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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ro Rico (富山)
位于南美北部
玻利維亞伯托西市

湖广大山
位于云南省沧源县滇缅
边界

历史上的大银矿



波托西

大规模开采： 约 1570年–1620年

开采迄今

大规模开采期间白银产量：
约达 62,000 t

茂隆

大规模开采： 约1750年–1800年
约1850年停止开采

白银总产量：

可能达 3000 t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诞生以来白银为伴侣”：全球贸易网的起源是1571年）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5, pp. 201-221)

16世纪下半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化贸易网络
技术条件：航海技术（绕行非洲和南美，度过太平洋）
关键商品：白银
关键事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国建立的殖民地发现银矿

全球化如果要定年份，开端应该定在1571年：
菲律宾岛上创建Manila城 （吕宋），南美和东南亚航线成文贸易

孔道



1571年之后形成的全球白银流
中国为白银流的汇流地 the global sink of silver 

Potosi

Manila

Madrid



明清中国为全球白银流汇流之地的迷： global sink

中国白银的用途主要是货币
需求和价格一直稳定反应货币量与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发展同
步增长

（1） 日本和美洲白银流入之前的迷
1436年：华东地区纳税允许折成白银：白银的货币化完成
1567年：通过日本和东南亚海贸开始大量引进白银
一般认为明代银矿的开采明初延伸元代的开采，15世纪上半叶
萧条之后没有回复发展。
盛明时期的商品经济白银流通量始终稳定不变吗？

（2） 美洲白银流入时期银价一直高昂稳定的迷
明清时期的经济能带动全球贸易网，引进大量白银，反而无力开
展国内银矿的开采吗？



1671年之后形成的全球白银流
中国为白银流的汇流地 the global sink of silver 

Potosi

Manila

Madrid



清代1730年到1850年西南和边疆地区的大矿

银
铜
锌
锡
驿道
其他
道路



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来银矿业史料丰富

我们对矿工的工作，收入，
生活条件了解相当详细

图形出处：德国，1556年



波伯托西矿山

1570年开矿
到19世纪初
矿工死亡总
数达100万人
（当地土著
人和非洲人）

图形出处： Theodor de Bry 铜版画，约 1590年



明清时期银矿业

• 史料极少

• 对矿工的了解很有限

图形出处：《滇南矿产图略》 1844年版本



明清时期银矿业

• 史料极少

• 研究需要参考遗迹，
口述历史等

• 需要创新科研方法

鹗嘉白羊厂的硐口
2011年金兰中摄影



遗迹：分银罩子

七星罩
《滇南礦廠圖略》 (1844)

石羊厂，2011年杨煜达和金兰中考查



石羊厂

遗迹：炼渣



口述历史



内地核心地区、云南省、边疆土司地区和主要矿产



矿区流动人口的主要原籍省份和路程



矿工为社么离乡背井？

爐戶砂丁皆無產業之人，彼見無利可圖，勢必棄而他
适，有誤銅斤，殊多未便。
（《东川府志》概括唐丹等铜矿约1850到1860年代的情况）

职连年以来屡饬有等无籍异省棍徒，开厂为名，滥扯
客货，夤干厂委招摇……及至土司地方，凌虐官目，采
买米麦，纠众开挖，人多费广。
（康熙三十三年(1694)莅任的永顺总兵周华凤）

矿民不是赤贫流民就是流氓棍徒



矿工为社么离乡背井？

赵翼因清缅战役对波竜银厂的记录)（1769年）：

滇边外有缅属大山银厂，极旺，而彼土人不习烹炼，
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税收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
广人，……时各厂丁江楚人所居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
……岁常有一百余万金赉回内地。

矿民定期回乡，每人携带几十两银子



Along the road from Menggu 蒙姑 to Huili 會理.
Lithography after a drawing by Louis Delaporte, member of the expedition Francis Garnier, 
1870.

地形



山路
翻越阿尔卑斯山和四川盆地
如滇中道路的比较

The Reschen Pass Road                     昭通和威宁路线
480 km

510 km

630 km



翻越阿尔卑斯山和四川盆地如滇中道路的比较

Reschen 
Pass Road

昭通路线 威宁路线

总长 480 km 490 km 630 km
累计高差 21,000 m 52,000 m 50,000 m

Lithography after a drawing by Louis Delaporte, member of the expedition Francis Garnier, 1870.





矿区流动人口的主要原籍省份和路程



地图7：边疆地区的茂隆厂



地图9：茂隆厂地区地形（苏联地图）



地图10：茂隆厂地区近代路线和植被（美国地图）





沅州（芷江）到茂隆厂湖广村的路线



长沙到茂隆厂湖广村的路线



地图5：沅州（芷江）到茂隆厂湖广村的路线

距离（公里） 交通条件 程限

沅州 – 镇远 150 驿道 7
170 小船 14

镇远 - 昆明 880 驿道 12

昆明 - 湖广村 642 驿道，其他道路 13
1672 61



距离（公里） 交通条件 程限（日）

长沙 - 岳州 184 大船，顺流 2,5
岳州 - 宜昌 385 大船，逆流 4,5
宜昌 - 重庆 659 中船，逆流（三峡！） 30
重庆 - 宜宾 258 中船，逆流 8-9
宜宾 - 盐津 140/89 小船/驿道 10/5
盐津- 昆明 487 驿道 20
昆明 -湖广村 642 驿道/其他道路 13

2604 83-90



基本生活费

（张强《 1772-1773年贵阳府物价考——基于万寿宫账簿》贵州社会科学，
2013年)

贵阳府万寿宫账簿, 1772年

文 折成银两
一般工人每人每日工钱 50 0.052
木匠每人每日工钱 80 0.082

雇佣期间日用开支（工钱以外）
米 1.5 kg 27
盐 34 gr 2
酒 0.54 l 8
油 24 gr 1
菜 ? 10
基本消费 48 0.049

肉，每第二天 300 gr 20
烟草 ? 3
基本消费加肉和烟草 61 0.062



根据以上考虑假设最基本生活费为20文，
条件稍微好一点为40文。

距离
（公里）

路上时间
（日）

路费
（两）

沅州 – 湖广村，贵阳路线 1672 80 2 4

长沙 – 湖广村，长江路线 2604 120 3 6



分析结果：

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矿工到部分从内地找工。

矿厂的劳动强度高，需要专业知识，开采成功要身体
健康并开矿熟练的人。

穷困的贫民出来，会到周围地区找生计糊口。
流到西南地区的矿厂应该是少数。

矿厂的经营包括招工体系，有目标地组织内地老矿业
区的招工。
出来大矿是有本事并有胆量的青年人，动机是赚钱发
财之后回家建业，和当今的农民工很相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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