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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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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
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

　 ———欧洲方式与丹麦本土方式的冲突与交融

〔爱尔兰〕 保尔·霍尔姆　 著

孙梦瑶　 译

摘要： １８ 世纪中叶， 随着丹麦经济实力增强， 开始进行广泛

的投资。 本文的重点探讨这一时期丹麦国家和私人企业一系列关于

捕鲸、 海豹狩猎、 捕鱼业的革命性、 计划性的努力。 种种举措需置

于丹麦帝国整体框架下加以考察， 参与的部门各司其职， 各种举措

的目的和细节由官方即皇家首都哥本哈根方面确定。 这是一段涵盖

技术发展、 文化差异碰撞 （欧洲和因纽特人， 改革派与传统派）
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实施的历史。

关键词： 渔业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丹麦帝国　 欧洲方式

作者简介： 保尔·霍尔姆，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环境人

文中心主任，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考古委员会委员。
译者简介： 孙梦瑶，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１８ 世纪后期， 丹麦实现与亚洲、 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通航， 开启了丹

麦航海史上的黄金时代。 丹麦渔业深受北大西洋地区荷兰、 英国和法国的影

响， 然而， 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时期北大西洋各国并行发展的海洋资源开发。

∗ 感谢丹麦人文科学委员会 ＴＩＳＫ 项目 （Ｄａｎｉｓ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ＴＩＳＫ ｐｒｏｊｅｃｔ）
提供的资助， 从而使得这项研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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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丹麦渔业发展史的解读， 甚至直接影响对于挪威、 法罗群岛 （Ｆａｒｏｅｓｅ）、
冰岛和因纽特 （Ｉｎｕｉｔ） 的历史叙述。

近年来， 关于丹麦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北大西洋渔业， 捕鲸、 捕猎海豹和

捕鱼业研究几乎毫无进展。 丹麦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农业改革史， 却忽视了

同时期关于帝国海洋资源的探讨。 该领域研究兴趣的缺失， 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近年来丹麦本土渔业的不景气。 即便如此， 也不应忽视北部地区狩猎和渔

业研究， 因为这是研究丹麦北大西洋殖民史的重要课题， 对于试图探究 １９
世纪丹麦北方地区渔业， 揭示渔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的研究而言， 这一课

题极具价值。
目前关于丹麦北大西洋帝国的捕鲸业、 海豹狩猎和捕鱼业历史的研究并

不多。 特吕格弗·索尔豪格 （Ｔｒｙｇｖｅ Ｓｏｌｈａｕｇ） 关于 １９ 世纪挪威渔业的论

文， 是了解捕鱼技术现状的基础①， 阿恩维德·内德克维特尼 （ Ａｒｎｖｅｄ
Ｎｅｄｋｖｉｔｎｅ） 对 １７３０ 年之前挪威北部和西部沿海经济体的综合分析提供了重

要的见解②。 就丹麦捕鱼业研究而言， 霍尔格·拉斯马森 （Ｈｏｌｇｅｒ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关于利姆海峡 （Ｌｉｍｆｉｏｒｄ） 渔业研究的论文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成果， 笔者对

卡特加特海峡 （Ｋａｔｔｅｇａｔ） 和斯卡格拉克海峡 （Ｓｋａｇｅｒｒａｋ） 海洋社区的研究

也对这一领域有所涉及。③ 关于格陵兰岛， 芬兰迦德 （Ｇａｄ） 的三卷本著作

是对 １８ 世纪丹麦活动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④ 克努兹·克莱姆 （Ｋｎｕｄ
Ｋｌｅｍ） 对 １７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冰岛和格陵兰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⑤

一　 １８ 世纪中后期的海洋知识

当时的学者就如何促进深海捕鱼的发展进行了激烈讨论， 他们的研究是

促进捕鱼技术进步的积极尝试， 其成果是重要的独立资料来源。 丹麦帝国作

为一个整体， 可以接触到欧洲鱼类及海洋动物资源最丰富的水域。 埃里

４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ｒｙｇｖｅ Ｓｏｌｈａｕｇ， Ｄｅ ｎｏｒ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１８１５ － １８８０ Ｉ － ＩＩ （Ｂｅｒｇｅｎ， １９７６） ．
Ａｒｎｖｅｄ Ｎｅｄｋｖｉｔｎｅ， 《Ｍｅｎｓ Ｂøｎｄｅｒｎｅ ｓｅｉｌｔｅ ｏｇ Ｊæｇｔｅｒｎｅ ｆｏｒ》  Ｎｏｒｄｎｏｒｓｋ ｏｇ ｖｅｓｔｎｏｒｓｋ ｋｙｓｔøｋｏｎｏｍｉ
１５００ － １７３０ （Ｏｓｌｏ， １９８８） ．
Ｈｏｌｍ， Ｋｙｓｔｆｏｌｋ Ｋｏｎｔａｋｔｅｒ ｏｇ Ｓａｍｍｅｎｈæｎｇｅ ｏｖｅｒ Ｋａｔｔｅｇａｔ ｏｇ Ｓｋａｇｅｒｒａｋ， ｃａ １５５０ － １９１４
（Ｅｓｂｊｅｒｇ， １９９１） ．
Ｆｉｎｎ Ｇａｄ， Ｇｒøｎｌａｎ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Ｉ － ＩＩＩ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９６７ － ７６） ．
Ｋｎｕｄ Ｋｌｅｍ， Ｓｋｉｂｓｂｙｇｇｅｒｉｅｔ 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ｏｇ ｈｅｒｔｕｇｄøｍｍｅｒｎｅ ｉ １７００ － åｒｅｎｅ， Ｉ － ＩＩ （ Ｈａｎｄｅｌｓ⁃ｏｇ
Ｓøｆａｒｔｓｍｕｓｅｅｔ ｐå Ｋｒｏｎｂｏｒｇ， Ｓø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ｋｅ Ｓｋｒｉｆｔｅｒ ＸＩＩＩ）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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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彭托皮丹 （Ｅｒｉｃｈ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于 １７５２ 至 １７５３ 年指出： “挪威所拥有的

鱼类资源种类繁多， 世界各国无出其右， 实际上与其海鱼资源数量有极大关

系。 我认为， 除了在北美的纽芬兰 （Ｔｅｒｒｅ Ｎｅｕｖｅ）、 本世纪法国人在捕捞鳕

鱼和鲑鱼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外， 包括冰岛在内的任何地方都无法与挪威

相提并论。” 在彭托皮丹看来， 挪威拥有如此丰富的鱼类资源的原因在于北

极的冰盖下生活着大量的鱼群： “贪婪的鲸鱼如陆地动物一样用肺呼吸， 经

常换气的需要使得它们不会冒险潜入冰盖之下， 这就为鱼群在冰盖下和平繁

育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 以鲱鱼和鳕鱼为代表的鱼群在本能的驱使下游入

公海， 近年来人类从中获益匪浅， 鲸鱼以及成群结队的海豚和海豹随时准备

执行 ‘上帝的命令’， 即捕杀小鱼并将其赶回其应在的地方。”①

１９ 世纪之前， 人们对于海洋动物和鱼类生物学的研究十分有限。 当时

大多数渔民的眼界仅局限于近海， 了解鱼类在产卵季节被吸引至沿岸地区的

原因备受关注。 在中世纪， 大量鲱鱼洄游到沿岸地区被视为神圣的天意。 对

于彭托皮丹来说， 这种解释仍然有效但证据并不充分， 他猜测： “有些人认

为鱼类近陆产卵是为了获取淡水或淡盐水。” 这一理论在丹尼尔·约翰·路

德维格·莱贝克 （Ｄａｎｅ Ｊｏｈａｎ Ｌｕｄｖｉｇ Ｌｙｂｅｃｋｅｒ） 的著述中也得到体现， 丹尼

尔是 １８ 世纪的鱼类研究专家， 曾在 １７７２ 年和 １７９２ 年撰写了两部关于生物

学及捕鱼的著作。② 约翰·彼得·里斯特 （Ｊｏｈａｎ Ｐｅｔｅｒ Ｒｉｓｔ） 仍坚持鱼类需

要淡水的理论， 但在 １８０１ 年关于挪威北部渔业的研究中， 他呼吁采用经验

科学方法： “所有关于海洋中鱼类的习性、 特定本能、 繁殖、 喜欢或厌恶的

诱饵类型、 特殊渔具与其他渔具相比的优势等知识， 简而言之， 所有可能收

集到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 必须以经验为基础。”③

５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Ｅｒｉｃｈ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Ｄｅｔ ｆøｒｓｔｅ Ｆｏｒｓøｇ ｐａａ Ｎｏｒｇｅｓ ｎａｔｕｒｌｉ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ｆｏｒｅｓｔｉｌｌｅｎｄｅ ｄｅｔｔｅ 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ｓ
Ｌｕｆｔ， Ｇｒｕｎｄ， Ｆｊｅｌｄｅ， Ｖａｎｄｅ， Ｖæｘｔｅｒ， Ｍｅｔｔａｌｌｅ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ｅｒ， Ｓｔｅｅｎ⁃Ａｒｔｅｒ， Ｄｙｒ， Ｆｕｇｌｅ， Ｆｉｓｋｅ ｏｇ
ｏｍｓｉｄｅｒ Ｉｎｄｂｙｇｇｅｒ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ｌ， ｓｍａｔ Ｓæｄｖａｎｅｒ ｏｇ Ｌｅｖｅｍａａｄｅ Ｉ － ＩＩ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５２ －５３） １６７ －６９．
Ｌｙｂｅｃｋｅｒ，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ｍ ｄｅｔ ｖｉｇｔｉｇｓｔｅ Ｓａｌｔｖａｎｄｓ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 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ｎｅｍｌｉｇ Ｓｉｌｄｅ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ｔ， ｏｍ
Ｈｉｎｄｒｉｎｇｅｒｎｅ ｉｍｏｄ ｓａｍｍｅｓ Ｆｌｏｒ， ｓａｍｔ ｏｍ Ｍｉｄｌｅｒｎｅ ｔｉｌ ａｔ ａｆｈｉæｌｐｅ ｄｉｓｓｅ Ｅｔ Ｐｒｉｉｓ⁃Ｓｋｒｉｆｔ （Ａａｌｂｏｒｇ，
１７７２）  Ｓａｍｍｅ， Ｆｏｒｓøｇ ｔｉｌ ｎｏｇｌｅ Ｂｅｔｒａｇ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ｖｅｒ Ｆｉｓｋｅｎｅ ｏｇ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ｎｅ ｉ Ａｌｍｉｎｄｅｌｉｇｈｅｄ， ｓａｍｔ ｔｉｌ
ｅｎ ｐｈｙｓｉｓｋ⁃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ｋ⁃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ｏｇ ｐｏｌｉｔｉｓｋ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ｍ Ｓｉｌｄｅ⁃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ｎｅ ｉ Ｓæｒｄｅｌｅｓｈｅｄ ｏｇ
ｆｏｒｎｅｍｍｅｌｉｇ ｄｅｔ， ｓｏｍ ｄｒｉｖｅｓ ｉ Ｌｉｍｆｉｏｒｄｅｎ， ｅｔｃ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９２）  由于后一版本的大部分被

火烧毁， 其于 １８０２ 年在 Ｎｏｒｄｉｓｋ Ｌａｎｄｖæｓｅｎｓ ｏｇ Ｌａｎｄｈｕｕｓｈｏｌｄｎｉｎｇｓ Ｍａｇａｓｉ 进行重新印刷。
Ｊｏｈ Ｐｅｔ Ｒｉｓｔ， Ｐｌａｎ ｔｉｌ Ｏｒｄｅｎｓ Ｏｐｒｅｔｔｅｌｓｅ ｏｇ Ｖｅｄｌｉｇｅｈｏｌｄｅｌｓｅ ｖｅｄ Ｎｏｒｄｌａｎｄｓ Ｖｉｎｔｅｒｆｉｓｋｅｒｉｅ ｍｅｄ ｅｔ
Ｆｏｒｓøｇ ｔｉｌ ｎｏｇｌｅ ａｆ ｄｅ ｖｉｇｔｉｇｓｔｅ Ｓｐøｒｇｓｍａａｌｅｓ Ｕｄｖｉｋｌｉｎｇ， Ｎｏｒｄｌａｎｄｓ Ｖｉｎｔｅｒｆｉｓｋｅｒｉｅ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ｅ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０１） ９， ｊｆ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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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前后， 关于渔业以及鱼类生物学知识成体系的图书面世。 挪威

的延斯·拉斯克 （Ｊｅｎｓ Ｒａｔｈｋｅ） 在 １７９５ 年至 １８０２ 年期间考察丹麦全国渔

业， 他的成果于 １００ 年后发表①， 奥托·法布里丘斯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关于格陵

兰岛的捕鱼业的著作出版。②， １８２９ 年费伯 （Ｆａｂｅｒ） 研究冰岛渔业的一部著

作出版。③

１８００ 年， 延斯·维斯 （Ｊｅｎｓ Ｗｉｔｈ） 呼吁在哥本哈根建立一个志愿协会，
以 “Ｄｅｔ ｄａｎ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Ｓｅｌｓｋａｂ” （丹麦渔业协会） 的名义资助丹麦沿海渔

民。④ 这个协会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但得到了国家适度的财政支持。 维斯

在新西兰沿海地区环游并记述当地的渔业。⑤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亨里克·克

洛伊 （Ｈｅｎｒｉｋ Ｋｒøｙｅｒ） 首先开始对丹麦鱼类和渔业进行系统研究。⑥

丹麦联合君主政府意识到外国人垄断了大部分的海洋资源。 法国、 荷

兰、 美国和英国的船只可沿着格陵兰岛、 冰岛和法罗群岛的海岸自由航行，
并将渔获占为己有。 鉴于丹麦在欧洲战争中的中立性， 其海军无法在如此广

阔的地区巡逻。 因此丹麦鼓励私人和特许公司发展渔业， 皇家农业协会采取

各种措施以奖励竞争， 为国内企业提供保险费和独家许可证。

二　 捕鲸业

中世纪末期， 比斯开湾 （Ｂａｙ ｏｆ Ｂｉｓｃａｙ） 的巴斯克 （Ｂａｓｑｕｅ） 捕鲸者推动

６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ｎｓ Ｒａｔｈｋｅ，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ｍ ｄｅ ｎｏｒ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 ｏｇ ｂｅｒｅ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ｍ ｒｅｊｓｅｒ ｉ ａａｒｅｎｅ １７９５ － １８０２ ｆｏｒ ａｔ
ｓｔｕｄｅｒｅ ｆｉｓｋｅｒｉ ｆｏｒｈｏｌｄ ｍ ｖ （Ｂｅｒｇｅｎ， １９０７） ．
Ｏｔｔｏ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Ｎøｉａｇｔｉｇ Ｂｅｓｋｒｉｖｅｌｓｅ ｏｖｅｒ Ｇｒøｎｌæｎｄｅｒｎｅｓ Ｌａｎｄｄｙｒ⁃， Ｆｕｇｌｅ⁃ｏｇ Ｆｉｓｋｅｆａｎｇｓｔ Ｆｏｒｅｌæｓｔ ｉ
Ｖｉｄｅｎｓｋａｂｅｒｎｅｓ Ｓｅｌｓｋａｂ ｉ Ａａｒｅｔ １８１２ ｄ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 Ｖｉｄｅｎｓｋａｂｅｒｎｅｓ Ｓｅｌｓｋａｂｓ Ｓｋｒｉｆｔｅｒ ＶＩ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１６） ．
Ｆｒ Ｆａｂｅｒ， 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Ｆｉｓｃ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Ｍ ， １８２９）．
Ｊ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Ｕｄｋａｓｔ ｏｇ ｔｉｌｌｉｇｅ Ｉｎｄｂｙｄｅｌｓｅｓ Ｐｌａｎ ｔｉｌ ｅｔ ｆｒｉｖｉｌｌｉｇｔ ｆｏｒｅｎｅｔ Ｓｅｌｓｋａｂ ｍｅｄ Ｈｅｎｓｙｎ ｔｉｌ ｄｅ ｄａｎｓｋｅ
Ｋｙｓｔ⁃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ｓ Ｏｐｈｊｅｌｐｎｉｎｇ ｏｇ ｍｕｌｉｇｓｔｅ Ｆｏｒｂｅｄ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Ｎａｖｎ ａｆ ｄｅｔ ｄａｎ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Ｓｅｌｓｋａｂ， ｓｏｍ
ｆｏｒｖｅｎｔｅｓ ｏｐｒｅｔｔｅｔ ｉ Ｋｉ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Ａａｒ １８００ （Ｈｅｌｓｉｎｇøｅｒ， １８００）  Ｉｂｉｄｅｍ， Ｆｏｒｔｓｅｔｔｅｌｓｅ ａｆ ｄｅｎ ｔｒｙｋｔｅ
Ｉｎｄｂｙｄｅｌｓｅｓ⁃Ｐｌａｎ ｔｉｌ ｅｔ ｄａｎｓｋ Ｆｉｓｋｅ⁃Ｓｅｌｓｋａｂｓ Ｓｔｉｆｔｅｌｓｅ ｐａａ ｄ ２８ Ｊａｎ １８００ Ｔｉｌｅｇｎｅｔ ｄｅｔ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ｅ
Ｖｅｌｆæｒｄｓ Ｓｅｌｓｋａｂ ｉ Ｋｊ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ｉ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９９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００） ．
Ｊ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Ｋｏｒｔｆａｔｔｅｄｅ Ｅｆｔｅｒｒｅ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ｍ ｎｏｇｌｅ ａｆ ｄｅ ｄａｎ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ｋｙｓｔｅｒ， ｓａｍｌｅｄｅ ｐａａ ｅｎ Ｒｅｉｓｅ
ｉｇｉｅｎｎｅｍ ｄｅｎ Ｓ Ｏ Ｄｅｅｌ ａｆ Ｓｊｅｌｌａｎｄ， ｎｅｍｌｉｇ： Ｋｉøｇｅ， Ｐｒæｓｔøｅ ｏｇ Ｗｏｒｄｉｎｇｂｏｒｇ， ｓａｍｔ Øｅｒｎｅ： Ｍøｅｎ
ｏｇ Ｆａｌｓｔｅｒ Ｉ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Ｍａａｎｅｄ １８０１ Ｎｏｒｄｉｓｋ Ｌａｎｄｖæｓｅｎｓ ｏｇ Ｌａｎｄｈｕｕｓｈｏｌｄｎｉｎｇｓ Ｍａｇａｓｉｎ １８０２．
Ｄａｎｍａｒｋｓ Ｆｉｓｋｅ Ｉ － ＩＩＩ （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４０ － ５３）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ｏ Ｃｈｒ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Ｉｃｈｔｙｏｌｏｇｉｓｋｅ
Ｂｉｄｒａｇ Ｋｇｌ Ｖｉｄｅｎｓｋ Ｓｅｌｓ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１８２９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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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捕鲸基本技术的发展。 １６１０ 年前后， 英国和荷兰人开始雇用巴斯克捕手在

斯匹次卑尔根 （Ｓｐｉｔｓｂｅｒｇｅｎ） 捕鲸， 丹麦捕鲸业也得到发展， 但 １７ 世纪中期

丹麦经济形势空前严峻， 捕鲸业缺乏资金支持。 １６７２ 年， 斯匹次卑尔根获得

了捕猎鲸鱼和海豹的特权， 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 每年都有 ２ ～ ４ 艘船出航捕

鲸。 虽然如此， 与同时期可容纳 １５０ 至 ２００ 人的荷兰和德国捕鲸船相比， 平均

容纳 ５０ 人的丹麦船只还是太小。① 直到 １７２０ 年之后， 丹麦帝国的捕鲸业才

得到较大发展。
最初人们在陆地上处理捕获到的鲸鱼， 小型捕鲸船用捕鲸叉猎杀鲸鱼，

然后运送到陆地上的鲸油提炼厂。 随着英国人实际控制了斯匹次卑尔根， 荷

兰捕鲸船开发了远洋捕鲸技术， 原来的技术手段很快变得过时。 渔民开始使

用大型船只 （母船） 装载轻型舰 （子船） 进行捕鲸， 当鲸鱼被子船捕获后，
拖到母船上进行剥皮， 并将其脂肪堆积在甲板上。 实际上， 这种做法在过去

的两百年里一直如此。②

荷兰人开发了远洋捕鲸业之后， 巴伦支海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Ｓｅａ） 的鲸鱼资源迅

速枯竭， １７２０ 年后， 捕鲸者的目光投向格陵兰岛以外的戴维斯海峡 （Ｄａｖｉｓ
Ｓｔｒａｉｔ）。 欧洲市场对鲸油的需求非常大， 主要用于车轮润滑和街道照明等。
１７５０ 年起， 各种富含油脂的种子被大量种植， 但依然不能满足油类需求。
仅在英格兰， 城镇的鲸油需求量就增加了一倍以上， １７４５ ～ １７６５ 年的年需

求量从 ３０００ 桶增至 ６５００ 桶。③

１７５０ ～ １７７０ 年皇家特许综合贸易公司

１７５０ 年， 丹麦至格陵兰岛的航运由皇家特许综合贸易公司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成立于 １７４７ 年） 接管， 同时该公司也致

力于促进捕鲸业发展。 重商主义者认为捕鲸是获得贸易顺差的有效手段， 因

为只需进口少量物资， 却可以得到巨额的出口利润。④ 与此同时， 由于一直

以来主导贸易的荷兰陷入困境， 英国政府对于英国捕鲸业的独立发展寄予厚

７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ｏｒ Ｂ Ａｒｌｏｖ， Ｎｏｒｓｋ ｉｓｈａｖｓｆａｎｇｓｔ ｃａ １６７０ － １８００ Ｆｏｒｓｋｎｉｎｇ ｏｍ ｍｅｎｎｅｓｋｅｒ ｐå 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ＮＡＶＦ⁃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Ｏｓｌｏ， １９９０） １４７ － １６６．
Ｓｕｎｅ Ｄａｌｇａａｒｄ， Ｄａｎｓｋ⁃Ｎｏｒｓｋ Ｈｖａｌｆａｎｇｓｔ １６１５ － １６６０ 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 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Ｎｏｒｇｅｓ 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ｉ
Ｅｕｒｏｐæｉｓｋ Ｍｅｒｋａｎｔｉｌ Ｅｋｓｐａｎｓｉｏｎ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９６２） ．
Ｇｏｒｄｏ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ｈ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７８） ５５ － ５６．
Ｆｉｎｎ Ｇａｄ， Ｇｒøｎｌａｎ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ＩＩ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１９６９）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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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为捕鲸业提供丰厚的奖金， 几年内组建了一支酬金丰厚的私人船队。①

而丹麦尽管也有国家支持， 但资金依然匮乏。 英国舰队在 ６ 年内发展到 ８２
艘船， 而皇家特许综合贸易公司却难以维持 ４ 艘船的运转。 由于收益不稳

定， １７５８ 年丹麦放弃扩充船队的尝试。 在接下来的 １５ 年里， 丹麦捕鲸业

主 要 局 限 于 荷 尔 斯 坦 港 口 阿 尔 托 纳 （ Ａｌｔｏｎａ ） 和 格 吕 克 斯 塔 特

（Ｇｌüｃｋｓｔａｄｔ） 的 １５ 艘船。 与荷兰捕鲸者相比， 荷尔斯坦人与汉堡的同行

一样， 也相对不成功， 平均每艘船仅捕获 １ ７５ 头鲸鱼， 而荷兰每艘船可

捕获 ４ 头鲸鱼。②

１７５８ 年， 皇家特许综合贸易公司不再购买丹麦和格陵兰 （因纽特） 的

捕鲸船出售的鲸油， 而是从克里斯蒂安松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ｈａｖｎ） 的特兰雷格拉根

（Ｔｒａｎｅｇｒａｖｅｎ） 购买。 与 １８ 世纪 ４０ 年代相比， ２０ 年内鲸油销售额翻了一番，
达到年平均 １９３７ 桶， 与此同时， 殖民地的数量也增加了 １ 倍。 流行病、 恶

劣天气和不稳定的渔获量等不可预见的因素， 仿佛定时炸弹一般。 科技发展

水平难以支撑格陵兰人的欧洲生活方式， 工商业机构无力创建能够赢利的企

业。③

鉴于以上因素， 捕鲸者开始探索新的捕鲸方法。 １７５４ 年， 一位传教士

的儿子尼尔斯·埃格德 （Ｎｉｅｌｓ Ｅｇｅｄｅ） 与克里斯蒂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ｈåｂ） 的格陵

兰人合作， 提出了一项捕鲸计划。 他设想多艘 “母船” （可供运输的大型皮

船） 共同协作， 每组由 ６ ～ ８ 人组成， 每个鱼叉都装有一个大浮子。 当捕获

到鲸鱼时， 可以运至待命的解剖船而非陆地。 浮子的作用是， 一方面可以防

止鲸鱼下沉， 另一方面如果在岸上分割鲸鱼的话。 按照格陵兰岛的习俗当地

人将分得部分鲸肉。 埃格德曾任奥尔堡 （Ａａｌｂｏｒｇ） 的授权测量员、 核秤员

和分级员， 他在格陵兰岛期间积累了丰富经验。 埃格德将这一设想提交到当

地教会， 后者虽积极回应， 但未能送达渔业公司④， 此事便被搁置。 １７６１
年， 埃格德作为公司代表来到荷尔斯泰因斯堡， 开始实施当初的设想。 他展

现了对捕鲸活动的浓厚兴趣， 建议给鱼叉增加倒刺， 从而达到改良鱼叉的目

的。 增加倒刺的鱼叉更为沉重， 公司董事们质疑改良后的鱼叉能否掷入鲸鱼

体内。 鱼叉改良还面临一个问题， 格陵兰人只想安装一个浮子， 因此通常会

８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Ｆｉｎｎ Ｇａｄ， Ｇｒøｎｌａｎ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ＩＩ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１９６９） ３９１．
Ｋｌｅｍ， Ｓｋｉｂｓｂｙｇｇｅｒｉｅｔ Ｉ， １６５， ｇ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１７７２ － ７４．
Ｇａｄ ＩＩ， ４００ － ２．
Ｇａｄ ＩＩ，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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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鱼叉和捕获到的鲸鱼遗失。 为了减少类似的设备损耗， 董事们要求埃格

德给每个鱼叉配备多个浮子。 虽然埃格德做了诸多努力， 但由于运营规模较

小、 舰队设备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鱼叉改良计划收效甚微 （直到 １８６０ 年

才真正使用改良鱼叉）。①

欧洲和格陵兰岛之间关于捕鱼业技术的交流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在哥本

哈根， 人们对于挑战北大西洋的兴趣有增无减。 丹麦皇家农业协会 （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设立奖金项目， 征集关于捕鲸业发展的建议。 安

德烈亚斯·亨力奇·施托尔特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Ｓｔｉｂｏｌｔ） 和彼得·奥尔森

（Ｐｅｄｅｒ Ｏｌｓｅｎ Ｗａｌｌøｅ） 接受了挑战。 前者曾任皇家侍臣和海军指挥官， 后来

写了几部关于海洋资源的著作； 后者在 １７５０ 年前后成为探险家， 获得了大

量关于格陵兰岛的实践经验。②

霍格·古尔德贝格的北大西洋计划

内阁秘书奥沃·霍格·古尔德贝格 （Ｏｖｅ Ｈøｅｇｈ Ｇｕｌｄｂｅｒｇ） 对格陵兰

人感到失望。 他主张全力以赴地进行欧洲模式的大规模捕鲸活动， 同时

尽可能将格陵兰人排除在外。 他强调说， 捕鲸不仅仅是任务， 而且是丹

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捕鲸业将使国家从格陵兰获得巨大利益， 陛下

希望看到皇室和贵族的所有成员都能关注这此项事业”③。 根据 １７７５ 年 ４
月和 ５ 月的皇家决议， 在古尔德贝格主持下， 同年成立皇家格陵兰贸易、
捕鲸和海豹狩猎公司 （ Ｄｅｎ ｋｏｎｇｅｌｉｇｅ ｇｒøｎｌａｎｄｓｋｅ Ｈａｎｄｅｌ， Ｈｖａｌｆｉｓｋｅｆａｎｇｓｔ ｏｇ
Ｒｏｂｂｅｓｌａｇｎｉｎｇ） ， １７７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冰岛、 芬马克和法罗群岛贸易公

司。
古尔德贝格的计划雄心勃勃。 两家公司都在进行捕鲸和其他渔业活动。

冰岛、 芬马克和法罗群岛贸易公司预计配备 ５０ 艘可容纳 ３４ ～ ３６ 人的大型船

只， 捕鱼任务将由 ５０ 艘可容纳 １２ ～ １４ 人的中型船只承担， 对于格陵兰捕鲸

和海豹捕猎活动， 将建造 ５０ 艘可容纳 １００ ～ ２００ 人的巨型船只。
首先， 分别以 １３８００ 里斯克元、 ３１５０ 里斯克元和 １３５０ 里斯克元 （ ｒｉｘ⁃

ｄｏｌｌａｒ） 的价格建造了 ７ 艘格陵兰捕鲸船和海豹狩猎船、 ５ 艘大型渔船和 ５ 艘

９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Ｇａｄ ＩＩ， ３９６ － ７； ＩＩＩ， ２４０．
农家公 司 获 奖 者， 根 据 客 观 记 载 注 册 于 １７７０ ～ １８５０ 年， 此 处 为 １７７２ ～ １７７３ 年，
Ｅｒｈｖｅｒｖ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ｋ ａｒｋｉｖ （丹麦商业档案）， Ａａｒｈｕｓ （以下简称 ＬＨＳ）。
Ｇａｄ ＩＩ，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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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渔船， 总价值为 １１９１００ 里斯克元。 此外， 国王还为该企业配备了两艘

护卫舰和一艘小型双排桨船。 “荷尔斯泰因斯堡” 号护卫舰停靠在荷尔斯泰

因斯堡， 并在那里度过冬天， １７７６ 年春天开始捕鲸。 捕鲸队将驻扎在荷尔斯

泰因斯堡和迪斯科的戈德港， 在荷兰人抵达戴维斯海峡之前， 即 １ 月、 ２ 月

和 ３ 月就开始捕杀鲸鱼。①

财政部长海因里希·卡尔·希默曼伯爵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Ｃａｒｌ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ｍａｎｎ）
在这项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他与汉堡的航运界和金融界保持着密切联

系。 随着捕鲸业和鲸油贸易蒸蒸日上， 丹麦荷斯坦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ｉａｎ） 的格吕克

斯塔特和阿尔托纳也成了贸易基地。 船长们来自罗摩岛 （Ｒøｍø）、 桥岛

（Ｓｉｌｄ）、 阿姆鲁姆岛 （Ａｍｒｕｍ） 和佛尔岛 （Ｆøｈｒ）， 船员从石勒苏益格和荷

尔斯泰因招募。 这一时期丹麦捕鲸业的发展可以视为帝国政府的努力

成果。②

然而， 好景不长。 １７７６ 年， 派出的 ８ 艘船总共带回来 １４ 头鲸鱼， 平均

每艘船仅捕获 １ ７５ 头鲸鱼， 各国间的竞争也比以往更加激烈。 同年， 英国

船队的捕鲸船数量增加 １ 倍。 格陵兰岛附近停泊了近百艘船只， 荷兰人的船

队停靠在戴维斯海峡， 共有 ３９ 艘船只， 每艘外国捕鲸船平均捕获量可达

３ ５ 头鲸鱼。 丹麦的捕鲸活动中， 斯匹次卑尔根的成绩相对突出： ８ 艘船捕

获 ２３ 头鲸鱼， 平均每艘船捕获约 ３ 头鲸鱼。③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捕捞量

下降， 与此同时， 哥本哈根市场上的鲸油价格下跌。
希默曼开始对这个大型项目产生怀疑， 因为尽管在格陵兰作业的捕鲸船

增加到 １４ 艘， 捕获量却不令人满意。 希默曼研究过尼尔斯·埃格德的报告，
支持使用母子船并让格陵兰人参与捕鲸的想法， 并决定让尼尔斯·埃格德全

面管理捕鲸活动。④ 埃格德认为不应使用大型捕鲸船， 船桨会吓跑鲸鱼。 由

于无法获得足够数量覆盖母船的毛皮， 埃格德主张效法英国， 使用轻便的中

型船。 事实上， 捕鲸船队雇用格陵兰人为捕手， 格陵兰人很快便开始使用中

型捕鲸船。 船队仿效欧洲的薪酬方式， 在当地食宿， 并与当地人分享鲸肉。
自 １７８１ 年起， 丹麦—挪威的捕鲸活动大幅减少。 只有 ２ 艘捕鲸船全员

出动， 另外 ３ 艘与半数船员停留在港湾。 １７８３ 年， 不再采用欧洲方式捕鲸。

０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Ｇａｄ ＩＩ， ５２３．
Ｇａｄ ＩＩ， ５２２．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２ Ｇａｄ ＩＩ， ５３４．
Ｇａｄ ＩＩ，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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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１ 艘船在荷尔斯泰因斯堡过冬， 四五名军官和雇佣的格陵兰人参与捕

鲸， 在多个捕鲸区作业。 埃格德的计划对于公司和格陵兰人而言有些不切实

际， 母船虽然没有噪声， 但也非常脆弱， 很容易受恶劣天气、 浮冰冰面的影

响， 并不适合用来追捕鲸鱼。 此外， 格陵兰人有权处置捕获的鲸鱼， 但他们

的提炼方法较为粗糙， 浪费了大量的鲸油， 收获的鲸须数量也有限。 丹麦与

格陵兰人签订的协议中提到， 格陵兰人可以获得鲸鱼的内脏， 但只能获取一

半的鲸脂以及少数的鲸须。① 与此同时， 丹麦贸易机构设在最佳捕鲸区附

近， 试图改变格陵兰人的捕鲸传统。②

贸易公司数据显示， 格陵兰的渔业资源自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就被

成功开发利用。 １７７７ ～ １７８４ 年， 平均每年鲸油产量为 ２６００ 桶， 这一成

绩与同期的英国旗鼓相当。③ 然而， 当英国人使用欧洲捕鲸方法和大型舰

队获得鲸油时， 丹麦鲸油则主要是格陵兰捕鲸者提供的， 国家支持下组

建捕鲸船队的尝试仍未成功。 当国家放弃支持时， 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

的鲸油产量仅略有下降。 相比之下， 英国的平均鲸油产量则在 １８ 世纪末

增加 １ 倍。④

私人公司

１７８４ 年， 针对霍格·古尔德贝格的政变为增加个人主动权的政策开辟

了先河。⑤ 同年， 冰岛公司的董事卡尔·彭托皮丹 （Ｃａｒｌ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呼吁

私人投资者参与捕鲸活动。⑥ 希望个人购买原来属于国有的捕鲸船， 最好以

挪威为基地开展捕鲸活动， 因为那里距离优质捕鲸区较近。 卑尔根还有许多

挪威捕鲸者， 主要在斯匹次卑尔根南部活动， 格陵兰岛的捕鲸队则在阿尔托

纳和格吕克施塔特活动。 １７８９ 年， 当国有捕鲸船公开出售后， 私人捕鲸船

主要在哥本哈根、 弗伦斯堡 （Ｆｌｅｎｓｂｏｒｇ）、 法诺 （Ｆａｎø）、 卑尔根和克里斯

１１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ｄ ＩＩＩ， ４７， ６５ － ６６， １８９．
Ｇａｄ ＩＩＩ， １１９．
Ｇａｄ ＩＩＩ ５８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
Ｇａｄ ＩＩＩ， ２３５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
Ｐｌａｃａｔ ａｎｇ ｎｏｇｌｅ ａｌｍｉｎ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øｔｔｅｌｓｅｒ ｏｇ Ｏｐｍｕｎｔｒｉ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Ｓｋｉｂｅｓ Ｕｄｒｕｓｔｎｉｎｇ ｔｉｌ Ｒｏｂｂｅｆａｎｇｓｔｅｎ
ｓａｍｔ Ｈｖａｌｆａｎｇｓｔｅｎ ｉ Ｓｔｒａｔ⁃Ｄａｖｉｓ ｏｇ ｖｅｄ Ｓｐｉｔｚｂｅｒｇｅｎ ［ａｌｓ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１７８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ｎｅｗｅｄ ｔｉｌｌ １８３９） ．
Ｃａｒｌ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Ｈｖａｌ⁃ｏｇ Ｒｏｂｂｅｆａｎｇｓｔｅｎ ｕｄｉ Ｓｔｒａｔ⁃Ｄａｖｉｓ， ｖｅｄ Ｓｐｉｔｓｂｅｒｇｅｎ， ｏｇ ｕｎｄｅｒ Ｅｉｌａｎｄｅｔ Ｊａｎ
Ｍａｙｎ， ｓａｍｔ ｄｅｎｓ ｖｉｇｔｉｇｓｔｅ Ｆｏｒｄｅｌｅ， ｉ Ａｎｌ ａｆ ｄｅｎ ｋｇｌ Ｐｌａｃａｔ ａｆ １３ Ｏｃｔ １７８４， ｔｉｌｌｉｇｅｍｅｄ ｎｏｇｌｅ
ｏｐｌｙｓｅｎｄｅ Ｅｆｔｅｒｒｅ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ｍ Ｆａｎｇｓｔｅｎ， Ｂ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ｓｍａａｄｅｎ ｍ ｍ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８５）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蒂安桑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ｎｄ） 以外的地区活动。
丹麦小型私人捕鲸活动中， 法诺岛民进行的渔业活动最为典型。 早在

１７２０ 年， 耶廷 （Ｈｊｅｒｔｉｎｇ） 就建立了一个鲸油提炼厂， 该厂绝大部分原料来

自 ２ 艘船提供的海豹油脂， 工厂职员曾在荷兰船只上接受过培训。 １７６９ 年，
该厂搬迁至法诺的诺比 （Ｎｏｒｄｂｙ）。 在国家举行的拍卖会上， 几位西日德兰

半岛 （Ｊｕｔｌａｎｄ） 人购买了原属国有的船只，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他们使用 ２
艘双桅船进行了北极探险。 然而， 像许多其他企业一样， 该企业未能实现盈

利。 在拿破仑战争前后的几年里， 这些双桅船被卖掉了， 仅剩几艘小型三桅

帆船在北极地区捕猎海豹。①

１８０５ 年， 埃德瓦德·克里斯蒂·海伯格 （Ｅｄｖａｒ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Ｈｅｉｂｅｒｇ） 提出

新的计划， 为新的捕鲸项目筹集资金。 他曾是格陵兰的商人， 认为英国捕鲸

业之所以取得成功， 是因为他们可以在 ３ 月份之前出航， 能够充分利用时

令， 而且英国的捕鲸者技术娴熟。 海伯格认为卑尔根同样具备提前出航的有

利条件， 并且可以招募到格陵兰岛技术娴熟的捕鲸者。 他的设想在卑尔根得

以实现， １６ 位当地商人合购了 １ 艘大型荷兰船， 并根据他的建议将船送往

斯匹次卑尔根。 遗憾的是， 不久之后拿破仑战争爆发了， 企业发展停步不

前。②

捕鲸业的发展受捕鲸技术的制约， 受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 而且依赖于

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 与当时的英国和荷兰企业相比， 即使是雄心勃勃的国

家支持项目， 看起来却有些捉襟见肘。 与此同时， 格陵兰捕鲸者表明他们至

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丹麦—挪威方面的要求。 然而， 丹麦的商业政策将

传统狩猎文化与欧洲货币经济捆绑在一起， 这一政策很快就给格陵兰部落带

来了严重问题。③

三　 猎捕海豹业

由于鲸油的需求量很大， 而捕猎海豹比猎捕鲸更为容易， 于是丹麦和挪

威开始捕猎海豹。 卑尔根的海豹捕猎公司开始捕猎海豹， 渔船从奥尔堡

２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Ｐｏｕｌ Ｈｏｌｍ， Ｈｊ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 ｌａｎｄｓｂｙ ｍｉｄｔ ｉ ｖｅｒｄｅｎ （Ｅｓｂｊｅｒｇ， １９９２）．
Ｈｅｉｂｅｒｇ １８０５； ｊｆ Ｇａｄ ＩＩＩ １７５ － ７７．
Ｇａｄ ＩＩＩ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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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ｌｂｏｒｇ）、 尼堡 （Ｎｙｂｏｒｇ）、 科瑟尔 （Ｋｏｒｓøｒ）、 托恩德 （Ｔøｎｄｅｒ） 和范诺、
格吕克施塔特和阿尔托纳等地单独或成对出航。 然而， 现有的资料表明， 捕

猎海豹赚取的利润极其有限。① 奥尔堡格陵兰公司成立于 １７６４ 年， 拥有 ３
艘船和 ２４０００ 里斯克元的资产。 １７６７ 年， 生产 ３３２ ５ 桶鲸油， ３１００ 张毛皮

和一些鲸脂。 在拍卖会上， 这些商品的总价格仅为 ７１５９ 美元。 该公司 ３ 年

后解散， 投资者们损失巨大。②

扬马延岛

卑尔根的船只能在 ３ 月初出航， 在扬马延岛 （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 和东格陵兰

岛的浮冰海域上进行猎捕海豹作业， 直至 ６ 月。 海豹捕猎者 “驾驶他们的

单桅帆船航行在栖息着成百上千海豹的浮冰之间， 海豹群有特殊的预警机

制， 其中一头海豹在同伴休息时负责放哨， 每当看到北极熊在冰上徘徊或者

捕猎者有可能靠近时， 放哨的海豹便会发出类似嘶哑的犬吠声唤醒其他海

豹。 因此， 捕猎者必须加快速度， 并用一个装有粗铁圈和长钉的杆子捕猎海

豹， 如果猎物逃脱便重复以上操作。 然后， 剥下海豹皮并分解脂肪， 脂肪被

切成条状装入大桶中， 熔化成海豹油， 捕猎者在海豹皮上撒少许盐以确保其

不会腐烂， 然后将其卷起储藏。 这种收获通常不比捕鲸者的收益低， 因为一

艘船可能会带回 ７００ ～ ８００ 桶海豹油， 通常一天内可捕获 ２００ ～ ３００ 头海

豹”③。 当一群海豹逃跑时， 船长必须观察他们的逃跑方向， 以便跟踪逃离

的海豹。

格陵兰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格陵兰成为最重要的鲸脂产地。 但格陵兰捕鲸者的技

术较为落后， 有限的贸易利润用以维持与北大西洋其他地区的联系。 尽管在

捕猎海豹方面有一些技术改进， 但整个 １８ 世纪鲸油年产量仅为千余桶。 总的

来说， 海豹捕猎业依靠皮划艇和鱼叉等技术手段得以维系。④ 丹麦贸易机构一

３１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Ｅｄｖａｒｄ Ｈｏｌｍ， Ｄａｎｍａｒｋ⁃Ｎｏｒｇ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ｆｒａ ｄｅｎ Ｓｔｏｒｅ Ｎｏｒｄｉｓｋｅ Ｋｒｉｇｓ Ｓｌｕｔｎｉｎｇ ｔｉｌ Ｒｉｇｅｒｎｅｓ Ａｄｓｋｉｌｌｅｌｓｅ
（１７２０ － １８１４） ＩＶ： １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９０２）， ３８６ Ｆｉｎｎ Ｇａｄ， Ｇｒøｎｌａｎ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ＩＩＩ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９７６）， ７１ Ｐｏｕｌ Ｈｏｌｍ， Ｈｊｅｒｔｉｎｇ
Ｃ Ｋｌｉｔｇａａｒｄ， Ａａｌｂｏｒｇ Ｋøｂｍæｎｄ ｇｅｎｎｅｍ ５００ Ａａｒ， １４３１ － １９３１ （Ａａｌｂｏｒｇ， １９３１） ．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ＩＩ， ２０５ － ２０６．
Ｇａｄ ＩＩＩ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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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支持海豹狩猎业发展， 试图将定居点集中在最好的狩猎场附近并提供奖励，
贸易协会和农业协会每年都会颁发奖金， 但都没能促进海豹狩猎业进一步发

展。①

伊利马纳克 （Ｉｌｉｍａｎａｑ） 的丹麦人在发明了一种在冰下放置小网的方

法， 这一方法成果显著却不被格陵兰人所接受。 这些渔网在捕捞作业完成后

总是需要修理， 并且经常由于暴风雨或浮冰漂流而丢失， 设置和维护渔网需

要巨额费用， 这使得因纽特人并不热衷这种方法。 此外， 商人不愿意给格陵

兰人提供贷款。 １７９０ 年， 这种渔网的渔获量占据全年海豹捕捞量的一半，
但巨额的维护费用使得投资商望而却步。②

格陵兰人与荷兰捕鲸人私下进行枪支交易。 格陵兰人购买枪支意味着他

们可以在春季从迪斯科湾 （Ｄｉｓｃｏ Ｂａｙ） 出航， 在夏季捕杀驯鹿， 这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海豹捕猎业。 由于无法取缔枪支交易， 公司决定通过向格陵兰人

提供更好的武器。 可格陵兰人对枪支保养一窍不通， 且枪支接触海水后极易

生锈， 需要在哥本哈根进行枪支的维护保养。 尽管如此， 在埃格瑟斯明讷有

至少 １７７５ 支枪支投入使用。③ 由于武器的口径很小， 因此在开阔水域的效

果不如鱼叉， 主要被用于陆上和冰上作业。 １７９０ 年前后， 埃格瑟斯明讷的

一名丹麦商人发明了带有前挡板的雪橇， 这种雪橇很快普及， 后来皮艇上也

安装了前挡板。④

丹麦本土

丹麦附近海域也进行了大量的海豹和海豚捕猎活动， 但海豹狩猎业并没

有真正产生任何技术创新。 当地采用的方法相对简单： 捕猎者在冰上和陆地

上团队作战， 尽量靠近猎物， 然后使用枪支和渔网进行捕猎。 到目前为止，
农业协会颁发的大部分渔业和狩猎奖都颁给与捕获海豹和海豚相关者。 １７７７
至 １８３３ 年， 共有 ７６ 名获奖者获得了 ５０ 个奖项。 这是因为除了捕猎海豹和

海豚可以生产大量油脂外， 海豹和海豚对捕鱼业的威胁也使得协会希望它们

被捕获。 １７７７ 年， 来自马斯塔尔 （Ｍａｒｓｔａｌ） 的两名铁匠发明了一款用于捕

获海豹的铁质机器， 被该协会授予金质奖章， 他们在此基础上的改良版本于

４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ＬＨＳ １７８０ Ｇａｄ ＩＩ， ５７３．
Ｇａｄ ＩＩＩ， ２０１ － ０６．
Ｇａｄ ＩＩ， ４０２， ４３０， ５６８．
Ｇａｄ ＩＩＩ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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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０ 年获得了银质奖章。① 助理商延斯·拉赫尔·穆克斯勒 （ Ｊｅｎｓ Ｒａｈｒ
Ｍｕｘｏｌｌ） 可能是受到这台机器的启发， 他听说西兰岛 （ Ｚｅａｌａｎｄ） 发明了

一款 “海豹收割机” ， 便向公司申请从冰岛格林达维克 （ Ｇｒｉｎｄａｖｉｋ） 的

贸易站购入一台。②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已不得而知， 机器的效率也并不

令人满意。 １７８１ 年马斯塔尔的铁匠杰普·尼尔森 （ Ｊｅｐｐｅ Ｃｈｒ Ｎｉｅｌｓｅｎ）
的一封信中提到， 他改进的海豹机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捕获了 １５ 头海

豹。③

我们对另一位技术创新获奖者———克里斯蒂安·约翰森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了解甚少， 只知道他是一位来自法尔斯特岛 （Ｆａｌｓｔｅｒ） 的厄尔普

加德 （Øｒｕｐｇåｒｄ） 的捕猎者， 由于他发明了 “一种自制陷阱， 用以捕获丹麦

附近海滩上的海豹， 这种装置造价低， 而且设计非常简单”④， 因此被授予

银质奖章， 并获得了 ２０ 里斯克元的奖励。

四　 捕鱼业

虽然捕鲸和海豹吸引了大量资本， 但很少有人对捕鱼业进行大量投资。
捕捞业处于低迷状态并不是因为缺乏资源和技术， 而是因为缺乏愿意承担风

险的投资者。 １７７１ 年， 丹麦政府在对丹麦渔业状况进行调查时， 发现大量

需要资金支持的请求， 却很少有实用的建议， 例如法诺船东投资冰岛渔业的

两艘渔船。⑤ １８００ 年， 延斯·拉斯克在他关于挪威渔业的综合报告中指出：
“有许多较小的企业有尝试的意愿， 但缺乏完成它的能力， 这似乎是发展捕

鱼业最大的障碍。”⑥

５１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ＨＳ １７７６， １７７９ ＬＨＳ， ｂｅｖａｒｅｄｅ ｓａｇｅｒ １７７６ ／ ２４１．
ＬＨＳ ｂｅｖａｒｅｄｅ ｓａｇｅｒ １７７８ ／ １４９．
ＬＨＳ ｂｅｖａｒｅｄｅ ｓａｇｅｒ １７８１ ／ １１４．
ＬＨＳ ｂｅｖａｒｅｄｅ ｓａｇｅｒ １７８６ ／ ４４８．
Ｒｉｇｓａｒｋｉｖｅｔ，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ＲＫ Ｃ Ａ ａ ｖ ２３５ － １８ Ｉｎｄｂｅｒｅｔｎｉｎｇｅｒ ｍｅｄ ｂｅｓｖａｒｅｌｓｅｒ ｔｉｌ ｄｅ ａｆ
ｆｉｎａｎｓｒåｄ Ｏｅｄｅｒ ｓｔｉｌｌｅｄｅ ｓｐøｒｇｓｍåｌ ａｎｇ ｓｋｉｂｓｆａｒｔｅｎ ｏｇ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ｔ 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ｉｎｄｓｅｎｄｔ ｍ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ｅｒ ｏｇ ｅｋｓｔｒａｋｔｅｒ， １７７１．
Ｊｅｎｓ Ｒａｔｈｋｅ，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ｍ ｄｅ ｎｏｒ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 ｏｇ ｂｅｒｅ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ｍ ｒｅｊｓｅｒ ｉ ａａｒｅｎｅ １７９５ － １８０２ ｆｏｒ ａｔ
ｓｔｕｄｅｒｅ ｆｉｓｋｅｒｉ ｆｏｒｈｏｌｄ ｍ ｖ （Ｂｅｒｇｅｎ １９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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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托尔特关于促进渔业发展的提案

热衷于研究经济问题的施托尔特认为， 丹麦人应该向外国学习。① 他对

捕鱼的新技术和设备了如指掌。 例如， 他曾建议农业协会将其银质奖章颁发

给克里斯蒂安尼亚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ａ） 的芒克夫人 （Ｍａｄａｍ Ｍｕｎｋ）， 因为她通过

生产易于捕捞的鲭鱼、 西鲱鱼的加工品， 与未进行加工的葡萄牙凤尾鱼进行

竞争。 施托尔特希望国家购买她的秘方， 从而推广生产技术， 降低生产成

本。 加工凤尾鱼确实成为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一项重要活动， 但直到 １９ 个世

纪下半叶才开始步入正轨。
施托尔特发现， 荷兰人在挪威南部沿海地区大量收购龙虾， 并将其运往

西欧市场。 他希望由本国船只接管运输业务， 并仿效瑞典人将龙虾放置在苦

酱中保鲜。 然而， 这个建议似乎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施托尔特极力推荐一种新型的英国装备。 “开往印度的英国皇家船只发

明了一种完美装备———漂移网， 适用范围极广。 因为我们有时可以在船上看

到鳕鱼成群结队游荡，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水底是空旷或充满岩石， 漂移

网都是非常有用的。”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设备的具体样式， 有漂移网和横

梁拖网两种可能性。 根据施托尔特的描述， 它可能是一种用于捕获鲱鱼的

漂移网， 但他提到鳕鱼时有不同的漂移网。 当时， 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周围

的英国渔民正在发展渔业，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捕鱼

方法。 显然施托尔特的信息是准确的， 但他的建议并没有给丹麦带来任何

实际收益。
１８ 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捕鲸业引起了丹麦政府的关注， 与此同时， 瑞

典在哥德堡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以北的博胡斯省 （Ｂｏ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沿岸岛屿捕捞

鲱鱼也引发了丹麦政府的不满。 瑞典的捕捞在 １７９０ 年前后达到巅峰， 瑞典

出口鲱鱼多达 ６０ 多万桶， 有至少 ３３８ 个盐场供盐。 捕捞量如此之大， 大部

分鱼送到了 ４２９ 家鲸油提炼厂进行加工， 共使用了 １８１２ 个大桶。② 施托尔特

指出： “鲱鱼是在挪威海岸东部发现的， 但通常由我们邻国勤劳的渔民捕

捞， 反过来又满足了挪威对鱼类的需求。 看来挪威地区的人们过多重视木材

６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Ｓｔｉｂｏｌｔ， Ｉｋｋｕｎ Ｔａｎｋｅｒ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８６） ４２ － ５１ 早在 １７７４ 年 Ａｌｌｅｒｅｄｅ 就曾

为兰德豪斯公司写过一本关于渔业状况及其繁荣前景研究的著作。
Ｈｏｌｍ， Ｋｙｓｔｆｏｌｋ １０７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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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而忽视了渔业贸易， 渔业贸易不应被忽视， 木材贸易应该降温。”① 施

托尔特认为， 哥德堡附近海域分布鲱鱼群的迁徙路线， 只要在日德兰半岛西

海岸建立了捕鱼点， 就可以在那里捕获大量鲱鱼。
瑞典的鲱鱼贸易在挪威的厄斯特弗德 （Øｓｔｆｏｌｄ） 的瓦勒 （Ｈｖａｌｅｒ） 岛上

进行得如火如荼， 主要供往维肯 （Ｖｉｋｅｎ） 地区。 １７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瑞

典鲱鱼的供应量非常之大， 以至于丹麦商人申请创办出口盐渍鲱鱼的腌制厂

和办理储存场所的许可证。 然而， 这些申请被当局拒绝， 他们担心廉价的瑞

典鲱鱼会与西挪威鲱鱼出口产生竞争。 因此， 在瓦勒岛和哈尔登 （Ｈａｌｄｅｎ）
开展渔业的计划从未落实。② 另一方面， 瓦勒岛周围捕捞鲱鱼的尝试得到

了当局的全力支持。 附近海域常汇集大量鱼群， １７７６ 年， 人们试图使用

围网捕鱼。 然而， 并未取得成功。 拉斯克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 “该地区

发展渔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就是海员通过船东和商业贸易已获得丰厚薪酬

和巨大收益， 没有必要花资金耐心地承受创业初期经常遇到的挫折。 能够

维持正常生计的行业很多， 在这里开展捕鱼活动并不像西部沿海地区那样

必要。”③

瓦勒岛居民以航海为业。 他们只是在深秋或冬天船只被搁置时进行捕

鱼活动， 恰好遇上布胡斯鲱鱼洄游季， 因此人们认为鲱鱼捕捞活动可以顺

利开展。 但是布胡斯兰省海岸， 鲱鱼很少向北进入挪威的厄斯特弗德， ３
月底至 ５ 月初才出现在岛屿附近， 而此时正是水手出航的时节， 因此无法

进行捕捞作业。 换句话说， 航运业提供的丰厚薪酬阻碍了挪威捕鱼业的

发展。
１８１７ 年， 国务委员莱曼 （Ｌｅｈｍａｎｎ） 向农业协会递交的 《关于丹麦渔

业衰退的原因及其改善方法》 的综合报告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④ 就像挪威

南部海岸一样， １８ 世纪下半叶， 丹麦王国大部分地区处于航运的繁荣时期，
相对较高的工资吸引了所有能够出海的人。

１８１４ 年之前， 只有冰岛以及挪威西部和北部地区渔业发展较好。

７１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Ｓｔｉｂｏｌｔ， Ｉｋｋｕｎ Ｔａｎｋｅｒ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８６） ４２．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Ｍａｄｓｅｎ， Ｅｎ ｓｋｊæｒｇåｒｄｓｂｙｇｄ ｐå １７００ － ｔａｌｌｅｔ Ｈｖａｌｅｒ， ｎæｒｉｎｇｓｖｅｉｅｒ ｏｇ øｋｏｎｏｍｉｓｋｅ ｆｏｒｈｏｌｄ ｉ
ｄｅ ｓｉｄｓｔｅ ３０ åｒｅｎｅ ａｖ ｄｅｔ １８ åｒｈｕｎｄｒｅ Øｓｔｆｏ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ｌａｇｓ ｓｋｒｉｆｔｅｒ ３ （Ｓａｒｐｓｂｏｒｇ， １９５８） ３６ － ４２．
Ｒａｔｈｋｅ ４１．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Ｎｙｅ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ｅ Ａｎｎａｌｅｒ ３： ３ （１８１７） １６１ －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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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的困境

彭托皮丹在评论冰岛时提到， 哥本哈根和格吕克斯塔特捕获了大量

鳕鱼， 但他断言， 如果不是因为林业资源匮乏导致船只和木桶不足， 那

里可以有更多的收获。 因此， 他警告挪威人要保护他们的森林。① １７７０
年， 英国财政部向冰岛提供了 ５０００ 里斯克元的资金， 用于冰岛的木材运

送。 而丹麦国王向来自挪威桑墨尔 （ Ｓｕｎｎｍøｒｅ） 的 ２０ 名雇佣工人颁布了

一项法令， 要求他们在 ３ 年任期内教授当地人建造优质渔船以及使用挪

威鳕鱼捕网的技能。 由于对于当地状况和销售条件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

解， 这项尝试失败了。 然而， 鳕鱼捕网在多个地区投入使用。② 同样的意

图也隐含于这一事实背后， 即农业协会为冰岛沿海捕鱼而设的 １９ 个奖项

中， 有 ７ 个授予了以造船为副业的农民。③ 一名农民因 “宣称他发明了新

型制绳工具， 他通过展示利用麻线制作的钓鱼线和铅垂线获奖。”④ 冰岛

政府还试图吸引丹麦渔业公司前往该岛，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雄心勃勃

的冰岛、 芬马克和法罗群岛贸易公司于 １７７６ 年成立， 建造了至少 ４５ 艘

渔船。 这些船只按照当时最好的标准建造， 受到海军建筑师亨利克·杰

纳 （Ｈｅｎｒｉｋ Ｇｅｒｎｅｒ） 的高度赞扬。⑤ 此外， 公司还购买了一些美国船只， 并

开始绘制冰岛海岸的地图。⑥ 遗憾的是，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寥寥无

几。 １７７９ 年至少有 ２７ 艘船从事实际捕捞活动， １７８２ 年有 ２３ 艘， １７８３
年降至 １１ 艘。⑦ １８ 世纪末， 当冰岛人在敞舱船以手钓的形式捕鱼时， 法国

和美国已经采用专业渔船进行捕捞作业， 这种状况直到 １８５０ 年之后才真正

改变。
另外，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描述的那样， 冰岛在鳕鱼腌制 （ｋｌｉｐｆｉｓｈ） 方面

取得了成功， 鳕鱼腌制的方法由外国渔民发明并传播到挪威和丹麦等地。

８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１６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ｈｖｏｒｅｆｔｅｒ ｅｎｄｅｅｌ Ｂａａｄｅ⁃Ｂｙｇｇｅｒｅ ｏｇ Ｆｉｓｋｅｒｅ ｅｒｅ ａｔ ａｎ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ａｔ ｇａａｅ ｔｉ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７２）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ｃｈｓｅｎ ｉ Ｏｌａｖｉｕｓ，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 Ｒｅｉｓｅ， ｘｃｉｘ － ｃｉｉ．
ＬＨＳ １７８４，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６， １７９０， １７９１．
ＬＨＳ １７８６．
Ｋｌｅｍ， １６９ － １７５．
Ｐｌａｃａｔ ａｎｇ ｄｅ Ｂｅｖｉｉｓｌｉｇｈｅｄｅｒ ｓｏｍ ｅｆｔｅｒ Ｐｌ ａｆ ６ Ｊｕｎｉｉ １７８７ ｕｄｆｏｒｄｒｅｓ ｔｉｌ Ｐｒæｍｉｅ⁃Ｅｒｈｏｌｄｅｌｓｅ ｆｏｒ
Ｓｋｉｂｅｓ Ｕｄｒｕｓｔｎｉｎｇ ｔｉｌ Ｆｉｓｋｅｆａｎｇ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９０）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ｃｈｓｅｎ ｉｎ Ｏｌａｖｉｕｓ，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 Ｒｅｉｓｅ ｃｉｖ － ｃｖ， ｃｘｘｖｉ， ｃｘｘｘｖｉｉｉ．
Ｋｌｅｍ， １７６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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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挪威网捕的争论

挪威渔业贸易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１７２９ 年， 挪威发布禁止进口

干鱼的法规， １７７４ 年拓展至所有种类的腌制鱼类。① １８ 世纪 ５０ 年代， 卑尔

根、 特隆赫姆、 克里斯蒂安松和莫尔德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ｕｎｄ） 每年出口鲱鱼 ２０ 万

桶。 这与 １７２０ 前后的出口量相比， 增加了 １０ 倍。 １７６０ 年之后， 迅速下降

到约 ５ 万桶， １８ 世纪后期一直保持这一水平。 此外， 挪威出口了大量盐渍鳕

鱼干， 出口量从 １７３０ 年约 ２ ５ 万船次增加到 １７５０ 年的 ６ 万船次。 此后开始

下降， １８００ 年再次上升到 ９ 万船次。② 相比之下， １９ 世纪初， 利姆海峡至奥

尔堡的鲱鱼出口量位居帝国第二， 高达 ５ 万桶， 但 １８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
其出口量保持在 ５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桶。③

不幸的是， 挪威渔业生产的高峰时期恰逢欧洲市场价格下跌， 因此

１７２０ 至 １７５０ 年挪威渔业一蹶不振。 斯塔万格 （Ｓｔａｖａｎｇｅｒ） 和默勒 （Ｍøｒｅ）
之间的韦斯特兰 （Ｖｅｓｔｌａｎｄｅｔ） 主要是农民参与捕鱼， 经济衰退可以通过加

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来补偿。 罗弗敦 （Ｌｏｆｏｔｅｎ） 以及芬马克、 特罗姆斯和

桑墨尔的渔民则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 渔民被迫放弃昂贵的捕捞设备。 １８
世纪初， 主要靠手钓 （称为 ‘ ｊｕｋｓａ’， 一种带有单钩的钓具）、 网捕和带有

数百个钩子的延绳钓 （ｌｏｎｇｌｉｎｅ） 捕鱼。 危机时期， 渔民放弃了网捕和延绳

钓等更先进的工具， 转而采用低廉的工具进行手钓， 放弃运用先进工具提高

捕鱼量的方式。④

关于捕捞网的使用， 民间和学术界都存在诸多争议。 关于捕捞网的使用，
民间和学术界都存在诸多争议。 １７７０ 年， 菲洛诺瓦维乌斯 （Ｐｈｉｌｏｎｏｒｖａｇｉｕｓ）
在其发表的著作中提出， 鱼被渔网所散发的沥青和焦油的气味吓跑了。⑤ 但

是， 利姆海峡的实践结果与这一观点相悖。⑥ 尽管如此， １８００ 年， 松恩峡湾

９１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ｌａｃａｔ ａｎｇ Ｆｏｒｂｕｄ ｐａａ ｆｒｅｍｍｅｔ ｔøｒ Ｆｉｓｋｅｓ Ｉｎｄｆøｒｓｅｌ ｕｄ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ｏｇ Ｎｏｒｇｅ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２９） 
Ｈｏｌｍ， Ｋｙｓｔｆｏｌｋ ９０， １０１．
Ｓｔåｌｅ Ｄｙｒｖｉｋ， Ｄｅｎ ｌａｎｇｅ ｆｒｅｄｓｔｉｄｅｎ １７２０ － １７８４ Ｎｏｒｇ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８ （Ｏｓｌｏ １９７７） １１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ａｇｎｕｓ Ｏｌｒｉｋ，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ｍ Ａａｌｂｏｒｇｓ Ｈａｎｄｅｌ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７３） ．
Ｄｙｒｖｉｋ １１７．
Ｐｈｉｌｏｎｏｒｖａｇｉｉ ｖｅｌｍｅｅｎｔｅ Ｔａｎｋｅｒ ｔｉｌ ｖｅｌｔæｎｋｅｎｄｅ Ｍｅｄｂｏｒｇｅｒｅ （１７７０） ９０．
Ｊｏｈａｎ Ｌｕｄｖｉｇ Ｌｙｂｅｃｋｅｒ， Ｆｏｒｓøｇ ｔｉｌ ｎｏｇｌｅ Ｂｅｔｒａｇ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ｖｅｒ Ｆｉｓｋｅｎｅ ｏｇ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ｎｅ ｉ Ａｌｍｉｎｄｅｌｉｇｈｅｄ，
ｓａｍｔ ｔｉｌ ｅｎ ｐｈｙｓｉｓｋ⁃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ｋ⁃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ｏｇ ｐｏｌｉｔｉｓｋ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ｍ Ｓｉｌｄｅ⁃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ｎｅ ｉ Ｓæｒｄｅｌｅｓｈｅｄ ｏｇ
ｆｏｒｎｅｍｍｅｌｉｇ ｄｅｔ， ｓｏｍ ｄｒｉｖｅｓ ｉ Ｌｉｍｆｉｏｒｄｅｎ， ｅｔｃ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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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ｇｎｅｆｊｏｒｄ） 发布禁止使用鳕鱼网的法令。①

彭托皮丹抵制所谓的鳕鱼网有害论， 他认为， 从前只使用过线钓进

行捕捞， 而过去的 ２０ 年， 锚固网 （ 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ｎｅｔ） 已被用来捕捉春鳕鱼。
总而言之， 各种争论都是经济争议。 渔民和农民思想相对守旧， 认为应

该保持传统方式。 他们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 认为渔网吓跑了鳕鱼， 因此

新型捕鱼工具是有害的创新。 然而， 这种反对意见站不住脚， 因为不可

否认的是， 随着鳕鱼网投入使用， 该城镇的出航次数明显减少， 渔获却

大幅增加。 毋庸置疑， 网捕对企业更为有利， 因为个人无力购买昂贵的

巨型捕网。②

特隆赫姆教区的律师约翰·彼得·里斯特 （ Ｊｏｈａｎ Ｐｅｔｅｒ Ｒｉｓｔ） 关于网

捕的利弊进行了更仔细的探讨， 分析了民众反对网捕的原因。 他认为，
鱼类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以使用不同种类的渔具捕获， 反对网捕只是

基于偏见。 “有人说对普通人而言， 网捕的成本确实太高， 但网捕的渔获

量比传统垂钓更多， 而且渔获的存活率更高。”③ 他的结论是， 当没有新

型工具进行捕获时， 可以采用传统手钓以养家糊口。 国家不应干涉渔具

的使用， “因为在贸易问题上的所有胁迫都会抑制而非促进科学、 竞争和

发现精神”④。
里斯特分析了各种材料特性后， 建议使用英式钩子和细麻花线， 每四根

加捻制造优质纱线， 取代通常使用的粗制单线， 还就整个季节应使用的不同

种类的诱饵提出了建议。 然而， 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 捕鱼站应建立更完

善的法律和秩序。 随着捕捞强度和从业人数增加， 违规操作屡见不鲜。 采用

传统手钓的渔民通常不会离开渔具， 只能寸步不离地使用和照看渔具。 采用

网捕时， 渔民通常不必一直守候。 按照规定一艘船可以在特定区域捕鱼， 为

了增加渔获， 有的人会在别人到达之前偷偷抵达该区域捕鱼。 “当渔网随着

波浪起伏而飘荡时， 多艘船的装备会缠绕在一起。 没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不

会相信这会造成多大的麻烦， 产生多么令人生厌的后果， 整理如此大量的装

备会浪费多少时间。”⑤

０２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ｌａｃａｔ， ｉｎｄｅｈ Ｆｏｒｂｕｄ ｍｏｄ Ｔｏｒｓｋｅｇａｒｎｓ Ｂｒｕｇ ｉｎｄｔｉｌ ｖｉｄｅｒｅ ｉ Ｓｏｇｎｅｄａｌｓ Ｆｉｏｒｄｅｎ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００）．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２５２．
Ｒｉｓｔ １４．
Ｒｉｓｔ ２６．
Ｒｉｓｔ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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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特提出的问题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即捕鱼强度增加以及在有限的

空间内使用更复杂的捕鱼工具。 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即任命两名渔业

管理员， 这一建议在未来的渔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鱼的保存———挪威盐干鳕鱼

除网捕领域有所进展外， 挪威还对鳕鱼的保存和营销方式进行了改

进。 尤其是采用鳕鱼肝制油， 价格低廉鳕鱼肝油成为鲸鱼油和海豹油的替

代品。①

然而， 真正的创新是盐干鳕鱼。 首先将鱼切割并腌制一小段时间， 然后

平铺在岩石上曝晒， 这种方式英国渔民在冰岛最先采用。② １６６９ 年， 英国和

苏格兰商人开始在克里斯蒂安松生产盐干鱼， 后逐渐传播至桑墨尔。③ １８ 世

纪 ３０ 年代， 这一生产方法在桑墨尔广泛使用。 １８ 世纪下半叶欧洲战乱频

仍， 丹麦始终保持中立政策， 当其他国家被迫减少捕捞活动时， 挪威在法

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盐干鱼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１７６０ 年前后， 冰岛

贸易公司建立了几家盐干鳕鱼工厂。④

当局严格把控盐干鱼的质量并放眼国外市场。⑤ 围绕桑墨尔的产品质量

问题， 一场激烈的讨论展开了。⑥ 纽芬兰的气候同样十分适合生产盐干鱼，
英国商人在纽芬兰收购大量鲜鱼并与挪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１８ 世纪下

半叶， 挪威出口的盐干鳕鱼总量约为 ６０００ ～ ７０００ 吨， 冰岛鳕鱼干和盐干

鱼的出口量约 １０００ 吨， 而 １８ 世纪 ９０ 年代新英格兰和纽芬兰的出口总量

约为 ４ ５ 万吨。⑦ １７８２ 年， 皇家农业协会授予冰岛的一位商人金质奖章，

１２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ｙｒｖｉｋ １１８．
Ｃ 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Ｆｉｓｈｓａｖｉｎｇ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ｓ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５５） １２８ － ３７．
Ｇｒøｎ １９４２， １２６．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ｃｈｓｅｎ ｉｎ Ｏｌａｖｉｕｓ，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 Ｒｅｉｓｅ， ｘｃｖｉｉ．
Ｆｏｒｏｒｄｎｉｎｇ ａｎｇ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ｒｎｅ ｏｇ Ｆｉｓｋｅ⁃Ｈａｎｄｅｌｅｎ Ｎｏｒｄｅｎｆｉｅｌｄｓ ｉ Ｎｏｒｇｅ， ｓａｍｔ ｈｖｏｒｌｅｄｅｓ ｍｅｄ Ｆｉｓｋｅｎｓ
Ｖｉｒｋｎｉｎｇ ｏｇ Ｓａｌｔｎｉｎｇ ｓｋａｌ ｆｏｒｈｏｌｄｅ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５３） ．
Ｈａｎｓ Ｓｔｒøｍ， Ｐｈｙｓｉｓｋ ｏｇ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 Ｂｅｓｋｒｉｖｅｌｓｅ ｏｖｅｒ Ｆｏｇｄｅｒｉｅｔ Ｓøｎｄｍøｒ （ Ｓｏｒøｅ １７６２ － ６６ ）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Ｍｅｙｅｒ， Ｂｅｔｒａｇｔｎｉｎｇｅｒ ｏｍ ｄｅｎ Ｒｏｍｓｄａｌｓｋｅ ｏｇ Ｓøｎｄｍøｒｓｋｅ Ｒｕｎｄｆｉｓｋ， ｅｆｔｅｒ Ｉｎｄｂｙｄｅｌｓｅ ａｆ Ｄｅｔ
ｎｙｔｔｉｇｅ Ｓｅｌｓｋａｂ ｉ Ｂｅｒｇｅｎ ｆｏｒｆａｔｔｅｔ ｏｇ ｉｎｄｓｅｎｄｔ （ Ｂｅｒｇｅｎ， １７７５ ）  Ｌｙｄｅｒ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Ａ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ｉｎｄｅｈｏｌｄｅｎｄｅ Ｂｅｓｖａｒｅｌｓｅ ｐａａ ｄｅｔ Ｓｐøｒｓｍａａｌ： Ｈｖｏｒ ｖｉｄｔ ｄｅｔ ｋｕｎｄｅ ａｎｓｅｅｓ ｇａｖｎｌｉｇｔ ｅｌｌｅｒ ｓｋａｄｅｌｉｇｔ， ａｔ
Ｒｕｎｄｆｉｓｋ ｂｌｉｖｅｒ ｖｉｒｋｅｔ ｉ Ｒｏｍｓｄａｌｓ Ｆｏｇｄｅｒｉｅ ｏｇ Ｔｒｏｎｈｉｅｌｍｓ Ｓｔｉｆｔ？ （Ｂｅｒｇｅｎ， １７７５） ．
Ｊóｎ Ｊóｎｓｓ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ｆ Ｉｃｅｌａｎｄ １６００ － １９００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９９４ （Ｅｓｂｊｅｒｇ， １９９４）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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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奖他 “通过使用纽芬兰的方法使冰岛鱼类加工业取得显著进步” ， 当

地治安官因鼓励渔民大规模使用纽芬兰方法加工鱼类而被授予银质

奖章。①

奥洛斯·奥拉维乌斯 （Ｏｌａｕｓ Ｏｌａｖｉｕｓ） 是 １８ 世纪渔业知识最渊博的冰

岛作家之一， 也是丹麦北日德兰半岛斯卡恩角的海关官员。 他撰写了一篇关

于家乡文章， 以及一本关于冰岛渔业的专著， 并因此获得奖励。② 他积极倡

导在斯卡恩角生产盐干鳕鱼。 斯卡恩角临近优质渔场， 具备鳕鱼捕捞的必要

自然条件， 但大部分捕捞工作都是由瑞典船只完成的。 １７５８ ～ １８１９ 年的大

量皇室记录显示， 瑞典的近海捕鱼业只是徒劳无功的尝试。 斯卡恩角的居民

中只有 ６ 名男子能够驾驶敞篷划艇。 １１ 月至圣诞节期间， 斯卡恩角居民使

用特殊种类的大钩子进行了短期的鳕鱼捕捞作业， 根据奥拉维乌斯的说法，
“这种鱼钩类似于荷兰人使用的捕鱼工具， 但不是棕褐色的， 使用方法可能

是错误的”③。 此时， 外国影响力开始在鱼类加工业上留下印记。 仍然有许

多人使用传统方法制作鳕鱼， 但盐干腌制法只被少数人采用。 在奥拉维乌斯

时期， 盐干鱼占据斯卡恩角鱼类出口总值的 ６０％ ～７５％ 。 然而， １９ 世纪初，
该镇出口的最主要部分还是春季和秋季捕获的比目鱼， 经过粗糙的脱水程

序， 以低廉的价格远销海内外。 我们还可能注意到， 盐干法从挪威西部推广

到北日德兰用了约一百年的时间。 奥拉维乌斯抱怨说斯卡恩角使用的盐太

少， 以至于不能达到最佳效果， 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 “这个新兴且

一本万利的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在斯卡恩角还是文叙瑟尔

（Ｖｅｎｄｓｙｓｓｅｌ） 的其他地方， 甚至在整个北日德兰半岛”④。
奥拉维乌斯希望盐干鱼产业能促进渔业贸易发展， 这一观点得到其他人

的赞同。 延斯出版了一本烹饪书， 其中包含诱人的盐干鳕鱼食谱。 他旨在通

过这种方式提高盐干鳕鱼价格， 从而促进渔业贸易发展。⑤

２２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ＨＳ １７８２， １７８７ － ８８．
ＬＨＳ １７７８ ａｎｄ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ｋ ｒｅｉｓｅ ｉｇｉｅｎｎｅｍ ｄｅ ｎｏｒｄｖｅｓｔｌｉｇｅ， ｎｏｒｄｌｉｇｅ ｏｇ ｎｏｒｄｏｓｔｌｉｇｅ Ｋａｎｔｅｒ ａｆ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Ｖｅｓｔｉｎｄｉｓｋ⁃Ｇｕｉｎｅｉｓｋｅ Ｒｅｎｔｅ⁃ｏ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ｏｌｄｋａｍｍｅｒ］ １ － ２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８０） ．
Ｏｌａｕｓ Ｏｌａｖｉｕｓ， Ｂｅｓｋｒｉｖｅｌｓｅ ｏｖｅｒ Ｓｋａｇｅｎｓ ｋøｂｓｔａｄ ｏｇ Ｓｏｇｎ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７８７） （ ｇｅｎｕｄｇ ｍｅｄ ｔｉｔｅｌ
Ｂｅｓｋｒｉｖｅｌｓｅ ｏｖｅｒ Ｓｋａｇｅｎｓ Ｋøｂｓｔａｄ ｏｇ Ｓｏｇｎ １７８７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９７５） １８６ － ９１．
Ｓａｍｍｅ ２０３ － ０７．
Ｗｉｔｈ， Ｅｆｔｅｒｒｅｔｎｉｎｇ ｏｍ ａｄｓｋｉｌｌｉｇｅ Ｍａａｄｅｒ ａｔ ｔｉｌｌａｖｅ ｓａｌｔｅｔ Ｃａｂｉａｕ ｅｌｌｅｒ ｓｔｏｒ Ｔｏｒｓｋ ｐａａ， ｉｓæｒ ａｆ ｄ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ｋｅ ｏｇ Ｎｏｒｓｋｅ， ｔｉｌ ｓｔøｒｒｅ Ｂｅｈａｇ ｅｎｄ ｖｅｄ ｄｅｎ ｓæｄｖａｎｌｉｇｅ Ａｆｋｏｇｎｉｎｇ ｏｇ Ｔｉｌｌａｖｎｉｎｇ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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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的保存———荷兰鲱鱼腌制法

一般来说， 鱼类的保存是从捕捞到餐桌期间不可忽视的核心环节。 １８１０
年， 来自荷尔斯坦因的阿珀特 （Ａｐｐｅｒｔ） 发明了在密封罐中保存蔬菜、 鱼和

肉的方法。 虽然当时这种方法已被引入丹麦， 但丹麦罐头行业在 ８０ 年后才

发展起来。①

皇家农业协会奖励那些尝试使用荷兰方法腌制鲱鱼的商人， 传统的保存

方法得到改进。 渔民在船上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宰杀和清洗鱼类， 并且将它们

储存在桶中。 几个世纪以来， 荷兰人一直守护着这种烦琐方法的秘密。 １８００
年前后， 苏格兰鲱鱼渔业快速发展， 年产量达 ６ 万桶， 但未能成功复制荷兰

的方法。② 这对丹麦和挪威商人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克里斯蒂安松和特隆赫姆的商人因按照荷兰方法保存鲱鱼而多次获得奖

励，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公布保存方法。③ １７９８ 年， 法尔松 （Ｆａｒｓｕｎｄ） 的一

位商人约胡姆·伦德 （Ｊｏｃｈｕｍ Ｌｕｎｄ） 意外获得荷兰的腌制方法。 １８ 艘荷兰

渔船由于害怕英国军舰， 停靠在法尔松港口寻求庇护， 其中 ３ 名船员在该地

定居， 并教导伦德和当地渔民如何清洗和腌制鱼类。④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 伦德凭借他在鲱鱼捕捞方面的技巧和采用荷兰方法腌制鲱鱼， 被协会授

予金质奖章， 他的荷兰同伴迈克尔·夸肯斯泰恩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Ｑｕａｋｋｅｎｓｔｅｅｎ）
被授予银质奖章。⑤

国有渔业公司———法尔松公司和阿尔托纳公司

法尔松的伦德贸易公司是丹麦帝国的两个试点之一， 政府和当地商人合

作发展渔业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该公司最早从事谷物贸易，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 开始在冰岛和格陵兰岛附近捕捞鳕鱼。 １７ 世纪 ６０ 年代出口高品质

３２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ｄｆøｒｌｉｇ Ｕｎｄｅｒｒｅｔｎｉｎｇ ｏｍ ｄｅｎ Ｍａａｄｅ， ｓｏｍ Ａｐｐｅｒｔ ｈａｒ ｏｐｆｕｎｄｅｔ ｔｉｌ 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ｒｅ ａｌｌｅ Ｓｌａｇ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ｓｅｒ
ａｆ Ｐｌａｎｔｅ⁃ｏｇ Ｄｙｒｅｒｉｇｅｔ ｉ ａｄｓｋｉｌｌｉｇｅ Ａａｒ Ｆｏｒ ｓｉｎ Ａｌｍｅｎｎｙｔｔｉｇｈｅｄｓ Ｓｋｙｌｄ ｏｖｅｒｓａｔ ｉ ｄｅｔ ｄａｎｓｋｅ Ｓｐｒｏｇ ｖｅｄ
Ｊｏ Ｆｒ Ｂｅｒｇｓøｅ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１１）．
Ｊｏｈｎ Ｄｙｓ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７７） ５６ － ５７．
ＬＨＳ １７７２， １７７３， １７８１ ｏｇ １７８４．
Ｈａｒａｌｄ Ｏｌｓｅｎ， “ Ｋｏｎｇｅｌｉｇｅ Ｆａｈｒｓｕｎｄｓ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  Ｍｅｄｄｅｌｅｌｓｅｒ ｆｒａ Ｋａｔｔｅｇａｔ⁃Ｓｋａｇｅｒｒａｋ⁃
ｐｒｏｊｅｋｔｅｔ ９ （１９８５） １７ － １８．
ＬＨＳ １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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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腌制鲱鱼， 趁这次鲱鱼商机赚的盆满钵盈。①

１７６７ 年， 皇家特许鲱鱼公司 （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Ｈｅｒ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在

阿尔托纳成立， 渔业机遇也在奥克尼群岛 （Ｏｒｋｎｅｙｓ） 出现。② 阿尔托纳公

司起初表现尚佳， １７７４ 年， 政府赎回格陵兰和斯匹次卑尔根地区与捕鲸业

务相关的股份。③ 这家公司依靠政府发放给每艘渔船的 １０ 里克斯元补助金

维系生存。 １７８１ 年， 该公司的资产仅有 ２８ 艘鲱鱼捕捞船、 ４ 艘单桅小帆船、
若干较小的船只和仓库， 价值约 １５ 万里斯克元。 该公司被运河公司吞并，
运河公司遵循皇家条款， 继续经营鲱鱼公司。 运河公司试图连通新运河和埃

尔德河， 以便从北海直达波罗的海， 这很可能是霍格·古尔德贝格 （Ｈøｅｇｈ
Ｇｕｌｄｂｅｒｇ） 的伟大雄图。 事实上， 该公司又建造了 ３ 艘鲱鱼捕捞船， 甚至在

１７８７ 年建造了 １ 艘捕鲸船。 但该公司在其商业贸易中损失了至少 ５０ 万里斯

克元。 在 １７８４ 年 ４ 月霍格·古尔德贝格被解职后不久， 政府不得不赎回所

有的私人投资。 １７９２ 年， 该公司被清算， 但所有资产的变现一直拖到世纪

之交。④

另外， 伦德在挪威的公司逐渐组建了一支由 １２ 艘船组成的船队， 其中

一部分用于奥克尼和冰岛进行捕鱼活动， 另一部分用于在冰岛和北海附近

（ｔｈｅ Ｊｙｓｋｅ Ｒｅｖ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ｇｇｅｒ Ｂａｎｋ） 的延绳钓作业。 所有这些行动都得到了

庞大的资金支持， 其中一部分来自伦德家族， 一部分来自霍格·古尔德贝格

的亲 密 盟 友———税 务 总 监 海 因 里 希 · 卡 尔 · 希 默 曼 （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Ｃａｒｌ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ｍａｎｎ） 伯爵， 他于 １７ 世纪 ７０ 年代投入了大量的个人资本。 这些做

法首次打破了挪威利斯特地区在海岸附近使用锚固网捕鱼的传统， 并有望将

捕鱼技术发展至国际顶尖水准。 １７８０ 年， 农业协会分别授予伦德和他的 ３
名船长大大小小的银质勋章， 表彰其 “建立重要渔业产业” 的贡献以及

“勇敢与警戒”。⑤

伦德公司渔业活动朝 “国际化” 发展。 例如， 两位意大利铁匠建立工作

坊为渔船制造鱼钩， ２ 名葡萄牙专家监管鳕鱼干的准备工作。 捕鱼任务由丹

麦和弗里斯兰 （Ｆｒｉｓｉａｎ） 的瓦登海群岛 （Ｗａｄｄｅｎｓｅ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的人承担，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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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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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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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ｅｍ ＩＩ （１９８６）， ５８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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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荷兰和阿尔托纳航行至此， 分工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运用纽芬兰方法

制作的鳕鱼干， 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比挪威同类商品高 ４０％ 。 该公司的桶

装盐干鳕鱼在价格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优势。 １８０３ 年， 约胡姆·伦德出口

盐干鳕鱼数量相当于卑尔根出口总量， 而且价格提高 ３０％ 。① 与阿尔托纳公

司一样， 法尔松公司在这一时期成为丹麦—挪威地区唯一的高品质鲱鱼市场

的供应商， 同时也是纽芬兰式鳕鱼干的唯一供应商。
另一方面， 伦德公司没有仿照同时期布胡斯的鲱鱼产业， 即将大量的鲱

鱼浓缩成鱼油。 丹麦—挪威政府委派的一位名为延斯·拉斯克的官员， 提议

建立一个类似于布胡斯的工程②， 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被采纳。 这是因为挪

威漂移网捕捞的鲱鱼比瑞典鲱鱼质量要好得多， 瑞典捕捞的鲱鱼被送到工厂

时已经开始变质了。
伦德公司运作模式通过各种形式获得推广。 当然， 伦德公司采用的方法

并不容易模仿。 １７６２ 年， 来自哥本哈根的一名船长里斯博尔 （Ｒｉｓｂøｌ） 开始

采用朱特兰礁的鳕鱼捕捞方法， 雇用日德兰西北海岸和其他朱特兰礁

（Ｊｙｓｋｅ Ｒｅｖ） 的船员。 据说， 这名船长的灵感来自瑞典、 荷兰和挪威的法尔

松渔民， 他们使用载有 １２ 名船员的帆船在礁石附近捕鱼。 １７７９ 年， 其他的

船长表明他们有兴趣仿效这种方法， 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③ １８００ 年， 资

金问题阻碍了当地商人打开法尔松的大门。 里斯博尔为沿海航行配备了新型

小帆船， 用于在朱特兰礁附近捕鱼， 结果仅收获 １５ 桶鳕鱼。 由于小帆船需

要应对海上风暴， 且船上设备不足， 能进行工作的时间实在太少， 所以他不

得不暂停这项行动。④ 因此， 虽然伦德公司的行动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

兴趣， 但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
自 １８０４ 年起， 政府通过皇家法尔松研究所向伦德公司注入资金， 这

意味着国家和伦德家族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该研究所负责从渔业上提高

政府财政收入， 同时通过推广使用新的捕捞方法， 培训挪威渔民， 发挥

政策在渔业方面的催化作用。 如通过制定更高的质量标准， 鱼类产品价格

５２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Ｏｌｓｅｎ， １７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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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ｌｅｄｉｇｅｔ ｖｅｄ ｅｔ ｎｕ ａｌｌｅｒｅｄｅ ｐå Ｄｅｆｌｅｈａｖｎ ａｎｌａｇｄ Ｓｉｌｄｔｒａｎｋｏｇｅｒｉｅ （Ｔｒｏｎｄｈｉｅｍ， １７９２）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 ｕｄｇ ）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ｎｎｉｎｇｓ Ｒｅｊｓｅ ｉ Ｔｈｙ １７７９ Ｈｉｓｔ Ａａｒｂｏｇ ｆｏｒ Ｔｈｉｓｔｅｄ Ａｍｔ
（１９１７） ６２．
Ｒａｔｈｋｅ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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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８０ ～ １００％ 。
突如其来的战争摧毁了所有努力。 法尔松的渔船队卷入战争。 １８ 世纪

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渔业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的， 但最终一无所获。 即

使如此， 也不能说完全失败， 因为利斯特兰德的渔民已经积累了捕鱼经验，
并形成自身特色， 成为斯卡格拉克 （ Ｓｋａｇｅｒｒａｋ） 地区最富有创造性的

渔民。①

１８１４ 年之前的丹麦渔业

１８１４ 年以前， 在利姆海峡使用定置网 （ｐｏｕｎｄ ｎｅｔ） 进行春季捕鱼活动

是丹麦王国的重要渔业活动。 １７００ 年前后， 奥尔堡商人的鲱鱼贸易开展得

如火如荼， 关于捕鱼场所的利益纠纷引起了几位政府官员的注意。 与大多数

其他类型的渔业不同的是， 定置网受产权和会费法的约束， 因此找到一条适

用法律来解决冲突至关重要。 当时采用解决办法是： 将捕鱼站的权利赋予那

些拥有土地的人， 从而将他们的所有权扩大到水域， 这一做法违背了自由捕

鱼的传统原则。 实际上捕鱼是直接在海滩上进行的， 小船仅用来设置渔网，
定置网捕鱼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水产养殖。

然而， １７５０ 年以后， 利姆海峡的捕鱼业迅速衰落， 商人向渔民高价出

售定置网股份。 作家利贝克曾因撰写关于丹麦渔业如何得到支持的专著获

奖， 他希望利姆海峡出现新的鲱鱼商机。② 当丹麦渔业面临来自航运业等报

酬较高的行业竞争时， 丹麦渔业确实开始衰退。 １８ 世纪的丹麦渔业停滞不

前， 无论是在捕捞或设备方面基本无进展。③

皇家农业协会、 丹麦渔业协会和赖尔森基金会

１８１４ 年之前， 冰岛和挪威的获奖者获得了 ４４ 个奖项， 而丹麦人获得了

４２ 个奖项。 然而， 丹麦人获得的奖项和挪威、 冰岛人所获奖项之间存在根

本区别。 后者主要授予对交易领域理论或实践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首批获奖

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关于挪威渔业的。④ 奥莱森 （Ｏｌｅ Ｌａｒｓｅｎ） 由于发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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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未被发现的捕鱼港， 被奖励 １０ 里斯克元的事例属于特例。 这一发现推

动了斯托雷根 （Ｓｔｏｒｅｇｇｅｎ） 鳕鱼捕捞业的发展， 它也成为 １９ 世纪挪威开展

大型渔业活动的主要港口。 由于渔民缺少足够大的船只， 无法安全地在远海

地区进行捕鱼作业， 因此， １７９１ 年， 一名商人凭借打造一艘可以载有 ７ 位

船员的大型船只受到奖赏， 能否 “在远海开展渔业活动”① 的问题不仅在于

技术方面， 还在于要充分利用技术和其他资源所需的资本问题。 因为保证渔

民获得更高的收入是促进渔业发展的唯一方法， 所以皇家农业协会加大贸易

奖励、 保护力度。
起初， 皇家农业协会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颁发的奖项仿照

挪威、 冰岛模式， 授予一些理论性文章。 一位来自利姆海峡的商人尼伯

（Ｎｉｂｅ） 凭借荷兰方式腌制鲱鱼的方法获得银质奖章。 除了一个奖项颁发给

了研究尼伯鲱渔业的专著， １７８４ 年的其他奖项都颁发给了渔民。 结果无论

是由于协会偏袒特定的获奖者， 还是因为整个国家都不了解奖励制度， 但获

奖者的地理分布体现了各地的渔业情况。 １７８４ ～ １７９５ 年， 授予渔民的 ２１ 个

奖项均颁发在西兰北部和西部。 这种现象的产生大概是由于该协会于 １７８４
年设立了一个奖项， 用于奖励在伊塞湾 （ Ｉｓｅｆｊｏｒｄ） 用漂移网进行捕捞活动

的渔民， 最终有 ７ 名渔民获奖。 但是其余的奖项一般都是为奖励捕鱼量而颁

发的， 并且不受地域限制。 对于这一现象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该协会和杰格

斯普里斯 （Ｊæｇｅｒｓｐｒｉｓ） 的渔民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关系， 因此杰格斯普里斯

的渔民获得了至少 １２ 项大奖。 该地的渔业管理员获得了 ２ 项总额达 ５０ 里斯

克元的奖金， 大多数渔民似乎都可分得一杯羹， 这种奖励看起来像在做慈

善。 例如， 克里斯滕·佩德森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 （一名渔业管理员雇用

的渔民） “在其妻子的帮助下” 捕鱼而获得了 １５ 里斯克元的奖励， 尽管事

实上他妻子由于断臂休假 ６ 周； “给予小佃农的妻子凯伦·安德斯 （Ｋａｒｅｎ
Ａｎｄｅｒｓｄａｔｔｅｒ） 和鞋匠的遗孀科斯汀 （Ｅｌｓｅ Ｋｉｒｓｔｉｎｅ） ４ ～ ６ 里斯克元的小额奖

励， 名义上是为了促进捕鱼业发展， 但也是一种社会援助。 这些活动的意义

在技术层面上似乎有些受限。 在伊塞湾使用漂移网的想法可能是想效仿利姆

海峡， 但人们怀疑漂移网的使用能否增加实际收入。 漂移网最适合大规模的

海洋渔业， 直至 １８３０ 年以后才开始大量投入使用。
１７８６ 年， 该协会为瑞索 （Ｒｅｅｒｓø） 的渔民购买了一种大型定置网， 这

７２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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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法极具深意。 定置网在利姆海峡极为常见， 但在世纪之交， 定置网才在

西兰岛沿海地区被广泛使用， 此后渔业的从业人员逐渐增加。 哥本哈根慈善

组织为定置网的普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大体而言， 与挪威和冰岛相比， 丹麦的渔业相对逊色。 农业协会针对帝

国北部的奖项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针对南部地区的奖项则给予了一些毫无建

树的人。 １７９０ 年之后， 该协会似乎在对渔业失去了兴趣， 直到失去挪威之

后， 才恢复针对渔业的奖励。
１８００ 年前后， 关注丹麦渔业发展的还有赖尔森基金会 （ ｔｈｅ Ｒｅｉｅｒｓｅ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该基金会成立于 １７９８ 年， 主要目的是为渔业提供支持， 例如

向想要购买渔网的渔民提供资助。①

１８００ 年， 在参议员延斯·维斯的倡议下成立丹麦渔业协会 （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该协会旨在促进渔业发展， 吸引了哥本哈根众多

龙头企业、 造船商和制造商的资金。 在前往西兰岛东部和南部海岸的旅途

中， 维斯劝告土地所有者和官员创办当地渔业协会并购买定置网。 事实

上， 定置网已经在许多地方投入使用， 他的宣传似乎增加了它们的使用

量。 此外， 该协会本身也拥有 １ 艘甲板船和一些来自英国的设备， 进行捕

鱼作业。 该协会主席延斯·汉格 （Ｊｅｎｓ Ｆｒ Ｈａｇｅ） 乘坐他们购置 “小鸟号”
（Ｆｕｇｌｅｎ） 的单桅帆船， 在 １８００ 年夏天， 用 ５ 周时间， 从松德海峡 （Ｓｏｕｎｄ）
航行到斯卡恩角， 考察渔业， 并与当地人频繁接触。 汉格打算继续沿西部海

岸和荷兰航行， 目的为了学习荷兰的捕鱼方法， 赫尔辛格 （Ｈｅｌｓｉｎｇøｒ） 的工

作人员警告他， 这样做有被当作工业间谍而被逮捕的风险， 再加上天气恶

劣， 他不得不放弃。
汉格对哥本哈根鱼市的不景气感到不满， １８００ 年 ８ 月 １ 日向该协会的董

事提议： “北海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大城镇， 许多天主教家庭某些特定时间必

须吃鱼， 此外还有许多小康之家希望能买到更多的鱼。 当渔民们知道能以更

高的价格出售鱼类时， 他们更有积极性。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荷兰催生了许

多技术娴熟的渔民。 而且在这个小镇里， 有些很少吃鱼的人可能是因为不知

道如何烹饪。 社会公众人物应宣传鱼类的营养价值， 倡导多吃鱼类。” 正如

前文所述， 他在同年出版的书中也提到这一观点， 其中介绍了挪威、 冰岛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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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干的烹饪方式。 然而， 汉格不得不承认， 用现有的船只不利于发展渔业。
该协会已经购买若干先进船只， 他建议再购买几艘船， 这些船将出租给斯卡

恩角最优秀的渔民以及来自瑞典的渔民。 按照汉格的设想， 该协会应该还购

买 ３ ～ ４ 艘渔船， 用于鲜鱼运输。 然而， 哥本哈根的渔业市场出现了内部问

题， 并且找不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鱼贩随意定价， 还自作主张将多余的鱼

送给雇佣女工。 汉格意识到协会通过中间商在市场上出售鱼类， 必定会蒙受

损失。 因此， 他建议渔民自己卖鱼。①

汉格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丹麦渔业协会开展的渔业活动引发了灾

难性的后果， 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运营。 然而， 汉格在丹麦水域的旅行提

供了有趣的信息。 他指出南部沿海的渔民非常勤奋， 并认为， 修缮港口是他

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其优势进入资本市场的必要条件。 另外， 如果国王在南卡

特加特省的黑塞勒 （Ｈｅｓｓｅｌø） 向一些渔民开放部分海域， 那他们可以建立

能够集中捕捞龙虾的港口， 渔业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 汉格在北西兰地区的

渔民的鲽鱼网中发现了龙虾， 但这一设备并非用于捕捞龙虾， 因此他认为：
如果能够使用合适的龙虾捕捞设备， 可以在当地建立一个生产龙虾酱的小型

厂。 他还建议安霍尔特岛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ｈｏｌｔ） 上的渔民购买更大的水箱，
直到来自西兰的霍恩贝克村 （Ｈｏｒｎｂæｋ） 的买家到达， 鱼都可以保持鲜活。
事实上， 如果没有买家， 他们会把鱼晒干， 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汉格对莱

索 （Ｌæｓø） 和赛比 （Ｓæｂｙ） 的渔业兴趣不大， 对于经常被哥本哈根买家光

顾的腓特烈港 （Ｆｌａｄｓｔｒａｎｄ） 兴趣寥寥， 那里的环境毫无生机， 港口也逐渐

废弃。 他还发现希特肖尔曼 （Ｈｉｒｔｓｈｏｌｍｅｎｅ） 的条件很好， 这里有优质的天

然海港、 熟练的航海家和渔民。 他与彼得·贝克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ｃｋ） 在岛上的会

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汉格写道： “贝克不仅自己造了一条船， 还用自己的方式亲手锻造大型

鱼钩， 甚至比来自英国的鱼钩更加实用。 他用来捕捉海豹的鱼叉比我在其他

地方看到或读过的任何工具都更适合这项任务。” 如果能有更多的买家光

顾， 渔民可以使用更大的水箱， 汉格、 贝克等人认为很有发展前景。 此外，
他们都发现龙虾罐 （ ｌｏｂｓｔｅｒ⁃ｐｏｔ） 的使用应该可以极大地增加龙虾捕捞量，
但是贝克并不熟悉龙虾罐的使用 （一种叫作 ｋｒａｎｊｅ 的简单箍网， 装有渔网

９２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Ｉｎｄｂｅｒｅｔｎｉｎｇ ｏｇ Ｂｅｔæｎｋｎｉｎｇ ｏｍ ｄｅｔ ｄａｎ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ｓｅｌｓｋａｂｓ ｎæｒｖæｒｅｎｄｅ Ｔｉｌｓｔａｎｄ ｏｇ Ｕｄｓｉｇｔ ｉ Ｔｉｄｅｎ，
ｕｄｇｉｖｅｔ ａｆ Ｆｏｒｍæｎｄｅｎｅ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０１） ４６ － ４９．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的铁环被放置在水底， 当渔民看到龙虾越过边缘时会将其拉起来）。 汉格从

挪威订购了龙虾罐， 由于荷兰渔民和买家的传播， 龙虾罐自 １７ 世纪以来得

到广泛使用。① 当克罗耶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访问希特肖尔曼时， 他发现

这是北日德兰地区唯一一个广泛使用龙虾罐的地方。
总之， 丹麦渔业协会活动的实际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该协会直到 １８１１

年才正式解散， 但实际上成立一年后就名存实亡了。② 即便如此， 作为第一

次从外部影响渔业贸易的直接尝试， 是不容忽视的。 该协会为后政府发展渔

业提供了一种模式。

鲜鱼市场和船只

虽然丹麦渔业技术停滞不前， 且渔业市场发展缓慢， 但还是在 １７５０
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人们可以将鲜鱼运往

更多的城镇， 鲜鱼销量和价格均有提高， 尤其鳕鱼和比目鱼的销售。 将活

鱼运往各地市场需要很高的技术， 与死鱼的运输完全不同。 鱼从鱼钩上取

下， 或者从渔网中拿出后， 必须立即转移到渔船上的水箱里。 只有鳕鱼和

比目鱼在这一过程中存活率较高， 而鲱鱼和鲭鱼无法存活。 在此之后， 船

只必须将捕获物运到市场本身， 或将其转送给中转船， 完成剩余路途的运

输工作。 如果采用这种交易方法， 就必须建立大型交易市场以便及时进行

交易， 因为鱼类极易腐败。 事实表明， 鲜鱼异地销售使渔民的收入有所

增加。
鲜鱼保存和运输是受荷兰的 “奎恩号” （ｋｗｅｅｎ） 的启发， 这种渔船可

以将多格浅滩 （Ｄｏｇｇｅｒ Ｂａｎｋ） 的活鳕鱼运送至荷兰。 他们在船舱内安装了

水密舱壁， 水可以通过船两侧的洞流进来。③ １８ 世纪， 泰晤士河上这种荷兰

式的船只熙熙攘攘④， 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也是如此。⑤

０３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ｍｍｅ， ２９ － ４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ｔｎｉｎｇ ａｎｇａａｅｎｄｅ ｄｅｔ Ｄａｎｓｋｅ Ｆｉｓｋｅ⁃Ｓｅｌｓｋａｂ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ｇ ｄｅｔｓ Ｅｉｅｎｄｅｌｅｓ
Ｒｅ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ａａ ｏｇ Ｒｅｇｎｓｋａｂｅｒ， ｂｅｍｅｌｄｔｅ Ｓｅｌｓｋａｂｓ ｖｅｄｋｏｍｍｅｎｄｅ， ｆｒａ １９ Ｆｅｂｒ １８０１ ｔｉｌ １ Ｓｅｐｔ
１８１１ ｕｄｇｉｖｅｔ ａｆ ［Ｃａｒｌ］ Ｐｏｎｔｏｐｐｉｄａｎ （Ｋø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１１） ．
Ｊ Ｊ Ｔｅｓｃｈ ｏｇ Ｊ ｄｅ Ｖｅｅｎ， Ｄｉｅ Ｎｉｅｄｅｒｌäｎｄｉｓｃｈｅ Ｓｅ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ｉ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ｅ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ｉ Ｎｏｒｄｅｕｒｏｐａｓ
ＶＩＩ： ２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９３３） ２９．
Ｄｙｓｏｎ ６６ － ６７．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Ｄｅ ｐｏｍｍｅｒｓｋｅ åｌｅｄｒｉｖｋｖａｓｅｒ ｏｇ ｄｅｒｅｓ ｂｅｔｙｄ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Ｈａｎｄｅｌｓ⁃ｏｇ
Ｓøｆａｒｔｓｍｕｓｅｅｔｓ åｒｂｏｇ （１９６１）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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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６１９ 年， 一名荷兰船长就获得了与哥本哈根进行鲜鱼交易的许可

证， 但条件是必须使用荷兰的活水蓄鱼船进行运输。① １７５７ 年， 船队使用波

美拉尼亚 （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 的活水蓄鱼船运输博恩霍尔姆 （Ｂｏｒｎｈｏｌｍ） 的鳕鱼，
供应哥本哈根市场，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１８０３ 年， 这些船只的数

量增加到 １４ 艘， １８１４ 年， 增加到 ２４ 艘。 博恩霍尔姆渔民的收获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 船队开始从大贝尔特和小贝尔特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ｅｌｔｓ） 的渔民

那里收购。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来自北日德兰半岛的腓特烈港的船长在这一领

域中占有一席之地②， 但是， 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 该地区的蓄鱼船运输业

才真正得到拓展。 １８１４ 年之后， 斯卡恩角以东所有拥有良好的码头或港口

的渔业协会， 都被整合到统一的采购系统中， 价格由哥本哈根的鲜鱼市场主

导。③ 毫无疑问， 蓄鱼船的应用意味着渔业的进步， 渔民能够从利润微薄的

干鱼交易转变为更迅速、 更有利可图的鲜鱼交易。④ 鲜鱼贸易是 １９ 世纪丹

麦渔业迅猛发展的基础。

结　 论

自 １８ 世纪中叶起， 丹麦北大西洋帝国为渔业和狩猎业改革做出了巨大

努力。 这些项目是根据对英国和荷兰使用的最新技术制定的， 但大多数都以

失败告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尚未完全揭示， 但资金匮乏， 尤其是高效和

彻底的组织的缺失似乎是重要因素。 问题不在于缺乏知识渊博的专家， 而是

需要技术能力强、 可以完成项目要求的专业团队。
相比之下， 市场机制的改进更为成功。 格陵兰繁荣的鲸油贸易刺激了因

纽特人的狩猎贸易。 １７８０ 年前后， 因纽特人的生活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
因为他们需要购买丹麦的生活必需品。 欧洲人提供的两种主要商品是酒精和

枪支。 枪支改变了因纽特人传统狩猎方式， 而饥饿和酗酒的反复出现与技术

进步和人口增长密切相关。 欧洲市场提供的商品加剧了因纽特人的社会

动荡。

１３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①

②
③
④

Ｈｏｌｇｅｒ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 ｕｄｇ ）， Ｋｖａｓｅｓｋｉｐｐｅｒ ｆｒａ Ｂøｊｄｅｎ Ｄｅｎ ｓｅｊｌｅｎｄｅ ｆｉｓｋｅ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ｎ ｎøｇｌｅｆｉｇｕｒ ｉ
ｆｉｓｋｅｒｉｅ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ｅｒｉｎｇ （Ｏｄｅｎｓｅ， １９７５） １０ － １１．
Ｖｅｒｎｅｒ Ｊｅｎｓｅｎ， Ｓｋｉｂｅ ｏｇ ｓｋｉｐｐｅｒｅ ｉ Ｆｌａｄｓｔｒ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ｈａｖｎ， １９８３） ２１．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１９７５， １２ － １４； Ｓｔｉｂｏｌｔ １８１４， １７； Ｋｒøｙｅｒ １８６６， １１６ － １９．
Ｈｏｌｍ， Ｋｙｓｔｆｏｌｋ １４１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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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挪威与冰岛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盐干鳕鱼销售对于 １９ 世纪的经济

增长至关重要。 当时冰岛和挪威的学者经常指责丹麦行政部门官僚作风严

重， 缺乏对渔业相关经济问题的洞察力。 但本研究表明， 丹麦帝国当局对于

开发利用北方资源具有浓厚的兴趣，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效仿荷兰的鲱鱼产

业， 在地方上， 通过皇家农业协会等机构激励当地企业家与创新者。 虽然结

果不甚理想， 但不可否认政府的良好初衷， 这一点在 １７７０ 年之后表现得更

为突出。 约翰·彼得·里斯特的著作指出， 在看似未能引进新技术的背后，
我们应该寻找阻碍技术进步的地方性和社会性因素， 从而使专业渔民而非以

渔业为副业的农民受益。
霍格·古尔德贝格对捕鲸和捕捞船队的建设进行了巨额投资， 但开发捕

鲸、 海豹捕猎和捕鱼业的宏伟项目最终宣告失败。 本研究没有将原因归结为

官僚作风， 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使用了当时最新技术的极具前景的宏伟计划。
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可能与当地造船厂和维修材料的匮乏、 基础设

施的缺失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有关。
丹麦政府的努力结果与其对大型商贸企业的刺激有关。 位于挪威南部法

尔松的伦德公司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它展示了技术创新、 熟练劳动力的培

训以及欧洲市场组织的发展。 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者的负面报道， 使得 １８
世纪北大西洋渔业政策看似失败， 但现在应该重新进行评估。

鲜鱼市场的发展， 意味着丹麦渔业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经济衰退后， 开

始转变为更合理的经营方式。 虽然北大西洋市场是在国家层面的倡议下组织

的， 但私营中间商的努力在丹麦市场的各个重要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ｗｈ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ｕｌ Ｈｏｌ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ｏｎｗａｒｄ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ｋｅｄｏｍｓ ｏｆ 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 ａｎｄ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ｉｎｎ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Ｎｏ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ｒｌｙ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ｒｏ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３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１７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ｔｏ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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