经分析过亚洲的白桑所能产生的丝线更

加细软，因此纺出的丝绸往往更受市场的喜爱。因此到了 １６世纪末的时

候，西班牙本国也开始广泛采用中国的白桑树。但是墨西哥却一直使用黑

桑。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解释为什么这种地方性的偏好能够持续到１８

世纪，甚至到今天。但这可能和瓦哈卡的气候条件和当地传统纺织较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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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坚韧的丝绸制品有关。

大约１６世纪中叶，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当地社区的热情参与使得蚕桑养

殖遍布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从米却肯 （Ｍｉｃｈｏａｃｎ）州延伸到了犹卡坦

（Ｙｕｃａｔｎ）州 。经过对土壤、气候和农业社区的不断适应，蚕桑业最终主
要集中在瓦哈卡州。瓦哈卡有很多的印第安人社区，能够提供足够的劳动

力。因此，在瓦哈卡，养蚕是以社区为基础进行生产的。很多印第安人的

社区受雇于西班牙的大庄园主。一名曾经到访米斯特克地区的旅行家曾经

这样写道，“有许多西班牙人有七八幢房子，这些房子长２００多英尺，很
宽很高。房子里面有一万到一万两千多个托盘，上面全是蚕种。当蚕开始

吐丝的时候，房子里的蚕茧能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就像玫瑰的森林”①。

１５８０年，米斯特克的年度丝线产量为两万磅。② 随之，墨西哥的丝绸织造

市场很快应运而生。当地的商人最初从欧洲高薪聘请专业的工人，甚至不

惜互挖墙脚，很快本地的纺织工人通过学习外来的技术成长了起来。１５４０

年９月１７日，贡萨洛·德萨拉萨尔 （ＧｏｎｚａｌｏｄｅＳａｌａｚａｒ）记录到，墨西哥

城中 “织机和纺轮不断地生产着各种腰带、缎带和蕾丝”。③ 丝绸商会也很

快地建立了起来。

但是，正当墨西哥蚕桑养殖和丝绸制造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从１６世

纪末期开始，养蚕业在一些地区逐渐衰落，丝绸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历

来学者对于墨西哥蚕桑业的衰落给出了很多的解释，伍德罗·博拉

（ＷｏｏｄｒｏｗＢｏｒａｈ）甚至在他的书中统计了七种可能的原因，并重点关注了

劳动力短缺，西班牙政府为了保护本土丝绸的出口而大规模拆除墨西哥的

蚕桑养殖业，以及官员的腐败。④ 而当时的西班牙人最倾向于认可的原因

则是来自中国丝绸的竞争。当地的一些官员曾经写信给西班牙国王对此进

行抱怨。１５８２年，克雷塔罗 （Ｑｕｅｒéｔａｒｏ）的科雷希多 （Ｃｏｒｒｅｇｉｄｏｒ）认为，

由于菲律宾来的中国纱线数量庞大，墨西哥已经没有必要依靠当地的努力

来生产生丝。１６０５年，作为丝绸业视察员的路易·卡尔瓦乔 （ＬｕíｓＣａｌｂａ

ｃｈｏ）更是直接哀叹中国丝绸进口对墨西哥丝绸生产的不利影响。于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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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王室税收的考虑，菲利普二世颁发了对中国丝绸的禁令。这一禁令先

后在１６０２年、１６０４年、１６０９年、１６２０年、１６３４年、１６３６年和１７０６年得
到重申。但是这些限制政策鲜有作用，大量的中国丝绸依旧源源不断地涌

入墨西哥的市场。墨西哥的中心市场甚至以帕里安市场 （ＰａｒｉｎＭａｒｋｅｔ）
为名，意为丝绸市场，而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马尼拉中国商人聚集区的名

字。在普埃布拉，与丝绸服装制作有关的 “中国姑娘” （ＣｈｉｎａＰｏｂｌａｎａ）
的传说也开始流行。①

墨西哥市场对于中国丝绸格外偏爱。英国的旅行家托马士·盖奇

（ＴｈｏｍａｓＧａｇｅ）在他的旅行记录特别指出，在墨西哥常常能看到 “中国的

亚麻和彩色的丝绸”。② 当地的记载也提到印第安人只喜欢中国和菲律宾来

的丝绸。③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丝绸如此受欢迎？首先，有竞争力的价格是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１５９４年，利马一个西班牙官员在写给国王的信中指
出，“一个普通的男子可以用２００雷亚尔 （ｒｅａｌｓ）就给他的妻子买一套中
国丝绸，但却需要２００比索才能买到西班牙的丝绸服装。”④ １７世纪，一个
西班牙雷亚尔相当于比索的八分之一。中国丝绸的低廉价格一方面是因为

相比墨西哥而言，中国的丝绸生产规模更大，工人也更有效率；另一方

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白银在亚洲和美洲的价格差。美洲有着丰富的银

矿，因此银钱便宜；而亚洲因为缺乏稳定的储备，同时一条鞭法决定了政

府只收白银，所以银钱在中国更贵。１６世纪末，在中国一个金比索等于
５５个银比索，而在墨西哥却能兑换出１２个银比索。当墨西哥的商人把钱
花在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的购买能力至少增加了一倍。

此外，中国商人应对市场需求的灵活性是另一个优势。中国丝绸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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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往往以小作坊为基础，所以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① 以现存

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件１７世纪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丝绸织布为例。②

这件丝绸制品大红的底色，上面有象征西班牙王室的双头鹰，有象征菲律

宾贵族的心形花瓶。很显然，中国工匠在制作这件丝绸的时候有外商提供

的图案样本，整个设计和１６世纪在西班牙流行的丝绸制品非常相像 （其

中一件如今也藏于大都会博物馆）。但同时，这些工匠也添加了非常中式

的花卉设计，类似中国青白瓷上常常能看到的折枝图案。后来流行于整个

欧洲市场的马尼拉大披肩也经常使用来自亚洲的花卉图案，比如莲花和菊

花。具有异域风情的植物花朵能够唤起消费者对于遥远国度的向往。③

中国生丝的大量进口一方面确实对墨西哥的蚕桑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毕竟丝绸加工业已经不必依靠本土的资源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生丝也

给城市中的丝绸加工业带来了新的机会。④ 在马尼拉大帆船运来的许多货

物中，白色丝织品和生丝纱线居多。⑤ 迭戈·德博瓦迪利亚 （Ｄｉｅｇｏｄｅ

Ｂｏｂａｄｉｌｌａ）就评论说：“在中国所带来的丝绸产品中，没有一个比白色的丝

绸更受到欢迎。”⑥ 墨西哥市场更加青睐未加工未染色的纺织品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白纱能够让当地工人依据本土的审美进行再加工，

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特别是能够让他们制作出迎合当地宗教文化

需求的织品。⑦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亚洲纺织品主要使用草本染料，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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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染红色的红花，但是这种染料在海水浸泡或者阳光直射后容易褪色。①

墨西哥虽然和中国一样对于红色有着格外的偏爱，但却延续了欧洲使用昆

虫为主的染料的传统。对红色的相同追求和对不同红色染料的使用，凸显

了环境因素和生态条件对于时尚的影响。

四　红色时尚和对不同染料的使用

随着丝绸服饰的流行，鲜艳的色彩尤其是红色在各地都变得很受欢迎，

常常代表了穿着者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水平。在明代中国，只有高阶的官员

才能穿红。在官方的政令中，直到崇祯年间 （１６２８—１６４４），普通百姓才

被允许在婚礼上使用红色。②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于颜色的规定在晚明

时期逐渐放松，商人富户也开始穿着大红大绿的鲜艳颜色来炫耀自己的财

富和地位。③ 同样的，因为王室的青睐和教堂里面的广泛使用，整个欧洲

都对红色趋之若鹜。１５３５年，德国农民甚至发动了起义来要求穿红衣的权

利。④ 这种对红色的追求也传到了墨西哥，在现存的画卷中，红色是使用

最多也最为显眼的一种。人们对红色的追求并不仅仅是对颜色本身的喜

爱，而是对这个颜色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炫耀性消费。

红色的珍贵源自于原料的难得和复杂而耗时的工艺。要想获得纯粹的

红色，通常必须反复使用染料对丝绸布匹进行浸染，不仅耗费原料而且耗

费劳力。尽管古代的欧亚国家都普遍使用茜草来提取红色染料，欧洲和亚

洲后来采用了不同类型的红色染料：欧洲偏好昆虫染料，而东亚喜欢草本

染料色素。在中国汉代，红花从中亚进口，人们逐渐发现红花相较于茜草

能产生更明亮更持续的红色。红花高昂的价格也转化成了社会地位的象

征，从而更受青睐。早在北魏年间，红花就已经被当作红色染料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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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花法：摘取即碓捣使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更捣，以粟

饭浆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绞汁即收取染红勿弃也。绞讫著瓮中，

以布盖上，鸡鸣更捣以栗令均，于席上摊而曝干，胜作饼，作饼者，

不得干，令花郁也。①

后来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中对于红色的草本染法给出了更为详尽的

介绍：

大红色，其质红花饼一味，用乌梅水煎出。又用碱水澄数次，或

稻稿灰代碱，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则鲜甚。染房讨便宜者，先染

芦木打脚。凡红花最忌沉、麝，袍服与衣香共收，旬月之间其色即毁。

凡红花染帛之后，若欲退转，但浸湿所染帛，以碱水、稻灰水滴上数

十点，其红一毫收转，仍还原质。所收之水藏于绿豆粉内，放出染红，

半滴不耗。染家以为秘诀，不以告人。

可见制作红花饼工序复杂，要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反应，才能达到

人们所追求的正红色。《天工开物》中还记载了红色的不同变种，比如水

红色等。② 晚明的时候，丝绸的色彩有１２０种以上。③ 其中不仅有多达 １８

种不同红色的染料，还有１５种不同的绿色。④

在欧洲，虽然工匠可以使用多达六种红色染料，但是胭脂虫 （ｋｅｒｍｅｓ）

被认为质量最好，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后来，欧洲的这种胭脂虫逐渐被原

产于墨西哥的胭脂虫 （ｃｏｃｈｉｎｅａｌ）所取代。胭脂虫是一种单细胞昆虫，这

种昆虫身体是白色的，但是在挤压之后会产生鲜红色的汁水。两种胭脂虫

产生红色的元素是一样的，但是颜色更深，几乎永不褪色。印第安土著最

早发现并且使用这种虫子，很快西班牙人就被这种红色所吸引，并且对其

进行了系统化的开发，之后介绍到欧洲市场。尽管拉丁美洲的很多地方都

能找到胭脂虫的踪影，但原产于墨西哥的品种是最好的，比其他的品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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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倍有余，而且产生的红色也更深更鲜艳。这种胭脂虫每年可以收获三

次，每公顷的仙人掌能够收获大概２５０千克的胭脂虫。这些虫子在被热水
烫死之后需要在烈日下烘烤干燥，甚至需要经过铁锅的烘制，最后制成砖

状的染料运往欧洲。而大概七万只这样的小虫子才能制作一磅的染料 （ｌａ
ｇｒａｎａｃｏｃｈｉｎｉｌｌａ），其昂贵的价格和花费的劳力可以想见。① 这样的劳动密集
型的培育堪比中国农民在蚕种上花费的心思。而这两种劳动力产生的结果

相遇之后，就产生了最细软的红色最纯正的丝绸，在欧洲和美洲的市场受

人追捧。

胭脂虫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好的农田，可以在狭小的仙人掌林中进行

生产。这也给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了一种解决印第安社区土地短缺问题的办

法。例如，在１６０９年，米亚瓦特兰 （Ｍｉａｈｕａｔｌｎ）省的
#

科特佩克 （Ｏｃｅ
ｌｏｔｅｐｅｑｕｅ）镇因为土地贫瘠，无法播种玉米，人们想了很多改善土地质量
的办法，但唯一被证明有效的就是改为培育胭脂虫。② 但同时，胭脂虫对

气候和恶劣天气的影响很敏感。意外的霜冻，暴雨或者干旱都有可能摧毁

整个收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瓦哈卡地区成为胭脂虫培育的中心，因为当

地的土地贫瘠，并不适宜发展其他的农业生产，但是气候相对稳定。而

且，瓦哈卡地区的农民社区密度高，正好适合从事胭脂虫的培育和染料的

制作。

为了促进胭脂虫产业，西班牙政府担当了金融家和出口商的角色。墨

西哥城的商人以及西班牙的贸易家们会提供预付资金给农民以确保胭脂虫

的生产。政府的扶植和信贷的提供促进了胭脂虫在１６６０—１７００年间产量大
增。在最好的年份甚至能每年创造２００多万比索的利润。③ 到了１８世纪，
胭脂虫产业已成为瓦哈卡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在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

胭脂虫的培育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但是在瓦哈卡地区却有了大规模的种

植园。就像罗宾·Ａ唐金 （ＲｏｂｉｎＡＤｏｎｋｉｎ）记载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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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８世纪开始还出现了有至少五万株仙人掌的大种植园。这些种

植园有时会被分置成许多二十五平方米大小的区块。周围有泥墙或者

篱笆用来防风防尘，有助于赶走可能吞食胭脂虫的家禽。冰霜和雨水

也有可能导致昆虫的大量流失。所以当人们预期会发生霜冻时，就会

点燃火把；有时候还会用木头和稻草搭起雨棚，以防止仙人掌遭受暴

雨的洗礼。①

继白银之后，胭脂虫被认为是从美洲殖民地出口的最重要的产品。在

１６—１８世纪期间，大量的胭脂虫染料被运到西班牙，然后从那里再被运到

欧洲其他地区。这种便于运输但是价格昂贵的染料给西班牙人带来了巨大

的利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胭脂虫的价格堪比黄金。尽管墨西哥官员要

求土著用胭脂虫缴纳贡税，但是西班牙政府一直把和胭脂虫有关的信息视

为最高机密。他们限制传播有关培育胭脂虫的信息，甚至设置了死刑来威

胁任何试图出口胭脂虫的行为。这种垄断一直维持到了１８２０年。在知道什

么是胭脂虫之前，欧洲人完全不知道这种染料来自于昆虫。他们还习惯把

胭脂虫称为 “西班牙胭脂虫 （ＳｐａｎｉｓｈＫｅｒｍｅｓ）”或 “西班牙粉末”。②

对红色的时尚追求和中墨两国所使用的不同染料给我们提供了有意思

的研究视角。丝绸成为炫耀性消费的一种物质载体，限制消费的法律条文

的放松也促成了社会中对于红色的特殊追求。这种关于颜色的时尚不仅仅

促进了中国和墨西哥对于不同染料的发掘和培育，而且决定了各地对于本

土化染色的偏好，也决定了在国际市场上生丝和白色丝绸比染制好的丝绸

成品更受欢迎。

结　论

通过对中国和墨西哥蚕桑丝绸生产中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对比，能够

看出１６—１８世纪的全球市场中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丝绸时尚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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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贸易需求决定了人们对环境的利用。全球范围

内对于某种物质时尚的追求往往会鼓励人们发展新的产业，从而对环境作

出改造和开发。这表现在桑基鱼塘模式在明清中国的盛行和以瓦哈卡地区

为中心的桑树种植。可以说，自然环境的被开发让全球时尚在各地都变得

触手可及，都有本地化的渠道。这也是国家政府希望通过迎合时尚商品来

发展本国经济和解决社会劳动力的一种尝试。国家政策在丝绸生产和对环

境的开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地方的丝绸业是国家支持和赞助的结

果。在制订这些计划的时候，政府或者说殖民者综合考虑了国家的经济战

略和具体地方的环境条件。而一定的环境条件又会反过来影响丝绸生产的

质量、数量和价格。正是因为自然环境和生物条件的不同，这种全球化的

丝绸时尚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土的特点。这表现在黑桑和白桑的不同，以及

中国和墨西哥使用的不同的红色染料上。中国和墨西哥丝绸生产之间错综

复杂的联系和差异表明，在全球时尚和本土环境条件的对话中，自然环境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于丝绸服装的广泛追求使得限制消费的法律条文变得名存实

亡，明清时期的文人不断感慨商人仆妇滥用丝绸服饰和明亮颜色，西班牙

的旅行者也被墨西哥社会中对丝绸的广泛使用所震惊。① 可以说，丝绸纺

织品的生产和穿着挑战了这些帝国社会传统的社会等级。正如丹尼尔·罗

奇 （ＤａｎｉｅｌＲｏｃｈｅ）所说的，衣服已经不能用来区分阶级了。从１６世纪开

始，在这些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中，衣服可以用来表达个人身份和财富地

位，开始逐渐远离传统帝国中服饰对于等级的表述和传承。但是同时，社

会阶层并没有消逝，反而体现在人们对于环境资源的占用和使用中，不管

是在中国的岭南还是墨西哥，还是在越南和意大利，当桑树的种植逐渐成

为一种时尚之后，大规模的桑树培育基本都被社会精英阶层所控制，包括

中国的士绅阶层，墨西哥的西班牙官员，还有欧洲的贵族。虽然桑树种植

和桑叶采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但是很多真正的劳动者都受雇于这

些大地主或者信贷持有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环境资源的掌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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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丝绸的生产依旧体现了明确的传统等级制度。

最后，１６—１８世纪的贸易往来标志了全球化时代的开始。本文所提供

的个案研究和当代的太平洋市场，甚至 “一带一路”的倡议都有可以呼应

印证之处。在如今的墨西哥，瓦哈卡地区仍旧在从事丝绸生产，人们仍然

能在普埃布拉找到帕里安市场和 “中国姑娘”的雕像。墨西哥的丝绸依旧

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美国低端服装市场上和亚洲生产

商进行着持续的角力。① 同时，瓦哈卡的政府依旧在丝绸生产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策划作用，它们希望能够引进亚洲的家蚕并采用中国的缫丝技

术。但是这些提议在当地受到了抗拒，人们认为这将会丢掉本地区的审美

传统。② 从１６世纪至今，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协商还在上演，跨太平洋市场

上各国的互动和角逐并没有停止，人们对于环境的开发和适应也依旧在

继续。

（段晓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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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保和海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制

张国帅

　　摘要　１９世纪后期，菲律宾保和海海域在社会环境方面呈现出经

济发展、社会组织强化以及正在形成的食鲸文化等现象，在海洋环境

方面显露出近海资源退化的迹象。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当地出现了旺

盛的捕鲸需求，同时也推动了捕鲸技术的诞生。保和海捕鲸技术的形

成是以传统的蝠鲼渔捞技术为基础，吸收并整合了来自中美的外来捕

鲸技术。它的动力源于社会环境和海洋环境根据自身情况的变动所形

成的 “合力”；而其动力机制便是在这种 “合力”的主导下选择性的

对上述三种技术的吸收与扬弃，并最终自成体系。

一　菲律宾捕鲸技术的历史研究

捕鲸活动，一般指的是人类通过捕杀大型鲸种 （须鲸类与齿鲸类中的

抹香鲸）来获得鲸肉或鲸油等产品的行为。经考古调查可知，这一活动出

现的时间甚至能够追溯到公元前６０００年。① 不过，从捕鲸活动发展到捕鲸

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菲律宾为例，其捕鲸业出现于１９世纪后期，此后

经历了捕鲸技术的三次迭代，持续到１９９７年。与菲律宾的捕鲸业相似，围

绕着它展开的历史研究同样起步较晚，相关的学术积累较少。

具体到捕鲸技术而言，它是捕鲸工具的规则体系，是其延伸与扩展，

是一种更高级别的捕鲸工具。最早涉及菲律宾捕鲸技术的著作是玛丽亚·

劳拉·Ｌ道乐 （ＭａｒｉａＬｏｕｅｌｌａＬＤｏｌａｒ）等学者的 《菲律宾鲸目动物的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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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①。文章主要围绕着保和海的利拉、帕米拉坎及萨盖这三处捕鲸点，

指出捕鲸业源于当地的蝠鲼渔业。在捕鲸工具方面，虽然三地皆是乘坐泵

船，但是利拉和帕米拉坎主要使用的是鱼钩，萨盖则主要使用的是与美国

捕鲸工具相似的鱼叉。在捕鲸方法方面，皆是以跃鲸者 （鱼钩手或鱼叉

手）跃至鲸背上刺入连接长绳的渔具，使之无法逃脱并将其杀死。从道乐

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该研究主要是基于田野调查，对菲律宾捕鲸技术

的考察尚缺少历史性的视角。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为整个菲律宾捕鲸史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此之后，乔·玛丽亚·Ｖ阿塞韦斯 （ＪｏＭａｒｉｅＶＡｃｅｂｅｓ）将菲律宾

捕鲸业的研究正式引入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她的三篇论文

中，分别为 《菲律宾历史上的捕鲸业》② 《捕杀 “大鱼”》③ 和 《菲律宾捕

鲸史》④。由于这些文章对于菲律宾捕鲸工具的研究具有连续性，本文将其

放在一起梳理。与前者相比，阿塞韦斯在捕鲸技术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的

推进。其一，增加了历史性的视角，尤其是重点介绍了泵船采用前———帆

桨阶段的菲律宾捕鲸业。在这个阶段，虽然渔具的样式与泵船阶段一致，

但是在材质上仍为铁制。捕鲸方法虽然与泵船阶段很相近，但由于动力主

要依靠风力和人力，所以需要的船员约为后者的两倍，对跃鲸者的能力要

求更高。其二，提出了区域性的视角。作者在讨论菲律宾捕鲸工具时，尝

试将其与周边海域的捕鲸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她整合了理查德·艾里

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ｌｌｉｓ）对中国南海捕鲸工具的介绍及葫芦嘎洞穴捕鲸鱼叉的考

古分析后，认为这些地点的捕鲸工具在造型上非常相近。⑤ 其三，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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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ａＬｏｕｅｌｌａＬＤｏｌａｒ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ｃｅｔａｃ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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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ｒｄｏ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ｐｐ６－２３

ＪｏＭａｒｉｅＶＡｃｅｂｅｓ，Ｈｕｎｔｉｎｇ“ＢｉｇＦｉｓｈ”：Ａ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Ｍｕｒｄｏ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ＪｏＭａｒｉｅＶＡｃｅｂｅ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Ｇｌｉｍｐ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ａｌｅｓ”，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
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ｐｐ８３－１０３

葫芦嘎洞穴 （ＨｕｌｕｇａＣａｖｅｓ）位于卡加延—德奥罗市的南部，菲律宾国立博物馆的考古学
家ＤｒＥｕｓｅｂｉｏＤｉｚｏｎ在该遗迹中发现了类似于在宿务和保和岛等地的捕鲸用鱼叉。



全球性的视角。阿塞韦斯指出在美国捕鲸者向菲律宾传播捕鲸工具的同

时，还将当地人雇佣为船员；当他们带着习得美式捕鲸方法返回国内后，

再次影响了菲律宾 （如利马萨瓦岛）的捕鲸业。此外，作者还对从帆桨阶

段到泵船阶段，技术变化对新渔场的开拓、船员的减少及分配体系的现金

化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由此可见，阿塞韦斯通过其系列论文，把菲律宾捕

鲸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

其一，对利拉和帕米拉坎等地所用鱼钩的来源及萨盖渔民如何适应 “美

式”鱼叉的情况没有进行分析讨论；其二，尚未讨论捕鲸技术的形成以及

从帆桨阶段到泵船阶段推动捕鲸技术变化的动力；其三，侧重于捕鲸技术

的变化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鲜少提及反向影响。

除此之外，约翰·Ｇ布彻 （ＪｏｈｎＧＢｕｔｃｈｅｒ）在 《边疆的闭锁》① 中

对东南亚海域中以英美为代表的域外捕鲸者的捕鲸工具进行了粗略的介

绍，指出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为鱼叉，乘坐的船只是当时出现在该海域中最

大的三桅杆、四角帆的大帆船。不过，这些人实际用来捕鲸的船只比当地

的捕鲸船小且脆弱，但操作更灵活。

从先行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菲律宾捕鲸史中有关技术的研究虽然

较少，但已理清了基本的发展脉络并回答了一些学术问题。本文在此基础

上，结合之前的不足，提出的问题意识是 “菲律宾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

制是什么？”关于此，先行研究中虽然侧面提及捕鲸业源于蝠鲼渔业，并

触及了美国乃至中国捕鲸活动的影响，但尚未系统性地回答该问题。

就技术而言，自然辩证法认为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实践

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

和。② 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工具属于劳动资料，它发挥着中介作用，把人的

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技术的发展由社会需要、技术目的、技术进步

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它的基本动力是社会需求与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的矛

盾；直接动力是技术目的和技术手段之间的矛盾，科学进步是其重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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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 此外，文化对技术发展具有张力作用。② 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工具

既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界面，也是双方共同形塑的结果。技术是在这个过程

中形成的体系化的知识，同时也影响着人、自然乃至双方互动的频率与

力度。

就动力机制而言，恩格斯在 “合力论”中这样谈道，“历史是这样创

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

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

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

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

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③。在此基础上，他还强调

“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④ 由此可见，恩格斯既注重单个人意志的能动

性和经济的决定性，又注重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博弈。从环境史的视角

来看，除了上述围绕着个人与社会产生的力量外，环境本身也是历史进程

中的重要参与者。

就菲律宾而言，其捕鲸技术形成的来源包括自身捕捞 “大鱼”技术的

发展、美国捕鲸技术与中国南海捕鲸技术的影响等。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力

量包括经济、社会组织、食鲸文化及海洋环境的变化等多个方面。由此，

问题可以分解成以下两个小问题。其一，形成的菲律宾捕鲸技术具有什么

样的特征？其二，在菲律宾捕鲸技术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力量组成的 “合

力”又是如何来取舍这些技术的？通过对这两个小问题的回答，以解明其

动力机制。

最后，考虑到典型性和可行性，本文选择以保和海的捕鲸业为例。

二　保和海捕鲸技术的特征

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总共有７０００多个大小不一的岛屿组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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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星罗棋布地镶嵌在西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中，所处海域以丰富的海洋动

植物群落著称，拥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菲律宾海域鲸类资源丰富。早在１７世纪初期成书的 《菲律宾群岛史》

中便有在近海发现鲸的记录。① 当地的捕鲸业则是诞生于１９世纪后期；按

照技术演变来划分的话，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帆桨阶段、泵船阶段及

母船阶段。其中，帆桨阶段是菲律宾捕鲸技术的正式形成期，具有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用。

（一）保和海域的鲸与人

保和海，又名棉兰老海，位于菲律宾的米沙鄢和棉兰老岛之间。其东

经苏里高海峡连接太平洋，西经第波罗海峡沟通苏禄海，北经塔尼翁等海

峡毗连米沙鄢海，海域面积为２９０００平方千米。不同于这些较浅的海峡，

保和海的水深达到１６００米左右；加之洋面流动、涡流和上升流带来的各层

面间的物质交换，这都使它拥有一个独特的循环与物理化学特征。② 其表

现特征之一便是充沛的海洋生物生产力。例如，在塔利邦 （Ｔａｌｉｂｏｎ）当地

的一个笑话侧面表明了历史上保和海的丰饶程度。

人们如果到岸边支锅生火的话，在向沸腾的锅中添加完 ｐａｎａｋｏｔ

（蔬菜和调味料）后，只要吹吹口哨或拍拍巴掌，就会有鱼跳进

锅里。③

由此可见，保和海为鲸目动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资料显示，生

息在菲律宾海域的２７种鲸目动物中有１８种在保和海得到确认。④ 这其中

包括本文中重点讨论的布氏鲸 （Ｂｒｙｄｅｓｗｈａｌｅ）。除此之外，保和海渔民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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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ｏｎｉｏＤｅＭｏｒｇ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ａｃｋｍａｓｋｃｏｍ，２００２，
ｐ１２０，（２０１７－８－２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ｌｉｖｉａＣＣａｂｒｅｒａｅｔ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Ｌａｙ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ｐｐ１３０－１４１

ＳｔｕａｒｔＪＧ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ＢｏｈｏｌＩｓｌ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ｏｈｏ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２，ｐ３

Ｐｏｎｚｏ，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ｒｑｕ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文章于
２０１１年在佛罗里达坦帕的第１９届海洋哺乳动物生物学的会议上提出。



杀的鲸类还包括角岛鲸 （Ｏｍｕｒａｓｗｈａｌｅ）和抹香鲸 （Ｓｐｅｒｍｗｈａｌｅ）。不过，

角岛鲸直到２００３年才被从布氏鲸中区别出来，① 加之缺少史料对保和海历

史上捕捞鲸种的情况进行辨别，故而在研究过程中仍将角岛鲸划归到布氏

鲸之中。至于抹香鲸，尽管从１９７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中叶，保和海的利马

萨瓦岛 （ＬｉｍａｓａｗａＩｓｌａｎｄ）存在着对其的捕捞活动，但其与本文讨论的主

题相偏离，暂不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鲸类在生态学中属于 “Ｋ选择

型”物种，拥有寿命长、成熟慢、繁殖率低的特点。② 这些特点呈现出保

守性的色彩，意味着它们一旦减少就难以迅速恢复，如果再有竞争者的抑

制，可能会趋于灭绝。

此外，生活在保和海一带的人们精通于渔捞，也使捕鲸业的出现成为

可能。在历史上他们拥有这样的称呼———如 “天生的水手”③ 或 “强壮、

带有文身的身体与拥有高超的航海技能”④ 等。

总之，菲律宾海域是地球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区域之一，其中的保和

海更是拥有着上佳的生存环境成为布氏鲸等鲸目动物的栖息地，加之当地

人擅长渔捞，共同为当地的人鲸互动提供了可能。

（二）保和海捕鲸技术的特征

保和海一带开展捕鲸活动的时间一般是季风期的２—５月。各地的捕鲸

技术虽然大致相近，但是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拉式捕鲸；另一类则

是萨盖式捕鲸。

利拉式捕鲸主要使用的渔具是鱼钩 （ｐｉｌａｋ）和带帆的桨叉架船 （ｐｉ

ｌａｎｇ）。具体而言，一艘桨叉架船上配有６名船员，其中３名是桨手 （ｔａｇａ

ｒｅｍｏ），２名是轮桨手 （ｔａｇａｂｕｇｓａｙ），还有１名最为重要的跃鲸者 （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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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ｒｏＷａｄａ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ｂａｌｅｅｎｗｈａｌｅ”，Ｎａｔｕｒｅ４２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ｐｐ２７８－２８１

ＲｅｂｅｃｃａＬＬｅｗ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Ｂｙｃａｔｃｈ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Ｍｅｇａｆａｕｎａ”，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４，ｐｐ５９８－６０４

ＪｅａｎＭａｌｌａ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ｉｎＯｃｅａｎｉａ，Ｍａｎｉ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１８２尽管这一
称呼描述的对象是 “米沙鄢人”，但在历史上保和岛是米沙鄢的一部分。

ＪｏｓｅＭａｒｉａＳＬｕｅｎｇｏ，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ｈｏｌ，１５２１－
１９９１，Ｔｕｂｉｇｏｎ：ＭａｔｅｒＤ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２，ｐ１０１



ｕｕｎｇ）。在捕鲸过程中，跃鲸者需要跳至鲸背上并将手中的鱼钩刺入鲸的

体内。其中优先部位为鲸的喷气孔，重点避开的部位则是攻击力极强的尾

鳍。在鱼钩的末端会系有３０多米长的粗绳，绳的另一端连接的是船上的竹

制浮子。一旦鲸被钩住，船员会把浮子抛入海中，用其削弱鲸的体力使之

无法逃脱。待鲸精疲力竭后，第一艘船会收回浮子，第二艘船靠近鲸体并

刺入第二个鱼钩。通常还会有第三艘船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刺入鱼钩。随

后，船队会派出船员再次爬至鲸背上，他们的任务是击砍鲸的后脑直至其

死亡。最后，鲸体被固定在跃鲸者所在船只的一侧，由其他船只共同把它

们曳至岸边。

图１　利拉式捕鲸示意图

资料来源：ＪｏＭａｒｉｅＶＡｃｅｂｅｓ，Ｈｕｎｔｉｎｇ“ＢｉｇＦｉｓｈ”：ＡＭａｒｉｎｅ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ｐ８０

与此相对，萨盖式捕鲸主要使用的渔具是鱼叉 （ｉｓｉ）和无帆的桨叉架

船 （ｐａｍｉｌａｃａｎ）。这种船只同样配有 ６名船员，其中 ５名是轮桨手 （ｔａｇａ

ｂｕｇｓａｙ），另外１名为跃鲸者 （ｔａｇａｂａｎｇｋａｗ）。跃鲸者的作用与利拉式捕鲸

相同，负责将鱼叉刺入鲸的体内。鱼叉的末端会固定在长约３米的木棍上，

并系有一根粗绳与船上的浮子连接在一起。经过类似的围困后，船队中的

船员会使用长刀 （ｓｕｎｄａｎｇ）将鲸杀死。

总之，保和海捕鲸技术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技术与鲸

·３６１·

菲律宾保和海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制



图２　萨盖式捕鲸使用的鱼叉 （左）与长刀 （右）

资料来源：ＪｏＭａｒｉｅＶＡｃｅｂｅｓ，Ｈｕｎｔｉｎｇ“ＢｉｇＦｉｓｈ”：Ａ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ｐ８５

体构造密切相关。从鱼钩和鱼叉的外形可知，它们能够有效地破坏鲸体中

像喷气孔、血管这样的脆弱组织，并可以牢牢嵌入在鲸体中使之无法逃

脱。其二，捕鲸效率较低下。从时间上来看，不管是船只的机动性，还是

用浮子削弱鲸的体力等行为，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船队往往需要一天的

时间才能够捕杀一头鲸。从数量上来看，布氏鲸常常以群体的方式逡巡于

海中，船队往往只能择其一二进行捕杀。其三，即使在同一片海域，在技

术方面依然存在着多样性。在保和海一带尽管主要是利拉式捕鲸和萨盖式

捕鲸两种技术体系，但是各地在渔具上或多或少有些不同，各具地方特色。

（三）保和海捕鲸技术的独特性

除了观察保和海捕鲸技术的特征外，我们还有必要将其与之关系密切

的传统———捕捞 “大鱼”的技术以及美国、中国南海的捕鲸技术进行对

比，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技术的独特性。

保和海捕捞 “大鱼”（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ｆｉｓｈ）的技术雏形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

其捕捞方法是向它们投掷鱼叉———它的末端已被绳索连接到船上。① 当然，

除了鱼叉外，这一时期渔民同时还使用鱼钩进行渔捞。关于 “大鱼”的种

类，泛指的话包括鳗鱼、鱿鱼、软体动物和海龟等。② 到了１９世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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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ｒｙＳｃｏｔｔ，Ｂａｒａｎｇａ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ｈｉｉｐｐ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ｎｉｌａ：Ａｔｅｎｅｏ
ｄｅＭａｎｉｌ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４６

Ｉｂｉｄ，ｐ４７



的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出现了蝠鲼渔业。捕捞蝠鲼的工具尽管还是

鱼叉或鱼钩，但从时间来看此时可能已经开始受到美国和中国南海捕鲸技

术的影响。就捕捞过程而言，首先是由跳跃者 （ｊｕｍｐｅｒ）跃至蝠鲼身上并

将渔具刺入蝠鲼体内，它们同样是通过绳索连接到船中心的桅杆上。① 一

旦蝠鲼中招，船上的渔民会把绳索放入海中，任由蝠鲼挣扎直至其体力耗

尽。由此可见，捕鲸技术与捕捞蝠鲼的技术之间存在着两处明显的不同。

其一，浮子的运用。捕鲸期间渔民会使用竹子捆制成的浮子来削弱猎物的

体力，而在蝠鲼捕捞过程中只是把绳索的另一端系在桅杆上。其二，参与

人数。捕鲸活动往往是以船队的形式进行，而在蝠鲼捕捞过程中使用一艘

船即可，只有在目标体型较大时，才会需要其他艘船只进行协助。

美国在菲律宾海域开展捕鲸作业的时间是１８２５—１８８０年，前后约５５

年。② 研究显示，从菲律宾到澳大利亚的海域一带是美国捕鲸者的重要渔

场之一。③ 从汤森德对世界捕鲸渔场的绘图可知，保和海是美国捕鲸者重

要的夏季捕捞抹香鲸的渔场。④ 美国的捕鲸工具主要是鱼叉与小艇等。它

们平时皆放置在主船上，一旦发现目标鲸种，主船会将捕鲸艇放入海中

（一般为２—４艘，每艘约为 ６人），船员们则手持鱼叉采取 “群狼战术”

围杀鲸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鱼叉手 （ｈａｒｐｏｏｎｅｅｒ），他负责划桨和投掷鱼

叉，鱼叉的尾端通过绳索连接到捕鲸艇上。如果掷出的鱼叉命中鲸体，捕

鲸艇上绳索的另一头便会系在邻近小艇的绳索上；这样既可以避免抹香鲸

的拖拽对单艘船只带来的破坏，又可以削弱其体力。由此可见，菲律宾保

和海的捕鲸技术与美国捕鲸技术存在着许多不同。其一，渔具的样式与特

征。保和海捕鲸者使用的是一种鱼钩或鱼叉，而美国捕鲸者使用的渔具更

加多样化。另外，前者乘坐的桨叉架船要比后者所用的捕鲸艇大而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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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ＰｌｏｓＯ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ｐ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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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捕杀方法。保和海捕鲸者采取的是以削弱体力为主的方法，美国捕

鲸者采取的是以围杀缠斗为主的方法；后者风险更大，常常带来人员的死

伤。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主要是因为两者在技术水平与捕捞对象方面的

不同。

中国在渔业技术方面对菲律宾有着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尤其是１６世纪

以后华人渔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提供新的渔捞技术的角色。①

中国人在南海开展捕鲸活动的时间仅靠文字材料便可以追溯到明朝。例

如，嘉靖年间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的官员顾祘在 《海槎余录》中便谈到这一捕

鲸方法。

土人用舴艋装载藤丝索为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茎，其杪分赘逆须

枪头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则并举枪中其身，纵索任其去向，

稍定时，复似前法施射一二次毕，则棹船并岸，创置沙滩，徐徐

收索。②

清朝康熙年间的 《雷州府志》记载更加详细：“
$

户聚船数十，用长

绳系铁枪掷击之，谓之下标，三下标乃得之。次标最险，盖首标尚未知痛

也，未标后犹负痛行数日，船而尾之，俟其困毙，连船曳绳至水浅处

始屠。”③

由此可知，活跃于南海的捕鲸工具是 “铁枪”与小舟 “舴艋”，捕

捞方法是向鲸投掷铁枪，通过长绳将其连接到舴艋船上，三标之后便任

由鲸于海中挣扎，直至体力耗尽。显然，保和海捕鲸技术与中国南海捕

鲸技术存在着一些不同。其一，渔具的样式与特征。保和海捕鲸者使用

的桨叉架船要大于中国南海使用的舴艋船。其二，捕捞方法。保和海的

捕鲸方法是由跃鲸者跳至鲸的后背上刺入鱼叉或鱼钩，然后待鲸体力耗

尽后将其杀死。与此相对，中国南海的捕鲸方法更加笨拙，将绳索连接

到船上的方法类似于保和海捕捞蝠鲼的方法；且以连续下标的形式向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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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盛藻修，（清）洪泮洙纂：《雷州府志》，清康熙十一年 （１６７２）刻本。



体持续投掷 “铁枪”，容易使鲸吃痛而变得狂暴，导致风险系数增加。

其三，捕捞效率。虽然前文已经指出保和海捕鲸效率较低，但是中国南

海捕鲸一次需要数十艘舴艋，常常需要尾随数日。显然，后者效率更低。

可以说，菲律宾保和海的捕鲸技术与之前的蝠鲼捕捞技术、美国捕

鲸技术以及中国南海捕鲸技术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这显示出其独特性。

其中，本土的捕鲸技术与蝠鲼捕捞技术之间的相异最小，可见两者存在

着密切的相承关系。与此相对，它与美国、中国南海的捕鲸技术相比，

之间既有着明显的不同，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渔

具以及捕捞方法中看出端倪。此外，从美国在菲律宾海域的捕鲸时间和

中国南海捕鲸业出现的时间来看，当地的蝠鲼渔业可能也受到这两者的

影响。

综上，菲律宾海域向来以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而著称，其中的保和

海更是以独特的海盆构造吸引了大量的鲸种在此生息繁衍。当地的捕鲸技

术形成于１９世纪后期，大致可以分为利拉式捕鲸和萨盖式捕鲸两大类；其

中前者使用的渔具是鱼钩与有帆桨叉架船；后者则为鱼叉与无帆桨叉架

船。这些捕鲸技术尽管与传统的渔捞技术，美国、中国南海的捕鲸技术各

不相同而独具特色；但同时又与它们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这种联系

的背后，是经济、社会组织、食鲸文化及环境等组成的 “合力”对传统技

术与外来技术之间相互博弈的影响，并最终催生出了保和海的捕鲸技术。

三　保和海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制

１９世纪后期是菲律宾经济的转型期，之前较为单一的殖民地经济开始

向二元经济结构过渡。① 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就

保和海一带而言，该区域的经济同样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与社会

组织的强化、鲸类认识的形成和海洋环境的退化相结合，共同促使当地捕

鲸需求的出现，进而推动了捕鲸技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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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捕鲸需求的出现

一直以来，渔业在保和海一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当地居民

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和收入来源。１８６３年宿务开港后，保和及其附近的莱

特、萨马和东内格罗斯等受此影响出现了经济的增长，这表现为人口的增

加、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国际交流的日趋紧密。① 具体到渔业上便是有更强

的渔获需求和更多的财力注入。这一时期，在渔业活动中与捕鲸技术的诞

生最为密切的是蝠鲼渔业。该渔捞活动最早于１９世纪出现在保和岛的哈格

纳，随后逐步传播到了利拉、帕米拉坎等地。② 在蝠鲼渔业中，捕获到的

蝠鲼肉一般会被渔民切成方块；除了自家食用外，还以鲜肉或干肉的方式

出售到附近的村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蝠鲼肉的需求旺盛；然而由

于当时捕捞方法相对落后———平均一天一艘船只能捕获到一只蝠鲼。③ 这

显然难以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除了增加捕捞蝠鲼的渔获努力外，与其同

为大型海洋脊椎动物的布氏鲸便成了渔民们的备选选项。

与此同时，保和岛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重组与强化，为捕鲸船队的形成

提供了社会基础。为了巩固统治，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殖民政府实施了 “减

少 （ｒｅｄｕｃｃｉóｎ）计划”，该计划试图将松散的村庄重新安置到以教堂为中

心的战略位置，以此形成村镇 （ｐｕｅｂｌｏ）。④ 保和岛南与摩洛人聚居的棉兰

老岛隔海相望，北受群岛、内海的阻隔远离统治中心所在地马尼拉，故而

当地经常出现摩洛侵扰与起义等事件，带来了长期的动荡不安。例如，菲

律宾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起义———达俄辉起义 （Ｄａｇｏｈｏｙ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自

１７４４年爆发到１８２９年结束前后历时８５年，导致保和岛上大量村镇荒废，

民众一贫如洗。随着达俄辉起义的失败，这一计划的阻力变弱，到了１９世

纪后期时已经大体完成。显而易见，这种更加严密的社会组织，有利于捕

鲸活动的展开，亦有助于捕鲸技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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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形成的食鲸文化同样是捕鲸需求出现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尽管此

时相关的史料极其稀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鳞片爪的文献中发掘出保

和海一带人们对鲸肉的态度。在捕鲸技术出现之前，当地人虽然尚不能对

其展开针对性的猎杀，但是他们见到搁浅的鲸后会将其分食。① 应该说，

在捕鲸活动出现之前，当地人就已经对鲸肉的食用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事

实上，对于以海为生的人们来说，每次出海除了避开个别禁忌的鱼种外，

他们会尝试捕捞走所有遇到的海洋生物。捕鲸活动开始后，当地人对鲸体

的利用主要是食用。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人们对鲸的称呼中观察到端倪。例

如，利拉的渔民在近海鲸类资源枯竭后，去帕米拉坎开拓新的资源边疆

时，他们便把布氏鲸群称为 “一群水牛”。② 显然，在当地人眼中鲸只不过

是一种个头较大的可食用性家畜而已。

除了上述的社会环境外，海洋环境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一，通

过 “减少计划”重新形成的村镇一般集中设置在靠近自然资源且交通便捷

之处，③ 就保和岛而言这势必会增加近海资源的索取力度。其二，蝠鲼逐

渐从近海消失，导致渔民需要不断深入海洋去寻获。④ 捕捞成本的增加，

促使渔民们去考虑捕捞布氏鲸的可行性。由此观之，海洋环境的变动也在

推动着捕鲸活动的出现。

综上而言，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的强化、食鲸文化的形成与海洋环境

的变动共同推动了捕鲸需求的出现。这种需求既是捕鲸技术形成的基本动

力，也为捕鲸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制

１９世纪后期，受社会环境和海洋环境的影响，捕鲸逐渐成为保和海一

带渔民的选择项。此时，在当地主要存在着蝠鲼渔捞技术、美国捕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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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的南海捕鲸技术，它们都与捕鲸技术的形成密切相关。

蝠鲼渔捞技术是当地捕鲸技术的基础，从前文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它们之间最典型的不同便是浮子的运用与参与人数。之所以使用浮子，显

然是与布氏鲸的体重和拖拽能力有关。如果像捕捞蝠鲼时那样将绳索系在

桅杆上，很有可能会带来船翻人亡的局面。从浮子的功能来看，它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美国捕鲸工具 “拖枷”（ｄｒｕｇｇｓ）的影响。拖枷，据说是由南塔

开特的印第安人所发明。它是由两块正方形的、尺寸相同的厚木板紧嵌而

成；再用一根特别长的绳子绑在木板的中间，在绳子的另一个端做一个活

圈，这样就能使它系到鱼叉上。① 拖枷使用的场合一般是捕鲸者遇到鲸群

之时，它可以像一把锁链牢牢地拖拽住鲸体，以纾解捕鲸者无法同时捕捞

的压力。保和海一带的渔民因地制宜，他们则是使用１０根３６６米长的竹

竿捆制成浮子，以此可以减缓鲸的游速并防止其潜水太深。② 当然，这样

还可以削弱鲸的体力。

不仅如此，萨盖式捕鲸中所使用的鱼叉同样受到了美国捕鲸工具 “海

豚铁”（ｄｏｌｐｈｉｎｉｒｏｎ）的影响，这是１９世纪中期美国捕鲸者经常使用的一

种鱼叉。有趣的是，萨盖式捕鲸所使用的鱼叉同样与中国南海捕鲸中所用

的 “铁枪”相似。有记载显示这种铁枪有一个倒钩，在距其顶端１５英尺

的地方有个洞孔可以穿过绳索，它的末端装有木棒。③ 阿塞韦斯在东米萨

米斯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仍在使用与其相同的鱼叉，得知它是在１９世

纪末从美国进口的。④ 不过，从美国进口的鱼叉对于当地渔民来说显然比

较昂贵，普通渔民使用的或许是糅合中美鱼叉特点且在当地生产的鱼叉。

无论如何，这种鱼叉 （见图３）异常锋利，可以轻易地刺入鲸体并嵌入其

中，它与浮子相配合能够帮助渔民们较为安全地捕捞成功。而利拉式捕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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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鱼钩应该是沿用了捕捞蝠鲼时的工具，虽无直接史料证实鱼钩的

来源，但是参考托马斯·福雷斯特 （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的航海日记，制造这
些大型鱼钩的材料很有可能是从菲律宾与中国或美国的贸易中获得的。①

除此之外，在船队的配合方面当地似乎受到中国南海捕鲸的影响。在

蝠鲼渔业阶段，由于目标物种体型较小，很多时候只需一艘船便足够。而

转向捕鲸时，船队之间的协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从协作方式来看是当布氏

鲸被浮子削弱完体力后，第一艘船会收回浮子，第二艘船则会靠近鲸体刺

入第二个鱼钩 （鱼叉），然后第三艘船也会重复同样的工作，直至将其制

服。② 这其实与中国南海捕鲸活动中的 “三标”之法非常相近，不同的是

$

户们没有使用浮子而是直接下标，风险较大。

由此可见，保和海捕鲸技术的形成是综合了当地的蝠鲼渔捞技术、美

国捕鲸技术及中国南海的捕鲸技术。那么，为什么在形成过程中这三种技

术的有些部分被吸收，有些部分被抛弃以及有些部分被升级呢？

首先，这与布氏鲸的特点有关。布氏鲸的名称源于挪威捕鲸者兼商人

约翰·布赖德 （ＪｏｈａｎＢｒｙｄｅ）的名字。这是一种全年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
近海的中型鲸，它的体长在 １３—１６５米左右，雌性略大于雄性，体重为

１２—２５吨不等。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海域的布氏鲸在体型上要小于西北
太平洋的同类型鲸种。③ 尽管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渔民的捕捞难度，但布

氏鲸依然在体型和重量上远大于蝠鲼。这促使了当地人选取浮子来削弱鲸

的体力，采取船队的形式展开捕捞。另外，鲸类的血管中没有瓣膜，一旦

血管被切开就会血流不止、难以愈合。④ 因此，保和海的渔民除了使用当

地的鱼钩外，还引入了可以有效地破坏鲸血管等其他脆弱部位的外国鱼

叉。这些渔具配合马尼拉麻制成的绳索能够承受住布氏鲸的挣扎与拖拽。

其次，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海洋环境遏制住捕鲸技术向美国帆船式捕鲸

和中国南海捕鲸方向发展。美国帆船式捕鲸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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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航行前的投资、船员的分账、捕鲸的种类、鲸产品的加工等已经完全

资本化，其造船技术也远非保和海的水平所比。中国南海捕鲸尽管在效率

上略低，但商业化程度较高； 《雷州府志》有载 “一鱼之肉载数十余船，

货钱百万，不数年辄有标而得之者”①。与此相对，保和海一带的经济虽有

发展但程度依然不高，相关交通设施虽有改善但还很落后，市场需求也有

待提高。当地的社会组织虽然得到强化，但船队的组成依然是以血缘为核

心，与资本主导下合理配置船员的美国帆船式捕鲸有所不同，也不同于组

织大量
$

民进行捕捞的中国南海捕鲸。除此之外，布氏鲸具有迁徙的习

性，导致捕捞作业只能季节性展开，同样限制了捕鲸业向大型船队方向发

展；当地近海生物资源丰富，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对鲸肉的需求，进

而影响捕鲸技术的发展。事实上，自始至终捕鲸业在当地都属于兼职性的

行业。

总而言之，独具特色的保和海捕鲸技术是在当地蝠鲼渔捞技术的基础

上，综合了美国捕鲸技术和中国南海捕鲸技术后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海洋

环境 （包括布氏鲸本身）所组成的 “合力”在它形成过程中，既对其产生

推动作用，又对其制约，共同构成了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制。

四　结 论

一直以来，菲律宾海域都享有 “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的美誉，

更是被科学家们称为 “世界海洋中的亚马孙河流域”。② 其中，保和海以其

独特的循环与物理化学特征吸引了包括鲸类在内的诸多大型海洋脊椎动物

季节性的迁徙于此。这为相关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菲律宾保和海的捕鲸技术诞生于１９世纪后期。其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这

一时期由社会环境与海洋环境组成的 “合力”密切相关。正是在 “合力”

推动下，当地产生了捕鲸需求，促使蝠鲼渔业向捕鲸业发展。同时，社会

环境与海洋环境的变化也在影响着 “合力”的轨迹，进而决定了捕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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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盛藻修，（清）洪泮洙纂：《雷州府志》，清康熙十一年 （１６７２）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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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结果。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组织仍以血缘为中心、沿海资源

相对丰富及布氏鲸自身特征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捕鲸技术的发展方向只

能是遵照当地社会环境和海洋环境，最终在它们组成的 “合力”主导下呈

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环境和海洋环境在组成 “合力”的过程中各个力

既存在着大小之分，也会出现相互之间的合并或抵消的情况。例如，在保

和海捕鲸技术形成过程中，对于蝠鲼渔捞技术及中美捕鲸技术的取舍很大

程度上受到布氏鲸自身特征的制约；社会组织的强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使

了捕鲸技术的出现，但其对船员选取制度的影响也只是从以血缘为中心发

展为辅以渔捞能力优先。在力的相互关系上，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布氏鲸自

身的特征相合引导着技术的发展方向；而像近海丰富的资源情况则会削弱

对鲸产品的需求，进而对该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不仅如此，在

社会环境与海洋环境组成 “合力”之时，两者同样会进行相互作用。例

如，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来蝠鲼从近海的消失，这又反过来促进渔民

们选择捕捞与其同为大型海洋脊椎动物的布氏鲸。

总之，菲律宾保和海捕鲸技术形成的动力机制便是在社会环境和海洋

环境组成的 “合力”主导下，当地渔民根据其变动对蝠鲼渔捞技术以及中

美捕鲸技术进行吸收与扬弃，最终自成一家。这一案例说明，捕鲸技术的

形成不仅受到当地经济、社会组织和相关认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目标物

种的自身特征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只有将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分析的视野

中，人们才能较为全面地观察到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张国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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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３年费城黄热病与黑人循道派的兴起

张国琨

　　摘要　费城是美国早期自由黑人相对集中的地方，黑人成为费城

循道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互助组织 “自由非洲人

会社”，最终于１７９４年在费城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循道派文本和第一个

由黑人建立的循道派主教制教会。在这一过程中，１７９３年费城发生黄

热病这一事件成为一个重要偶然因素。面对黄热病带来的死亡，费城

黑人挺身而出，以其行动赢得了许多费城市民的尊重，并由此加强了

循道派黑人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他们以此为契机走向了建立独立教

会的道路，推动了黑人循道派的发展。然而，此次费城黄热病大流行

应归咎于来自圣多明各的法国难民。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出现的海地

独立革命，使那里的法国人逃往费城并带去了黄热病。因此美国黑人

循道派的兴起，一方面是黑人参与循道派而发展的结果，另一面也是

全球范围内一系列事件发生连锁反应影响的结果。

１７９３年下半年，在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首都费城发生了一场大瘟

疫———黄热病。这场传染病从７月底一直持续到１１月，引起了大量人口死

亡，给费城造成了灾难。在应对这场危机和救灾过程中，费城黑人扮演了

重要角色，他们的勇敢行为受到了称赞。然而，黑人在抗击黄热病过程中

为人们提供的服务，也遭到部分白人的诋毁。于是费城黑人循道派领袖阿

布萨隆·琼斯 （ＡｂｓａｌｏｍＪｏｎｅｓ）和理查德·艾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ｌｅｎ）于１７９４

年初发表了一本小册子 《记叙近期１７９３年费城可怕的灾难中黑人的行动，

以及反驳最近一些出版物中对黑人的指责》，这是在美国公开发表的第一

份独立自主的黑人循道派文本。１７９４年７月，艾伦等人组织的 “圣殿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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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循道派主教制教会”（ＢｅｔｈｅｌＡＭＥＣｈｕｒｃｈ）也在费城建立起来。这是

美国黑人循道派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美国黑人循道派的兴起与费

城黄热病流行中黑人的救灾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将通过对１７９３年费城

黄热病和黑人救灾历史的考察，探讨这两个事件的关联性，并由此理解美

国黑人循道派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　１７９３年费城黄热病与黑人救灾

１７９１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殖民地海地爆发了黑奴起义。随

着海地革命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出海地涌向美国。１７９３年７月

到８月，超过２０００名难民从海地乘船抵达费城，给这个拥有５５０００人口的

城市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他们带来了当时流行于西印度群岛的黄热

病。① 黄热病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传播，而当年费城的夏季较往年更为炎热

干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甚至干涸，形成各种小死水塘，当时城市排污和

垃圾处理能力低下又导致费城四处弥漫腐烂的气息，这些都有利于蚊子大

量滋生，为黄热病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②

黄热病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高烧、皮肤发黄、呕吐出黑色物质，严重者

常常几天之内就死亡。从８月到１２月，费城大约有１０％的人口死于黄热

病。③ 大量市民逃离费城，包括当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华盛顿、亚当

斯、杰斐逊、汉密尔顿也离开了费城。医院人满为患，但仍有许多患者无

人照顾，许多死者无人埋葬，有的尸体就在家中腐烂。整个城市的行政、

经济和社会生活几乎瘫痪，并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这场灾难当

中也有一些市民不顾被传染的危险，挺身而出担当救灾先锋。例如，名医

本杰明·拉什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Ｒｕｓｈ）治疗了大量病人，法国商人斯蒂芬·吉拉

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ｉｒａｒｄ）和德裔箍桶匠彼得·黑尔姆 （ＰｅｔｅｒＨｅｌｍ）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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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集中的 “灌木山” （ＢｕｓｈＨｉｌｌ）医院。除了这些白人市民之外，还有

一个同样英勇却被许多白人忽视、误解甚至诋毁的抗灾群体，他们就是以

黑人循道派领袖琼斯和艾伦为首的费城黑人。

当时，包括拉什在内的白人医生根据其他地方的经验，错误地认为所

有黑人对黄热病都有免疫力；① 而费城黄热病爆发后一个月内黑人染病的

例子很少，也加强了这一错误观点。② 因此，在很多白人惧怕传染而不敢

照顾病人、埋葬死人的情况下，拉什给黑人社团 “自由非洲人会社”

（Ｆｒｅ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的领袖写信，请他们组织黑人护理病人、埋葬死者；

费城的一些报纸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自由非洲人会社”是费城自由黑

人的自助社团，其成员在遭遇疾病时互相帮助，并照顾寡妇孤儿；该会社

由黑人循道派领袖琼斯和艾伦带头于１７８７年建立，是美国第一个由黑人建

立、为黑人服务的组织。９月初，该会社的领袖琼斯、艾伦等人决定向白

人市民提供援助，并主动向费城市长马修·克拉克森 （Ｍａｔｔｈｅｗ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市长欣然接受，并通过报纸向市民公开宣布，需要帮

助的市民可以向该会社领袖发出请求。

该会社之所以接受这样艰巨危险的任务，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从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来说，在美国首都开展黑人援助白人的行

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有助于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并

促进废奴运动。并且，由于琼斯和艾伦这两位黑人循道派领袖曾经与部分

白人循道派领袖发生矛盾，他们此时希望通过援助白人来修复与白人的关

系，并争取白人给予黑人更多帮助，例如拉什这样在资金上支持黑人建立

自己教会的白人就是他们争取的重点对象。③ 另一方面，从黑人基督徒的

宗教信仰来说，他们将这种艰巨危险的工作当作 “一种属灵的责任和信仰

·６７１·

全球史评论　第十四辑

①

②

③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Ｒｕｓｈ，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ｉｌｉｏｕｓＲ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ＡｓＩｔ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７９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ｒｉ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Ｄｏｂｓｏｎ，１７９４，ｐｐ９５－
９６

ＪＨＰｏｗｅｌｌ，ＢｒｉｎｇｏｕｔＹｏｕｒＤｅａ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Ｐｌａｇｕｅ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ｉｎ１７９３，ｒ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９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Ｐｒｏｐｈｅｔ：Ｂｉｓｈｏｐ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ｌｅｎ，ｔｈｅＡＭＥＣｈｕ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ｔｈｅｒ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８８



的试炼”，① 坚信这是上帝对黑人群体，尤其是对黑人基督徒的呼召，认为

“尽力向我们受苦的人类同胞行善是我们的责任”，同时相信黑人也会得到

上帝的保护，如同 《圣经》中先知但以理被巴比伦王投入烈火的窑中而不

受伤害。②

在救灾过程中很多黑人染病、死亡，包括艾伦也曾一度染病命悬一线；

最后黑人的死亡率实际上与白人相当，③ 证实了之前 “所有黑人对黄热病

都有免疫力”观念的错谬，拉什也在出版物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④ 然而，

黑人依然继续勇敢地服务市民，有的黑人甚至不收取报酬。琼斯和艾伦后

来出版的小册子 《记叙近期１７９３年费城可怕的灾难中黑人的行动，以及

反驳最近一些出版物中对黑人的指责》记录了很多黑人舍生忘死的例子，

其中有些例子特别写到黑人基督徒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上帝而进行危

险艰苦的救助工作，并依靠上帝克服困难和恐惧。例如，在请不到其他人

的情况下，一对生命垂危的白人夫妇提供丰厚的报酬请一位年轻黑人女子

护理一个晚上，然而她表示自己不会为了钱而去，否则上帝会看见，可能

会让自己染病死去；但如果自己去护理而不收取钱财，上帝或许会留下自

己的性命。一夜之后，那对夫妇去世了，护理的黑人女子也染上重病，但

最终还是保住了性命。⑤ 又如 “自由非洲人会社”的创始人之一凯撒·克

兰查尔 （ＣａｅｓａｒＣｒａｎｃｈａｌ）对他护理的病人说：“我不会收你们的钱，我不

会为了钱出卖我的生命。”⑥ 他最后死于腹泻。两位作者呼吁黑人同胞在艰

难险恶的环境中 “对上帝和人都保持无罪的良心”，相信黑人会因自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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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于良心的行为而在上帝眼中被看作是正直的。① 琼斯和艾伦列举的事实，

充分展示了黑人基督徒的虔诚、热情，并对这场大灾难中黑人群体表现出

的较高道德水准，从宗教信仰方面作出了解释。

二　救灾活动与黑人循道派文本

费城黑人在抗击黄热病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黄热病

灾难过后，费城白人市民既有称赞黑人英勇行为的，也有抱怨、指责黑人

的。例如，有的市民以同样的工价雇佣白人和黑人照顾病人，却只抱怨黑

人要价过高。② 流传最广的当属一名书商马修·凯里 （ＭａｔｈｅｗＣａｒｅｙ）的指

责：“黑人当中最卑劣的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抓住因对护理需求量大而漫天

要价的机会。他们护理病人一个晚上就敲诈勒索２、３、４甚至５美元，而

这本来支付１美元就不错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被发现在病人屋内偷窃

抢劫。”不过他也说明 “指责所有黑人都有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因为很多

人都这样做。琼斯、艾伦、格雷和他们的其他黑人同胞的服务非常了不

起，应当得到公众的感激。”③

对此，琼斯和艾伦针锋相对地指出，凯里在灾难期间逃离费城，却不

公正地指责黑人，对黑人的伤害很大；他诽谤黑人借机牟利，但实际上是

病人自愿竞相出高价，而非黑人漫天要价；并且护理黄热病人的工作极其

艰苦危险，是逃离费城重灾区的凯里之流根本做不了的，贫苦黑人被病人

自愿提供的高价吸引是很自然的。此外，凯里单单指责黑人偷窃抢劫，但

没有指出白人也有同样的行为，这些不公正的指责使黑人的形象变得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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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更糟糕。① 虽然凯里夸奖琼斯、艾伦、格雷和其他黑人 “非常了不

起”，但点名夸奖几名黑人反而使他们显得像黑人中的特例，却使其他黑

人被归入 “最卑劣的”一类，会导致白人读者对黑人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恶

劣印象，这是许多嫉妒黑人享有自由的人所乐于看到的。②

琼斯和艾伦敏锐地看到了出版物的重要性，指出凯里的小册子已经印

刷出版了三版流传开来，会对黑人的名誉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因

此，他们决定撰写出版一本小册子以澄清事实。这表明，以琼斯和艾伦为

首的黑人已经认识到文本的重要性，并且知道如何具体运用出版文本获得

预期的公众影响，在社会、政治、舆论方面发出黑人自己的声音，捍卫黑

人的名誉，塑造黑人整体的积极形象，以抵消攻击黑人的言论对自由黑人

和黑奴解放事业的危害。尤其是在美国早期，许多拥护奴隶制的白人贬斥

黑人天生为低劣种族、不适合自由只适合奴隶制，因此这种公共领域的辩

论更为必要。理查德·Ｓ纽曼指出：“通过运用印刷出版作为从事追求公
义斗争的关键手段，艾伦和琼斯参与了黑人现代性 （ｂｌａｃｋ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
塑造。”③

１７９４年初月，由琼斯和艾伦合著的小册子 《记叙近期１７９３年费城可
怕的灾难中黑人的行动，以及反驳最近一些出版物中对黑人的指责》出

版，这是美国第一份独立自主的黑人循道派文本———它标志着黑人循道派

文化超出了传统的布道、祷告、歌唱、呼喊等口头形式，开启了文字出版

的形式。④ 两位作者作为黑人循道派领袖，在对黑人群体英勇行为的描述、

对种族歧视和奴隶制的反驳当中，表达了强烈的基督教思想情感与道德观

念，使这份小册子成为一份生动、坚定的黑人基督徒信仰告白。同时，由

于它鲜明表达了在当时美国社会中黑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自主意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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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捍卫本群体名誉与权益、争取本群体全面解放的立场，因此被称为 “第

一个聚焦于非洲裔美国人并将其作为一个集体主角的出版故事”，它 “标

志着黑人政治史、文化史、文本史 （ｔｅｘ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形成的一个重要时

刻。”① 这份文本以及此后陆续出版的各种黑人循道派文本使黑人循道派在

文化方面对循道派和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在这本小册子中，琼斯和艾伦不但反驳了白人的不公正指责，还进一

步从正面列举许多了黑人不顾死亡危险勇敢救助患病市民 （其中绝大多数

是陌生人）、只拿正常工价甚至不要工价的例子，并与许多胆小冷漠甚至

残忍的白人抛亲弃友的例子作对比，指出黑人的道德水准比白人更高，黑

人工作出色却很少抱怨。文本中所举的例子，很多黑人都没有名字，没有

个人情况介绍，这与前面提到的两位作者的意图紧密相关，即不让白人读

者将有名有姓的黑人当作黑人群体中的特例，而是让他们通过阅读众多缺

乏个体身份的黑人的感人事迹，建立起对黑人群体身份的认同。② 这种对

黑人整体的道德水准、责任感和工作能力的展示，体现了美国早期北方刚

刚解放的黑人渴望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证明自由黑人能够成为社会

合格公民，尤其是黑人基督徒由于其信仰而在这方面更有信心、更加积极。

这份小册子正文之后的附录中有三篇致辞和一首赞美诗，即 《给蓄奴

并赞成此种做法之人的致辞》《致有色人种》《给无助之人的朋友们的简短

致辞》和赞美诗 《你们这些被呼召去传道的牧者啊》，更加直接、有力地

传递了基督教教义和黑人基督徒对信仰的虔诚、对黑人解放事业的信心，

并体现出循道派在反奴隶制上的温和立场。作者娴熟地引用 《圣经》，一

方面谴责白人奴隶主对黑奴的歧视和压迫，劝他们悔改，要求他们应当以

爱来对待奴隶、释放奴隶，否则就会遭到上帝的严厉审判，因为 “奴隶制

在上帝眼中是何等可憎”，上帝是 “奴隶的保护者和复仇者”，他 “因君王

与王的众子欺压可怜的奴隶而将其毁灭”。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煽动黑

奴对奴隶主的仇恨和鼓吹暴力推翻奴隶制，而是呼吁黑奴，爱上帝的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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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饶恕奴隶主，对恶主也应当忍耐，这样或许会感动奴隶主悔改、善待

和释放奴隶。至于废除奴隶制的事业，作者还使用先知式的语言警告奴隶

主：黑奴的隐忍只是暂时的，过去的黑奴起义已表明他们痛苦不堪、忍无

可忍，因此奴隶主不可轻视，应当早日悔改。① 在这里，琼斯和艾伦所强

调的不是奴隶主单方面的良心发现或黑奴单方面的隐忍，而是以上帝之爱

的名义要求奴隶主和奴隶彼此相爱，否则就会面临上帝的严厉审判。这些

主张反映了黑人循道派对待奴隶制的宗教色彩。因此，这本小册子的最

后，既不是呼吁黑人起来发动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也不是呼吁白人奴

隶主良心发现或白人废奴主义者与黑人合作，而是以一首赞美诗结束，呼

吁基督教布道者起来四处布道、广传福音，并呼吁罪人悔改，能够坦然面

对将来上帝的审判，向上帝陈述自己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切。②

以向上帝 “陈述”来结尾，使这本以 “记叙”为题的小册子成为一份

完整的、经典的黑人循道派文本，它既立足于对美国早期黑人群体的捍卫

与塑造，又超越了黑人群体，呈现出一种博大的终极关怀，具体到种族关

系的调解、医治与发展上，它涵盖了从制度到人心的各个方面，有助于避

免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全面激烈冲突，和平建设双方关系。在后来的废奴和

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中，黑人基督徒这种非暴力、在信仰基础上与白人合

作的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并在２０世纪中期美国民权运动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

费城黑人在抗击１７９３年黄热病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尤其是加入循道派

的黑人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样，到１７９４年７月，循道派黑人

以 “自由非洲人会社”为基础，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教会。

三　黑人循道派的兴起

“循道派”（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是基督教新教以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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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各教会的总称①，起源于１７２９年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
弟查理·卫斯理等人在牛津大学组织的小型社团。循道派在北美有组织的

传道工作开始较晚，直到１７６６年第一个循道派团体才出现于纽约，１７６８
年第一个循道派教堂才开始建立。然而，循道派在北美的发展十分迅速，

到１７７３年信徒数量达到１１６０名，三年后又猛增到接近７０００名。② 独立革
命后，美国循道派脱离英国循道派和英国国教，于１７８４年成立了独立的循
道派主教制教会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ｌＣｈｕｒｃｈ，下文简称为 “循道派教

会”），从此在美国的传播更为广泛迅速，在废奴运动、西进运动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循道派在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黑人参加。著名的循道派

布道家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ＦｒａｎｃｉｓＡｓｂｕｒｙ）的布道日记中，就记载了大
量他向黑人布道的情况。例如，１７７３年在马里兰举行的一次公共礼拜当
中，一位黑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尽管他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他大大

地震颤，以至于那幢房屋都动摇了。”③ １７７６年７月，阿斯伯里在一座教堂
布道，会众当中有几百名黑人受他布道感动而泪流满面。④

根据１７７４年对循道派教会黑人会员的估算，黑人会员大约有５００人，
占总数的２５％；１７８６年循道派教会开始根据种族来统计会员数量，黑人会
员达到１８９０名，占总数的９９％。⑤ １７９０年，循道派教会的统计显示在总
共５７６００名会员中有 １１６８２名黑人会员，占总数的 ２０３％；到 １８００年，
循道派教会的６４０００名会员中有１３４４９名黑人会员，占总数的２１％；除了
会员之外，还有很多黑奴参加循道派教堂的聚会或听道，估计有数千人。⑥

黑人在参与循道派的过程中，并非只是循道派聚会中的受众。黑人对

信仰的渴慕，黑人在语言、音乐、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天赋，以及他们对提

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渴望，使他们当中一些人由听道向布道发展。阿斯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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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７８０—１７８１年的日记中数次提到黑人哈里 （Ｈａｒｒｙ）跟随他巡回布道，

哈里不但向黑人布道，也向白人布道，收到很好的效果，以至于阿斯伯里

担心哈里在费城过多向白人布道、受到称赞恭维会对他有害。① 随着黑人

循道派信徒数量日益增多，黑人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提高，在循道派

传播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黑人布道者。１７８４年在美国成立独立的循道派

教会后，更是有越来越多的黑人被任命为布道者甚至教会执事 （ｄｅａｃｏｎ），

这进一步增强了黑人循道派的独立性，为黑人循道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７８６年，黑人循道派布道者艾伦来到费城，积极在循道派的圣乔治教
堂 （ＳｔＧｅｏｒｇｅｓ）及费城各处布道，特别是向黑人布道。艾伦越来越感受

到专门为黑人服务的重要性，便与琼斯和其他黑人循道派信徒计划建立黑

人循道派自己的宗教团体，但是这一计划遭到该教堂白人长老的强烈反

对。艾伦、琼斯等人起初并不打算立刻与白人循道派分离，便于１７８７年暂
时后退一步，建立了黑人互助组织 “自由非洲人会社”，其成员成为未来

建立黑人教会的骨干力量。该会社也得到了费城一些白人精英人士的支

持，例如１７９１年名医拉什、商人罗伯特·罗尔斯顿 （ＲｏｂｅｒｔＲａｌｓｔｏｎ）为他
们筹建教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１７９２年的一个礼拜事件，促使黑人循道

派走上与白人循道派分离的道路。１７９２年一个礼拜天，艾伦、琼斯和威

廉·怀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ｈｉｔｅ）等黑人循道派信徒如往常一样来到圣乔治教堂

做礼拜。针对前来做礼拜的黑人信徒日益增多的状况，该教堂采取的措施

是强迫原来的黑人信徒离开他们通常的座位靠墙坐。而这天该教堂司事

（ｓｅｘｔｏｎ）站在门口让艾伦等黑人信徒去楼座 （ｇａｌｌｅｒｙ）；但艾伦等人还是想

坐到大厅里他们原先常坐的座位，便不顾司事的拦阻，到那里坐下。此时

礼拜已开始，长老宣布集体祷告，艾伦等人跪下祷告不久，琼斯就被一名

白人托管人 （ｔｒｕｓｔｅｅ）强行拉起来要求离开座位，琼斯请求等到祷告结束

之后离开也无济于事，反而又有另一名白人托管人过来拉拽怀特。祷告结

束后，艾伦、琼斯、怀特等人集体走出了圣乔治教堂，不再受白人托管人

骚扰。② 这一白人与黑人直接冲突事件引起很大震动，许多费城市民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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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义上和资金上支持艾伦等黑人循道派信徒自己建立教堂做礼拜，其中

有不少是之前就已支持他们的白人精英人士。尽管这再次遭到白人长老的

强烈反对，甚至威胁将艾伦等人从循道派教会中除名，但他们还是坚决走

上了建立黑人教会的道路。１７９３年费城黄热病爆发后，琼斯和艾伦等 “自

由非洲人会社”领袖为了争取白人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出于自己的

宗教信仰，接受了以拉什为代表的白人的请求，积极组织黑人帮助白人、

护理病人、埋葬死者。英勇的救灾行动使 “自由非洲人会社”及其领袖得

到了锻炼和发展，并在费城乃至美国赢得一定的声望，例如波士顿的一份

报纸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赞扬琼斯和艾伦：“人们的弟兄，拥有更

美品质的良友！上帝赋予你们的热情，在死亡肆虐的日子里，被良善的天

使目睹———他们露出微笑，你们的热情因神圣怜悯的露珠浸润而变得更温

柔……”① 同时，黑人援助白人也有助于改善之前圣乔治教堂冲突事件及

后来的分离造成的紧张关系。１７９４年７月，在以主教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为首的一批白人循道派领袖的支持下，费城 “圣殿非洲裔循道派主教制教

会”正式成立，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即白人循道派信徒和黑人循道

派信徒分别拥有自己独立的聚会场所，这预示着黑人循道派的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② 此后，该教会在艾伦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到１８１６年彻底脱

离白人循道派，成为完全由黑人自治、自给的教会，并发展为美国最大的

黑人循道派教会。③

为什么黑人循道派教会的建立首先出现在费城？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当时美国的临时首都费城是美国第一次废奴运动的中心，是自

由黑人的集中地，这成为黑人循道派教会建立的重要基础。随着北方各州

奴隶制的逐步废除，费城、纽约等几个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港口城市成为

自由黑人大量涌入、聚居之地。１７８０年宾夕法尼亚率先颁布 《逐步废除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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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ＪＨＰｏｗｅｌｌ，ＢｒｉｎｇｏｕｔＹｏｕｒＤｅａ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Ｐｌａｇｕｅ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ｉｎ１７９３，ｒ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１０１

ＷｉｌｌＧｒａｖｅｌｙ，“‘…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ａｒｅｏｂｅｄｉ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ｆａｉｔｈ’：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７６９－１８０９”，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１９１

该教会是当代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派之一。根据２０１０年的统计，该教会会员人数为
２５０万，在美国各教派中排名第１１位。ＥｉｌｅｅｎＷＬｉｎｄｎｅｒ，ｅｄ，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ｄＣａｎａｄｉ
ａｎ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Ａｂｉｎｇ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２



隶制法案》之时，费城的 ８００名黑人当中奴隶占将近 ７０％，１７９０年在

２０００名黑人当中奴隶比例降至７５％左右，到１８００年降至不到１％，此时

黑人总人口达６０００人，占费城总人口将近十分之一。① 与此同时，费城黑

人的经济地位和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并涌现出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黑人

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宗教团体领袖。此外，很多费城白人也积极支持废

奴运动和自由黑人的发展，美国成立最早的废奴协会 “宾州废奴协会”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协会集中了一批

精英人士如本杰明·富兰克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威廉·罗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ｗｌｅ），其活动包括积极促进与废奴相关的立法、为逃奴提供援助、保护

自由黑人不被绑架为奴，等等，像琼斯和艾伦这样的黑人领袖也从该协会

获得很大的舆论、法律和资金支持。这样，黑人循道派信徒在费城相对宽

松而富于活力的环境当中十分活跃，成为美国黑人循道派独立教会建立的

先行者。

其次，１７９３年费城黄热病的爆发，使黑人在灾难面前有了展示其道德

水准和行动能力的机会，黑人在抗击黄热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

通过救灾活动而获得了声誉，在费城民众和循道派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并

且，琼斯和艾伦等黑人循道派领袖在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中都获得了更高

的声望，他们自己在救灾的领导组织工作中也得到了非凡的磨炼和提升，

对带领黑人在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和宗教活动中争取平等权利有了更大的

渴望和信心。这些都为次年建立黑人教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琼斯和艾伦

的小册子还收录了灾后费城市长克拉克森给予他们的公开证明和赞扬：

“在最近肆虐的致命灾难中，我几乎每天都目睹阿布萨隆·琼斯和理查

德·艾伦以及他们雇佣的人们埋葬逝者，因此就我所目睹而言，我十分愿

意在此为他们作证，以表达我对他们行为的认可。当时他们勤劳、专注、

举止得体，使我非常满意。”② 他们还将这份小册子递交给宾州废奴协会，

以获得白人更大的支持。可见，灾后黑人领袖进一步在出版媒体这个公共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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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ｅ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７６０－１８００：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ｖａｎ
ｇｅｌ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ｐ１３５，１４３

Ａｂｓａｌｏｍ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ｌｅｎ，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Ｐｅｏｐ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ｔｅＡｗｆｕｌＣａｌａｍ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７９３：ａｎｄａ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Ｃｅｎｓｕｒｅｓ，Ｔｈｒｏｗｎｕｐｏｎ
ＴｈｅｍｉｎＳｏｍｅＬ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２３



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有利于反击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攻击、改变

白人的偏见，为黑人建立自己的教会争取到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

围，包括白人在道义和资金上的支持。

四　结语

费城是美国早期自由黑人相对集中的地方，黑人成为费城循道派中的

一支重要力量，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互助组织 “自由非洲人会社”，最终于

１７９４年在费城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循道派文本和第一个由黑人建立的循道派

主教制教会。在这一过程中，１７９３年在费城发生黄热病这一事件成为影响

黑人循道派兴起的一个重要偶然因素。面对黄热病带来的死亡，费城黑人

没有退缩，而是挺身而出，以其行动赢得了许多费城市民的尊重和市长的

称赞，并由此加强了循道派黑人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他们以此为契机，

最终走向了建立独立教会的道路，推动了黑人循道派的发展。然而，如果

进一步考察费城黄热病和黑人之所以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又与黄热

病这种源于非洲的外来疾病有关。此次费城黄热病大流行，主要原因应归

咎于来自圣多明各的法国难民。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出现了海地独立革

命，由此逃往费城的难民把黄热病带到了费城。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非洲

裔黑人有抵抗黄热病的免疫力这种错误观念，又把费城黑人推到了抗灾的

第一线。因此，美国黑人循道派的兴起，一方面是黑人参与循道派而发展

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全球范围内一系列事件发生连锁反应的偶

然影响。

（张国琨，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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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史研究

王广坤

　　摘要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走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在１９世纪

中期就已基本实现城市化，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

现，但也导致了环境尤其是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为改善公共卫生，

英国政府于１９世纪中期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采取许多管制措施，

是城市化时期政府管理公共卫生的典范，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关注。

他们从医学史、政治史等角度对１９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的历史发展

与经验做了系统研究，期望启迪后世。总结分析这些研究，有助于我

们了解学界针对城市化时期公共卫生管理研究的不同视角，强化对近

代以来公共卫生概念、管理和调控措施的认知，指导全球化时代的公

共卫生管理。

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给人类带来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生

存环境的恶化、工业污染的滋生以及新生疾病的传播。急速的城市化导致

人们生活环境的拥挤，它们和工业化时代的巨大污染混杂在一起，加速了

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这种在农业时代未曾遭遇的情景迫使工业化、城市

化时代的人们必须适应形势，做好公共卫生管理。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进入１９世纪后，英国城市化进程加

速，致使城市拥挤、污染增加、疾病横行、公共卫生状况恶化。为应对此

困境，英国政府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于 １８４８年成立卫生总署 （Ｔｈｅ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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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Ｈｅａｌｔｈ，亦可译为中央卫生委员会），后又于 １８５８年创建

医疗司 （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亦可译为医疗部）、１８７１年成立地方政府事

务部 （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ｏａｒｄ，亦可译为地方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促进

公共卫生管理工作。

从全球史角度看，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是在没有经验借鉴的前提下摸

索进行的，也没有战争等压力因素的驱使。它紧跟时代步伐，在指导思想

上经历了由轻视医学到重视医学的转变，行政管理上也着力在中央集权与

地方自治间努力协调，在１９世纪全球医学跨越式发展与政府管理能力提升

的时代较具代表性。

为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后世，学术界对１９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状

况进行了细致考察，尤以环境卫生史、医学史、政治史等角度的研究较为

充分。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提炼，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学界针对

城市化早期公共卫生管理状况的基本研究状况，给予研究视角上的启发。

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城市化早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的基本状况，借鉴其有益

经验，启示国家在公共卫生管理中采取合理指导、配置相关部门、规划服

务设施，做好公共卫生管理工作。

一　近代英国对公共卫生的认知与管理概况

“公共卫生”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主要指的是社会大众的基本健康与卫生

状况。在１９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民众对这个概念的认知更多偏向于

“环境卫生”（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人们对 “公共卫生”的理解更多的指向是周边

生活环境，“公共卫生”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生活环境的清洁。之后，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管理公共卫生的行政人员对医学的重视，医学才逐渐在

公共卫生管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到１９世纪中后期，随着医疗科学的发展与作用的提升，英国社会对

“公共卫生”的概念有了深入理解，强调它是：“一种用来预防疾病、延长

寿命、促进身心健康以及通过集体努力改良环境以提升卫生改良与健康促

进概率的一门科学和艺术。此外，它还包括传染病的控制，个人卫生基本

常识的引导教育，疾病早期的诊断与预防性措施的医疗护理力量配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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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充分卫生保障的社会机器的运转和演变。”①

之后，精神卫生与康复医学也被加入公共卫生概念中。②

在此概念认知下，英国政府于１９世纪中期正式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后，

不仅着力改善环境卫生，还重视针对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服务，采取健康

宣教、医疗监督、疾病防控、流行病防治等手段，强化公共卫生管理。从

国家统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管理也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与保障社会正义的

作用。因此，“公共卫生管理”也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健康服务或统治策

略，它由政府组织，以清洁生存环境和预防消灭疾病为目标，并向有需要

的民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无论是环境卫生、医疗服务还是政府策略，都是公共卫生管理的方法，

英国作为率先进入城市化并较早实施公共卫生管理的国家，这几个角度都

有所涉及。

英国最先介入公共卫生管理的原则是预防为先，强调环境卫生。埃德

温·查德威克 （ＥｄｗｉｎＣｈａｄｗｉｃｋ）是其典型代表。他是１９世纪英国著名的

公共卫生改革家，以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的公共卫生情况而声名大作，其报

告揭示出英国社会公共卫生状况无比恶劣的现实，促使英政府下决心管理

公共卫生事务，于１８４８年成立卫生总署，全面介入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

管理。

在查德威克时期，公共卫生最重要的特征是关注市政工程，注重环境

清洁。随着１９世纪后半期医疗科学的发展，医学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作用

日益重要，在与查德威克齐名的卫生改革家约翰·西蒙 （ＪｏｈｎＳｉｍｏｎ）领

导下，英国于１８５８年创建了管理公共卫生事务的中央机构———枢密院医

疗司。

医学权威树立后，为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管理效率，英国政府决

定强化公共卫生管理的中央集权，协调并要求地方全面配合中央政府，强

化公共卫生管理，为此还于１８７１年创设了地方政府事务部。此后，中央加

强了针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管理权，并改变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方式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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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ＡｍｏｒｙＷｉｎｓｌｏｗ，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３，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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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预防、轻医疗的缺陷，重视医疗服务，在预防和医疗两个层面上做好

行政规划，完善公共卫生管理。

１９１１年，英国政府颁布通过 《国民保险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ｃｔ），
创建了覆盖主要工作人群的责任医疗机制，成立专门的 “健康保险主治医

生”（ｐａｎｅｌｄｏｃｔｏｒ）体系。① 同时，明确中央应该在财政上支持所有地方性
公共卫生管理事务。这两个法案表明英国 “为１２７０万名年龄在１６—６０岁
之间的工人以及年收入少于１６０镑的民众提供强制性的医疗保健，为这些
人提供专门的保健医疗师、护理人员、药品以及治疗方案”②。

到１９１３年，国民保险规划 （ＮＨＩ）正式落实，对此，英国政要纷纷认
为 “个人卫生的保障业已成为政府非常具体的责任”，它标志着整个社会

对民众个人卫生关注的加强，公共卫生开始走向个人卫生。１９１４年，一个
面向全民族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已经成型。③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卫

生服务体系的创建、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经历了早期偏重环境清洁、之后偏重医疗救治，

然后政府进行协调管理的局面，在环境卫生、医疗服务与政府行政等层面

都有所涉及。从全球化的公共卫生管理经验而言，这种转变具有相通性，

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管理也大都经历了从偏重环境清洁到重视医疗服务，

并强化政府管制，协调各种行政关系的过程，英国的经验具有一般性和普

遍性。深入研究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特点、模式及其涉及要素，对大多数

国家都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

公共卫生更是涉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社会民众的基本利益，对其历史上管理

经验的探讨和梳理显得尤为必要。

二　１９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研究

１９世纪英国率先进入城市化之后，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非常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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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对此，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强调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

使得广大民众 “濒临死亡之绝境”。① 面对此局面，许多学者强烈要求政府

放弃自由自治主义理念，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创设公共卫生管理相关

机构，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公共卫生。从内容和视角上看，１９世纪的英国

公共卫生管理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一）环境卫生史 （或预防医学）的视角

公共卫生事关整个社会的卫生清洁，在城市化导致民众身体饱受污染、

疾病困扰的境况下，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许多１９世纪英国公共卫生改革家

都主张改良城市环境，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认为这

样会导致病菌消散，公共卫生环境改良。许多学者也从环境卫生及健康生

活习惯角度出发，来关注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情况。

有关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怀特主要以英国洗

澡间和盥洗室的发展和演进入手，阐明了这种基础设施的供应对公共卫生

管理和改进的重大贡献。② 帕尔默也以英国盥洗间尤其是抽水马桶的设计

发明为着眼点，阐述了这一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公共卫生管理事业的

重大意义。③ 印第安纳大学约瑟夫的博士论文对公共浴室与洗衣房进行了

系统研究，分析了英国政府在改进管理公共卫生时对这两个领域的重视和

改革，指出到１９１４年，英国的公共浴室和洗衣房设置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

一部分，改善了城市民众的生活卫生。④

饮水问题是决定公共卫生状况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也得到许多关注：

哈特利描述了英格兰地区用水的基本进程，包括水源选取、供水设施改

善、水质进步等。⑤ 哈姆林从水源的不洁净出发，努力寻求其根源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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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源的社会机理，警示世人小心保护水源纯净，认为这是公共卫生的

基本前提。① 他还对英国提供不纯净水源的供水公司进行控诉，驳斥它们

“水源可以自我提纯”的谬论，认为社会公众应该行动起来保障水源纯净，

以保证公共卫生安全。② 哈迪阐述了伦敦市为完善公共卫生管理而进行的

水源清洁方面的努力。③ 森德兰考察了１８２０—１８５２年期间的伦敦水供应情
况，认为供水公司受到水源不洁的指责后有所改善，基本保证了民众的用

水安全，强调水源洁净对公共卫生安全意义重大。④ 哈桑探讨了英国供水

事业的发展情况，指出在１８７０—１９１４年期间，由于市政当局对供水企业的
规范和引导，各大私人供水企业都改善了服务质量，保障了公共卫生，并

为之后的集体主义、统一化供水铺平了道路。⑤

为促进环境卫生，也有学者强调对城市环境发展进行总体规划的意义，

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萨克利夫通过回顾１８００—１９１４年英国的城市规划
情况，阐明为保障公共卫生，英国政府在城市规划层面的努力及成就，并

指出城市规划受公共卫生舆论的影响。⑥ 劳勒斯和布朗以城市发展、市容

规划为视角，描述了英国在近代以来城市规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强调城

市环境变迁对公共卫生的影响。⑦ 弗吉尼亚大学艾伦的博士论文以伦敦市

为研究对象，对维多利亚时代环境恶化和卫生糟糕状况进行了集中描述，

并结合当时公共卫生管理的种种作为，对伦敦市的清洁规划工作做了深入

考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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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学者从食品安全等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的角度看待英国社

会管理公共卫生的努力。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巴克等人从近代以来英

国人饮食习惯变迁和发展入手，探索英国政府和社会为了卫生和健康，最

终构筑起相对卫生的饮食习惯的进程。① 莉顿则从当时民众食物中最容易

出现变质、不合格的肉制品出发，阐述了英国加强食品卫生的努力。②

（二）医学史的视角

１９世纪是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医学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日益重要，有

关英国医学介入公共卫生管理的研究非常多：拜纳姆描述了１９世纪英国医

学理论、医学技术、医学结构的变化及医学实践对公共卫生管理的影响，

认为西蒙凭借着他老练的处世态度和深厚的医学背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克服了之前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威不够的弊端，完善了公共卫生管

理体制。③ 朗格麦特以纵观历史全局的视野，阐述了英国医药发展的价值，

其中对１９世纪的医药发展着墨甚多，探讨了其对于公共卫生改良的重要意

义。④ 布兰德从职业医生的专业知识角度出发，认为他们在英国公共卫生

管理中作用重大。⑤ 诺瓦克以英国医生群体为对象，描述了他们在公共卫

生管理中的巨大作用，并指出他们能对政府构成巨大影响，是新型而有力

量的政治势力。⑥ 贝尔莫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医学维护和保障卫生的作用，

强调医疗救治体系对公共卫生管理的重要影响和社会意义。⑦ 阿贝尔 －史

密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阐述了医院发展的基本进程，梳理了医院设置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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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和规划发展，明晰了它对于公共卫生改良的意义。① 艾布拉姆斯将公共

卫生与职业病结合起来，将职业病与整个社会的环境卫生与文明发展联系

起来，指明公共卫生与职业病的联系，以此警示管理公共卫生的必要。②

在公共卫生管理中，英国一直存在偏重预防、重视城市清洁，还是偏

重医疗、重视个人健康的争议，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了深入研

究，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卡罗尔从历史上医疗发展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密切

关系入手，阐述了１８、１９世纪医疗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作用，指出那时的

英国政府在采取大力进行房屋整改、清理污染物、规范工厂环境等措施的

同时，虽然对医疗有所忽视，但对其作用也是肯定的。③ 弗赖曼将民众的

卫生救护分为预防保障与诊断治疗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认为在２０世纪之

前，人们一直对预防保障情有独钟，后来逐渐重视起医疗救治的作用，开

始将之融合在一起，同等看待。④ 也有学者从卫生管理中两大不同原则出

发，阐述了现代企业和个人为了规避外界影响和干涉，更愿意做好预防工

作而不喜好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医务管制的心理倾向。⑤

公共卫生管理的研究往往是与医学史以及预防医学相关的环境卫生史

研究交集在一起的，但它们也有很大不同。多萝西·波特就指出，公共卫

生的历史虽然离不开医学史，但它是社会集体行为的历史，是与当时的社

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综合情况融合在一起的行为。⑥ 史密斯则认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力下降，医生和政府逐渐掌

握了个人身体的控制权，个体卫生与健康的自我管理能力逐渐下降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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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①

（三）政治史的视角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学和政府管理机制的发展，公共卫生管理逐渐成为

国家责任，这就使得公共卫生管理与政治史研究密切关联起来，衍生出诸

多成果。

在英国城市化早期的公共卫生具体管理中，许多学者都强调要树立中

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威，代表性论著主要有：布伦德从儿童的死亡率、工人

阶级的住房与医疗待遇、医疗和国家保险法案等方面展开论述，最终得出

了国家需要一个专门的管理卫生事务权威部门的结论。其著作出版两年

后，英国于１９１９年正式成立了卫生部。② 克拉克回顾了英国地方政府发展

的各个阶段、职能演变以及机构变迁，认为其很多演变缘由是由于公共卫

生管理的需要。③ 波特概述了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公共

卫生发展状况，梳理了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发展与变迁的知识理论背

景，认为１９世纪中后期以来英国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总体趋势是中央集权

的扩大与调控力度的强化。④ 布罗金顿梳理了中央政府对公共卫生管理的

重要作用，并将之按年代顺序，分成四个阶段，阐述中央调控对管理公共

卫生事务的重要作用。⑤ 除了支持公共卫生管理的中央权威外，也有学者

认为地方当局的权威同样重要，强调２０世纪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

主要取决于英国地方性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完善。⑥

在英国完善公共卫生管理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管理中进

行权力分工，亦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也得到许多关

注。自１８４８年开始，英国中央和地方规划下通过的无数法案，无论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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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镇建设、食品安全，还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方

面，都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权管制问题：“在英国的公共卫生服务机

制可以被视为一套管理体系，这套体系是建立在由中央国会法案指导下地

方政府体系的设置以及市民服务的基础之上的。”① 哈里斯从英国政府的巡

查制度入手，阐明为保障民生，政府所规定的种种民众服务体系，其中重

点提及了针对公共卫生服务设置的中央与地方服务机制，明确了中央部门

的监督管辖与地方上的服务细节。② 贝拉米从１８７１年成立的地方政府事务

部的工作职能和性质入手，分析其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强调其在中央与地

方政府两个层面上针对公共卫生管理的沟通与协作作用。③ 兰伯特认为，

甚至在人们普遍认为１８５８年卫生总署权威沦丧、“分权”观念浓重、地方

自由权享受优先地位的时候，出于公共卫生管理的需要，地方也要不断向

中央寻求援助，这种状况导致了地方政府事务部的创建。④

不过，也有学者对政府大规模介入公共卫生管理提出质疑，认为英国

在１９世纪的公共卫生管理实践是国家权力扩张模式的一个范例，公共卫生

管理的强化实际上就是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方面的认识以麦克唐纳为代

表，也引起其他学者的共鸣。⑤ 哈姆林则从根本上质疑政府针对公共卫生

管理权力扩张的合理性，认为他们试图利用公共卫生管理的方式达到控制

社会的目的。强调查德威克的卫生调查报告中过于强调清洁水供应等卫生

环境改良，有意忽略工作、薪水和食物的重要性，其本质上是在维护资本

主义和工业化社会的秩序稳定，指出公共卫生管理具有更深刻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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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①

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外，很多学者也从公共卫生管理负责人的角度进

行了研究。１９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主要由查德威克和约翰·西蒙主导

完成，查德威克重视环境卫生，在公共卫生管理中重视下水道系统、清洁

水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用工程师而忽略医学作用；而西蒙则具有深厚

的医学专业知识背景，深知医疗科学和医生专家对于卫生管理的重要作

用，在公共卫生管理中重视医学，积极采纳医生的调查报告和意见建议。

芬纳利用查德威克的大量书信、文章、议会报告与 《泰晤士报》等资料，

指出查德威克积极撰写济贫、公共卫生、墓地、工厂童工、酗酒等诸多问

题的调查报告、改革方案和立法草案，对公共卫生管理贡献巨大。但也认

为他在公共卫生管理中不切实际的工程规划、急于冒进的中央化集权措

施、对医学的不信任都引起了诸多争议，导致公共卫生管理效果不佳。②

西蒙则根据自己的公共卫生管理实践，撰写了 《英国卫生组织》，描述了

英国历史上公共卫生组织和卫生政策的发展与演变，尤其对１８４８年政府介

入公共卫生管理后的记录非常翔实。③ 兰伯特梳理了西蒙的公共卫生管理

实践，对１９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疾病预防策略、行政事务统筹等实

践做了细致描述。④

（四）文化、社会与法律史视角

公共卫生管理也牵涉广大民众的文化认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卢

根从堕落和恶化等词语的观念变迁入手，认为这些词语是英国社会对公共

卫生状况恶化的形象化表达，指出在１８３０—１８７０年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词

主要指的是查德威克等卫生改革家们致力于改进的恶性气体和污染物，而

１８７０年以后，这个词的含义日益偏向专门性的医学用语，疾病本质逐渐得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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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解。① 哈里以卫生和文化互动为视角，阐明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民众

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以及文化上的排污主义，认为文学家狄更斯就是典型代

表。② 迈克托什考察了１９０１—１９５１年民众观念对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演变的
影响。③ 哈姆林从维多利亚时代民众对于腐烂物污染的认识出发，阐述了

不同阶层民众的疾病与卫生认知的观念差异，强调下水道建设让公共卫生

改良的事实使得民众卫生观念开始摆脱抽象神学的束缚。④

英国政府在１９世纪介入公共卫生管理涉及许多社会层面的因素，这方
面的研究主要有：奥特从屠宰场改革与伦敦市照明技术改进为主线，阐述

了伦敦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技术支持与依赖情况，明晰了卫生管理的物质基

础。⑤ 斯里泽将公共卫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阐述了英国１９
世纪公共卫生管理与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的关联性。⑥ 胡奇以专业协会

团体为视角，描述它对推动１９世纪英国卫生改革的巨大作用，认为中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促使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建立的关键。⑦ 吉尔认为

霍乱推动了英国１９时期中期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发展，它带来的灾难消解
了反对政府介入公共卫生管理的声音。⑧

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学者们很重视针对公共

卫生法的研究：理查德认为 １８４８年 《公共卫生法》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００２·

全球史评论　第十四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ｉｌｌＬｕｃｋｉｎ，“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ｂａ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１８３０－１９００”，Ｕｒｂ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２００６，ｐｐ２３４－２５２

ＢＨａｌｅｙ，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Ｂｏｄｙａｎ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ＪＭ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０１－１９５１，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ａｍ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ｕｔ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１９８５，ｐｐ３８１－４１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Ｏｔｔｅｒ，“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４０－６４
ＳｉｍｏｎＳｚｅｒｅ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３，Ｎｏ４，
１９９７，ｐｐ６９３－７２８

ＲｏｎａｌｄＫＨｕｃｈ，“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ｆｏｒｍ，１８５７－１８８６”，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１９８５，ｐｐ２７９－２９９

ＧｅｏｆｆＧｉｌｌ，“Ｃｈｏｌｅ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Ｍｉ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Ｖｏｌ６６，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００，ｐｐ１０－１６



强调法案的社会意义及其对整个社会公共卫生管理的深刻影响。① 哈姆林

和谢尔德夸奖了英国１８４８年公共卫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国家将公共
卫生设置成了统一的标准，按照共同的原则和法律遵循实施，从此有法可

依、有据可循，标准统一，使得公共卫生境况大大改善，城市卫生环境、

民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以后应继续弘扬这种精神，完善立法，做好公共

卫生管理工作。②

公共卫生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决定着民众安居乐业的环境基础，

在国内也受到重视。１９世纪英国城市化初期的公共卫生管理近年来也获得
较多关注，主要集中在１９世纪公共卫生立法、个人公共卫生管理实践以及
城镇卫生改革等层面。③ 不过，对于国际学术界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环境卫生、医疗史与政治史、文化社会史领域的考察还相对缺乏，可以学

习跟进。

三　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发展史研究的意义、方法及启示

公共卫生管理是人类社会在任何阶段必须做好的大事，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基础和前提，是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繁荣的保证，与整个人类

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联系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率先步入城市化的英国，

在政府主导下，较早进行了公共卫生管理的尝试，对其研究进行总结和梳

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系统梳理英国１９世纪公共卫生管理的历史，能清楚了解到英国
政府在工业化初步完成、城市化蒸蒸日上时期，如何更好顺应时代发展，

完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概况，给后来进入城市化时期的现代国家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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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共卫生管理方面的有益启示；也可以与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相结合起来进

行考察，通过政府对公共卫生管理方式的解读及效果予以借鉴，改其不

足，取其经验，获得进行社会管理和控制的良性方案，加强政府管理社会

的能力。

（二）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在卫生总署

和医疗司管理公共卫生的阶段，英国政府实施的是 “专家治国”策略 （前

者倚重工程师，后者重视医生），后来为提升管理效率，又特设了地方政

府事务部，不断协调地方和中央的卫生管理权，强化彼此合作，促进管理

效率。在全球化时期，公共卫生管理主要依靠专家指导及国际性的政治协

作，系统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好地强化

公共卫生管理的政治协作和专家辅助作用。

（三）１９世纪是英国医疗科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此时期的英国疾病医

疗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成果丰厚，与公共卫生管理相关的医疗史研究也有

很多成果，但国内世界史学界从医疗史的角度考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工作

的研究较为缺乏，可以借鉴相关视角，进行深入研究。而且，从学术发展

角度看，以公共卫生管理发展史为视角，也有助于国内学界深入进行疾病

医疗史研究，可从公共卫生管理的具体出发，加强其与医生、医院、药

物、疾病等卫生健康相关话题的研究。尤其是随着１９世纪英国医疗科学的

发展，医生社会影响力提升，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与病患者、医疗机

构和政府部门联系紧密，对公共卫生管理发展史的考察，可以深入了解医

生群体介入国家公共服务的一般路径和利弊得失。

（四）从历史学科的发展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对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发

展史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卫生管理中的环境改良、医

疗服务及政府调控等话题。能将公共卫生的预防、医疗服务、中央与地方

政府管理等实践有机结合予以全面考虑，并与环境科学、食品营养健康

学、城镇规划学、医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系统联系起来，通过

社会史、城市史、环境卫生史、医疗史及政治史的有机互动来看待公共卫

生管理实践。这种研究能较好地扩展史学视野，加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

流与融合，还可以紧扣环境卫生、城市改良、医疗发展与政府管理等热点

话题，能紧扣实际，充分联系现实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五）从现代社会全球化时期的公共卫生管理实践来看，各国都比较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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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医疗服务设施的供给，尤其重视对于传染病问题的防治与管控。但

是，对于公共卫生管理的另一重要侧面：通过改良环境、保障清洁来管理

公共卫生的层面稍显不足，而１９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查德威克领导下

的市政清洁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其改良供水系统、

创建现代盥洗间、构建现代浴室等环境卫生话题，对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卫

生管理也有启示意义。

总之，１９世纪英国城市化时期的公共卫生管理历史实践是一座丰厚宝

藏，有许多不同视角的相关研究，包含了对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管理同样有

意义的种种措施，值得我们国内学界的跟进。尤其是在强调文化多元和国

际协作的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梳理城市化初期

的公共卫生管理发展史研究，进而获取信息，完善现代社会的公共卫生管

理显得尤为必要。

（王广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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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鲍勃·Ｈ莱因哈特《世间再无天花：
美国与“冷战”时期天花的根除》

陈黎黎

　　ＢｏｂＨ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ｒａｄ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ｐｏｘ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Ｅｒａ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ｘｖｉ＋２６８ｐｐ

“冷战”“天花”和 “全球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传统研究和新近研究

中备受关注的三个主题，它们恰也是 《世间再无天花：美国与 “冷战”时

期天花的根除》一书中交织相融的三个关键词。与以往涉足这些主题的研

究相比，该书既可被视为一部以天花在全球的根除为切入点，来重新呈现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实践图景的著作；也是一部将人类与天花

之间互动的历史置于 “冷战”特定的 “政治、社会和生态语境”下

（ｐ１４），来研究人为根除天花这一过程及其后果之复杂性的疾病史著作；

还是一部从全球、国别和地方等多个层面来讨论 “冷战”时期，围绕全球

根除天花项目所形成的国际冲突与合作的著作。

作者鲍勃·Ｈ莱因哈特现任职于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州立大学，据其

网页简介，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史、公共史、美国西部史和公共卫生

史。在他的这本专著里，作者的主要目标是，基于 “冷战”的特定历史语

境，对全球天花根除项目的 “源起、发展及其遗产进行追问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

ｔｉｏｎ）”，认为只有通过种种细致地追问才能真正理解人为根除天花的复杂

性，这包括 “全球根除天花项目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取得了什么样

的结果？” “全世界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有意识地根除一种疾

病？———这是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成功开展的灭绝行动” “哪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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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使根除天花成为一种可能，又或者使之成为必然？”“为什么那些背景完

全不同、所属国家间政治分歧巨大的个体能够一起从事这项事业？”“他们

为什么能成功，他们如何取得成功，以及用 ‘成功’一词来评价他们所完

成的事是否恰当？”“除了使人类不再受这一古老疾病的祸害之外，根除项

目究竟取得了何种结果？”等 （ｐ１１）。

在作者看来，以往研究中，有的重在强调生物学因素和技术因素对天

花根除项目的影响；有的或立足全球，或立足地方，单方面强调全球或者

地方在这一项目中的主要作用；还有的基于后殖民主义和 “热带病”研究

的立场着重强调根除天花项目中的压迫色彩。此外，那些惯以 “英雄”叙

述来宣告全球根除天花项目以胜利告终的研究，也并没注意到项目的其他

后果 （ｐ１２）。总的来讲，单一的视角或单一的研究路径，不足以认清全

球根除天花项目及其后果的复杂本质。在研究路径上，作者声称他效仿了

以格雷格·米特曼 （ＧｒｅｇｇＭｉｔｍａｎ）、克里斯托弗·塞勒斯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ｅｌｌｅｒｓ）和琳达·纳什 （ＬｉｎｄａＮａｓｈ）等为代表的环境史学家们 “研究身

体、疾病和环境之关系 （包括实际上的和认知到的）”的案例 （ｐ２０２）。

他将全球天花根除的行动视为人与天花所代表的人类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

史，强调将其放置于 “冷战”的历史语境中，从天花的医学特性、所处的

生态系统等非人为因素层面，从科学、医学、交通等技术层面，从政治、

社会、文化、制度等人为因素层面，以及从全球、国别和地方等层面对之

展开跨学科的、系统的、整合的考察。

全书除导论和尾声外，共有正文五章。导论重在提出本书所研究的问

题，回顾学术史并概述全书内容。第一章、第二章重在探究全球根除天花

项目的启动。在书的第一章，作者主要探究的问题是天花如何在 “二战”

后逐步被人为界定成 “适于”全球根除的疾病。在作者看来，“二战”后

全球疾病环境发生了转变，日益增强的全球流动性既使全球面临共同的健

康威胁，也为开展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提供了可能，全球根除疾病行动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至于哪种疾病会被人类 “选择”为 “适宜”根

除的对象，作者认为这既取决于疾病本身的特性，还取决于当时的技术条

件、认知水平，更取决于 “意识形态、政治等非生物因素”（ｐ２１）。在这

一章中，作者采用了疾病的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路径，揭示了 “人为”界

定 “根除”疾病对象的复杂性，同时，也采用了环境史对人体、疾病和环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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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关系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根除疟疾失败的原因，还提出了 “根除”疾

病项目的启动意味着人类试图去掌控疾病等观点，这确立了全书的分析手

法、逻辑基础和叙事语调。

第二章主要探究了美国如何从全球根除天花行动的阻挠者转变为该项

目的 “重要领导者”（ｐ５３）。作者对上至美国总统，如林登·约翰逊，下

至天花根除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如美国疾控中心的卫生专家 ＤＡ亨德森

（ＤＡ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非洲卫生专家保尔·拉宾 （ＰａｕｌＬａｍｂｉｎ）等主体所起

到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根除天花实际上是与约翰逊构建全球

伟大社会目标绝佳吻合的实践，它也符合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疾病领域

追求全人类皆免受天花之苦的目标。此外，美国在消灭天花上拥有的先进

科学医疗技术、部分非洲国家对灭绝天花的需求等因素也利于该项目的实

施。与此同时，作者还对项目实施所遇到的阻碍进行了分析，诸如 “冷

战”的环境、越南战争的阴影、成本过高的担心等，正是受制于这些因素

的影响，美国所开展的根除天花行动最初只限定在西非和中非的１８个国家

内展开。

第三章、第四章着重分析了根除天花项目的具体实施、扩展和完成。

其中，第三章主要对根除天花和控制麻疹项目 （Ｓｍａｌｌｐｏｘ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ａｓｌ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ＭＰ）在西非和中非的实际开展情况进行了剖析。

第四章重在分析根除天花项目 （Ｓｍａｌｌｐｏｘ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ＥＰ）在印度

等其他地方的开展及天花最终在全球的根除。在这两章，作者既详述了根

除天花项目在实践层面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及应对措施的产生，也展现出根

除天花项目逐步取得成效，遭遇挑战和最终完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

呈现出根除天花行动如何从一个美国与西非、中非地区 １８个国家间的

“国际卫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项目变为一个 “全球卫生”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项目。其中，作者重点分析了美国在解决根除天花的实际困难、

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以及呼吁国际合作、推动和认定天花在全球根除等

方面所做出的行动。

第五章及尾声部分，作者分析 “根除”天花后，天花如何持续在人类

世界里发挥影响，同时，不同于前人以胜利者的口吻对根除天花所进行的

“英雄”叙事，作者对该项目的复杂影响做出了评价。他认为所谓的 “根

除”是一个悖论，人们 “为根除了天花疾病而欢呼，却在毁灭天花病毒的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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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模棱两可”（ｐ１９２）。由于受到 “冷战”的影响，虽然天花这种流

行病不再复现，但天花病毒仍然一直被保存在美国和苏联的实验室，而国

与国之间因根除天花达成的短暂合作亦不能美化 “冷战”期间的紧张氛

围，缓解合作背后的冲突与对峙。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的不同时段里，天花疾

病已不复存在，由于受到不同历史语境的影响，人们对根除天花的胜利之

情逐渐为 “恐惧” “焦虑”乃至视天花为潜在的 “生物恐怖主义”所

取代。

本书关注的主题是传统 “冷战”史研究所重视的政治、外交等领域之

外的新议题：全球卫生问题。它将全球天花根除项目的启动、推动、扩展

和结束的全过程放诸 “冷战”的特定语境中，详细分析了美国在 “冷战”

时期所奉行的国内外政策给全球根除天花带来的复杂影响，聚焦于 “冷

战”时期在美国的推动下该项目在西非、中非等第三世界的开展情况及其

向全球的扩展，甚至还分析了苏联解体后天花的持续影响。在这本书里，

透过全球根除天花项目，读者可以发现，“冷战”的 “战场”绝不止步于

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传统领域，也不局限在美苏等大国层面，更不止步

于纯粹的人类世界。

其次，若将该书置于以疾病为主题的史学研究中来看，它将 “天花”

研究的时空范围从聚焦于世界近现代初期转移到 “二战”以后，展现出人

与天花的互动关系史在 “冷战”及其结束后出现的重要转变。在以 《生态

扩张主义》《哥伦布大交换》《瘟疫与人》等为代表的相关研究中，历史学

家们都对天花进行过书写，但他们的研究多着墨于世界近代初期乃至之前

天花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所产生的影响。根据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威

廉·麦克尼尔等人的研究，彼时的天花曾与人类文明的存亡密切相关，西

班牙人之所以在美洲取得胜利，其中固然有技术因素，但也有来自于天花

的 “助力”。可以说，在人类已知的历史时间里，天花造成的大量死亡，

曾长期占据相关历史叙事的核心。不过，随着近现代医学的发达，尤其是

冻干疫苗、分叉针的出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人类逐渐掌握了人为 “根

除”天花的技术核心和行动能力，于是，人类与天花之间的互动历史发生

了转变，从彼时天花 “终结”人类文明，演变为 “冷战”期间人类 “有意

识地”在全球范围内 “根除”天花。这其中充分反映了随着时间、语境和

技术等因素的变化，人与天花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转变。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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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书在关注天花根除这一全球卫生问题时，试图突破国别和地

域限制，从全球、国别、地方等多个层面来对之进行剖析，这也是对当下

史学家们倡导书写真正的全球卫生史的回应。作者在分析天花的根除行动

时，虽以分析美国的行动为主，但兼及从全球、国别和地方等多个层面，

来分析围绕根除天花而产生的冲突、合作与协调。这就区别于过往研究中

要么无视国别冲突、地域冲突，片面强调全球合作；要么无视全球合作，

片面强调地方努力的单一视角和单一结论。作者利用了大量世界卫生组

织、美国疾控中心出台或出版的文件、报告，以及天花根除及控制麻疹项

目所辖的报告、访谈记录，还参考了项目参与者们的出版物、他们之间的

书信等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作者围绕根除行动所产生的纵横向联系进行

剖析，试图勾勒出在美国的推动下，根除天花行动在全球的图景。比较之

下，书中对西非、中非、印度等根除天花项目实施对象国的地方资料涉及

得较少，也缺乏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全球根除天花行动中所发挥作用的

横向比较，如若更多，天花根除的全球之网就能更完整地被钩织起来。

（陈黎黎，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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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约翰·温《帝国的根基：近代早期西班牙的
森林与国家权力（１５００—１７５０）》

钟　孜

　　ＪｏｈｎＷｉｎｇ，Ｒｏｏｔ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

Ｓｐａｉｎ，１５００－１７５０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５，ｘｉｉｉ＋２６８ｐｐ

伴随近来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的持续发酵，人们对西班牙地区分

离主义和国家建构史的兴趣又重新被调动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纽约

城市大学助理教授约翰·温的作品 《帝国的根基：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森林

与国家权力 （１５００—１７５０）》（以下简称 《帝国的根基》）无疑开启了一扇

新窗，帮助我们重新审视马德里整合这一散裂半岛的艰辛历程。相比学界

此前对近代早期海军建设、森林管理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① 温考

察西班牙帝国的全球性视角，更是此作的超越和新意之所在。

作者首先在导言部分对现有的西班牙森林史研究提出批评：它们或者

只关注森林本身的变化，忽视社会、政治结构变迁对其的影响；或者关注

重心只在地方层面而缺乏全局眼光；或者过于强调事件的作用，无视森林

功能的长期连续性 （ｐ３９）。而要克服这些缺陷，贯穿全书的两个概念就

·２１２·

① 学界对海军建设与森林资源关系的考察至少可上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可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ｂｉ
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Ｓｅａ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Ｔｉｍｂ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Ｎａｖｙ，１６５２－１８６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６；ＰａｕｌＢａｍｆｏｒｄ，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ｎｃｈＳｅａＰｏｗｅｒ，１６６０－１７８９，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
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考察森林管理与国家建构的著作数量众多，可参见 ＰａｕｌＷａｒｄ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
ｍ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Ｋａｒｌ
Ａｐｐｕｈｎ，ＡＦｏｒｅｓ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ｉｎ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Ｖｅｎｉｃ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卡尔·阿普恩对威尼斯的研究尤其值得参阅，同 《帝国的根基》一样，该作讨

论的也是海军建设、森林管理与国家建构三者间的关系问题。



显得非常重要。一个是 “内部领土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的是

王权所代表的国家在西班牙内部建立对森林资源管控的政治进程；一个是

“可操作性情报” （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指的是通过资源勘查、制图、

官僚机构常规性探察报告等方式逐渐发展和积累起来的详细实地情报，国

家可根据这些信息 （森林位置、树种详单、品质、周围道路情况、与通航

河流的距离、当地所有权情况、土壤质量、开辟新种植地的可能性、改善

交通的成本预估等）出台较为切实可行的举措。这两个概念是作者打通海

军建设、森林管理和国家建构之间联动的关键： “板材、木梁、桅杆、树

脂等林产品是木船建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如果说西班牙海洋帝国的力量源

泉是舰船的话，那么这帝国的根基就在那森林覆盖的山脉之中”（ｐ６）。

导言和末尾结论之间共有五章内容，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第

一章首先回顾了西班牙自再征服运动以来逐渐成形的地方权力结构。虽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基于国王特许的地方市镇实际上享有对包括森林

在内的周边土地资源的使用和自决权。而卡洛斯一世 （同时是神圣罗马帝

国的查理五世）时期的海军也难成气候，那支 “舰队”是由征用、租借和

少量国家自有船只东拼西凑而成的。此种局面到菲利普二世时代开始发生

实质性转变。建设海军长期战略的形成以及船型的大型化 （１６世纪末大帆

船吨位是该世纪初轻帆船的２—４倍）对木材供应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促

使菲利普二世尝试勘察和管控森林资源。除１５６３年的特遣勘察队、１５７８—

１５８６年间的 “西印度地理调查问卷”（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ＧｅｏｇｒｆｉｃａｓｄｅＩｎｄｉａｓ）之

外，这个时期最大的突破是１５７４年奠立的森林监督官制度。此官职一般由

具造船经验的海军官员担任，负责探察西班牙北部造船基地周边的森林资

源，监督市镇造林指标 （按市镇人口规模测算的年度植树额度）的完成情

况并行使惩戒职权。市镇对森林的自主使用权开始受到国家的干预，因为

监督官的权威直接源自马德里的国王和战争事务院 （ｐｐ６６－６８）。

第二章介绍近代早期的造船流程和西班牙海外造船基地的情况。作者

估算建造１５８８年那支无敌舰队需要消耗６００万棵树或１２万公顷优质林地；

而到１８世纪中叶，建造一艘装载１１０门火炮的军舰就需要４０００棵橡树或

３０—４０公顷森林 （ｐｐ９５－９６）。虽然海军只是采伐森林中适合要求的树木

（而非清场式砍伐），但那个时代的流通条件限制了可选择的余地，距离船

厂、海岸或可通航河流 ２０—３０里格 （约 ９６—１４４公里）就是经济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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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最大范围。本土森林渐渐不支，这是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主要欧洲国

家苦心经营海外林木供应和造船基地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后者而言，劳力

短缺是比木材供应棘手得多的问题。到１６５０年的时候，布局在哈瓦那、瓜

亚基尔、雷亚莱霍和甲米地等处的造船厂已经可以为整个西班牙舰队提供

三分之一的船只，而１５００年时巴斯克地区独力建造了９０％的军舰 （ｐ８６，

ｐ９４）。

第三章重点考察１７世纪森林的管控举措。波罗的海是当时西欧木材贸

易的一个支配性来源，但西班牙的地缘位置不允许其依赖木材进口，所以

即便海外资源能够分担部分压力，本土的森林管控依旧刻不容缓。一方

面，森林监督官逐渐强化此前以劝导为主的角色，甚至动用强力逮捕拒不

执行措施的市长。另一方面，新的管控方案也在哈布斯堡王朝末期陆续出

台。１６５０年的 《林业指引》（Ｉ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试图从自身和后代利益的角度劝

导民众保护森林，要求每位居民每年在市镇种植地内种２棵树。《林业指

引》明确规定砍伐树木需要得到市镇当局的许可 （每砍 １棵树需补种 ２

棵），还包括保护树苗、清理灌木、禁止山羊进入林地等条目 （ｐｐ１４１－

１４５）。１６７５年的太后指令则明确森林监督官只需对战争事务部和海军委员

会负责，要求其仲裁地方在护林问题上的纠纷并负责开具砍伐特许

（ｐｐ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９４年的法令将加利西亚地区距可通航河流和海岸２里

格 （约９６公里）范围内的森林直接划归战争事务院和海军委员会监管

（ｐ１６２）。这个时期的美洲殖民地也有管制举措面世：瓜亚基尔在１６５０年

规定某些特定木材只能用于海事相关目的，１６６０年甚至推出了一项砍伐禁

令。但真正有实效的措施出现在１６２３年的哈瓦那：除非获得总督特许，否

则禁止砍伐距该城１０里格 （约４８公里）范围内的森林———这也是西印度

唯一的国家级管控法令 （ｐｐ１４６－１４７）。

第四章侧重介绍本土三个海军区 （Ｎａｖ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对新林木资源的

勘探活动。到波旁王朝时期，位于北部海岸的传统林地已无力支撑造船活

动，这迫使海军往东、南两个方向寻找新的供应来源，特遣队所带回的详

细情报和地图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森林及其所在地方的地理、水文、造船

和经济信息的把握。

第五章围绕１７４８年的 《森林和种植地保护与扩展法令》（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展开。该法令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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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许多管控举措，但其中的某些条款却彰显了国家前所未见的掌控能

力。法令将三个海军区内距海岸和可通航河流２５里格 （１２０公里）以内的

森林划归海军监管，还要求探察员 （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ｅｓ）提供精确的树种信息

（ｐｐ２０７－２１５）。配合随后实施的内陆皇家直辖林区，整个西班牙本土的

森林都被囊括在国家的直接监管之中，虽然各省被赋予了更大的权责，但

国王始终保有最终决定权 （ｐｐ２１６－２１７）。此外，法令虽然没有直接在海

外得到应用，但它促使哈瓦那在１６２３年法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禁伐区范

围，而类似森林监督官或海军监管林区这样的机制从未在海外出现。

总体上看，作者强调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在森林政策上的连续性，认

为正是此点促成了从森林生长、保护到采伐全过程的可控化，从而为１８世

纪中期西班牙海军的恢复打下物质基础。在持续扩张的国家权力与仍然保

有相当大自主权的地方之间，作者也非常看重两者间的合作关系。在他看

来，能够在有效推进内部领土化、保证海军木材供应的同时维持社会的总

体平衡，就是西班牙国家及其森林政策的成功。

这种解读反映了学界近年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讨论国家建构问题的新

方式。这种方式并不预设国家建构及其治理必然 “需要”某些机制的存

在，也并不依据这些机制的完满程度去做国家间的单向线性比较 （按照此

种比较，近代西班牙并不 “成功”，也从来都没有被整合成一个整齐划一

的民族国家），而是从某个国家的特定处境和目的出发，考察某项机制的

形成、运作及其达成目的的程度。

《帝国的根基》有若干令人意犹未尽之处。作者提到地方民众对国家

管控森林的不满和 “激烈反抗”，但他只在书中为其留出不到３页的篇幅，

这是令人遗憾的。考虑到海军用材只相当于居民柴火需求量的 １％

（ｐ２８），而管控措施又几乎肯定影响到民众的日常木材使用，那么民众的

反应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应对是

一个 “不时合作、不时反抗、但处处充斥谈判的过程”，① 自然、社会、国

家三者之间的联动才显现出了多样的面相。换言之，作者对民众反应的考

察需要大大拓展，才能更好地呈现 “内部领土化”过程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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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管控措施实施细节的讨论不够深入，与同期其他国家个案的切

磋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班牙的情况。按照钱德拉·穆克尔基和安德

蕾·科尔沃的看法，法国１６６９年森林法的实施更多在于树立中央王权的权

威，而不在于保护森林的实际效果。① 在大致同一时期的威尼斯，卡尔·

阿普恩则认为，国家过度干预民众在国有林地内的活动恰是其军用级木材

资源枯竭的根源，因为一旦森林底层的粗枝和灌木得不到清理，它们就会

扼杀掉橡树等品种树苗的生长空间。② 那么同法国或威尼斯相比，西班牙

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是同法国一样出现了一个实际护林效果一般的管控

机制？还是因为地方和民众更大的自主权 （始终只是限砍和种树，并没有

限制民众收集柴火、放牧、处理灌木等的权利），反倒有利于森林的生长

或恢复？无论是作者提到的 “森林被砍伐的趋势没有被扭转” （ｐ２４１）、

还是他所强调的 “保证任何年份任何港口的木材供应” （ｐ２４４），都无法

回答这个问题。

用新视角和新方式探讨海军建设、森林管理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这个

老问题，此举诚然可嘉。但如何既放眼全球又穿透局地，仍然有待学界作

更进一步的探索。

（钟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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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卡梅尔·芬利《海里所有的鱼：最大可持续
产量与渔业管理的失败》

刘宏焘

　　ＣａｒｍｅｌＦｉｎｌｅｙ，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ｘｉｉ＋２１０ｐｐ

卡梅尔·芬利的 《海里所有的鱼：最大可持续产量与渔业管理的失

败》揭示了 “最大可持续产量”（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ｙｉｅｌｄ）这个富有争议

的概念是如何成为国际渔业管理中的主导性科学准则的。作者主要从政治

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因而这本书也是 “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政治史”

（ｐｘｉ）。所谓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是渔业科学和渔业资源管理中的一个概念

和理论，表示在不损害种群本身再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从种群资源中持续

获得的最大产量。它在提出之时是基于单一物种的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并

不是在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最大可持续

产量有着大量的研究，它们更多的是从理论本身以及模型的优化的角度来

探讨。渔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批判性论著则着眼于如何保持最大可持续

产量，而不是考察它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的政治背景。在传统的认识

中，它是一个渔业科学概念，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纯粹性。然而，芬

利从政治角度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史的阐述表明：它的广为接受是政治力量

的结果。

全书主体分为八章。从作者的论述来看，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蒸汽

动力渔船和拖网等新的渔业工具和技术的使用已经开始导致渔业危机，而

且形成了对理性捕捞的需求。到１９３０年代，世界大多数近海岸都因为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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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而出现渔业资源的不足，这使得在国内水域排斥外国船只变得愈加紧

迫。１９世纪末开始，日本和美国的渔业开始在太平洋遭遇，逐渐形成激烈

的竞争，结果是渔业边疆的不断拓展。其中突出的例子是日本渔船进入阿

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湾 （ＢｒｉｓｔｏｌＢａｙ），与美国渔业形成冲突。两国在太平

洋上的渔业扩张和竞争实际上与它们的帝国扩张相联系，这两方面存在着

一致性。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渔业科学相信鱼类具有无限的恢复能力，能

够持续地提供高产出，并且在捕捞减轻后恢复活力。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

渔业无须管理，因为它能够自我控制；管理者不愿意给渔民强加管理制

度，渔民亦不乐意遵从 （ｐｐ３５－２６）。

２０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国家的领海为三海里，渔业强国的渔船可以自

由地到其他国家的近海捕鱼。然而 “二战”结束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

变。首先是美国宣布其关于海岸线三海里以外石油和渔业资源 “保护”的

声明，对领海以外的海域提出权利主张。美国的鱼类学者兼国务院渔业官

员威尔伯特·查普曼 （ＷｉｌｂｅｒｔＣｈａｐｍａｎ）表示：太平洋是２０世纪后半期的

大平原 （ｐ４５）。对于美国来说，太平洋将成为它所要探索的新边疆。在

美国的声明之后，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陆续宣布２００海

里专属经济区和扩大领海面积，以保护本国的渔业资源和海洋权益。然而

这种主张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的渔船长期在这些国家的近海进行

捕捞。

在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国际性争论以及国际准则的建立过程中，

科学家登场了。在１９５５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的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国际技

术大会上，以及在１９５８年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谈判过程中，由美国政府和科学家所倡导的

最大可持续产量概念被接受，并且被确定为公约中的一个法定概念和国际

渔业目标 （ｐ２，ｐｐ１３３－１３５）。它表面上看是用于保护渔业资源，但实

际上给美国等渔业强国掠夺弱小国家的渔业资源提供了空间。因为公约规

定，当沿岸国无力捕捞全国可捕量时，应与其他国协定允其捕捞剩余部

分。只有当沿岸国有证据证明过度捕捞时，才可限制捕捞。这种证明在

“二战”后的很长时间内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那些落后的国家。

通过芬利的论述可以看到，“二战”后美国依赖所拥有的强大的经济、

军事和政治力量将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传播到其他国家，甚至是强加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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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使之成为世界性的知识，最终为国家利益而服务。作为一个科学理

论，最大可持续产量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但是从其成为一种国际准则来看，它又具有欺骗性，更多的是一种服

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其结果是，原本为了更好地管理渔业的工具成

了渔业管理失败的促成因素。

作者在书中指出，过去人们常常引用 “公地悲剧”来解释渔业管理的

失败，将责任归咎于个人未能控制他们的行为。然而现代渔业是由 “二

战”后的各国政府、政策以及公约塑造的，不论是最大可持续产量还是其

他诸如渔业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政策，实际上都是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

（ｐ８）。因此，同样需要检讨或者更需要检讨的则是政府自身所造成的

“悲剧”。在 “二战”后大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的主

张与其势力扩张紧密相连，与其说渔业的悲剧是过度捕捞所造成的，不如

说是美国霸权政治所造成的悲剧。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科学家和政客的界

线模糊了，如威尔伯特·查普曼。科学也因为政治而丧失了客观性和中立

性，成为政客谋求政治经济力量的工具。

芬利从政治角度所揭示的最大可持续产量的问题，正是她的研究与以

往大多数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该书的最大优势所在。作者能够做到

这一点，离不开她对政府档案和决策者相关文献的大量运用。最大可持续

产量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渔业政策，与查普曼的作用密不可

分。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查普曼的论著、信件以及相关的档案

资料，由此才能够挖掘一个科学概念到一个政策的转变过程。正是宏大叙

事背后被掩盖的、被忽视的甚至微不可查的过程的挖掘，才为我们揭示更

接近于实际的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将最大可持续产量这一过去被简化的概

念置于它生成和变动的历史背景中，它的意涵才渐渐丰满起来。

与以往研究形成差异的另外一点在于，芬利具有更加强烈的全球视野。

最大可持续产量用于渔业管理，最初自然而然地是用于国内水域。在这种

情况下同样可以考虑它的局限性，如它并不能真正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但是当把它置于全球视野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时，可以看到它实际

上成了美国、日本等渔业强国侵夺其他国家渔业资源的工具。在此背后，

是更早便开始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在各个海洋所进行的渔业扩张，以及

随之而来的冲突和渔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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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利对最大可持续产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标准知识背后的政治过程的

探索是成功的，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作者在书中对

这个理论的分析大多强调其局限性，而回避它的正面影响。在它被国际社

会接受之后的数十年里，不断有学者尝试去检验和优化这个理论，这也反

映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所表达的美好愿望。更全面的认识才能形成更

客观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分析它的被接受的过程，就不会单纯强调

政治因素。

现在科学家对最大可持续产量理论的局限性已有相当多的认识：在生

物学上，鱼类种群的较大变化和难以预测、特定种群与其他种群的关系以

及环境的变化等都会对它产生影响；而在经济学上，它只考虑产出而未考

虑捕捞的成本。作者对其中大多数局限性都有涉及，但是对更为根本的局

限性，即它所促成的单物种渔业资源管理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说对

传统的失败的渔业管理模式的批判意味着未来转向更合理的模式，那么它

的出路又在哪里？一些科学家倡导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同样作为一

种富有争议的理论，渔业政策的制定者又当如何抉择呢？除了增加对海洋

生态系统的认识，或许更应该给予海洋和海洋生物足够的尊重，而不是以

“管理者”自居并把海洋作为永不枯竭的食物矿藏。

芬利的这本书还有可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是它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她不仅为人们呈现了一部资料丰富、可读性强的著作，而且提供了一种批

判性的思路。一种看似客观纯粹的科学知识，其背后却隐藏着霸权的影响。

（刘宏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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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丹尼尔·Ｆ多珀斯《马尼拉和平与战争
时期的食品供给（１８５０—１９４５）》

王跻崭

　　ＤａｎｉｅｌＦＤｏｅｐｐｅｒｓ，Ｆ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ｎｉｌａ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１８５０－１９４５，

Ｍａｄｉｓ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ｘｖｉｉ＋４４３ｐｐ

《马尼拉和平与战争时期的食品供给 （１８５０—１９４５）》（以下简称 《供

给马尼拉》）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地理学教授丹尼尔·Ｆ多珀

斯的新作，２０１６年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核心主题是马

尼拉食品供给系统的运行与中断。从学术史来看，本书是对东南亚 “大型

城市”（ｍｅｇａｃｉｔｉｅｓ）食品供给这一主题的第一次学术探索，也是美国城市

环境史理论在东南亚城市史研究中的创新运用。

虽然食品供给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在东南亚城市史研究

中却长期被忽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先前研究多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

角来看东南亚殖民城市，将其视作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东南亚本土社

会互动的场所。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影响着殖民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同

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殖民港市向内陆和乡村地区扩散和传

播，与本土社会碰撞与融合。马尼拉城市史研究的这一经典路径亦由多珀

斯确立，其 １９８４年出版的著作 《马尼拉：晚期殖民都会的社会变迁

（１９００—１９４１）》（以下简称 《马尼拉》）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美国殖民时

期的马尼拉城进行了研究。多珀斯在此书中借用了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

模型解释了马尼拉与美国殖民经济体系的关系，并从劳动力模式和职业流

动性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这一视角虽突出了全球经济体系对

东南亚城市的影响，但忽视了内部经济体系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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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菲律宾城市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多珀斯在 《供给马尼拉》一书中

对自己先前的研究路径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在本书中，多珀斯提出，前殖

民地城市的变迁并非仅由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外部因素促成，实际上也由内

部经济体系的发展推动 （ｐ５）。作者通过对马尼拉大都会的食品供应系统

进行研究，分析了殖民时期菲律宾内部贸易网络的运行，从这一视角出

发，作者不再将马尼拉置于世界贸易网络中，而是将马尼拉和腹地视为整

体进行研究。这一视角体现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对东南亚城市史研

究的影响。首创性地将城市和腹地整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美国著名城

市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 （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ｒｏｎｏｎ），在其研究芝加哥与腹地的

著作 《自然的大都会》中，克罗农认为城市和乡村塑造了彼此，改变了彼

此的环境和经济，并依靠彼此生存。受该书启发，多珀斯将这一研究范式

运用于马尼拉与其腹地的研究中 （ｐ８）。

《供给马尼拉》考察的时段始自西班牙殖民制度转型的１９世纪５０年

代，这一时期西班牙的贸易特权及地方殖民官员对商品供应的垄断权被废

除，大都会的商品流通较之前更为自由。从全书结构来看，本书共分为四

个部分。第一部分 “稻米贸易”考察了菲律宾的主食———稻米的贸易网络

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和国内市场因素交错影响。马尼拉的稻米需求

使邻近的中吕宋地区成为稻米腹地，稻米生产和贸易也使马尼拉的存在和

发展成为可能；第二部分 “菜肴 （ｕｌａｍ）：米饭辅食”梳理了马尼拉的蔬

菜水果、鱼类、水产品、猪肉、家禽等供应的变化，辅食组合的变迁反映

了市场因素对菲律宾人日常饮食的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

观察马尼拉市民日常生活的窗口；第三部分 “饮品和潮流”讨论了马尼拉

的饮用水和牛奶供应，并兼论了城市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此

外，作者在该部分探讨了外来饮食文化和本土饮食传统的融合；第四部分

“战时供给和大饥饿”则分析了 “二战”这种极端情况下城市供给系统的

运转，以及供给体系崩溃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本书的叙述止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二战”末期马尼拉城的大灾难，供给线切断造成的饥饿、恐慌和死亡

更凸显了食品供给对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意义。

本书采用了历史地理学和经济史的方法，但同时也对性别、民族等社

会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给予了关注 （ｐ６）。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是作者

长期学术取向的延续和发展。相较 《马尼拉》一书，《供给马尼拉》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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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视角的转换，但仍注重对市场和贸易等经济因素的分析。作者对区

域贸易线路的把握和对马尼拉港官方货船记录的分析都体现了其经济史功

底。在 “稻米贸易”部分，作者还通过分析重要的华人米商，揭示了区域

稻米贸易体系的运作情况。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学方法的应用。为了揭示腹地的

扩张和变化过程，作者对各腹地省份的地理沿革及交通线路进行了详尽的

历史地理学考证，并根据在菲律宾、西班牙和美国多家档案馆收集的资料

绘制了多幅图表和地图，直观地呈现了腹地的贸易路线变迁。值得一提的

是，作者还从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中寻找到多种相关的商业广告，运用这些

广告生动地再现了殖民时期的商业运作和社会经济观念。

此外，本书还继承了 《马尼拉》一书对社会史的关注。除贸易网络本

身，作者还关注了忙碌在网络之中的各类城市庶民，如马尼拉的送水工、

渔民、屠夫和马车夫等。在文字史料匮乏的东南亚地区，这类研究需要依

靠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本书中的研究是基于作者与菲律宾学者洛雷托·

塞吉多 （ＬｏｒｅｔｏＳｅｇｕｉｄｏ）１９８５年共同在马尼拉进行的田野调查完成的。在

此次田野调查中，作者与其同事对一百名经历过 “二战”的高龄马尼拉市

民进行了访谈，谈话主要围绕职业和家庭生活展开。作者的田野调查对人

类学方法在东南亚城市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供给马尼拉》是多珀斯教授晚年撰写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作者试图

在本书中整合他所关注的各类城市史主题，并引入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新思

路。这使本书的内容多少显得有些驳杂，对环境和生态变化等问题的分析

亦不够深入。但瑕不掩瑜，这部书不但为东南亚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

启示，还构筑了更高的起点，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东南亚城市史

研究。

首先，《供给马尼拉》虽然借鉴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思路，但并

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环境史著作。正如前文的分析，本书的关注点

仍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变迁。相较克罗农的 《自然的大都会》，本书并未深

入分析区域贸易网络如何重塑了城市与腹地景观。因此，城市环境史是东

南亚城市史研究中仍待深入探索的领域，具体到菲律宾，可以对其岛屿环

境中腹地空间安排的独特性进行进一步探讨，从热带岛屿环境的特殊性出

发对克罗农基于美国经验提出的城市与腹地关系模式作出新的解释。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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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来看，在克罗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

的城市环境史家采用 “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城市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

剖析。如果具体到城市食品供给这一主题，可以提出如下问题：不同群体

是否平等参与城市食品的供给和消费？谁在其中获益？资源如何在不同的

文化、种族、性别、宗教和阶级群体中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引发的冲突与

妥协体现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城市和腹地的环境变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

否平等？

此外，比较研究也是东南亚城市环境史中可以继续深入探索的方向。

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等东南亚城市是如何建设和发展的，其新陈代谢

机制有何相似或不同？前殖民地港市与欧美地区的港市有何不同？殖民因

素在东南亚港市环境的形成和变化中起到什么样的独特作用？要回答这些

问题，我们还需要在区域和全球视野下对东南亚人工环境的运行机制及其

共性和特性进行综合分析与比较。

（王跻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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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安德烈亚斯·马尔默《化石资本：蒸汽
力量的崛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

徐轶杰

　　ＡｎｄｒｅａｓＭａｌｍ，Ｆｏｓｓｉ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Ｓｔｅａｍ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ｓ

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６，ｘｉｉｉ＋４８８ｐｐ

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安德烈亚斯·马尔默的 《化石资

本：蒸汽力量的崛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从历史的角度展开了一个新的分

析维度。该书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重新审视了驱动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能

源的变迁，展现了资产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如何推动蒸汽动力逐步

取代水力驱动的过程。作者认为尽管蒸汽驱动与已经十分发达且廉价易于

获取的水力驱动相比不占优势，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社会关系使得蒸汽动力最终战胜了水力驱动，并使化石经济成为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成了 “化石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

一步剖析了全球变暖的起源和原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少

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是全球变暖的发生并恶化的根本原因。即使中国加入

世界经济网络之后，全球生产要素的配置仍然是由少数跨国资本精英决定

的。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全球变暖的起源，指出全

球变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他的著作以扎实的论述

和宽广的视野赢得了２０１６年的 “多伊彻纪念奖”（ＩｓａａｃａｎｄＴａｍａｒａＤｅｕｔｓｃ

ｈｅｒ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Ｐｒｉｚｅ），被认为是 “最优秀和最具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著

述”。

作者在第一章中明确了全书的主题框架。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

关于全球变暖了解到的知识越多，我们就又燃烧了更多的化石燃料。我们

·５２２·



是如何陷入这样一个糟糕境地的？”随后，作者简要地评述了目前关于全

球变暖和人类环境史的著作，并一如既往地批评 “人类世”这一概念将人

类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缺点。作者认为 “人类世”这一概念将人

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有缺陷的，忽略了人类社会之间的彼此关系。作

者认为，“全球变暖如同太阳将新的阳光投射在历史之中”（ｐ４），过去的

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变。由于 “化石经济”被认为是全球

变暖的主要原因，作者进而提出了该书的目标 “寻求化石经济的起源”，

即工业革命的发祥地———１８世纪的英国。同时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本书的核

心框架 “视能源为权力” （ｓｅｅ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ｓｐｏｗｅｒ）。英文单词 “ｐｏｗｅｒ”在

英语中有双重含义：一种自然力，一种能量；或 “人们之间的关系，一种

权威或统治结构”。在充分继承了以往劳工史和经济史的基础上，作者的

研究就是将能源的运用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权力网络相

结合开展的富有创见的研究。第二章，作者简要回顾了稀缺说、进步说等

三种关于解释蒸汽动力成为主流动力来源的学说。

第三章至第十一章是全书的主体，作者系统论述了蒸汽动力如何在资

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中取代水力驱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从第三

章开始，作者将读者们带回到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当时，蒸汽动力还不

是主要的动力来源。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织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都

是由水力或畜力驱动的。１８００年前后英国还有 ５０００家风力驱动的工厂。

水力推动的纺纱机使得棉纱生产效率提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棉织业

的发展。与之相对，煤炭当时的用途有限，除了做饭取暖就是火葬的时候

使用。作者对比了中国宋代和英国的煤炭使用情况，说明中国早在宋代就

已经开始利用煤炭作为工业原料。而英国直到１８世纪初还远没有超过中国

宋代的煤炭运用水平。

蒸汽机的命运随着第一次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爆发而改变。随着

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机的爆发，英国纺纱厂的风光不

再，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兰开夏郡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从１８２６年兰开

夏的工人暴动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２年的大罢工，整个英国似乎在革命的前夜。

工人们也意识到 “工作岗位的谈判筹码”，因为一些关键节点的工作岗位

停摆会引起整个工厂的混乱，而这些岗位的工资在危机期间迅速上涨。纺

纱厂里骡机是纺纱厂的关键节点，资产阶级寻找可以让骡机 “自动运行”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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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这样就不用依赖人工了。“铁人”的引入使得纺织厂的资本家们不

再害怕工人的罢工，很快 “铁人”就代替了原来的旧式骡机，纺纱工人们

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由此，在英国经济的关键行业资本战胜了劳工。蒸

汽织布机随后又发展起来，棉织产业逐步自动化。

在接下来的第五章至第八章中，作者层层递进地论证了在棉纺织领域

的能源竞争中，后发的昂贵的化石燃料资源是如何超越先发的廉价的水力

资源的。作者在第五章中运用一系列证据批驳了蒸汽动力崛起的资源稀缺

说，因为在英国水资源并不稀缺而且廉价。作者还证明１８２０年之前蒸汽动

力并不比人力的效率更高。在第六章中，作者以罗伯特·汤姆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ｏｍ）与苏格兰人罗西斯 （Ｒｏｔｈｅｓａｙ）水力系统的发明为例说明了水力产生

作用的前提和通过人工设计如水库系统提高水力能力的可能。也就是说在

当时英国有两条相互竞争的能源路径：水力和蒸汽动力。水力具有优势，

蒸汽动力却劣势明显。但尽管如此，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蒸汽动力却迅速发展。

谜团的答案就是：水库系统的设想虽然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在实践

中牵扯到上下游的利益过多，而且水库的修建需要各方的合作，但处于竞

争地位的资本家之间很难合作。

第九章讲述了蒸汽时代的来临：在经济危机期间，蒸汽动力在棉纺织

领域取得决定性优势后又进入到印刷业、毛纺织业等其他领域。随着蒸汽

机运用领域的增加，昂贵的价格成为蒸汽机运用的门槛。巨大的需求促使

蒸汽锤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到１８５０年代，蒸汽机已经不再是由工匠来制

造，机器制造机器的时代到来。最终，资本家的财产关系在商品生产过程

中确定下来。在资本家和劳工的不断斗争中，资本家利用一波又一波的机

械浪潮使劳工屈服。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乔治四世晚期到维多利亚早期英国

资产阶级形成的 “蒸汽崇拜”（ｓｔｅａｍ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英国资产阶级将进步、科

学、机械创造、财富积累、私有权、自由等观念与蒸汽机联系在一起。在

第十章中，作者讲述了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对蒸汽动力的激烈抵抗。在

向蒸汽动力转变的过程中，工人运动不断兴起。在这一过程中，蒸汽动力

受到法律的保障。任何破坏煤矿或蒸汽机的违法行为将会被判处死刑。在

罢工期间，工人们通过各种手段破坏蒸汽机，牵扯破坏蒸汽机的工人大多

都被判处了死刑。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发掘文艺作品展现了工人阶级

和宪章主义者们观念中的蒸汽机。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 “蒸汽崇拜”到了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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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那里变成了 “蒸汽恶魔”（ｓｔｅａｍｄｅｍｏｎｏｌｏｇｙ）。在第十一章中，作

者论述了蒸汽机使用引发的环境污染。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是本书的理论批判部分，作者集中对 “人类世”

理论进行了批判。在第十二章中，作者从蒸汽动力成为主流能源动力的历

史过程拆解李嘉图—马尔萨斯范式 （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ｎ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局限

性。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劳动学说进一步论证了化

石资本就是资产阶级产权关系的能源基础。在作者看来，资本家们购买了

劳动力的 “抽象劳动时间”，而只有提高工作效率才能让资本产生更多的

价值。起初水力推动的织机达到了这一效果，而蒸汽机取代水力驱动机械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的稳定性，并大幅增加了工人的实际工作时

间。而资本是追求剩余价值的，蒸汽动力的最终胜出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因此，化石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能源基础。在第十四章中，作

者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排放增加的深刻原因。作者在描述了２１世纪中国

二氧化碳的迅速增加后指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是资本全球配置的

一种表现，这是由跨国公司等少数资产阶级精英集团控制的，是少数人对

多数人的统治与剥夺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分的标题为 “中

国———世界的烟囱：当今的化石资本主义”，而 ２０１２年作者发表过论文

“中国———世界的烟囱：化石资本主义假说”，两者联系起来看是本书成熟

发展的过程。本书就是将作者２０１２年的 “假说”与设想具体化落实的实

体。在第十五章中，作者讨论了能源消费绿色化的阻碍因素。成本是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风能和太阳能的获取成本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在２０２５年才能

比化石燃料更便宜。同时，一些地方主义对新能源的抵制也导致新能源的

运用难以开展。而最重要的是新能源的运用有可能导向计划经济，而这与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相抵触的。在第十六章，作者在标题中提出了 “是时候

关上阀门了”并进一步批评了 “人类世”的理论并提出了 “资本世”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ｃｅｎｅ）的理论，认为全球变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对

地球产生了影响。“人类世”简单地将人类当作一个整体，而没有区别其

中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关系。

该书是历史写作与理论说理有机结合的优秀著作。该书不但运用大量

历史资料重现了工业革命初期蒸汽动力代替水力驱动的历史过程，还始终

贯穿着理论关注与思考。蒸汽动力的胜出与对 “人类世”理论的批判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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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有机结合层层深入。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能运用文艺作品呈现出由

于缺乏官方统计而不易展现的工人阶级对蒸汽动力的观念形态。总之，该

书为全球变暖的认识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有力地批判了 “人类世”这一

概念，提出了 “资本世”这一观点，为人们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

系认识全球变暖的历史和现实打开一扇窗。

（徐轶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９２２·

评安德烈亚斯·马尔默《化石资本：蒸汽力量的崛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



评德鲁·斯旺森《黄金杂草：皮埃蒙特
南部的烟草与环境》

张　蔻

　　ＳｗａｎｓｏｎＤｒｅｗ，ＡＧｏｌｄｅｎＷｅ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ｉｅｄ

ｍｏｎｔＳｏｕｔｈ，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ｘｉｉｉ＋２６１ｐｐ

烟草种植园是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开端，也是美国南部历史上主要

经济形式之一。独立战争后，受资本主义市场影响，在美国南部的烟草种

植园中形成了商品化奴隶制经济。其中，从１９世纪早期到２０世纪初，美

国南部的皮埃蒙特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Ｓｏｕｔｈ）地区一直是烟草种植园。在这里，烟

草种植十分盛行，同时也引起了诸多环境问题。近一个世纪的烟草种植令

皮埃蒙特从富有生产力的农耕景观变成了环境危机和社会问题并存的地

区———丘陵侵蚀、河道泥沙堆积、山岭荒漠化、农民日益贫穷。

《黄金杂草：皮埃蒙特南部的烟草与环境》 （以下简称为 《黄金杂

草》）一书以烟草与环境为切入点，回顾了美国历史上被称为 “南部”

（ｓｏｕｔｈｓｉｄｅ）的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州边境的皮埃蒙特地区 ［书中主要探

讨的地区是卡斯威尔 （Ｃａｓｗｅｌｌ）、哈利法克斯 （Ｈａｌｉｆａｘ）、皮茨尔瓦尼亚

（Ｐｉｔｔｓｙｌｖａｎｉａ）三县］将近一个世纪的烟草种植历史，探讨了当地农民在面

临环境危机、贫穷、饥饿等一系列问题时，依然选择持续种植烟草的复杂

原因 （ｐｘ）。

该书分作七章。作者首先在导言中指出，《黄金杂草》选择以烟草为

主题，来源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由于作者的祖父母生活在皮埃蒙特地

区，该地的景观给年轻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贫穷、沟壑纵横，单

一种植烟草。”事实上，当地沟壑纵横的景观是由不合理的农业，即在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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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土地上大量种植烟草造成的。皮埃蒙特地区的农民曾经因种植烟草而

兴旺富有，如今却因此走向衰落。由此，作者提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为

什么农民愿意以破坏土地的代价去种植烟草？（ｐ４）

对于这一问题，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烟草是一种十分

消耗地力的农作物，但中南部地区便宜的地价、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促使追

求利益的烟草种植者选择不断开拓新土地种植烟草，最终造成土地侵蚀和

地力耗尽等环境问题。在此类叙事中，烟草成为了另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

剥削的形式，农民的形象成为追逐利益的贪婪者。然而，作者认为，不同

于种植园主能够不断开拓新土地和经营多样化农业，皮埃蒙特地区的农民

在本身贫瘠的土地上微弱地维持烟草种植。当地农民依赖土地而获得生存

所需，同时他们并没有能力和资金开拓新土地，这表明以上解释并非完

整。因此，作者认为，只有将烟草视为农民与环境互动的媒介，这一问题

才能得到较全面的解答。

该书前三章回顾了皮埃蒙特南部地区引入烟草 （ｂ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ａｃｃｏ）种植

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最初的原因是皮埃蒙特南部地区贫瘠、多山的土

地环境。虽然皮埃蒙特南部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也曾地区性地种植过深色

烟草 （ｄａｒｋｔｏｂａｃｃｏ），但由于土壤条件限制，该地区不足以长时间维持烟

草种植园经济。１８４０年，美国正面临农业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农

业社会中兴起了 “改良”的意识，即如何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促进农业革

新和现代化，实现自给自足和希望。在此背景下，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

州的烟草种植者投身于农业改革、集约化和 “提高”的运动浪潮中。在皮

埃蒙特的农场和种植园里，人们试验制造出了直到今天依然是当地重要经

济作物的烟草 （ｂ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ａｃｃｏ），或称亮色烟 （ｙｅｌｌｏｗｔｏｂａｃｃｏ），以区别于

之前的深色烟草，这里也成为美国第一个种植烟草的地区。新型烟草的优

势在于，它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不需要过多的照料，这与皮埃蒙特

土层浅、土壤沙化、难以种植其他作物的自然环境不谋而合。

从市场需求来看，亮色烟叶比深色烟更细腻，口感更好，市场需求量

高且价格昂贵。因此，农民不愿深入到旧有的西南肥沃土地进行耕种。就

这样，原先的深色烟被亮色烟草所取代，并逐渐形成皮埃蒙特南部独特的

“烟草文化”，为当地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到１８６０年左右，皮埃蒙特

地区种植烟草的农场大概有 ２６５１个，占据了整个地区农场数的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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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７９）。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中，“烟草文化”指的是农民的土地观念、

烟草种植技术与农学知识。在皮埃蒙特南部，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

要，农民种植烟草采用的是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了节约成本和增加产量，

农民不得不大量使用生石灰和硝石灰化肥，同时还包括粪肥 （ｐ９６）。同

时，种植烟草需要焚烧土地、利用木炭火来烤烟和卷烟的技术需要大量木

材，因此当地森林被大量砍伐。事实证明，种植烟草并不是顺应该地区发

展的理想选择：农民过度依赖烟草而不愿意采取多样化农业的生产方式，

地力大量被消耗，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因此，作者在评价皮埃蒙特的烟草

文化造成的影响时使用了 “灾变”（ｃａｔａｃｌｙｓｍｉｃ）一词：土地侵蚀，河流淤

积、森林砍伐 （ｐ１０６）。

在该书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皮埃蒙特地区烟草种植

园的变化。作者指出，到南北战争时，种植烟草已经带来了大量环境问

题，单一种植也导致农民在战时所获利益下降，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

南北战争破坏了南部农业的改造；其二，弗吉尼亚州的改革组织失败，造

成控制土地流失和作物轮作的机制失效；其三，农业改革的宗旨并没有在

占据绝大多数的小农和中下层农民之中贯彻。

然而，在大部分地区的烟草种植因内战中止时，皮埃蒙特地区的 “烟

草文化”却得以保存。针对这一现象，作者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解释：农

民已经将烟草视为当地仅有的经济作物，对其依赖性很大；通过种植烟

草，农民在动乱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虽然北方地区的烟草需求量在

战时缩减，但南部消费者对烟草的需求并未减少，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或

改种其他作物。同时，皮埃蒙特南部地区受内战影响较小，甚至成为战时

士兵驻足获取给养品的粮仓。不过，南北战争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奴隶

（主要是黑人）解放导致种植园劳动力不足。

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南北战争后皮埃蒙特地区烟草种植园如何

重建和持续的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是与通过战争被解放的自由农民协商

和签署工作合同以实施分成制。作者认为，分成制 （ｓｈａｒ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在战

后再次将农民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与雇佣制 （ｗａｇｅｌａｂｏｕｒ）不同，它允许

农民自由地在土地上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种植烟草，使得该地区的烟草

景观得以继续维持 （ｐ１６２）。不过，从种植园主角度来看，他们对农民，

尤其是黑人奴隶独立种植烟草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此对实行分成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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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满意，在烟草种植过程中两者产生矛盾。农场主通过不断地引进新的

农业技术、调和与农民的关系来实现烟草增产，相伴而生的是由种植烟草

引发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土壤侵蚀、森林退化，表层土冲击和冲沟破坏了

大量的烟田。由于没有资金购买新的土地和迁移，农民只能在贫瘠的土地

上种植烟草来微弱地维持生计。

在第七章 “边界的衰落”中，作者提出，直到 ２０世纪初皮埃蒙特地

区的烟草种植园依然存在。１８９０年，美国烟草专卖公司建立，消费者对香

烟的需求超过了原先的卷烟，皮埃蒙特的烟草种植在其他地区的烟草市场

竞争中无力抗衡。此后，该地区的烟草种植逐渐陷入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困

境 （ｐ２１７）。

从该书的分析框架看，作者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认为 “烟草文化”

在农民与土地的互动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最初农民在皮埃蒙特贫

瘠的土地上制造出亮色烟叶获得大量财富，到后来农民密集型地单一种植

烟草，最后在２０世纪因烟草市场竞争和环境问题导致农民陷入贫穷，独特

的 “烟草文化”是产生问题的直接原因。此外，作者并没有忽视世界市

场、资本主义经济甚至社会制度对烟草种植的影响。正是因为他注意到，

农民在面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冲击时，为了满足生计，不得

不采用以密集型生产方式为特征的 “烟草文化”来对待赖以为生的土地，

从而发掘出世界市场与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烟草种植园景观之间的纽带。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学界，研究美国南部种植园的著作十分丰富，以

棉花和烟草种植园研究为主。由卡洛琳·麦茜特 （ＣａｒｏｌｙｎＭｅｒｃｈａｎｔ）编著

的 《美国环境史指南》总结了美国史学界对１６００—１９００年美国南部棉花

和烟草种植的环境史研究，大致包含以下几个研究主题：土地间的关系、

种植园与分成制。在过去的美国南部环境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更多是以烟

草或棉花等农作物种植为切入点，在种植园和土地关系的背景下探讨奴隶

制与分成制造成的社会政治不公。部分作者关注了烟草或棉花种植造成土

壤的脆弱性 （包括土壤耗损与侵蚀），将原因归结为奴隶制或种植园，并

探讨了市场这一根本推动力。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皮埃蒙特

地区的研究进一步找到了烟草种植中产生的土壤侵蚀等环境问题与世界市

场需求之间的媒介，这就是 “烟草文化”。“烟草文化”本身以人为载体，

既体现了农民与土地的互动关系，也将市场与环境联结在一起，为研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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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部种植园环境史提供了新思路。

从史学方法来看，作者在 《黄金杂草》一书中采用了农业史、景观史

和环境史相结合的视角。在探讨农业在环境史领域的重要性时，他提出从

严格意义而言，农业是人与其生活景观进行互动的最基本方式。同时，他

认为，作为在农业环境史中重要的 “人”的一环，农民的作用不可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美国南部农民如何看待土地 （包括黑人和白人）这

一角度中，史料搜集方面本身存在着困难。作者利用了自己在皮埃蒙特地

区生活的优势，既亲身与当地的烟草种植者交流，对当地景观进行考察实

践，并搜集到了大量烟农的日记、相关的报道、战时信件等文献。作者利

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以上文本进行解读，并结合相关统计学

（年际烟草出口量统计表等），考察了皮埃蒙特地区农民与烟草之间的矛盾

关系。

在 《黄金杂草》一书中，虽然作者已经对 “烟草文化”进行了整体阐

述，如果能进一步具体分析 “烟草文化”如何作用于农民与土地互动的

话，便能够更好地理解 “烟草文化”是如何复杂而又深刻地影响农民与土

地的矛盾，这可能需要史料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另外，纵览该书，作者似

乎透露着一种悲观主义与衰败论的论调：面对烟草种植造成的环境破坏，

作者较少提及一些农民的积极回应，以及他们为土地恢复所作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大量地区正在发展着自身的 “烟草文化”，该书确

实为其他地区的烟草种植敲响了警钟。

（张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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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阿斯特丽德·坎德、保罗·瓦尔德、
保罗·马拉尼马《欧洲五个世纪的能源史》

肖艺伟

　　ＡｓｔｒｉｄＫａｎｄｅｒ，ＰａｕｌＷａｒｄｅ，ＰａｏｌｏＭａｌａｎｉｍａ，Ｐｏｗｅｒ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ｖｅ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ｉｘ＋４５７ｐｐ

能源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源消费和经济活动之间的

关系是经济史与环境史的重要主题。由阿斯特丽德·坎德 （Ａｓｔｒｉｄ

Ｋａｎｄｅｒ）、保罗·瓦尔德 （ＰａｕｌＷａｒｄｅ）和保罗·马拉尼马 （ＰａｏｌｏＭａｌａｎ

ｉｍａ）三位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 《欧洲五个世纪的能源史》于２０１４年由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基于欧洲经验考察了能源在经济中的作用。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环境史家描述了超长时段的能源消费状况，也有

经济史著作集中考察了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的短时段变化。在历史学以

外，能源经济学对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扩充。以索洛 （Ｓｏｌｏｗ）为

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考虑生产函数时没有将能源看作生产要素之一；与此相

对，能源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尔 （ＲｏｂｅｒｔＡｙｒｅｓ）和本杰明·沃尔 （Ｂｅｎｊａ

ｍｉｎＷａｒｒ）则认为，由能源服务所提供的有用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大部分实证文献证实了能源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认为在能源消费和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那么，从历史视角出发，将考察范围扩大到

包含近代早期的五个世纪，上述结论又能否成立呢？

为考察这一问题，首先要对 “能源”这一概念作出清晰的界定。在该

书中，能源被定义为 “为人类作有用功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源于 “物质

在结构上的变化或在空间上的位移”。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包含着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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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ｐ１７）。简言之，该书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了能源的含义。

该书所考察的时段始于能源转型之前的现代早期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

在经济史学界，围绕着能源转型是否是由生态资源紧张引起的这一问题

已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大部分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尝试重构资源存

量数据，进而根据存量变化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该书作者基于他们的方

法论，首次估算了这一时期欧洲人均能源消费的变化。结果显示，在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长时段中，欧洲的人均能源消费在持续下降。与此同

时，来自供给端的证据显示能源的价格在持续上涨。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人均能源产出、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的下滑。这意味着，在现代早

期，即使欧洲整体的资源存量并没有触碰到 “可能存在的”界限，但是

从经济学角度看，能源使用的成本却在持续升高。这也意味着在能源利

用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依靠能源密集投入的现代增长模式在有

机能源阶段是无法实现的。

在解释现代能源转型时，该书运用了由瑞典经济学家达门 （Ｄａｈｍｅｎ）

提出的 “发展综合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ｌｏｃｋ）”模型。其总体思路是新的能源

利用方式是经济体中宏观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源转型是为

了适应核心创新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变革而出现的。在此框架下，该书讨论

了煤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通过蒸汽机这一宏观创新，大规模的

煤炭消费引起了经济增长轨道的变化。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体为适应

与煤炭和蒸汽机相关的变革，走上了资本深化和能源密集的增长路径。进

一步，这些核心创新通过市场扩张和市场吸力引导了中层和微观技术革

新。继煤炭和蒸汽机之后，围绕着石油和电力出现了新的发展综合体。但

究其本质，以石油和电力为基础的能源消费延续了先前的模式，继续引导

技术变革在资本和能源密集的轨道上运转。

在１９７０年代，出现了新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发展综合体。与

此同时，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密度开始下降。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正相关性再次消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尚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可能的原因包括：技术轨道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变化；能源载体和质量的

变化；石油冲击；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消费的转移。

在综合考察欧洲５００年的能源史以后，本书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线性的。在欧洲，两者之间的正相关主要出现在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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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０—１９７０年。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能源体系都不符合这一模式。在能

源经济学领域，大部分文献之所以认为两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正相关性，

也许是因为它们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现代工业经济体。显然，在长时段

考察的基础上，这一图景变得复杂了。

在历史资料方面，与其他经济史著作一样，该书提供了大量处理后的

数据资料，并以表格和图表的方式展示了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该书

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提供了现代早期欧洲的人均能源消费情况。在该书

出版之前，三位作者已各自计算了本国长时段的人均能源消费变化，并出

版了三本专著，分别是保罗·马拉尼马的 《意大利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的能

源消耗》、保罗·瓦尔德的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能源消耗 （１５６０—２０００）》

和阿斯特丽德·坎德的 《瑞典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为了使最终重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三位作者曾多次相

互交流，以期对能源经济史中的基本概念和数据重建方法达成一致。重建

历史上的经济和环境状况是经济史和环境史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作者们

非常巧妙地借鉴了欧洲经济史研究在人口、价格和产量等数据重建上的深

厚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推进到了重建能源消费状况的尝试中。在本书

之前，尽管学界普遍认识到，能源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长期停留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简言之，该书

在能源消费数据重构上的贡献尤其突出。

总体上，该书专注于讨论能源消费与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使其在

技术变革问题上获得了很深的洞见，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损害了它对于历史

复杂过程的认识。当该书试图以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来解释能源消费和技

术路径的变迁时，它很可能默认起着普遍调节作用的市场机制的存在。而

市场以外的其他调节机制，例如国家和地方社会，在能源转型和技术变革

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被忽略了。在经济史研究中，后发国家如何使已经成

熟的技术模式适应本地的具体情况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在此过程中，国

家和经济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也一直是相关争论的重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

题是，该书虽然注意到了欧洲各地在能源转型上的区域差异，但对后来欧

洲内部差异逐渐弥合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基本未曾涉及。

从全球视角来说，尽管该书主要是基于欧洲经验，但对其他地区的经

济史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接下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在能源转型过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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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各个经济体独特的历史背景如何影响了能源消费在经济变迁中的作

用。此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在全球视野下考察各个经济体独特的技术变革

路径。

（肖艺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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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安吉拉·托马斯佩尔《狩猎非洲：不列颠的
运动，非洲的知识与帝国的自然环境》

刘　旭

　　ＡｎｇｅｌａＴｈｏｍｐｓｅｌ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Ａｆｒｉｃａ：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ｐｏｒ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５，ｘｉｉｉ＋

１６５ｐｐ

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势力日益壮大，其影

响范围也日益扩大。伴随着这一过程，以猎取非洲动物为目标的狩猎活动

也随之体现出了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安吉拉·托马斯佩尔 （Ａｎｇｅｌａ

Ｔｈｏｍｐｓｅｌｌ）的 《狩猎非洲：不列颠的运动，非洲的知识与帝国的自然环

境》一书正是围绕这一时期英帝国殖民扩张影响下的非洲狩猎活动展开论

述的。

在作者看来，这一帝国背景下的狩猎活动不仅与殖民扩张进程密切呼

应，更体现了帝国对于性别、自然、殖民地上层及下层民众的价值认识和

知识体系。“帝国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地域关系塑造和引导了狩猎者在非

洲的境遇” （ｐ３），个体的狩猎活动也就因此变成了重塑和传播帝国在

“非洲的实践活动、价值和联系”的重要途径 （ｐ５）。尽管在总体上看，

非洲本土政治势力及其民众在殖民主义面前居于劣势，但是 “（殖民地）

个人和团体通过 （对殖民狩猎者）策略性的套用信息及误传，以给予协助

或干预的方式将帝国狩猎创造的美好前景最大化，同时在有限的程度内最

大程度的减少不利影响”（ｐ５８）。具体来讲，本书的论述观点如下：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从帝国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分析了帝国殖民扩张

过程对自然的破坏，以及狩猎活动本身的文明化与仪式化。伴随着帝国在

·９３２·



非洲的扩张，野生动物逐渐从殖民势力范围内 “退却”。这一变迁直接影

响了以 “野生”自然 （ｗｉｌｄｎａｔｕｒｅ）为主要舞台的狩猎活动。随着非洲殖

民活动由沿海向内陆延伸，以猎取野生动物为目标的狩猎者不得不将其狩

猎场设置在殖民势力范围之外 （ｐ２）。英帝国在非洲的狩猎场几乎与其在

非洲的扩张步伐同步变动：随着下撒哈拉地区基本被殖民主义所控制，东

非等地区也逐渐由狩猎者的狩猎场转变为大众陆路游猎的游乐场。被殖民

主义改造过的自然则因变得更加文明、安全和秩序而适合作为大众的非洲

游猎。从而使得此地的专业狩猎活动变成了富裕民众的游猎活动。作者指

出，１９—２０世纪的非洲自然史不仅仅是一部生态破坏史，也是一部狩猎活

动大众化和仪式化的历史。殖民主义与自然的交互关系在殖民史上并不鲜

见。在印度，狩猎也因殖民控制的强化而逐渐由探险家的探险活动转化为

具有仪式化色彩的猎杀老虎活动。北美的狩猎活动也因西进运动而逐渐消

失 （ｐ２３）。而非洲大陆，因其所受殖民控制的时间最晚，故而其由 “狩

猎天堂”变为旅游目的地的过程出现得也较晚。由此可见，专业狩猎活动

在非洲的衰亡史的背后则是一部殖民主义扩张史。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作者试图从非洲被殖民者角度出发，论述其在

狩猎过程中对殖民狩猎发挥的作用。狩猎者在非洲的遭遇，特别是他们与

非洲本土势力的早期接触表明：殖民狩猎者与非洲本土势力的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尽管 “在长期来看，不列颠狩猎导致了对非洲

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干扰，而随之而来的殖民猎物立法也将人们与其土地和

资源相分离”，但是非洲本土势力却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限制殖民狩猎者

的活动，甚至为自身获得利益。其手段包括 “将狩猎者拉入自身社会和政

治网络中” （ｐ７５），与殖民者结成基于非洲传统的 “歃血兄弟” （ｂｌｏｏ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非洲向导也可以通过知识传播和引导对殖民狩猎者施加影

响。下层民众甚至也可以借助在殖民狩猎者营地获得食物、娱乐及工作机

会等从中获益。不仅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也与当地政治势力，社

会结构乃至知识体系结成了一种交互网络。通过这一网络，非洲的知识、

迷信和信仰不仅对狩猎者的见闻和知识体系产生了影响，更借助狩猎者及

其带回宗主国的狩猎见闻和回忆录进而对欧洲知识体系施加着影响。

作者试图说明以非洲本土势力为核心的殖民网络与以殖民者为中心的

“间接统治”（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ｕｌｅ）的区别：“间接统治通过将现存 （殖民地）精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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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裹挟入帝国体系的方式对其加以拉拢，但是 ‘歃血兄弟’则在这一过程

进行的同时实现了相反路径的拉拢”（ｐ７８）。如前所述，由于狩猎活动往

往在殖民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进行，当地殖民控制的缺失或者孱弱导致整

个狩猎活动需要通过与非洲本土势力的 “协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才能得以进

行。正如文中所述：“不列颠狩猎者无法在没有确保当地合作和获得特定

知识的基础上就成功追踪到猎物，这一事实使得非洲酋长、族群和猎人可

以影响狩猎的结果并引导狩猎远征以满足其利益”（ｐ１６２）。这一过程体

现了殖民地对于殖民主义有限的反作用及影响。作者以非洲本土势力为核

心的殖民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拓宽了研究视野，但我们不能过度夸大其对

于殖民者的影响力。须知这一影响力仍处于在殖民体系之内并被其塑造。

在第四章及第五章，作者重点论述了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发展变化的

狩猎活动与种族主义、男性权威及 “伊甸园”理想之间的关系。虽然非洲

早期狩猎活动具有商业性质，狩猎者通过猎取象牙等战利品而得以致富。

但是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欧洲列强对非洲兴趣的增强及苏伊士运河的

开通，一种新的 “粗犷的超男子气概” （ｒｏｂｕｓｔｈｙｐｅｒ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兴起了。

前往相对荒野的、远离殖民秩序和文明的殖民边疆之外从事狩猎活动也因

此成为了白人男性精英借以证明其男性气概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枪支

和医学的进步也导致 “狩猎精神准则的进一步提炼，它要求狩猎者放过幼

兽及怀胎的母兽；除非距离足够近否则不进行射击以确保一击毙命；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追随受伤的猎物，以防止其痛苦而缓慢地死

去”（ｐ２０）。这一狩猎过程中体现的自我约束及 “公平条件” （ｆａｉｒｐｌａｙ）

不仅使白人精英的狩猎活动与中产阶级的安全游猎活动区分开来，也更使

其与商业狩猎或者以此为生的非洲人、布尔人以及其他下层民众的捕猎活

动相区别。

女性狩猎者在非洲的出现也并没有对男性权威构成威胁。前往非洲狩

猎的女性并没有代表英国本土追求女权运动的 “新女性”，“她们的出现同

样对于仍然以男性主导的非洲大狩猎标准形象并没有影响”（ｐ１１０）。这

些参与到非洲狩猎活动中的女性 “参与到了 ‘男性’活动中……在不牺牲

其女性身份的同时容纳了男性特质……她们的参与证明了白人人种的相对

活力以及不列颠文明的至高无上，而并不是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内在能力及

身份的体现”（ｐ１１１）。不仅如此，在印度的狩猎活动中，甚至英国本土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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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猎狐活动中，女性作为狩猎者的身份都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尽管一

定程度的批评无可避免）。这一与英国本土激烈的女权运动冲突构成强烈

反差的两性和谐体现了狩猎场有别于 “现代世界”及文明世界的独特 “超

殖民”（ｅｘｔｒａｃｏｌｏｎｉａｌ）背景：这些狩猎场 “处于不列颠的保护之下但并不

受到其殖民文化的影响”（ｐ１３１）。非洲狩猎场因此成为殖民文明之外的

“荒野”及远离现代文明的 “伊甸园”。

因蚊虫疾病、自然环境恶劣，欧洲人难以进入非洲内陆地区。在某种

意义上这里成为殖民主义语境中类似于热带岛屿的内陆 “孤岛”。正是非

洲内陆的隔绝状态使其成为殖民狩猎者眼中的 “狩猎伊甸园” （ｈｕｎｔｅｒｓ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并吸引了企图 “远离文明方式并寻求荒野中的冒险”的狩猎者

（ｐ１５）。不仅如此，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深入导致的荒野衰退，保护这

一伊甸园的思想和回归原始的 “艰难狩猎”（ｒｏｕｇｈｉｎｇｉｔ）思想几乎同时期

产生。如果说早期狩猎期间的艰苦生活，缺乏优质食品和医药是客观条件

限制所致。那么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 “艰难狩猎”则是殖民主义现代文

明进一步侵袭自然 “伊甸园”背景下彰显男性对自然的征服及其自律品质

的重要手段。殖民狩猎者 “将其饮食习惯变成了另一个男性自律的标志，

并借此逃离其本应轻松获得的文明和礼仪”（ｐ１５０）。通过坚持维持原始

方式，狩猎活动本身也成为保护日渐消退的狩猎 “伊甸园”的重要手段并

借此具有了象征意义。

作者在文中各个章节也体现出对于传统进步主义理论的质疑。进步主

义理论认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扩张过程会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及野生生物

“令人遗憾却不可避免的”消亡，但工业文明的入侵者却会通过设立自然

博物馆、颁布野生动物捕猎限制立法及设立禁猎区的方式设法将自然 “存

留”下来。狩猎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纷纷为自然博物馆

提供珍兽标本。自然史学科，鸟类和蝴蝶标本采集甚至逐渐成为狩猎者的

另一副业。作者的指责一针见血：狩猎野生动物以充实自然博物馆实际上

仅仅是 “将有代表性的物种加以射杀并将其做成标本以摆出其活生生的姿

势”而已 （ｐ１５）。

不仅如此，设立珍稀动植物保护立法及保护区的做法实际上也无不有

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殖民主义在非洲也通过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和特许

制度 （ｌｉｃｅｎｓｅ）以借助保护自然的名义将土著居民从其原住地驱逐出去。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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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１９００年 《保护非洲野生动物，鸟类和鱼类国际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Ｂｉｒｄｓ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的颁布促进了一系列限制殖民地居民以保护自然的动物保护法规的出台，

另一方面，特许制度也赋予了白人上层狩猎特权。特许的高昂价格意味着

非洲本土民众很难有能力加以购买。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狩猎者因猎物减少而产生的对于非洲 “伊甸园”

幻想的失望情绪。因此，保护帝国野生动物群落协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ｄＦａｕｎａ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ＳＰＦＥ）的建立及一系列动物保护区

的设立确保了对远离现代文明的非洲伊甸园的保护和重塑。殖民主义通过

驱逐土著居民满足了其对于 “荒野”及 “伊甸园”的憧憬。这一过程在美

洲表现为通过驱逐印第安人而创造出美国 “荒野”以作为 “朝圣地”，在

印度则表现为通过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财产权利，给森林强加管理和控制体

系。这一过程在非洲则最终造成一种荒唐现象：非洲人在陆路游猎中是殖

民者的纤夫，他们持枪协助狩猎者的同时被剥夺了狩猎的权利。实际上，

无论是猎杀野生动物还是抑制和保护这些动物，都反映出了殖民主义对殖

民地自然、社会及民众的控制能力。

总而言之，该书揭示了非洲狩猎活动的殖民主义性质，并从殖民主义

扩张、殖民主义观念和殖民主义网络乃至其与自然的关系等角度对这一狩

猎活动进行了深入剖析。作为英帝国殖民体系一部分，非洲的殖民主义活

动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殖民地有着类似的共性特征。作者关于非洲殖民地

狩猎活动的论述对于研究其他地区的相关殖民活动同样有着一定的借鉴

意义。

（刘旭，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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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弗雷德丽卡·鲍科特《美洲密花石栎：
太平洋海岸硬木的环境史》

周　飞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ａＢｏｗｃｕｔｔ，ＴｈｅＴａｎｏａｋＴｒｅｅ：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ａｓｔＨａｒｄｗｏｏｄ，Ｓｅａｔｔｌ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ｘｖｉ＋２１９ｐｐ

弗雷德丽卡·鲍科特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ａＢｏｗｃｕｔｔ）于 １９９６年获得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 （ＵＣＤ）环境史学博士学位。她在该领域颇有建树，２００１年至今

开始以美洲密花石栎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数篇论文，并于 ２０１５年完成了本

书，也是她的处女作。鲍科特现为常绿州立学院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

教授，研究主攻环境史学、植物学。

全书共分八章，以 “美丽的树” “橡子” “树皮” “杂草” “硬木”

“疫情”“景观”和 “合作”为题，以密花石栎为线索，为读者展现了土

著居民在北美西部海岸的生活状态，以及白人进驻后双方的对抗与合作。

在讲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同时，折射出了许多延续至今的社会问题。

第一章指出密花石栎虽然种类丰富，但在全球分布极为有限，主要分

布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北部和俄勒冈州西南部。早在１８９１年它就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被应用到建筑领域。森林管理者认为在缺少硬木的北美海岸

线，密花石栎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几年后它在美学上的价值日益凸显，尤

其在小型城市花园布局中作用尤为突出。它可以在春天、夏天、秋天盛

开，但果实要在两年之后才能成熟。它通常可以长到１５０英尺高，有很强

的生命力，即便有干旱、霜冻、火灾发生，也会顽强地生长出来。它的存

在不仅对土著居民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动物生存亦如此。它的果实造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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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动物，不仅有我们熟知的啄木鸟、松鼠、野猪和野生火鸡，还有罕见

的带尾鸽、骡鹿和加州灰熊。

第二章围绕密花石栎的收获季节展开。密花石栎树龄大概超过三十岁

后，果实数量便会急剧增加，果实形状很像榛子，却要比榛子大许多。密

花石栎果实是土著居民最喜爱的食物，但后来的移民不仅将土著居民的领

地视为禁脔，对于他们的品位更不以为然，认为当地鲑鱼才是最好的美

味，双方的分歧就此开始。土著居民在收获前要举行五天的隆重仪式，祈

求植物之神赐予大丰收。由于果实富含的多酚类化合物在人体内都具有抗

氧化作用，不仅可以制作成香甜坚果粉作为主食，也是很好的药物，能抑

制干咳、改善口腔状况、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甚至降低癌症发病率。由于果

实外壳坚硬，能有效避免真菌和昆虫攻击，也能长期保存。因而，果实不

仅是美味的主食还是畅销的药品。

第三章讲述的是密花石栎树皮收割的故事。由于成年树皮至少有半英

寸厚，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皮革制造。早在１８世纪末西班牙人就用它的树

皮与牛皮混合制造皮革。加州并入美国版图后，白人开始提炼树皮中精华

成分，进行耐磨皮革的生产。到１８６６年仅旧金山地区就约有五十家同类企

业，销售额超过百万美元。此外，由于密花石栎具有可靠的硬度，在美国

西部的铁路建设和家居装饰方面同样大放异彩，很多商界名人发覆于此。

与驴车、马车、帆船和蒸汽船等交通工具相比，尽管窄轨铁路运费不菲，

但铁路的出现帮助密花石栎顺利地销往其他城市，产品远销夏威夷甚至中

国。但是对于密花石栎无计划的砍伐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它面临着绝迹的

危险，加上生产效率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该产业逐渐凋敝，众多从业者变

得流离失所。

第四章强调密花石栎的经济性。１９８０年代林业部门开始系统地考察各

种树木的经济价值，州际公路的出现使得海岸红杉和道格拉斯冷杉开始映

入人们的眼帘，不久就取代了密花石栎在铁路建设和家居装潢方面的地

位。林业人员开始考虑根除密花石栎，因为它与经济价值高的道格拉斯冷

杉和海岸红杉存在着生存竞争关系，有研究显示：密花石栎面积每增长

５０％，道格拉斯冷杉便下降３７％。无数密花石栎被用火和化学产品清除，

有的仅是为了给运输其他木材让出道路，拖拉机与卡车在它上面无情的碾

压着，它仿佛变成了大森林里的地板。１９６２年，蕾切尔·卡森 （Ｒａｃｈ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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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弗雷德丽卡·鲍科特《美洲密花石栎：太平洋海岸硬木的环境史》



Ｃａｒｓｏｎ）的 《寂静的春天》问世，指出不加区分地播撒化学产品不仅对于

昆虫和植物，甚至对人类都有很大的危害。但这股批判热潮仍然阻挡不了

密花石栎急剧减少的状况，因为就经济价值来讲它已然不再是明星树了。

第五章从历史角度探讨了密花石栎的未来。地理大发现伊始英法等国

就砍伐大量橡树制造船只。但人类仿佛并未从中吸取教训。１９世纪一些法

国农民与政府联合，为获得薪柴和其他森林资源最终导致粮食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政权也因此几度更迭；爪哇地方政府与民众因为林权问题，对立

延续到今天；在美国，虽然除草剂危害已经被人熟知，但林农和社区居民

对于除草剂的反应已经变得平淡了。考察后，人们认为密花石栎虽然可以

制作地板、家具、纸浆和工业生物燃料，但高昂的生产成本是它在市场中

的最大瓶颈。于是构想出以政府补贴和环保慈善相结合的方式，为密花石

栎找到新出路，即有限度开发。政府将长有密花石栎的森林建成退休人士

的住宅或者私人农场，此举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六章尝试解读密花石栎死亡的主要原因。植物病理学家经过分析认

为它的死亡主要源于一种疫霉属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使水分快速减少而

导致树木死亡。美国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通过对州际苗圃贸易的监管力求防

止病原体扩散到美国的其他地区，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其他州的树木大量死

亡，比如在美国东南部，抵抗能力较差的红橡树、榆树最先死亡。这不仅

对橡树园的生产和传统的林业贸易构成了巨大威胁，很多部落损失也不

小，国家公园也成为受害者，普通家庭的园艺景观更是深受其害。病原体

的巨大危害给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政府、专家、林主、居民都在竭

尽全力解决这一问题，联邦林业局使用草甘膦、灭草烟、物理移动和切割

的办法来防治，各州采取建立高危地区的预防机制，均收效甚微。

在第七章中作者强调土著居民 “放火焚烧”的耕种方式对于密花石栎

大有益处，白人也经历了由轻蔑到学习的过程。在美国西海岸植物深受象

鼻虫和蛾幼虫困扰，就密花石栎来讲，至少有一半的果实被它们破坏。土

著居民采用放火焚烧植被的方式进行预防。长此以往，这种做法成为一种

文化习俗，具有神圣的仪式感。白人则不认同这种做法，认为此举极大地

浪费了土地资源。争执使得双方原本就紧张的关系达到了极点，冲突频频

爆发，前者杀死后者，后者势单力薄，只能杀死前者的牲畜进行报复。

１８５２年国会批准在该地建立全国第五个印第安人居留地，土著居民依然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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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采摘和狩猎所获的野生食物生存。１８５８年政府通过法令禁止土著居民采

用传统的放火焚烧方法进行生产，但生态却出现了急剧恶化的现象。针对

这种情况著名生态学家、作家施塔克·利奥波德 （ＳｔａｒｋｅｒＬｅｏｐｏｌｄ）提出新

的管理思路，建议白人要像土著居民那样适度引入 “火灾”来保持生态平

衡以及恢复原始景观。

在第八章中双方开始冲破思想藩篱，土著居民意识到白人先进的管理

方式有可取之处，所以他们开展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了防火安全委员

会，以防止计划外火灾。他们还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合

作，学习如何使用磷酸钾来防止密花石栎感染病原体。经过百余年等待，

利奥波德的设想终于得以实现。美国林务局、土著居民事务局、国家公园

管理局和加州公园局联合开展研究，论证放火焚烧的科学性，并逐渐开始

实施。此外，政府推出森林管理计划建成红木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有计

划地保护密花石栎等植物；研究机构人员拜访部落长老进行口述史的工

作，成果成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客观来说，仅依靠放火焚烧无法挽救密花

石栎的命运。但双方以此为契机开展的密切合作使密花石栎最终生存下

来，美丽的景观得以重现。

该书的贡献在于作者充分运用不同学科专家的看法，阐释问题角度全

面，是部真正的环境史著作。作者具有历史学和植物学的深厚功底，并向

生态学家、环境学家、林业工作者、政府官员等请教，获得了大量一手调

查资料。全书使用资料以植物学和历史学为主，兼顾生态学、博物学、民

族学、景观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政治学等，让各学科充分发言，

使读者了解密花石栎的属性，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引发的经济、政治活动

等信息。本书以密花石栎为线索，讲述了加州和俄勒冈州地区白人进驻时

期与土著居民发生的斗争、妥协和合作，不仅生动地描绘出了一部美国西

海岸开发史，增补了多种族社会的环境史，且对于解决种族和产业协调发

展问题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对于拥有无数种树木的加州和俄勒冈州，密花

石栎不能仅因为是一种主食或者药品就脱颖而出。从植物属性方面讲亦有

很多未解之谜；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讲，可以将密花石栎放到大的历史时空

和高度上来讨论。书中提及密花石栎已经远销到夏威夷和中国，但却没有

深入展开，讨论基本仅限于西海岸的两个州。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境内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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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栎贸易中，甚至在中美两国的密花石栎贸易中一定有很多精彩故事发

生，这对于全世界读者尤其中国读者是个很大损失。文中提到政府部门经

过考察研究后认为，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密花石栎等植物的

最优选择，但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后，密花石

栎的生存状况就绝对安全吗？事实上，尽管密花石栎等植物被有序地保护

起来，但不可能像世外桃源一样与人类隔绝。

（周飞，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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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评论　第十四辑



评托马斯·Ｒ陶德曼《大象与国王：
一部环境史》

李雅菲

　　ＴｈｏｍａｓＲ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ｎ，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ａｎｄＫｉｎｇｓ：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ｘｖｉ＋３７２ｐｐ

该书的作者托马斯·Ｒ陶德曼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印度

环境史研究工作。该书以印度战象的历史、大象和环境及人类的关系为视

角，讲述了一部印度的环境史，分析了印度地区大象隐退和延续的原因。

该书主要专注于印度地区大象及其同人类的关系，同时也关注印度地

区的王权和受印度王室大象使用影响的地区，即北非、西班牙和印度尼西

亚。由于关注的焦点在印度，因此探讨的中心是亚洲象。全书分为序言、

大象与印度王权、战象的传播、战象之后四大部分，包括大象的隐退与延

续；战象；使用结构；大象知识；北印度、南印度、斯里兰卡；近东、北

非、欧洲；东南亚；达到平衡、展望未来等十三章。第一章是序言，作者

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大象隐退的原因。综合史料分析和多派学者的研究，作

者认为亚洲象在印度地区隐退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气候变化导致大象不

耐寒；二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即人类对畜力的依赖和过度放牧产生的森林

退化毁坏了大象的栖息地，以及人类对大象的猎杀和用于战争目的的捕

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森林栖息地被毁。作者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够衡

量人类角色的影响强度，至少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大象

的灭绝并不是随着几千年前早期文明的产生而开始的，而是随着大量物种

的灭绝而接连发生的。同时，亚洲象在印度的延续除了季风森林适合亚洲

象生存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王室对大象的捕获和使用。由于大象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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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消耗太多，又不经济，因此印度的国王将野生大象在森林中进行保

护，久而久之野生大象种群得到了延续。

第二章至第四章讲述的是大象与印度王权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分析了

印度王权的历史和逻辑，认为战争对大象的需求把森林、森林居民、大象

和印度王权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四角关系。在印度王国，捕捉、训

练、部署大象上战场是王室成员的特权。国王用拥有大象的多少来衡量财

富数量，将大象作为他在王国中至高无上地位的象征，作为军队潜力的外

在标志。战象成为王国的一部分、王国庞大结构的一个元素。第三章讲述

了战象的三种使用方式：包括步兵、战马、战车在内的四方军队的一部

分；国王坐骑的交通工具；战斗阵列的一部分。第四章讲述关于大象的知

识：作者对战象的来源、分布、饲养、照顾、管理和训练进行了详细描

述。大象是战场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负责照顾大象的象夫在王室中有着

很高的地位。不仅不同等级的大象有不同的食物供应，连大象的饲养员和

象夫也有很严格的等级排名。作者指出，战象作为一种制度广泛地在时间

和空间上传播，并由从古代建立的实践体系维持，由大象训练员、象夫、

医师等口口相传的实践知识是这种制度传播的基础。

第五章至第七章讲述的是战象在北印度、南印度、斯里兰卡、近东、

北非、欧洲、东南亚等地的传播。作者论证，印度大象参与王室乃至国家

之间的斗争，并在国家的领土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印度的猎

人和训练员被亚历山大大帝获取，被希腊的继承者发现，印度的象夫和大

象们去过远至叙利亚的赛琉古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甚至更远的地

方。北印度的象夫向南印度的当地人传播知识，并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训

练他国的象夫。东南亚的国王还会把象夫和大象作为外交礼物送给中国明

朝的皇帝。大象还会在罗马庆祝战胜波斯的凯旋时出现。当出现国家联盟

或者战争时，战象就作为一种制度在印度境内、外扩散，从西班牙到爪哇

岛，横跨３０００多年。地形、气候等环境因素限制着战象作用的发挥，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分布和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转型。在战象历

史的背后，作者探讨的是大象同人类和环境的关系，也是人类与自然两大

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第八章中，作者通过对中国大象历史的考察，进一步研究战象制度，

并展望在民族国家政权力量下大象种群的未来。印度战象的知识通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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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和经文传播到中国，战象通过外交和战争被送往中国，但是中国拒

绝采纳战象制度。作者研究了中国皇帝、臣民和大象的关系，以及他们与

东南亚使用大象的民族之间的关系，认为印度和中国不同的文明以及不同

的王权利益模式，造成了不同的动物驯养模式和土地伦理。印度为了战争

需要而保护野生大象，甚至不顾农民的利益在森林里放养；中国为了发展

农业和扩大耕地，把大量的森林转化为农田，导致大象的撤退和环境的退

化。１８世纪，当加农炮和火枪的力量逐渐增强时，大象变得越来越脆弱，

最终从印度的战场上消失了。随着战象的消亡，木材象脱颖而出。１９世

纪，国内和国际市场对热带硬木的需求急剧上升，大象逐渐被用来提取木

材，木材象成为南亚和东南亚的主要品种。由于国际社会对保护主义和动

物福利的倡导，同时东南亚各国也需要保护严重减少的森林，木材象的时

代相对比较短，大约持续了两个世纪。随着印度王权的结束，独立的民族

国家的出现带来的新的政治形态，蒸汽动力带来的技术、经济力量凑合在

一起改变了大象的命运。另一方面，国际象牙贸易和人象冲突两种力量威

胁着大象种群在印度的延续。

环境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而包括大象在内的野生动物在地

理空间和种群数量上的历史分布，直接反映着自然环境的整体变迁，具有

重要的指示意义。从大象的隐退入手来探讨环境史的专著还有伊懋可于

２００４年出版的 《大象的退却》。这本书以大象的隐退为切入点，深入探讨

了中国４０００多年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勾

画出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大

象与国王》与 《大象的退却》的相同点在于两书的作者都以大象和环境及

人类的关系为视角来展开环境史的论述。在伊懋可看来，人象之战有三个

方面：首先，垦伐森林；其次，为了保护农作物而捕杀大象；最后，为了

象牙、象鼻、战争、贸易运输以及祭祀需求而大肆猎杀。陶德曼认为，这

个问题中印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文学、哲学或者宗教的观念，而是在于王

室和大象之间的关系：印度及其东南亚印度化的王国都将捕猎的大象加以

驯化为战争服务，而战象的使用在中国从未发生。因此，用战象的历史可

以帮助诠释中国的大象大范围隐退，而近代印度及东南亚的大象也有隐

退，种群却延续下来的原因。

另外，《大象与国王》整本书都围绕战象的历史、战象的传播讲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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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大象的退却》只在第一部分 “三千年的人象之争”一章里分析了大

象与人类、环境的变迁，“大象的退却”只是一个引子，作者讲述的是森

林滥伐、战争、政治驱动的经济活动、治水及代价，讨论人类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大象起到了风向标和环境普遍恶化征兆的作用，只是充当了一般

客体研究的主要例证。

《大象与国王》使用了大量的史料，涉及人口学、宗教学、政治学、

植物学、动物学、土壤学、气候学、生态学、地图学、考古学等学科。还

有大量的古印度文献，包括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和诗歌艺术等。作者尽

可能收集、梳理最翔实的资料，同时也注意利用各个学派、各国学者的研

究成果，为著作中的观点和结论得出奠定了坚实基础。本书还使用跨学科

研究方法，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界。在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研究

手段和知识的基础上，这本环境史的著作实现了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

史、文化史的有机融合。

以自然为鉴，以史为鉴，审视和分析历史上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为今

天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历史智慧。

（李雅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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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詹姆斯·麦凯恩《埃塞俄比亚疟疾的
历史生态学：废黜神灵》

武逸天

　　ＪａｍｅｓＭｃＣａｎ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ｌａｒｉａｉ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Ｄｅ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ｓ，Ａｔｈｅｎｓ，Ｏｈｉｏ：Ｏｈｉ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ｘｉｉｉ＋１９６ｐｐ

该书出版于２０１５年，作者詹姆斯·麦凯恩 （ＪａｍｅｓＭｃＣａｎｎ）现任教于

波士顿大学，是非洲史、环境史方面的专家。除这本关于疟疾的专著之

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 《玉米与恩赐》和 《绿土地、棕土地、黑土地：

非洲环境史 （１８００—１９９９）》两本。麦凯恩不仅致力于案头的学术研究，

同时也亲身参加野外考察，并担任多个国际组织在农业和发展方面的顾

问。这本 《埃塞俄比亚疟疾的历史生态学：废黜神灵》正是他综合了大量

的历史文献、田野考察报告和实验室分析数据后写就的最新力作。

人类的历史与疾病的历史相伴始终，在这部历史中，人类既 “成功”

地灭绝过天花病毒，又陷入了抗生素与病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困局。疟

疾在这部历史中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传染病，人类与这种疾病的互动亦不像

人类与天花病毒或各种病菌之间的关系那般简单。由于其传播媒介相当复

杂，它的爆发往往是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仅是传染病

学上的，还包括生态和气候上的，甚至与广泛的经济 （如贫穷导致的医疗

体系的不健全，玉米作为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社会 （如高地居民向低

地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居民挖掘泥土充作建筑材料）、政治 （殖民活动、

政治动乱以及农村居民的抗税运动等）因素相联系。此外，疟疾本身的传

染病学特征还决定了它在埃塞俄比亚的尼罗河谷地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区

域内的顽固性。麦凯恩在本书的结语中将疟疾与天花、小儿麻痹症、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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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疯牛病、埃博拉这几种知名传染病进行了比较，指出彻底战胜这种疾

病都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ｐｐ１５５－１５６）。

首先，该书选取的个案同时体现了全球性与地方性。疟疾这一疾病的

爆发在历史上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全球普遍性的现象。它长期折磨着包括地

中海、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居民。作者在行

文中同时反复强调，但每一种疟疾都具有地方性。今天疟疾被视为一种主

要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尤其是非洲发生的地区性传染病。这不仅是说各

地的疟疾各有其病原和病媒的特殊性，还在于疟疾的爆发总是与某一区域

内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紧密相连。故而，虽然它是一种全球性的疾病，

但却不可能找到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全球史研究不仅

重视全球性与普遍性，它同时关注地方性与特殊性，并考察这种地方性与

特殊性如何与广阔的全球背景和趋势相连接。疟疾这样一种复杂的传染

病，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的切入点，使得我们可以在自然与人文两个

方面观察到全球普遍性与地方特殊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外来因素对地方历

史变迁的正面或负面作用。

其次，全球史关注互动，长期互动的基础是共存，而所谓共存则指不

同群体认同的人共同存在于一个给定的地理空间。与此同时，对于认同的

建构和强调又是互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某种前提。因此，全球史历来重视对

认同的研究。麦凯恩在本书中给出了另一种可能被拿来作为认同标志的事

物，即疾病。在埃塞俄比亚传统的语境下，疟疾是一种低地地区的地方

病，高地的居民则将其视作某种不属于他们，且可以被抓住并移除的东西

（ｐ２１）。对于这些高地人而言，疟疾并不仅仅是一种疾病，且具有文化内

涵，并定义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他人。麦凯恩给

出了一个简明的图表来体现高地地区与低地地区之间的差异，并解释产生

这种关于疟疾的文化内涵的语境。这种围绕疟疾形成的认同并非无本之

木，而是自有其人文生态学上的内在逻辑。尽管奎宁很早就被西方旅行家

和药剂师发现有治疗效果，但由于其供应量太少，仅能满足这些人自己以

及当地宫廷的需要，故而长期以来大规模的人群对抗疟疾的方式只能是搬

到海拔更高的地区，或者至少在疟疾泛滥的季节逃离 （ｐ３８）。只有那些

麦凯恩称为 “处在政治和族群边缘的人”才会生活在低地地区 （ｐ５８）。

麦凯恩同时认为疟疾这一疾病塑造了早期近代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地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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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论据即是在 １７世纪 ３０年代，埃塞俄比亚苏西约斯 （Ｓｕｓｅｎｙｏｓ）

曾经将首都从塔纳湖 （ＬａｋｅＴａｎａ）附近的戈尔戈拉 （Ｇｏｒｇｏｒａ）迁至海拔

较高的新城贡德尔 （Ｇｏｎｄａｒ）以躲避疟疾 （ｐｐ１５，５２）。

其三，麦凯恩在该书中不仅从狭义上的环境史、疾病史的角度来观察

疟疾，同时还赋予其观念史或概念史的维度。例如他通过罗列埃塞俄比亚

当地语言中关于疟疾的名词来分析当地人对疟疾的认识 （ｐｐ３５－３８）。麦

凯恩在文中时常提及信念系统 （ｂｅｌ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ｓ）这一概念，并指出人类与

疟疾的棋局 “长期看来便是不同的信念系统和集体行为的混合”（ｐ３）。

直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本地人对疟疾的传统认知或者说信仰以及一些

“治疗”疟疾的土办法仍然存在。在该书第一章的开头，麦凯恩即提到

１９６４年他和同伴在埃塞俄比亚贡德尔地区遇到的一群由三十多人组成的行

进队伍，他们正试图通过一些宗教仪式性的行为将疟疾这一 “瘟神”送

走。第二章则以一幅照片展现了１９７５年戈贾姆省 （Ｇｏｊｊａｍ）当地人以往头

上泼水的方式治疗疟疾的景象 （ｐ３２）。

最后，全球史最初重视宏观的全球性趋势，近来则转向关注微观、连

通性、全球整合与结构性变迁。这里的结构主要指的是权力结构。德国全

球史专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Ｃｏｎｒａｄ）认为，如果不重视权力

结构，我们就可能赋予所有卷入交流与互动的人以同样的流动性，而过度

重视流动性则可能会使我们忽视操控了这种流动性的结构。作者亦从疟疾

史中透视出这种权力结构控制下的人口、思想和物质的流动。首先埃塞俄

比亚并没有经历长时间的殖民史，历史上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意

大利短暂占领过，而这短暂的殖民史却是人类了解埃塞俄比亚的疟疾史极

其重要的一页。麦凯恩认为意大利蓄谋占据埃塞俄比亚的原因有三，一是

为了通过获得殖民地增加声望以与英法德这类欧洲强国比肩；二是为了安

置本国的农业人口；三是为了攫取埃塞俄比亚的农业资源。这三点又都与

在埃塞俄比亚根除疟疾相关联 （ｐ４８）。其次是 “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

传播。非洲并非是美苏 “冷战”的主战场，但美苏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对埃

塞俄比亚的本地历史造成了影响。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疟疾被视为

是国际发展的愿景之一，它不但援助了大量卡车用于 ＤＤＴ喷洒作业，维和

部队还冒着感染疟疾的风险赴埃塞俄比亚开展志愿活动。在高层，肯尼迪

总统在他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便已开始关注疟疾，当上总统之后他甚至将根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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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疟疾与人类登月相提并论；在民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但试图控制疟

疾，还致力于推广玉米种植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我们在麦凯恩的解释中

会看到，推广玉米和抑制疟疾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抵触的目标

（ｐｐ８３，８５－８６，１２０）。在麦凯恩笔下，苏联及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无疑是

负面的。他认为１９７４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导致的混乱不仅干扰了包括医疗

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秩序，中断了美援，还带来了人口流动，从而加剧了

疟疾的泛滥。由于政策制定者认为低地地区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实施农业

机械化。故而将对疟疾没有抵抗力的高地居民迁往低地地区，埋下了疟疾

泛滥的隐患。作者认为，将对疟疾没有抵抗力的高地居民迁往低地地区的

政策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此外，麦凯恩还特别提到，这场政变

后上台的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者与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一样，将玉米视作一

种工业化的、科学的农产品加以鼓励，而农民因为在这个时代被迫参加许

多义务劳动，也将玉米这种低劳动投入且成熟快的作物作为一种理性选

择———这是后来疟疾急剧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武逸天，英国华威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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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环境史发展动向与生态文明思考：
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概览

曹　牧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７日至 ３０日，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 （ＥＡＥＨ２０１７）

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本次大会由东亚环境史学会 （ＡＥＡＥＨ）与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 （ＣＳＥＳ）共同组织、南开大学承办，以 “文明的生态足迹：东亚

与世界” （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为主题，吸引了来自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１０个学术机构的２００余

位学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会议以平行讨论模式组织了６组共计１３２篇学

术论文展示，６场主题报告，以及 ２组多学科交流活动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涵盖了极其丰富的学术信息。可以说，这场环境史的盛

会，为我们了解东亚及中国环境史的发展动态及新特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

机会。本文将从大会基本情况出发，粗略介绍学科发展趋势、研究议题演

进及主要特点，笔力有限难免遗漏，望读者海涵。

一　历届会议与学科发展趋势

东亚环境史起步虽然略晚于欧美，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直持续

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学术团体，尤其在近些年影响力持续扩大，这

自然离不开东亚环境史学会的努力。东亚环境史学会诞生于２００９年，它的

成立则是受到了同年召开的首次世界环境史大会影响。在哥本哈根召开的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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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云集了来自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五百余名学

者，也同样吸引了二十余位东亚的环境史学家。从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的

评述①中可见，这场 “他乡遇故知”的经历，一方面引发了相同地域研究

者的共鸣；另一方面也让学者们切实感受到东亚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的差

距。第一次环境史大会是环境史领域中的首次全球性会议，也是全球研究

状况展示的舞台，然而彼时在这一广阔平台上，来自东亚的成果却略显单

薄。② 世界环境史大会召开前，国际环境史联盟 （ＩＣＥＨＯ）已经有了十九

个重要成员组织，其中包括美国环境史学会、南亚环境史学会、欧洲环境

史学会、澳大利亚森林史学会、捷克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与环境史部）、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环境史工作网、加拿大历史与环境工作网、华盛顿德国

史研究中心等区域组织；森林史学会、国际水源史学会等国际研究机构；

以及若干高校的历史学系 （学院）。如果将这些成员所处位置用图钉标注

在地图上，就会清晰地发现它们几乎都分布在世界经济最发达和学术最繁

荣的区域，然而可惜的是，当时东亚尚未成为其中一员。

王利华在对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的评述中，向读者们透露了中国参

会学者生活中的一则趣事：在哥本哈根街头的一间中国店铺中，中国店主

向他们转述了当地新闻对世界环境史大会的报道，其中提到中国和印度两

个国家没有人出席会议，原因是它们不重视环境保护。③ 而事实则恰恰相

反，当年中国不仅有学者参加而且参加人数有十余位！这样的误解误读固

然是一种地域偏见，但追其本质，也是因为当时中国甚至东亚的环境史研

究尚未获得国际领域的重视。参会学者对会议的体会和反思，转化为推动

他们建立一个区域环境史学会的决心。在大会落下帷幕后不久，东亚环境

史学会组织成立，两年之后这个新兴团体筹办的首届东亚环境史学大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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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０年王利华在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组织了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述评专

栏，全面梳理了会议的基本内容和学术动向，同时对大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环境史在中国的拓

展等问题展开深度思考。其中包括：王利华：《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

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考》；梅雪琴、毛达：《应对 “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包

茂红：《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

关于东亚环境史学会的信息参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ＥＡＥ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ａｅｈ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访问。

王利华：《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

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２页。



拉开帷幕。

自成立以来，东亚环境史学会呈现稳定发展之态势，成员数量从２００９

年建立之初的１９３名迅速增长到４６２名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① 这种发展趋

势在参会学者数量和论文发表总量上也有清晰的体现：２０１１年第一届环境

史会议在台湾中研院举办，参会并发表论文的学者有八十余人②，而在两

年之后第二届会议 （２０１３年由台湾东华大学举办）中，参会人数上升到

１０５人③，其中有７０位学者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④，２０１５年日本香川大

学举办的第三次会议与２０１７年中国内地的第四次会议中，参会人数均已超

过２００人，其中发表论文或参与讨论的学者都在１６０人以上。⑤

参会人数仅仅是发展的一个表现，与之相比，参会人员来源的结构变

化则更能体现出东亚环境史学的影响力。东亚环境史大会始终保持着开放

性和国际化，第一届会议中的参会学者便来自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

和日本、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十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来自东

亚与东南亚区域外学术机构的学者有 １６名，两年后这个数字变成 １８名，

而到２０１７年又进一步增加到２６名，来源区域也上升为１３个。

随着学者来源多元化和参会人数不断上升，会议内容出现了更多前沿

话题，议程安排也设置了更多的分场讨论。２０１１年初次会议筛选出的论文

被分在六场平行讨论的 １５个分会场中，主要议题包括环境思想、地貌变

迁、政治生态学、环境政策、环境与种族、气候史、战争与环境、灾害与

保护、海洋生物、污染问题、土地使用、水资源、环境正义、卫生疾病以

及森林资源等方面内容。世界环境史联盟主席为本次会议特意发送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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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东亚环境史学会网站所公布的会员信息：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ａｅｈｏｒｇ／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ｈｔｍ，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３日访问。

参见日程安排：Ｆｕｌ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ＥＨ２０１１，Ｔａｉｐｅｉ：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
参见东亚环境史学会网站所公布的会议信息： “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Ｌｉｓ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ａｅｈ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２０Ｌｉｓｔ％２０ｏｆ％２０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ｐｄｆ，２０１８年
１月１５日访问。

参见东亚环境史学会网站所公布的会议信息：“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Ｗｅｌｃｏｍ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ｅａｅｈｏｒｇ／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访问。

２０１５年会议参会人数为２２３人，其中至少有１８５人在会议上发表论文或展示海报。２０１７
年参会人数为２０６人，至少１６４名学者在会议发表个人成果或参与专题讨论 （此处数据来源为

ＥＡＥＨ２０１５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ｏｏｋ及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ＡＥＨ２０１７中的参会学者列表）。



并盛赞讨论内容丰富，是一场 “眼界广阔，跨学科而且契合主题”的大

会①。随后的两场东亚环境史会议继续保持和发展了这一趋势。２０１３年的

２１场分组讨论议题，除森林管理、环境政策、海洋资源、土地利用、疾病

卫生、水资源、灾害污染等较为成熟的论题外，还新增了对环境史概念，

自然认知以及生物资源的讨论。从专题设置上看，地域性特色突出，如中

国台湾和菲律宾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专场讨论②，在会议上发布的台湾

“中央研究院”新建 ＧＩＳ数据库系统③同样也是地域研究发展的巨大成果。

２０１５年会议的讨论主题更为丰富，在传统话题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

新的内容，如城市环境史部分研究明显增多④，出现了国家公园专题讨论⑤

以及食品技术、食品安全、污物管理、微生物影响⑥等前沿内容。

简单梳理一下不难发现，东亚环境史研究本土性内容逐渐增多，且出

现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新话题和创建性思路，不仅持续保持着开放度和国际

化，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呈现出地域性与国际化融合的发展走向。

２０１７年的东亚环境史学会议保持了这种趋势，议题层次更为丰富，参与者

来源更广，论文成果既延续传统也不乏推陈出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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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ｎｅＣａｒｒｕｔｈｅｒｓＦｒｓｓａｆ，“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ｒｓａｎｄ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ｓｔＡ
ｓｉ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Ｂｏ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ｕｍ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ＥＨＯ）”，ＥＡＥＨ２０１１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Ｔａｉｐｅｉ：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ｐ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５４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６４，“ＴａｉｗａｎｓＰｏｓｔＷａｒ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６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ｇａ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参见东亚环境
史学会网站公布的会议信息，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ａｅｈｏｒｇ／
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访问。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ＧＩ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Ｓｉｎｉｃａ”，参见东亚环境史学会网
站公布的会议信息，“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ａｅｈｏｒｇ／ｅａｅｈ２０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８
年１月１５日访问。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Ⅱ，ＴｉｍｅＳｌｏｔⅧ，“Ｕｒｂａｎ，Ｌａｋｅｓ，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Ｗａｔｅ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Ⅲ，ＩＤ：
９０６ｐ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ｌｅ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ＥＡＥＨ
２０１５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ｏｏｋ，Ｋａｇａｗａ：Ｋａｇ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Ⅱ，ＩＤ：８１０ｉ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ｓＢｅｆｏｒ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ＥＡＥＨ２０１５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ｏｏｋ，Ｋａｇａｗａ：Ｋａｇ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Ⅱ，ＩＤ：８０８ｐ２，“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Ⅲ，
ＩＤ：９０８ｉ２，“Ｓａ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Ｆｏｏｄ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ｓｓｉｏｎⅣＩＤ：１１０９ｉ１，“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Ⅲ，ＩＤ：９０３ｉ１，“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ＡＥＨ２０１５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ｏｏｋ，Ｋａｇａｗａ：Ｋａｇａ
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二　新发展、新进步与新亮点

如前所述，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 （ＥＡＥＨ２０１７）作为最近一次东亚

环境史领域的盛会，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前沿研究者和最新成果，因此亦

可视作近几年学科发展状态和动向的展示舞台。综合本届大会整体情况可

以发现：自首次会议便已出现的传统议题依然在持续发展；近五年间出现

的研究热点也在变化成熟；而近一两年来一些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议

题更是成长迅速。当然，这里称为 “新”的内容有些虽然并非初次提出，

但却是首次在会议上成为讨论热点，或是体现出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动

向。这些研究即便是旧调重提也大多融合了时代特征或现实关切，故而能

够不乏新意。

（一）成熟议题持续发展

自第一次东亚环境史大会以来，环境认知、土地使用、气候变化、森

林资源以及动物等与地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始终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我们姑且将其归为成熟议题范畴。这些话题经过若干年的讨论发展渐

趋完善，但仍然有很大挖掘空间，新成果层出不穷。

森林与木材贸易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本次会议的成果表现出对

影响森林变化原因的探寻，研究方式也表现出多样化，如针对殖民因素影

响地域森林环境变化的研究。其中，中岛弘二 （Ｋｏｊｉ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从日本对

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入手探讨当地热带木材问题，水野祥子 （ＳｈｏｋｏＭｉｚｕ

ｎｏ）梳理了英帝国的殖民林业的网络状况。与之相比，同是探讨殖民影
响，米家太作 （ＴａｉｓａｋｕＫｏｍｅｉｅ）则采用了对比手段，将韩国、中国台湾的

殖民林业发展状况互为参照，以说明日本殖民行为对区域森林的影响①。

农业是环境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而随着研究发展，农业问题也逐渐

深化扩展，被学者从不同层面解读。如农业开垦活动本身，因涉及开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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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空间拓展等方面而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叶瑜等人利用大量数据

和图片，比对了过去三百年间中国东北和华北农业开垦的空间拓展，并总

结了不同区域的不同农耕形式；同样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林陈松 （Ｃｈａｉｓ

ｕｎｇＬｉｍ）研究日本殖民朝鲜期间在朝鲜主导的农垦项目，他认为日本殖民

垦殖不仅扩大了农业区域范围，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朝鲜社会产生了重

要影响；张家炎选取江汉平原的私垸问题，讨论了百余年来非法土地开垦

的演变过程，并由此探寻人口压力，环境限制以及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变

化①。农业的跨区域影响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如战时德国有机农业对

东亚农业方式的接受，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美国资助等②，把农业与国际关

系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野。

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研究，最常见的是对动物和植物的研究，这些

内容可以细化到渔业、历史动物和农林业等领域。本届会议论文强调人与

其他生物的双向互动。梅雪芹对工业时代泰晤士河污染死鱼相关问题的探

讨③，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她组织的 “人类与其他物种相互影响之变

化”讨论组中，也收录了几篇同类文章，如陈林博对太平洋三文鱼贸易与

美加之间 “三文鱼战争”的考察，刘梦霏对橡树意向演变，吴羚靖对中国

茶移植与印度茶业发展的研究④等。这些论文虽然均以某一物种为讨论对

象，但讨论重点仍在人类社会活动上，强调的是一种相互作用。同样讨论

生物问题，还有一些研究以外来物种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和冲击为主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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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Ｐｌａｉｎ，１７４６－２０１６”

Ｓｅｓｓｉｏｎ６５：ＹｕｋｉＭｉｔａｒａｉ，“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ｗａｒ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ｃ
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Ｒｅｆｏｒｍ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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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代表者如乔·丰塞卡 （ＪｏｅＦｏｎｓｅｃａ）讨论的非洲大蜗牛对密克罗尼西

亚群岛的影响①。

（二）热点话题成熟转化

污染问题从２０１１年会议便成为学者讨论的主要话题，最初的研究基本

都集中在工业化开始之初，尤其是１９世纪前后的污染问题与环境变化上，

而这种趋势也随着时代发展产生了变化。本次会议论文中有两个讨论组，

超过１２篇论文谈及污染问题，其中至少１０篇研究时段为现当代，研究内

容尤其侧重于社会热点类问题。一些学者选择了目前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

大气污染问题，讨论空气污染的历史和影响，如胡勇就考察了２０世纪初期

唐山、重庆的空气污染与公众认知问题，并从燃料需求转变、大气污染概

况、社会感知与防治措施几个方面介绍并对比了两个城市的污染和治理状

况。② 与之相比，徐轶杰研究的空气污染问题时间更为晚近，他将研究重

点放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北京，并尝试从全球化、冷战等国际视角解释北

京城市空气污染的发展。③ 王鸿对大气污染问题的研究是从个案研究入

手的，他总结了台湾麦寮第六套轻油裂解厂的生产造成的空气污染，环境

恶化以及对周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希望通过总结这样的经验引

起社会关注④。

此类话题中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垃圾处理直接关

系到人民生活，相关研究可以细化到都市的处理和应对措施层面。从这个

角度来看，无论是中泽高师 （ＴａｋａｓｈｉＮａｋａｚａｗａ）对东京内向型垃圾处理与

分配公正问题的讨论，还是范尼乐 （ＮｅｌｅＦａｂｉａｎ）对中国香港垃圾填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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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变化的历史解释①，都是从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切入研究，也是以

应对现实问题为目的的学术成果。

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显然也引起

了学者对核问题与环境关系的反思。近些年，以日本学者为主的研究者们

不断尝试从环境史视角诠释核问题。２０１３年第三届东亚环境史会议上便出

现了多篇关于核泄漏问题的论文，但当时的主要关注点还在核泄漏造成的

环境污染或者是生态影响上。在本次会议中，核问题的研究发展到更为细

致的辐射 （低强度辐射）、核认识以及核灾害经验等内容，拓展了研究广

度。如中原圣乃 （ＳａｔｏｅＮａｋａｈａｒａ）讲述了马歇尔群岛原子弹爆炸之后社区

的重建过程，西加代 （ＫａｙｏＮｉｓｈｉ）讨论低水平辐射对渔业的影响，荒井龙

（ＴａｋａｓｈｉＡｒａｉ）从银版摄像存留的 “微观遗迹”（作者重新定义了历史遗迹

的概念，认为承载个人经历记忆价值的照片是 “微观的历史遗迹”）对核

时代重新描述②。

食物，尤其是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食品研究专题小组在２０１５年会议中就已经出现③，主要围绕危险食物以及

食品变化的影响，与之相比，本届会议小组讨论中的食物选题也更多将关

注点落在食物对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上，如户石七生 （ＮａｎａｍｉＴｏｉｓｈｉ）

比较日本与印度不同饮食习惯对环境和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福原弘太郎

（ＫｏｔａｒｏＦｕｋｕｈａｒａ）对法国日本两国动物和植物油消费变化对环境冲击的考

察都体现了这一倾向④。这两位作者也参加了本次会议中专设的 “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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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ｓｓｉｏｎ４１：ＴａｋａｓｈｉＮａｋａｚａｗａ，“Ｗｈａｔｉ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ｎＩｄｅａ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ＩｎｗａｒｄｗａｓｔｅｄｉｐｏｓａｌｉｎＴｏｋｙｏ”；ＮｅｌｅＦａｂｉａｎ，“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３：ＳａｔｏｅＮａｋａｈａｒ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ｔｏｍｉｃＢｏｍｂ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Ｉｓｌａｎ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ＫａｙｏＮｉｓｈｉ，“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
ｔｏ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ＦｉｓｈＦａｒｍｉｎｇ；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ｏｎＭｉｃｒｏｍｏｎｕ
ｍｅｎｔｓ：Ｄｅ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Ｎｅｗ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ｔｏｍｉｃＡ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Ⅲ，ＩＤ：９０８ｉ２，“Ｓａ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Ｆｏｏｄｓ”，ＥＡＥＨ２０１５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ｏｏｋ，Ｋａｇａｗａ：Ｋａｇａｗ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Ｓｅｓｓｉｏｎ３３：ＮａｎａｍｉＴｏｉｓｈｉ，“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ｅｅｆＥａｔｅｒａｎｄＤｏｇＥａｔｅｒ：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ＫｏｔａｒｏＦｕｋｕｈａｒ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ｔｓａｎｄＯｉｌｓ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Ｆｒａｎｃｅ”



的食物与环境”多学科交流环节①———多学科交流是本届会议首创的讨论

形式，规模仅次于主题报告。会场向所有与会者开放并设置演讲者与观众

的问答互动环节，一场多学科对话包括五到十位演讲者和一到两名组织和

评论人，大多来自不同地区和学科领域，由此可以代表不同的观点和视

角。如食品专场的召集引言所述，上百年来人类努力奋斗的一大动力就是

填饱肚子，食品不仅是人类与自然世界交流的主要目标也是环境史研究中

最基础的问题②。如此一场讨论能够将不同领域的学者召集在一起，通过

食物类型、生产、消费与环境影响等角度畅谈饮食文化与环境变迁的联

系，从某种意义上看，或许会引发对食物问题研究的新思路。

（三）前沿话题崭露头角

会议中出现了一些新颖有趣的话题。如关于移动与环境知识的讨论组，

小组名为 “ＫｎｏｗｉｎｇＢｙＧｏｉｎｇ”，成员的论文也皆为 “以双脚丈量世界”之

作品。其中包括帕特里夏·西佩尔 （ＰａｔｒｃｉａＳｉｐｐｅｌ）对 ＭｕｒａｏＫａｙｏ（村尾

佳代）在伊豆和其他地方的徒步旅行与环境认知的描写；Ｍ威廉·斯蒂

勒 （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ｅｅｌｅ）对伊能忠敬 （ＩｎｏＴａｄａｔａｋａ）步行４０００万步描绘日

本现代地图事迹的调查；马丁·考卡特 （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ｌｌｃｕｔ）将视角伸向大洋

彼岸，探究岩仓使团 （ＩｗａｋｕｒａＥｍｂａｓｓｙ）在美国的访问行程与认识③等，

都是关于 “移动”的环境史研究。而同样是有关移动，连雯从 《抱朴子》

记录中的出行风险入手，讨论当时的南方环境状态，虽然与前数篇论文风

格不同，但亦涉及移动中获得的环境认知。④

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会议中出现了一些之前没有集中讨论过的

国际前沿话题，例如 “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也被译为 “人新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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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ｕ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Ⅰ：Ｆｏｏ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ＡＥＨ
２０１７

ＬｉｈｕａＷａｎｇ，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Ⅰ：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ｓｓｉｏｎ３５：ＰａｔｒｉｉｃｉａＳｉｐｐｌ， “Ｗａｌｋｉｎｇｆｏｒ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ＭｕｒａｏＫａｙｏｓＤａｙＴｒｉｐｓｉｎＥｄｏａｎｄＢｅ
ｙｏｎｄ”；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ｅｅｌｅ，“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Ｗａｌｋｅｄ４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Ｓｔｅｐｓ：ＩｎｏＴａｄａｔａｋ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Ｊａｐａｎ；ＭａｔｉｎＣｏｌｌｃｕｔ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ｂｙＧｏｉｎｇ：ＴｈｅＩｗａｋｕｒ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１８７２”

Ｓｅｓｓｉｏｎ５４：ＷｅｎＬｉａｎ，“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
Ｂａｏｐｕｚｉ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Ｃｈａｐｔｅｒ”



题。人类世是２０００年由保罗·克鲁岑 （ＰａｕｌＪＣｒｕｔｚｅｎ）等人提出的新概

念，他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中，人类已经成为推动地球变化

的主要动力，因此这一时期已超越了全新世概念的范畴而应被归入一个新

的地质时代。人类世提法自出现之日起，就受到世人关注并引发了讨论热

潮。在社会大讨论的影响下，这个生僻的专业词汇似乎要跳脱出专业领

域，成为大众话题、街头热点和时尚潮流。侯深是较早关注人类世研究的

内地环境史学者，她引介和讨论这一前沿概念，还在国内外组织和参与了

多场人类世专题讨论活动。① 侯甬坚同样认识到人类世概念的重要性，他

以人类惯常的三种时态 “过去、现在、将来”认识，切入农业、工业和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三个时代内容来探寻人类世的内涵，并提出了三个时代的划

分想法。② 在日渐出现的研究热情推动下，２０１７年的东亚环境史会议上，

这个新话题打破了前三届会议中保持的 “沉默”状态，不仅被参会论文提

及，还成为专题讨论和大会主题报告的选题。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集中讨

论，使得人类世成为本次会议上的一个亮点。

人类世是依据地质学命名方式，用人类命名的一个地质纪年。提议者

希望用这个称呼划分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放在第四纪下的更新世和全新

世之后，代表人类文明影响塑造的新时期。可以看出，这一新提法的本质

是对人类力量能够改造地球地质环境的确认，由于目前地质学界对这种提

议也尚无定论，因此反而引起非地质研究者的讨论热情，并产生了很大争

议。本次会议的人类世讨论与世界领域状态相似，论及者各有重点，体现

了理解的多元性。

丹佛大学杰出荣休教授唐纳德·休斯为大会准备的主题报告 《环境史

中的人类世，东方与西方：人类证据与自然力量》③，详细介绍了人类世的

基本概念和研究状况，他从目前能够找到的地质证据出发，认可人类对地

球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也提醒与会者，即便人类力量真的强大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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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侯深：《作为人类历史参与者的自然———对 “人新世”的反思》，《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７日，第１１版。

侯甬坚：《迎接地球和谐时代的到来》，《景观设计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２—２９页。
ＫｅｙｎｏｔｅＳｐｅｅｃｈ３：ＪＤｏｎａｌｄ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ａｓｔａｎｄ

Ｗｅｓｔ：Ｈｕｍ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ｖｅｒｓｕｓＮａｔｕｒｅｓＰｏｗｅ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ＡＥＨ２０１７，Ｎａｎｋａｉ：Ｎａｎ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休斯教授虽因身体原因未能亲临会场发表演说，但是他准备的讲稿已经在学者中广泛传阅。



以改造地质环境，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自然的能量，因为有更多证据证明大

自然变幻莫测的力量可以轻易在地球上抹去人类和人类科技创造出的任何

成就。与休斯教授的观点相比，唐纳德·沃斯特教授对待人类世的态度是

怀疑的，他在大会开始前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座上解释了他的怀疑论看法：

他并不否认人类世，只是等待更为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人类对地球的明确影

响。从怀疑论出发，他认为人类世的界定工作应留给地理学领域的专业人

士人而不该群起而议之，那些迫不及待宣布人类世到来的人们，无论是盼

望人类能够达到统御自然的状态，还是期待这个名词能助力环保运动，似

乎均须三思而行①。沃斯特同样强调自然之力的伟大和难测，他认为我们

不应盲目建立一个新的世代，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所在的纪元会不

会马上结束，更无法预测下个纪元何时到来。

除了肯定与怀疑等看法，人类世的讨论因需要证据而逐渐走向具体和

实证部分。卡梅隆·缪尔 （ＣａｍｅｒｏｎＭｕｉｒ）着手组织的另一场多学科对话，

就采用了一种新型讨论模式。② 他在会前便通过大会征集参与人，并最终

组成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多元性研究小组，参与讨论的基本要求是：每位发

言者可以选取一件带有地方特色的人类世物品，以其作为话题，进行一场

时长７分钟的发言。尽管时间十分短暂，但发言者要用最精炼的介绍展现

出该物品的人类世特点，简单发展历程和影响。与发言本身相比，更让人

好奇的是这种崭新的讨论方式———发言者轮番上阵进行物品展示的过程仿

佛是让参与者进入了一个兼具互动和实践性的人类世 “展厅”。这种感受

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 “人类世大集会”讨论模式并非东亚会议首创，

而是源于２０１５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举办的环境史会议，一种被称为

“物品集会”（ｏｂｊｅｃｔｓｌａｍ）的讨论形式。现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尼尔森文化、

历史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网站仍然可以看到当时活动的介绍③：在 “人类世

大集会：一间珍品陈列室”的标题下，整齐布列着２５张人类世物品图片，

阅览者可以随意点击图片获得详细解说，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世网络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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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ｏｎａｌｄＷｏｒｓｔｅｒ，“ＡｒｅＷｅ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Ｌｅｃｕｔｕｒｅａｔ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ｃｔ２６，２０１７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Ⅱ：Ｌｏｃａｌ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参见活动的网站提供的信息：ｈｔｔｐ：／／ｎｅｌｓｏｎｗｉｓｃｅｄｕ／ｃ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ｓｌａｍ／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访问。



目前物品大集会活动已经获得众多学者参与，在不少大型会议和讨论中陆

续出现，想必随着活动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这间 “珍品柜”中的展品也会

持续增加。

“物品集会”可以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现人类世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联系，

或是 （甚至并不遥远的）历史中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其初衷也是为了协助

对这个全新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如召集人缪尔在讨论征集介绍中所说：

“人类世概念要求我们在长时段框架和广阔地理学范围里拓展自己的想象

力。如果这种方式是有用的，它的最大缺点是在叙事过程中平面化了不同

社会之间的差异……人类世中历史性和偶然性原因由此缺失。并不是所有

人类都应为人类世负责，人类世的影响在不同人类群体中也各有不同。”①

他同样强调发言者选题的地域特征，因此近十位发言人也均来自不同地

域，选取的物品带有地域性而且与人们生活联系非常紧密。韩国学者李钟

灿 （ＪｏｎｇｃｈａｎＬｅｅ）不仅参与了这场人类世对话，还同时提交了一篇专题论

文 《从人类世视角看东亚农业环境史》。在文章中，他从人类世思想入手

对东亚农业环境史进行考察，这也是参会论文中少数明确使用人类世概念

的研究成果②。总体看来，尽管相关论文总数不多，但讨论热度很高，体

现了人类世研究热度在东亚领域的扩展，或许会成为未来学科发展的一种

趋势。

三　对文明、生态与环境史发展的思考

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的主题是 “文明的生态足迹：东亚与世界”，

与之前会议将山川、河流、湖泊等自然要素作为关键词相比，本次会议最

大的特点是选择了人类文明作为会议讨论的核心，从而引发学者探寻文明

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热情。东亚环境史协会主席王利华在欢迎辞中对大

会的选题作出了解释，他认为 “过去数个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

会的急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让人们对以往的文明道路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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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和迷惑，迫切需要从环境史角度进行系统、深刻的省思”，因此在快

速变化的世界中思考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 “不单要研究当下与具体，还

要研究过往和整体，要重新追寻人类文明的生态足迹”①。

我们应如何看待过去的人类文明，如何理解当今之生态文明概念，从

环境史角度做文明及生态研究又有何意义？会议首日的数场主题报告和发

言分别着重诠释了这些问题。

南开大学校长、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龚克强调我们应该重视对人类文

明的发展的反思，“相对于漫长地球演变和生物进化史，人类历史不过是

短短一瞬间，文明更是在 ‘最后一秒钟’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② 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前理事长王玉庆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对于生态文明的

思考和行动③。文明是复杂而多变的，它既受到环境之影响，也能反之影

响环境，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如此密切互动，甚至文明也成为解决环境问

题的一把金钥匙。或许正因这种重要价值的存在，本次会议才吸引了大量

讨论文明、人类认知与环境影响的作品。它们或论述知识流动或科技发展

对寄生虫或传染病研究的作用④，或谈论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环境影响⑤，

有对现代人类认知的反思⑥，亦有对古代生态意识的总结⑦……这些尝试都

是环境史学者为文明之生态探索而做出的努力。

沃斯特教授在主题报告 《谷缘与深谷：拓宽我们的历史感》中提出了

这样的问题——— “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既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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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两种：历史学家认为唯一的重要变化是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而

自然科学家的认识恰恰相反。他将这两种认识称为 “缘史”与 “谷史”，

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总是将两者分裂开来，“在谷缘上，文明似乎彻底掌

控，在谷缘之下，自然似乎在对抗人类的控制”。理想状态中，我们应从

“谷缘”向下走到 “河边”，将时间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环境史学的研究

者应该是自然和文化的历史学家。① 这种拓宽的历史感，自然也要求环境

史研究打破文理局限、领域差别，甚至整合时空跨度来完成研究。

会议设置的六场主题报告恰好诠释了环境史广阔的思维。这些报告的

选题广泛、发言人来自不同社会领域。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

讨论了工业环境冲击问题，东亚环境史学会首任主席刘翠溶论述了大陆与

台湾节能减排问题，纽约大学 （上海分校）丹尼尔·古德曼 （ＤａｎｉｅｌＧｕｔｔ

ｍａｎ）对环境法与环境政策进行了探讨。从议题广度和研究界域上看，这

些报告无疑都是建立在关注现实基础上，对人类与环境协同发展关系的探

索尝试，其中既有人文学者的思考，也有自然科学者的认识。

参会学者大多会发现在本次会议中频频出镜的 “对话与座谈环节”。

这些对话座谈，除了出现在两场多学科交流讨论会中，还被安排在会议第

二日上午的多场主题讨论后。其一般形式为：在单篇论文发表之后，工作

人员将座椅搬上讲台，让刚刚完成发言的不同领域、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

再次落座台上，以有主题的对话或无主题的自由发言形式交流，在此过程

中实现思维碰撞。这种开放、跨学科的讨论方式，满足了环境史研究的多

元交流需求，也有助于开拓学者们的思维广度。这种形式不仅促进了学者

之间的互动，也将台下听众拉入讨论情境，甚至让他们扮演了主要角

色———因为往往是听众们随机的现场提问和参与，才激起了场上学者思维

碰撞的火花。

文明与生态问题近些年来逐渐引起国内外研究者重视，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中国持续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东亚环境史大

会召开前三天，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庄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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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这场大会再次重申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决

心①，并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论断。

而紧随其后在相隔不远的天津召开的这场重要的国际环境史学大会，也适

时地成为国际学者了解中国新理念的窗口。它不仅详细地向世界学者介绍

了中国的 “生态文明”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也通过开阔的

讨论框架加深了 “环境关系到全体人类的共同命运”的认识。它提倡探寻

文明的生态影响、开阔联系的思维方式不仅对环境史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也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和智慧，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学者的

热情，壮大了研究者群体，尤其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的参与。我们同样希

望蓬勃发展的中国环境史事业，可以加深全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曹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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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平衡与共享历史：欧洲环境史学会
萨格勒布双年会之启示

费　晟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２日，欧洲环境史学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召开了第九次双年会。此

次会议由萨格勒布大学地理学院及人文社科学部组织承办，主题是 “交集

间的自然：各种国家、经济体系、文化以及宗教联系中的环境”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ｍｏ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大会期间先后举行的专题讲座、分组研讨以及圆桌

对话共计１１０场，与会人数４００余名，来自世界各地１５０多所大学和科研

机构，盛况空前。面对这样的会议规模，做一个无所遗漏的综述概括几无

可能。在此笔者仅就参与此次会议部分议程所得之感受予以汇报，兼论环

境史研究在欧洲发展的新风向。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专门研究领域的环境史已经成为历史学科中蒸蒸

日上的前沿分支。以中国学界为例，如果说十年前还需用 “方兴未艾”来

形容，今日可谓是 “枝繁叶茂”。环境史学者在确立学科身份、明确核心

议题以及探寻研究方法之外，阶段性自我总结与反思的时机也日趋成熟。

在此，无论是推动学科发展还是反思，美国学界的贡献都是首当其冲的，

因为美国环境史学家不仅将环境视角引入了美国历史的主流撰述，还积极

推动了一系列新颖的全球史研究。① 但对于欧洲学界而言，美国同行的研

究一方面刺激和推动了环境史学科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促使欧洲学界

对自我定位提出了新的思考。在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早期活动中，关于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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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区别美国经验的话题一直是重要的议题。这种立场对北美之外的环

境史学术共同体建设树立了榜样，但多样化的国情，尤其是语言文化上的

差异，又使得欧洲环境史学家们的交流和资源整合更为困难。对此，欧洲

环境史学家们格外致力于展现各自研究地域环境史的特点，或者说彰显欧

洲内部的多样性。如本次大会主席马可·阿米耶罗 （ＭａｒｃｏＡｒｍｉｅｒｏ）在总

结中所说：

……萨格勒布，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目标。长期以来，环境史研究

好像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工作。的确，除了法国历史编纂有自成

一派的宝贵体制，无论从全球层面抑或大陆层面来看，一种自觉的环

境史研究都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建立起家园，尤其是考虑到美

国环境史研究的巨大成就。然而，一门学科的传播绝不仅仅是一枚种

子或者孢子自发散播的结果；欧洲环境史学会致力于推动一种包容性

的政策，希望让各个大陆所有地区都参与进这一活动中。……萨格勒

布会议对于把环境史研究扩大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的地区、或

者说超越以中部—北部欧洲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ｎｏｒ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ｂａｒｙｃｅｎｔｒｅ）为

重心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呢？…… “交集间的自然”也意味着：探索各

种关系、纽带和断裂点，将潜在的无穷尽的案例研究整合进一种富有

意义的求索。①

在欧洲的语境下，这样的表述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学界在谈论 “欧

洲环境史”这个概念时，不仅容易忽略非英语的地区，长期以来更是将

广大的东欧地区排除在外的。且不论自然地理因素的差异，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苏东阵营与西欧地区的环境问题不仅在积因方面存在体制性的

差异，而且各种环境治理实践与环境思想问题也有重大不同。 “冷战”

结束以来，尤其是欧盟建立以来，整体性的欧洲环境史研究备受期待，

但是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在国际舆论场，欧洲社会生态体系的多样性

都被简约化甚至被刻意忽略。如何既尊重环境问题具体形态的多样化，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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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ｒｃｏＡｒｍｅｒｉｏ，“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Ｅ
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ｐ９



又突出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强调一种交流和共享历史的编纂就成为欧

洲环境史研究最新的重点话题。此次会议的举办地选择和主题确立，都

考虑了这一因素。

避免区域中心主义的诉求对本次大会的具体研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比如大会鼓励各个讨论组就一个特定的议题来讨论，不限定具体的地理范

围。传统环境史研究中最频繁讨论的主题如森林、城市等，继续得到了重

点关注。而一些近几十年兴起的热点议题，比如战争环境史问题，也得到

了持续关注。“战争与环境”的主旨讨论中，大家一共提交了涉及不同地

域和国际性战争内容的六篇论文，围绕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彼得·克罗提兹

（ＰｅｔｅｒＣｏａｔｅｓ）教授的核心发言展开。这是对美国学者艾德蒙·罗塞尔

（Ｅｄｍｕ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以及理查德·图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ｕｒｋｅｒ）等研究的重要

继承。

此外，移民环境史以及物种入侵也是典型的跨边界的生态交流议题，

因此同样成为本次大会特别关注的话题。面对举世瞩目的欧洲难民危机，

大会组委会专门举办了全体与会者参与的圆桌讨论，主题为：“非法侵入：

环境史与移民的挑战”。作为流动的人口，如何带动环境要素的交流并且

导致复杂的后果，这是移民环境史研究的重点。而在一种急剧变化的、人

类自身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生态交流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表现，环境

代价又如何，耐人寻味。显然，就环境史学科发展的意义而言，除了发掘

曾经是边缘甚至被忽视的历史学话题，大会的议题更是期待冲破因为政治

地理边界划分而产生的交流领域的藩篱，尤其是当全球化带来物资和资本

更快速自由流通的机制后，国籍与身份的障碍反而加剧了部分人群流动的

不自由。

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见证了全球化的加速之后，面临着地区主义和民

粹主义的急剧反弹。众所周知欧洲是深受这一问题撕裂的土地。同样的，

环境史研究在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之后，一方面面临着史学研究普遍遭遇

的挑战，如研究议题碎片化问题，又如在使用跨学科方法与材料的同时如

何传承既有议题、维持本学科主体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环境史又展现出

一种天然的贯通能力，这不仅是环境史学家 “究天人之际”的初心使然，

更是因为环境史研究对超越行政地理边界的议题有格外的兴趣。以议题为

核心整合研究的内容，打破根据地理单位区分的研究领域，欧洲环境史学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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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在进行持续的努力。

附：２０１７年欧洲环境史学会双年会会议日程下载地址：ｈｔｔｐ：／／

ｅｓｅｈ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ＥＳＥ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７ｐｄｆ

（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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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ａｖｅｈｅｌｐｅｄ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ｎｕｍｅｒ

ｏ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ｍａｎ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ｔｉｌｌｒｅ

·９７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ｍａｉｎｕｎ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ｕ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ｉｍ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ｌａｂ

ｏｒａｔｅｓ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ｏｏｌ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ｌａｙａｍａｊｏｒｒｏｌｅｉ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ｄｅｓｅｒｖ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Ｂｅｅｒ，Ｔｓｉｎｇｔａｏ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ｏｕＳｈｅｎ（９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ｒａｃｅｓ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ＴｓｉｎｇｔａｏＢｅｅｒＢｒｅｗｅ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ｈｏｗｔｈｉ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ｉｔｓ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ｎ

ｔｅｒｌａｎｄ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ｅ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ｔｙｗｈｅｒｅｉｔｗａ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Ｑｉｎｇｄａｏ，ａ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ｍｐｅ

ｒｉａｌｉｓｔＧｅｒｍａｎｓａｎｄａ“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ｏｂ

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ｓｈａｎ（１１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ｍａｎ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ｃｏｌｏｒｓ，ｒｅｅｆｓ，ｗｉｎｄａｎｄｗａｖ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Ｓｅａｃｏｌ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ｏｒ

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ｙｅａｒｌｙ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ｓａｉｌｏｒｓ’ｂｏｏｋ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ｓｎｏｔ

ｏｎｌｙｈａｄ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ｂｕｔｓｈａｒｅｄｓｏｍ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

ｔｈｅ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ｙｓａｉｌｏｒｓ；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

·０８２·

全球史评论　第十四辑



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Ｍｅｘｉｃａｎ

Ｓｉｌｋｉｎｔｈｅ１６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ｒａｄｅ

Ｄｕ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１３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ｌｋｈａｓｌｏｎｇｂｅｅｎａ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ｉｌｋｒａ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ｅｗ

Ｓｐａｉｎ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ｌｋ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

ｃｅａｎｖｉａ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Ｇａｌｌｅｏｎａｎｄａｒｒｉｖｅｄｉ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Ｍｅｘｉｃｏ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ｌｏｏｋｓｉｎｔｏ

ｈｏｗｓｉｌｋ，ａｓａｈｉｇｈｌｙｖａｌｕｅ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ｒｅｓｈａｐｅｄ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ｂｏ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ｈｏ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ｓｔａｔｅｓｅｘｅｒ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ｉｒｔｒａ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ｓ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ｍｕｌｂｅｒｒｙ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ｆｉｓｈｐｏｎｄｓ”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ｔｈｅ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ｅｄｓｉｌｋｒａｉｓｉｎｇ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ｅｃｔｃｏｃｈｉｎｅａｌｗａ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ｓａ

ｒｅｄｄｙｅｔｏｂｅｅｘ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ｌｋ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ｉｄｎｏｔｇｏ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ｕｒｎ，

ｓｈａｐｅ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ｓ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ｗｈｉｔｅ

ｓｉｌｋｔｅｘｔｉｌ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ｅｘ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

ｌｙｐｕｔｔｈｅＭｅｘｉｃａｎ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ｓｉｌｋａｎｄｓｉｌｋｅｘｐｏｒ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ｊｅｏｐａｒｄｙ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ｌｋｗｏｒｍ，ｍｕｌｂｅｒｒｙ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ｅｄ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ｉｌｋ，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ｒａｗｓ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ｒｅｓｉｎ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

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ｅｘｉｃｏ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１６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ｒａｄ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ｘｅｒｔｅｄｂｏ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ｆａｓｈｉｏｎｂｅｃａ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ｓｉｌｋ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１８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ａ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ｈｅ

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ｓｈｕａｉ（１５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ｗｈａｌｅ

ｅａ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ｏｆ

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ａｓｔｒｏｎｇ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ｗｈａｌ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

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ｗｈａ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ｔａｒａｙｆｉｓｈ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ｗｈａ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ｏｌＳｅａｗａ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ａｎｄ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ｎ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

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ａ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ｗｅｒｅ

ｓｈａｐ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ａｎｄ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ｔｈｒｅ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ｌｙ，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ａｍｅ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ｓ１７９３ Ｙｅｌｌｏｗ Ｆｅｖ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ｋｕｎ（１７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

ｐｈｉ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ｍｅｒｇｅｄ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

ｐｈｉ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Ａｆ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Ｆｒｅ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ｉｒ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ｔｅｘｔ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ｌＣｈｕｒｃｈｉｎ１７９４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ｓ１７９３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ｗ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Ｆａｃｉｎｇｄｅａ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ｗ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ｆｍａｎ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ｈｅｒｏｉｃ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ｔｈｕ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ｉ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ｙ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

ｔｈｅｉｒｐａｃｅ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ｃｈｕｒｃｈ，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ｆｒｉ

ｃ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Ｔｈｉｓ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ａ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ａｉｎｔ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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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ｉｎｇｕ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ｄｅｓｃｅｎｔ，ｗｈｏｆｌ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ａｉｔ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

ｄ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ｔｏＰｈｉｌａｄｅｌ

ｐｈｉａ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ｓ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ｏｆｂｏ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ｅｖｅｎ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ｋｕｎ（１８９）

Ｂｒｉｔａｉｎｉ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ｆｉｒｓｔｃｉｔ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ｄ

ｂｅｅｎｉｎｔｏ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ｔｕｐ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ｏｋｍａｎ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ｒａ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ｄｍｕｃ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

ａｎｓ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ｙｍａｄ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ｅｒａ，

ｈｏｐｉｎｇｔｏ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ｕ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ｌｓ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ｏｕ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ｏａｓｔｏｇｕｉ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ｅｒａ

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ｓ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

ｐｏｘ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ＥｒａｂｙＢｏｂＨ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ＣｈｅｎＬｉｌｉ（２０７）

·３８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ｏｏｔ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Ｓｐａｉｎ，

１５００１７５０ｂｙＪｏｈｎＷ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Ｚｉ（２１２）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ｙＣａｒｍｅｌＦｉｎｌｅｙ

ＬｉｕＨｏｎｇｔａｏ（２１７）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ｎｉｌａ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１８５０１９４５ｂｙＤａｎｉｅｌＦＤｏｅｐ

ｐｅｒｓ

ＷａｎｇＪｉｚｈａｎ（２２１）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Ｓｔｅａｍ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ｂｙＡｎｄｒｅａｓＭａｌｍ

ＸｕＹｉｊｉｅ（２２５）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ＧｏｌｄｅｎＷｅ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Ｓｏｕｔｈ

ｂｙＳｗａｎｓｏｎＤｒｅｗ

ＺｈａｎｇＫｏｕ（２３０）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ｖｅ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ｙＡｓｔｒｉｄＫａｎｄｅｒ，ＰａｏｌｏＭａｌａｎｉｍａａｎｄＰａｕｌＷａｒｄｅ

ＸｉａｏＹｉｗｅｉ（２３５）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ｕｎｔｉｎｇＡｆｒｉｃａ：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ｐｏｒ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ｂｙＡｎｇｅｌａＴｈｏｍｐｓｅｌｌ

ＬｉｕＸｕ（２３９）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ｏａｋＴｒｅｅ：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ａｓｔ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ａＢｏｗｃｕｔｔ

ＺｈｏｕＦｅｉ（２４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ａｎｄＫｉｎｇｓ：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ｙＴｈｏｍａｓ

Ｒ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ｎ

ＬｉＹａｆｅｉ（２４９）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ｌａｒｉａｉ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Ｄｅｐ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ｓ

ｂｙＪａｍｅｓＭｃＣａｎｎ

ＷｕＹｉｔｉａｎ（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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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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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评论》稿约

１《全球史评论》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连续性学
术辑刊，刘新成教授担任主编，２００８年创刊。
２《全球史评论》致力于在中国历史学界推进全球史的研究视野与方

法，提倡有关跨文化、跨国家历史现象的研究，注重揭示全球视野中的文

明互动与交往，探寻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球化进程与地方特性的

相互影响。

３《全球史评论》下设 “论文”、 “评论”、 “书评”三个主要栏目。

（１）“论文”为原创性的问题研讨，字数一般在两万字上下；（２）“评论”
或为某一论题的综合性的学术史考察，或为重要论著的深度评论，一万字

左右为宜；（３）“书评”为国内外近期出版全球史新著评介，所评书目原
则上由编辑部选定，投稿请预先联络。此外，有 “学术信息”一栏，报道

本领域重要学术活动的相关资讯。

４《全球史评论》对来稿一视同仁，执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以追求
公正和严肃性。编辑部接到学者赐稿，将在最迟三个月之内给予采用与否

的答复。如遇评审、修改，则时间相应延后。

５《全球史评论》为中文刊物。来稿可以是中文或外文，外文稿件如
确定发表则由编辑部邀请专人移译为中文。

６稿件所涉文献引注格式，同 《中国社会科学》及 《历史研究》杂

志的体例。

７来稿请寄 《全球史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ｃｎｕ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８３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９）
８《全球史评论》为 ＣＳＳＣＩ来源集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第八辑起，出刊进度为每年两辑。

《全球史评论》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