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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中 伊 关 系 的 开 端

何　跃

提　要 　中伊关系的开端似乎已成定论 ,即人们常把张骞通西域作为中国和伊

朗相互往来的开端。但本文认为中伊关系的开端上限可追溯到公元前 10 世纪 ,下限

不会晚于公元前 6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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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埃及木乃伊的启示

奥地利科学家最近研究一具埃及木乃伊时 ,发现其头发中有异物。经用电子显微镜分析 ,

异物是蚕丝的纤维。

这具木乃伊是 3000 年前埃及第二十一王朝 (公元前 1090～945 年) 时期的一名 30 岁至

50 岁的妇女。科学家们指出 ,当时除中国外世界上无其他丝绸生产国 ,因此认为这是中国的

产品。①

公元前 10 世纪的中国丝织品是怎样运往埃及的 ? 就当时的情况看 :海路未通 ,中国丝织

品不可能经海路运往埃及 ;斯基泰贸易还未兴起 ,中国丝织品不可能经黑海北岸南下两河 ,再

经小亚细亚运往埃及。我认为 ,公元前 10 世纪埃及出现中国的丝织品是经伊朗运去的。理由

有三 :

第一 ,伊朗位于东西交通枢纽 ,东邻中亚 ,西邻两河、小亚。两河、小亚和埃及早已有密切

的交往。埃及十八王朝的图特摩斯一世 (约公元前 1545～1503 年) 曾进军到幼发拉底河和北

部叙利亚 ,抵达米坦尼王国 (底格里斯河上游) 西境。特别是在图特摩斯三世 (约公元前 1504

～1450 年)的《年代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对西亚的多次战争。②公元前 15 世纪末到 13 世纪

初 ,赫梯同埃及进行了长期战争 ,最后夺取了叙利亚等地。摆脱米坦尼统治而重新崛起的亚

述 ,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时 (公元前 1114～1076 年) 不仅北入亚美尼亚山区以至黑海 ,向

西远征黎巴嫩和腓尼基 ,并且向南征服了巴比伦。公元前二十世纪中期 (公元前 2600～2550

年间) ,扎格罗斯山西南部已有一个强大的伊兰王朝 ,它曾一度摧毁乌尔。③直到公元前 7 世

纪中叶 ,才被亚述帝国灭亡。同时 ,中亚的游牧人曾西迁伊朗高原 ,与当地居民融合 ,成为以后

西伊朗部落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上述事实表明 ,远在公元前 16 至 11 世纪 ,西亚、北非之

间已经联成一体 ,伊朗与埃及之间的通道已经存在 ,随战争而来的征服统治与从属纳贡 ,必然

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国丝绸经过伊朗转运埃及是可能的。



第二 ,公元前 10 世纪 ,中国人已到达中亚。西晋太康二年 (公元 281 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

战国魏襄王 (公元前 318～296 年)墓 ,得竹简数十车 ,其中有《穆天子传》五篇 ,记穆王得名马 ,

命造父御车 ,乘以西游。

周穆王 (约于公元前 976～922 年在位) ,是西周第五代国王。关于他西巡的路线 ,向来说

法不一 :顾实认为 ,穆王从洛阳出发 ,向北涉漳水 ,越钅开山而至河套以北的蒙古草原 ,西越阿尔

泰山 ,经中亚草原进入南俄大草原。岑仲勉认为 ,穆王从镐京 (今西安)出发 ,向西经甘肃张掖 ,

涉塔里木河 ,越于阗南山 ,涉珠泽 ,越葱岭 ,过塔什库尔干 ,到吉尔吉斯大草原。丁谦认为 ,穆王

从镐京出发 ,经西宁日月山、青海托来山 ,达布逊湖、星宿海、于阗南山 ,过布哈拉 ,到吉尔吉斯

大草原。④尽管顾实、岑仲勉、丁谦对周穆王西巡路线的考证各持己见 ,但他们都认为穆天子

西巡到过中亚。

周穆王西巡曾沿途赐赠物品 ,种类甚多 ,计有丝绢、黄金、白银、贝带、肉桂、生姜等。如周

穆王曾赐赤乌氏“墨乘四、黄金四十镒 ,贝带五十、朱三百裹”⑤。墨乘指黑色的车 ,朱为绛色丝

绸布。又如会见西王母时 ,“好献锦组百纯 , □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⑥。郭璞认为 ,纯

为匹 , 组为绶。这说明周穆王把中国丝绸、黄金等物带到了中亚。既然公元前 10 世纪 ,中国

丝绸已传入中亚。伊朗与中亚紧邻 ,这一带游牧民族来往不断 ,周穆王带到中亚的丝绸 ,完全

可能经游牧人之手传入伊朗 ,再经伊朗传入埃及。而且 ,埃及第二十一王朝 (公元前 1090～

945 年)和周穆王在位时间 (公元前 976～922 年)大体同时 ,证明公元前 10 世纪埃及出现的中

国丝绸是途经中亚、伊朗而去的。

第三 ,公元前 10 世纪开始 ,伊朗西部的亚述再度强盛 ,也是中国丝绸经伊朗进入埃及的重

要条件。

以上三点说明 ,3000 年前埃及出现的中国丝绸是经伊朗转运去的。

二、斯基泰贸易之路与波斯帝国

公元前 7 世纪 ,一条从中国经西伯利亚草原到黑海北岸的贸易线兴起。这条商道被称为

斯基泰贸易之路 ,或黄金之路 ⑦。这条商路存在于公元前 7 至 4 世纪 ,它与公元前 6 至 4 世纪

的波斯帝国几乎同时存在。

关于斯基泰贸易的情况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约公元前 484～425 年)的《历史》中有

所记载。《历史》卷四中写道 :约在公元前 5 世纪 ,黑海周围是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势力范围 ,黑

海沿岸有不少希腊商人的据点。希腊商人通过游牧的斯基泰人 ,同东方进行贸易。

斯基泰贸易之路从顿河河口塔纳伊司出发 ,依次经过撒乌罗玛泰伊人、布边诺伊人、拉撒

该塔伊人、玉尔卡依人、斯基泰人 (王族的叛逆者) 、阿尔吉派欧伊人 (秃头族)游牧地 ,最远到达

伊塞多涅斯人活动区。⑧伊塞多涅斯人又与东方的阿里玛斯波伊人 (独眼族)有往来。据托马

鲜茨、白乌库吉等人考证 ,撒乌罗玛泰伊人在黑海北部 ;阿尔吉派欧伊人是指居住在阿尔泰山

之南 ,天山之北的突厥种 ;伊塞多涅斯是指中国西部的羌族 ; ⑨阿里玛斯波伊人则是指居住于

从阴山之北到中国河西地区的匈奴。�λυ由此可见 ,这条商路始于顿河河口 ,经里海、咸海、巴尔

喀什湖北部 ,到达阿尔泰山之南、天山以北 ,与匈奴住地衔接。

伊朗位于斯基泰贸易之路南面 在阿赫门尼王朝大流士一世时 (公元前 522～485 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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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帝国的疆域 ,西至地中海和埃及 ,北至黑海、里海和高加索 ,东至中亚的锡尔河 ,南至波斯湾

和阿拉伯 ,大流士一世甚至远征到黑海北岸的草原。这就使波斯不可能不参与这一贸易活动。

对此 ,古代作家有不少记载 :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色诺芬 (公元前 430～354 年)的《远征记》多次提到帕提亚人 (古波斯

人)穿着轻薄、柔软、奢侈、华丽的“米底亚”服装 (Medic dress) 。这种服装显然是用中国丝绸制

成。�λϖ因为中国出产的丝在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已见于波斯市场。�λω当时 ,中国丝绸进入伊

朗有两条路 :一条是从斯基泰贸易之路西段黑海东岸南下 ,进入伊朗 ;一条是从斯基泰贸易之

路东段经中亚草原西去伊朗。�λξ

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公元前 450～385 年)在《吕西斯特拉忒》中提到一种叫“Amor2
giam”的长上衣 ,这种衣服是用称作“Amorgis”的绢织物做成。当时希腊还不可能自产绢织物 ,

显然 ,这种绢织物是从中国运去的丝绸。公元前 4 世纪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322 年) 也

明确地提到过中国丝织品。传入希腊的中国丝绸可能经过前述两条道路 ,而两条道路都通过

伊朗领地 ,都要经波斯人之手。因为公元前 6 至 4 世纪 ,黑海东岸 ,安那托利亚高原都属阿赫

门尼王朝统治。

公元前 518 年 ,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西北部 ,将其划为帝国的波斯行省 ,印度省

每年向中央缴纳 4860 塔兰特的金沙。印度本来很少产黄金 ,入贡波斯的金沙是从阿尔泰山经

费尔干纳和巴克特里亚输入的。铭文记载大流 一世建筑宫殿用的黄金是来自巴克特里亚。

而巴克特里亚的黄金实际上也是来自中国的阿尔泰山。�λψ此外 ,大流士一世时 ,原产于中国的

桃和杏已传到中亚。甘蔗与柑橘也传入了 朗。�λζ

上述事实表明 ,在阿赫门尼王朝时期 (公元前 6～4 世纪) ,伊朗不仅参与了斯基泰贸易 ,而

且和中国的经济交流已不限于丝绸。

总之 ,在张骞通西域之前 ,中伊之间早已有间接或直接的经济交往 ,其上限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 10 世纪 ,其下限不会晚于公元前 6 世纪。(责任编辑 　张映庚)

本文作者 :何跃 ,讲师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云南昆明 65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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