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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琥珀贸易的空间分布主要可分为东方和西方,其中以西方为主。东方主要是指西亚、中亚、
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等地,其中以中国为主。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和北非地区和南美洲地区,其中以整
个欧洲地区为主。
[关键词] 贸易；琥珀；历史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1 世界琥珀贸易历史发展

表一

1.1概述

文献

1.1.1世界琥珀贸易的历史发展

《罗马编年史》

作者

上文中已经提到了世界的琥珀贸易
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并不断向东方延伸,
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地区,尤其

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内容及观点
他在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早

如果上述文献和观点

[Cornelius

期居民采集被海水冲上岸的琥珀并进行销售,由

无误的话,那么从以上这

Tacitus]—[ 罗 马 史

于罗马贵族对琥珀喜爱异常,因此琥珀从波罗的

些文献资料以及考古资和

学家,公元 1 世纪]

海远销到了罗马。

观点中可以总结出：西方

是中国地区的琥珀贸易也是本文要单独

琥珀贸易起源于北欧波罗

探讨的。

的海地区,甚至可以做进

根据许晓东《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第五章第三节中考证新石器晚期欧洲的
琥珀贸易就出现了萌芽,范围在波罗的
[1]
海东部沿岸 。另据黄厚明《史前北欧

通过资料所得出的结论

《琥 珀： 往日 之窗 》

大卫·格瑞毛迪

(Amber: Window to the

[David. Grimald]

Past)

文中提到了欧洲北方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用

一步推测：西方琥珀贸易

琥珀与其他地区的居民来交换同和铁等物品。琥

起源于北欧日德兰半岛地

珀也对北欧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文中还提到了

区。

早在新石器时代欧洲琥珀贸易就开始产生萌芽,

居民对琥珀的认识与利用》一文中考证
北欧地区的早期居民最初用琥珀进行对

尤其以东波罗的海附近为盛,其产品被大量用作

外贸易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贸

欧洲的琥珀贸易。

易范围涉及到中欧、南欧等地区。波罗

《琥 珀： 往日 之窗 》

大卫·格瑞毛迪

的海的琥珀及其制品大约在公元前2000

(Amber: Window to the

[David. Grimald]

年的时候已经遍及了地中海沿岸。青铜

Past)

时代[公元前1800-前500年]西方欧洲古
代琥珀贸易路已正式确立,这条路线连
接欧洲的南北,从地中海沿岸到波罗的
[2]
海沿岸的贸易路径 。

根据许晓东《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第五章第三节172页的考证,波罗的海琥
珀至汉代晚期就进入了中国境内,而且

《The Amber Road—The

传 奇翰 墨 编委 会 编

Rise Of Great Pover》 著,北京理工大大学

书中认为丹麦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琥珀和开采
琥珀的地区,也是琥珀贸易的发源地。

-《琥珀之路大国崛起》 出版社

进入中国的琥珀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琥
珀从波罗的海地区出发到达大秦(即罗

另据许晓东《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至少是从汉代开始的,接着到唐代直到

马)然后经过陆上丝绸之路到达西域再

第五章第一节(缅甸)172页中考证,中国

明清贸易也一直有延续。由此可知从总

从西域传入；另一条则经过海上丝绸之

古代本土的琥珀贸易是从古代云南哀牢

体来说琥珀贸易从西方欧洲地区,尤其

路到达缅甸地区,再经由云南传入中国

山(今属缅甸)地区,向中国内陆尤其是

是波罗的海地区向整个欧洲延伸,接着

内陆。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扩展,而且琥珀贸易

一直向古老的东方包括中国延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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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文献

作者

《11-13 世纪北欧 海上

刘程

贸易网络的复兴》

内容及观点

通过资料所得出的结论

欧洲大陆的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东部以平原为主,地势较平,西部山地

由此可以推测出沿海洋和

和平原交错。欧洲大陆总体地势平坦河流众多,易北河、多瑙河、莱茵河、

河流沿线进行琥珀贸易是西方

奥德河、维斯图拉河、德维纳河、第聂伯河等,这些河流对欧洲内陆间、内

欧洲琥珀之路的重要线路之

陆和沿海间长途贸易至关重要,因地势原因,欧洲的河流普遍通航能力较强。

一。

因此那些较长的河流是波罗的海地区与地中海和中远东的商业相连接的重
要天然通道。[24]
《古代琥珀之路及波罗

阿诺 尔德

根据本书中的论证,认为西方欧洲古代的琥珀贸易路线是从位于波罗的

根据上述资料著作以及考

的海的地里发现》[The

斯·斯贝克

海西北部的日德兰半岛开始南下,接着经由维斯瓦河、第聂伯河、多瑙河等

古发现可以总结得出：古代

ancient amber routes

[Arnolds

河流及陆路交通路线运送到意大利、和希腊等地。

欧洲的琥珀贸易路线,在青铜

and the Geographical

Spekke]

Discovery

of

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和确立。
最早期的琥珀路线是连接北欧

the

的波罗的海和欧洲南部的地中

Eastern Baltic].1957
《琥珀 之路-世界商 贸

北京 大陆

本书写道在公元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琥珀都是欧洲北方与南方贸易

海沿岸地区。欧洲的琥珀贸

之路探寻》

桥文 化传

的重要商品之一,被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产地,经维斯瓦河与第聂伯河

易路线后来继续发展分为南线

媒编译,中

运输到意大利的罗马、希腊、和埃及等地区。这条商路连接了琥珀的产地和

和东线。南线,从北海波罗的海

国青 年出

欧洲、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等琥珀的消费地,并且继续通过另一条重要的古

向南--杜拉维斯河--维亚隘口

版社

代通商道路——丝绸之路继续通往东方的亚洲。

--经多瑙河--沿阿尔卑斯山脉

《The Amber Road—The

传奇 翰墨

该书中对琥珀之路是这样描述的：本书认为琥珀之路的起点在北海和波

东部--阿奎利亚--意大利--希

Rise Of Great Pover》

编委 会编

罗的海沿岸,琥珀之路分为东进之路和南进之路。东线：以斯堪的纳维亚的

腊、北非、埃及等地。东线,

-《琥珀之路大国崛起》

著,北京理

丹麦为起点,沿波罗的海进入欧洲内陆,经普鲁士、波兰直达俄罗斯,接着以

沿波罗的海进入欧洲内陆--普

工大 大学

基辅为中心继续向东,在西亚地区与琥珀之路南线相交汇,继续向东传播。南

鲁士--波兰--俄罗斯--接着以

出版社

线：北海和波罗的海向南——杜拉维斯河——经过维亚隘口——维也纳以东

基辅为中心继续向东,在西亚

的多瑙河畔卡农土姆地区——沿阿尔卑斯山脉的东麓南下——亚得里亚海

地区与琥珀之路南线相交汇,

北岸的重要商业贸易中心阿奎利亚——意大利的——希腊、地中海的东部—

继续向东方的亚洲传播。

北非以及埃及。从埃及继续向东,到达西亚的波斯,然后在沿着古丝绸之路继
续向东传入中国。

《 The ancient amber [Arnolds
routes

and

the Spekke]

Geographical
Discovery

据本书论证和记载：连接北欧波罗的海和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欧洲古
代的琥珀贸易路线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基本确立。琥珀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传
入地中海以后,就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文化随葬品。并且在希腊米诺阿文化和

of

Eastern Baltic》

the

迈锡尼文化遗址、西西里地区中出土的大量琥珀饰品有大部分都被证实是来
自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如下图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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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The ancient amber

[Arnolds

routes

Spekke]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covery

of

Ancient

the

西西里地区中出土的大量琥珀饰品有大部分都被证实是来自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如
下图 1.2.3.4

Amber

Routes

and

[Arnolds
Spekke]

theGeographcial
Descovery

珀贸易路线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基本确立。琥珀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传入地中海以
后,就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文化随葬品。并且在希腊米诺阿文化和迈锡尼文化遗址、

Eastern Baltic》
The

据本书论证和记载：连接北欧波罗的海和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欧洲古代的琥

of

据本书论述考证,公元前 8 世纪晚期—公元前 7 世纪这一段时期,是琥珀在希腊的
盛行期。罗马铁器时代[公元前 500—400 年],欧洲琥珀加工和使用中心从北欧、希
腊转移至意大利半岛[3]。可见当时琥珀贸易在意大利罗马地区繁荣发展,而且北欧出

the

土的大量公元 1﹑ 2 世纪罗马钱币﹐可见当时琥珀贸易的盛况[4]。

Estern
Baltic,Stockholm
MCMLVII,Stockholm:M.G
oppers,P.2,11
Amber:Window to

the

大卫·格瑞毛

past.New York: Harry

迪

N.Ambers

Grimald]

Inc.,the

[David.

[公元前1800-前 500 年]西方古代琥珀贸易路线正式确立,确立了连接欧洲南北
从地中海沿岸到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通道。琥珀之路从丹麦日德兰[Jutland]半岛
沿海或波兰的山姆兰[Samland]半岛出发,然后沿汉堡[Hamburg] 附近的易北河

Americaian Museum of

[Elbe]向南到达多瑙河[Danube],再经布瑞纳峡谷[Brenner Pass]翻过过阿尔卑斯

Natural History, 1996

山脉[Alps]至意大利北部的阿圭雷亚[Aquileia]以及位于波河河谷的一些商业城
市,接着再从这些城市辗转运往意大利的中部南部和地中海沿岸的其他中心城市。
另根据上述文章的记载,琥珀贸易沿线出土的琥珀制品,其很高的的琥珀酸含量均
显示,当时波罗的海是欧洲甚至小亚细亚琥珀原料的唯一来源。

图例

参考文献

红点标志(大)：琥珀的发现地点根据 M. ganzelewski 和 R.

1. "Bernstein-Tränen der Götter" by M. Ganzelewski und R. Slotta

slotta(参考文献 1)。

(1997 edition, ISBN 3-7739-0665-X), a guide to professional amber

红点标志(小)：琥珀的发现地点根据克里斯塔斯塔尔(参考文

technology in German language.

献 2)。

2. Mitteleuropäische Bernsteinfunde von der Frühbronze-bis zur

白色虚线标志：西线的来源(参考文献 3)

Frühlatenezeit, Christa Stahl, Verlag: J.H. Röll 2006, ISBN

白色线：西线(参考文献 4)

3-89754-245-5 Dissertation 2004, Philosophische Fakultät der

黑色线：历史的琥珀路线(根据参考文献 2)

Julius-Maximilian-Universität Würzburg.

红色线：其他的一些琥珀路线(参考文献 4)
蓝线：河流

3.Zinnvorkommen(Quelle:<http://www.sternwarte-recklinghausen
.de/archaeoastro/html/ausstellung.html>)
4.“Der Brenner & Tuisc Codex”
, Joannes Richter, Fischer Verlag,
2006, ISBN 978-3-8301-0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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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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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文献名称

作者

内容及观点

《 The Amber Road —
Great

传奇翰墨编委会

西方欧洲琥珀贸易路线从波罗的海延伸到意大利、希腊、埃及以后从

Pover》-《琥珀之路大

编著,北京理工大

埃及继续向东,到达西亚的波斯,然后在沿着古丝绸之路继续向东传入

国崛起》

大学出版社

中国。

《琥珀之路-世界商贸

北京大陆桥文化

西方琥珀之路连接了琥珀的产地欧洲与琥珀销售地中东地区和远

之路探寻》

传媒编译,中国青

东地区和亚洲地区等,并且继续通过另一条重要的古代通商道路——

年出版社

丝绸之路继续通往东方的亚洲中国等地。

The

Rise

Of

据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琥珀博物馆里(“走街”)中的史料,西方欧
洲的“琥珀之路”起源于丹麦北部的日德兰半岛,接着通过波罗的海众
丹麦“琥珀屋”探秘

杨敬忠

多的海口,一直扩展到到地中海沿岸、波斯、印度,东方文明古国中国,

钟洁灵

加强了欧洲和亚洲的联系和交流。其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从精神层面
上为丹麦的琥珀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石。
：

Baltic Amber: Tear of

作

Anna

作者在文章中认为波罗的海琥珀古代的时候就已经闻名中外, 古

God(琥珀-波罗的海的

Sobecka；
Micheal

代西方的琥珀贸易之路即“琥珀之路”就是从波罗的海通往地中海沿

黄金)

kosior；Henyrik

岸, 这条琥珀之路贯通了欧洲南北并且连接多个欧洲的重要商业城

pietkiewicz；

市,持续了多个世纪。大约在几千年前, 商人们就跋山涉水带着“ 波

翻译：周新华、壅

罗的海之金—琥珀”远赴希腊、意大利和埃及等地区。这些琥珀中的

子薇

一部分在那里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沙漠、草原和山脉运输到印度和中

者

国。也正是那个时候当代的琥珀之都-格但克斯开始显现了它日后辉煌
的雏形。
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的交流至少在公元前 6—前 5 世纪已经开始,并得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许晓东

出结论最晚在公元前 6 世纪,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即经过欧洲琥珀之路
运达地中海意大利半岛,并借助希腊、斯基太商人之手经草原丝绸之路
或皮毛之路抵达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
在文中研究指出内蒙古鄂尔多斯桃红巴拉春秋墓和毛庆沟战国 5 号

《丝 绸之 路考古 十五

林梅村

墓发现过波罗的海 琥珀做成的饰品,年代在公元前 5 世—公元前 4 世

讲》

纪。

a.《册府元龟》卷 972
《外臣部》, 《文渊阁

据这些古代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琥珀基本上由波斯和西域国家而

四库 全书 》b.:《古 今

来﹕(唐代宗)大历六年(771 年)九月﹐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 ；
(后

[ 5]

图书集成》第 691 册卷

b.陈梦雷编、
蒋廷

周)太祖广顺元年(951 年),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玉大小六团,一团

185.c.: 《食货典· 贡

锡校

碧。琥珀九斤。......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大琥珀二十

献部汇考》第 49 页

[6 ]

颗

；(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回鹘遣使......贡玉团三﹐珊瑚
[ 7]

树二十,琥珀五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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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干德三年(965 年), ......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象牙、
琉璃器、

《宋史》卷 490 《外国
列传》第 14110 页;第

琥珀盏[8]；(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大食......进象牙、琥珀、无名

14121 页;

异、绣丝.... [9]；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
每隔三年就会派遣一次 400 人左右的使团到契丹国进攻。进贡的主要
物品有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等。”但上述国家都不是琥

《契丹国志》

珀的产地,它们只是琥珀的贸易中转站,这些地区的琥珀其实来自更遥

《旧唐书》

远的大秦(即罗马),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大

《新唐书》

秦......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
[10]

瑙﹑孔翠﹑珊瑚﹑琥珀,西域的珍异多出其国

。

该书记载了,中国通过河中地区商人之手,在公元前 4 世纪或更早,
便用丝绸和漆器等物换取大秦国的玻璃、珍珠、琥珀等。书中还记载
了远在欧洲的法兰克(FrankEmpire)王国(482 ～ 814 年)和中国的贸
易路线。法兰克商人通过地中海西部港湾至地中海沿岸以东的一些国
家和岛屿(Levant), 也可以从地中海至北非穆斯林平原地区,,沿非洲
北部的商路从摩洛哥达埃及。从这里到印度洋,也有两条路线。一是,
从陆路先到阿拉伯半岛东岸的港口城市 Jiddah 入红海,或穿越阿拉伯
半岛北部到波斯湾(TheGulf), 再由海路之印度洋。也可由波斯湾沿丝
波 斯 地 理 学 家

绸之路到达河中地区(Transoxiana)。另外一条路线则能免受穆斯林袭

IbnKundadab 著 作 , 写

击 , 即 从 欧 洲 通 过 非 天 主 教 的 斯 拉 夫 人 (Slavs) 地 区 到 达 黑 海

于 845 年

(BlackSea)北部 Crimean 半岛(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及附近地区,从这
IbnKundadab

里向东经里海(CaspianSea)北部达阿姆河(AmuDarya, Oxus)流域,再往
[11]

东由为丝绸之路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进入中国

。这一

表述也与裴矩中对中亚到中国的记载相对接,因此连接中国和欧洲的
三天交通线也清楚地被勾勒了出来。
该著作详细记载从河中地区进入中国契丹﹑宋﹑回鹘的线路。这

12 世纪时期的阿拉伯
医

条路线起点位于喀什噶尔, 接着至叶尔羌(今莎车)、于阗(今和田)、

生

Shalfal-ZamâTâirMar

Shalfal-ZamâTâi

古楼兰(今米兰县一带)而到达敦煌沙州, 然后继续往东,达辽国西京

wazî (1056～ 1120 年)

rMarwazî

云内州(呼和浩特附近)、大同府(今大同附近)再到上京、中京。这条

的著作

路线是辽国和西亚、中亚等地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Laufer 曾在
上世纪初就提出过他的观点：中世纪时期就有一条从俄罗斯经西伯利
亚草原﹑阿姆河地区最后至中国的琥珀贸易路线[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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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Baltic amb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据此说明北欧琥珀
Joan M.Todd

在中东和以色列地区公元前 1500 年-12OO 年左右的墓葬里都发现有
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

贸易范围至少在公元前
1500 年就 扩展 到了 中
东、以色列等地区。

《后汉书·西南夷传》

本书中记载,永昌哀牢夷(今云南西部)、缅甸北部和大秦国出产琥
珀。

《岭外代答》

宋代,周去非

文中提到,注辇国(今印度南部)有“杂色琥珀”。

《新语·道基篇》

西汉,陆基

琥珀与其他宝石“择地而居”。

《中国伊朗编》

[Berthoald
Laufrer]

《奥德赛》

荷马

认为“琥珀东方与西方贸易史上的重要商品和见证”。在西方很
早就把琥珀作为贸易的商品。

以上材料说明琥珀
的出产国常经海上丝绸

提到在公元前数百年腓尼基人曾渡过波罗的海做琥珀交易。大秦
国向腓尼基人购买波罗的海产的琥珀,并以琥珀原材制作各种工艺品

之路与汉朝交往的有缅
甸、印度和意大利等国。

在当时价值非常昂贵,一尊琥珀雕成的小象比一名奴隶的价格还要高。

《合 浦是 最早海 上丝

北海市海上丝绸

文中作者根据对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许多件琥珀制品的分析和研

绸之 路始 发港的 研究

之路始发港课题

究,可以确证是这些琥珀制品是从海上,由罗马帝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与开发》

组 (广西 北海

输入我国的西方舶来品。

536000))

的琥珀贸易一方面是欧洲琥珀贸易想

as hypothesized by Polish historian

下总结和表述。西方的琥珀贸易之路又

东方的延伸,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琥珀

Jerzy Wielowiejski, G ł ó wny szlak

被称为“琥珀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两

贸易从中国西南的云南缅甸地区向内

bursztynowy w czasach Cesarstwa

条,它们大体上都是出发从波罗的海沿

陆延伸。

Rzymskiego (Main Route of the Amber

岸地区出发,起点略有不同：

1.2西方琥珀贸易之路线路考

Road of the Roman Empire, 1980)—

(1)向东延伸的琥珀贸易路线,我们

(1)关于西方琥珀贸易的起源考：

— 西 方欧洲琥珀之路的东线.该图由

称之为琥珀的东进之路：以斯堪的纳维

(2)关于西方琥珀贸易路线欧洲部

波 兰 历 史 学 家 Jerzy Wielowiejski

亚的丹麦为起点,沿波罗的海进入欧洲

提出：

内陆,经普鲁士、波兰直达俄罗斯,接着

分的考证：
由上图可以清楚而直观地看出西方

如果该琥珀贸易路线图基本正确

以基辅为中心继续向东,在西亚地区与

欧洲地区的的琥珀发现地点,这些琥珀

的话,根据此图也可清晰而明了的看出

琥珀之路南线相交汇,继续向东传播,然

发现地点大致都是沿海岸线、河流沿线、

西方欧洲部分的琥珀贸易路线是从波

后沿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经西域诸国到达

和重要的商业城市沿线,这其实也就是

罗的海的沿岸地区向东延伸至东欧俄

中国。

欧洲琥珀贸易的路线网络。从图中也可

罗斯和基辅罗斯地区,向南延伸至地中

(2)向南延伸的琥珀贸易路线,我们

以清晰的看出西方欧洲古代的琥珀贸易

海沿岸的意大利,途中经过许多重要的

称之为南进之路：主要以北海和波罗的

路线和后来增加的新的琥珀路线,这些

商业城市。

海向南然后穿过杜拉维斯河,经过维亚

琥珀路线总体上从波罗的海沿岸及北海

(3)西方琥珀贸易路线向亚洲部分

隘口,到达维也纳以东的多瑙河畔卡农

沿岸沿海洋或河流向地中海沿岸、意大

延伸的路线考：综合以上观点和资料进

土姆地区,接着沿阿尔卑斯山脉的东麓

利、希腊地区传播。

行分析,不难得出一个西方琥珀贸易路

南下到达亚得里亚海北岸的重要商业贸

线的线路,现将西方琥珀贸易路线作如

易中心阿奎利亚。接着继续从这里出发,

3.(The Amber Road (east route),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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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在通过海路将琥珀运往意大利的
南部地区、希腊、北非、地中海的东部
地区以及埃及。这里又可以分为三条路
线,第一条：经过大秦(罗马)到达波斯(大
食国即今天伊朗地区)然后经陆上丝绸
之路从西域新疆地区进入中国。第二条：
从罗马经地中海到达埃及经红海沿海上
丝绸之路到达印度、缅甸,再经云南地区
传入中国内陆。第三条：从波斯等地沿
陆路出发经印度、缅甸沿西南丝绸之路
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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