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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饭局上的血案：

明朝日本使节“争贡”引发倭患
在历史上，请客吃饭引发革命的事件确实是不少。公元1523年、明嘉靖二年，大明宁波市舶司设宴招待两拨前来

朝贡的“日本友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两帮人酒酣耳热之际自己却打起来了，这场斗殴可不是普通的酒鬼耍酒疯，它它
不仅规模巨大（被称为争贡之役），而且导致中日之间拉开了一场前所未有奇葩冲突——— 所谓的“嘉靖大倭寇”。

明朝日本“贡使”
多是海盗商人

整个明代的中日关系
主要是围绕倭寇、朝贡和抗
倭援朝这三件大事展开的。
其中，倭寇最让明朝政府和
百姓头疼，从朱元璋建立明
朝开始，倭寇就来骚扰，几
乎与明朝的存亡相始终。

虽然接到倭寇侵犯的
报告后，朱元璋怒发冲冠，
为杜绝倭害，有派兵征讨日
本的打算，但由于明朝刚刚
建立需要休养生息，而且北
方元朝势力还比较强大，他
感觉还是通过外交途径，不
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于是
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认为倭寇侵犯
中国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
日本政府的支持或默许，所
以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但朱元璋与怀良亲王的几
次使节往来非常不顺利，直
至最后朱元璋一怒之下决
定与日本断绝关系。

不过，《明史》却多次记
载说日本来朝贡了。例如，
洪武七年七月，有日本人来
贡：“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
遣僧奉表来贡”。日本使节
几乎是年年入“贡”，岁岁来

“朝”，但因他们几乎都无表
文、国书，朱元璋拒绝接纳。

因为所谓的“日本使
者”有真有假。真使者不带表
文是不想在称呼上为难（即
称臣与否，不带可以回避称
臣），而假使者自然没有表
文。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
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
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
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
之。可见那些朝贡者多是一
些“不得间”的日本“海盗商
人”。他们经常到中国或朝鲜
进行贸易，往往很不景气，日
本那时没有什么可输出的。
想购买的东西倒是太多，当
自己的货物没有出售而无钱
购进的时候，他们一旦发现
沿海官府和中国百姓没有防
备，就摇身一变成为海盗，
抢劫沿岸中国居民。

纵观整个明代的中日
交流史，日本朝贡使节和海
盗之间的身份总是很暧昧，
这也不仅仅是朱元璋一朝
的事。当时的日本正处在

“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盗
贼流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
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
的使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
上了强盗习气。

中国正史中就不乏日
本贡使“变身”为海盗的记
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百
三十七就有如下记载：明景
泰四年，日本“贡使至临清，
掠居民货”；天顺初，“其王
源义政移书朝鲜王，令转请
遣使谢罪，廷议使臣不得仍
前肆扰”；成化四年十一月，

“倭使伤人于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
国王“源义高遣使来京，还
至济宁，其下仍持刀杀人，
诏严防禁”。

以上史实可见，明朝防
日本贡使亦如防盗一般。

据趣历史

明太祖版“抵制日货”

说起“争贡”，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给人
装孙子送礼品，这算什么好事，怎么还要争
着抢着上。想理解“争贡之役”的经纬，先说
说这两拨日本人争得这个“贡”到底是啥。今
天人们说起“上贡”，八成会联想起打够级或
者小地痞收保护费啥的。但500年前的明代，

“朝贡”的概念不是这样的，它是当时中国唯
一获得官方认可的贸易方式。

所谓“朝贡贸易”的制定，要从大明开
国皇帝朱元璋说起，作为要饭出身的天
子，老爷子本来就本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对
商业没啥兴趣。加上对于商人，汉族人确
实心里有阴影——— 南宋亡国时，聚居在泉
州的阿拉伯商人曾经趁火打劫，联合蒙古

人干了汉人一家伙，这段经历更是让朱元
璋同志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甫一
登基，明太祖就明发上谕，要在华的各国
商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安其土”）；
至于国内老百姓，皇上以严厉家长口气让
他们老老实实在家修理地球、出海经商则
想都不要想（“片板不得下海”）。这就是明
初著名的禁海令。

朱元璋的禁海令，等于把明朝与外界的
民间贸易直接取消了，外国再想跟中国做生
意咋办呢？老朱同志想了个奇招——— 来做生
意不行，但来上贡我们欢迎。具体方法是各

“藩属（明朝单方面认定的）”，隔三差五带点
贡品来孝敬大明。而明朝则以“回赐”的方
式，以中国物产回报之。

由于天朝向来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这种

所谓的“朝贡贸易”都是进贡得少，赏赐得
多。周边小国们一通算盘打下来，发现面子
虽然有点亏，但里子却赚翻了。所以争着抢
着拿仨瓜俩枣的土特产来揩大明的油水。老
朱家一看这么被薅羊毛也不成，于是制定了
所谓的“堪合文册”，赐给入贡的各国使者，
要求各国按指定年限定期前来。到了朝贡年
份，入贡使者须携带“勘合文册”，到港口市
舶司保管的副本进行勘验。人员、船支、数
量、货物，勘验无误，才允进贡。这种官方贸
易体系又被称为勘合贸易。说白了，这玩意
儿相当于今天的贸易许可证。

既然要搞中央统筹的“许可证贸易”，允
许哪个国家能频繁来揩油就有了大说头。像
朝鲜、琉球这样离中国近又同文同种的“亲
藩”，恨不得一年能来好几回。但偏偏日本，
却被定了个“十年一贡”。如此给日本冷脸，
是 因 为 明 朝 一 开 国 两 家 就 闹 了 个 小 误
会——— 朱元璋刚当上皇帝，就派使者到日本
去让人家认大哥，可日本当时当政的怀良亲
王是一二货，一听大陆来人，本能的以为是
元朝人又来搞口头骚扰了，直接把使者咔嚓
了。等弄明白咋回事儿，想道歉也晚了。朱元
璋这厢当然火冒三丈，当下就威胁要教训日
本。日本那边一看脸已撕破，干脆回了封国
书，大体意思是说：你要战，便来战，反正贵
国前朝已被教训的很惨。

朱元璋接到国书后，发现对方说的好有
道理，他竟无言以对。愤怒之余，就给日本定
了个史无前例的“十年一贡”。

一单生意两份账

这个“十年一贡”，可把日本人憋坏了，
明明离得这么近，日本的经济体量超过东亚
其他国家。中日之间如此稀薄的朝贡贸易，
当然满足不了日本商人的胃口，也不符合中
国的利益。可是朱元璋定的规矩在明朝被称
为“祖制”，理论上是万世不可易的。无奈之
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个变通——— 进贡虽然还
是十年一次，但一次去的体量却大的惊人。
朝贡制度确立仅仅50年后，日本朝贡明朝的
商船已经达到9艘，人数上千，单日本刀就达
到近万把。其疯狂程度，很有点今天中国游
客到日本血拼的架势。

这么大一单生意，做的人当然爽翻了，
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
峰”根本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谁来做呢？考虑
到日本当时正在经历幕府时代，这事儿理论
上是幕府将军说了算。但问题是，当时日本
正在经历“室町幕府”时代，该幕府名义上的

掌权人足利氏也算倒霉催的，大部分政令出
不了京都的门。所以勘合文书一到，往往将
军还没开口说话呢，生意单就已经被底下的
各个大名分了。这么有组织无纪律的分配方
式，当然早晚要出事儿。

话说明正德八年 ( 1 5 1 3年 )，明朝给日
本进贡使者颁发新勘合文书，文书还没被
送到京都走程序，路过九州岛时就被当地
大名大内氏截下来了。软蛋的将军对这种
明摆着不给领导面子的行为无可奈何，只
得批准。但盘踞在京都地区的另一个大名
细川氏却不干了，大内氏他们惹不起，就
死皮赖脸的跑到将军那里去闹。将军对这
种武装上访行为也是好脾气，翻了半天箱
底儿，突然发现N年前还剩了一份旧的堪
合文书，于是硬着头皮拿出去塞给了细川
氏。细川氏那边也不知是没文化还是见识
浅，居然真就这么被糊弄了，欢天喜地地
拿着旧文书回家准备到中国去揩油。

这么处理当然早晚要露馅，到了十年

以后的1523年，大内氏派出的使者宗设谦
道，带着大明朝新颁发的勘验名册出发，
而细川氏则派了使者鸳冈瑞佐，拿着旧文
书也往明朝走。两拨人就在交货的宁波市
舶司不期而遇了。

当时主管宁波市舶司对日事务的是个
太监，叫赖恩。面对一单生意，两份文书，赖
公公估计当时也有点懵。关键时刻，细川氏
那厢冲出一位风度翩翩的花样美男，跑到他
面前细语几句，公公脸色顿时豁然开朗，说
来的都是客，大家就都先安顿下来，带来的
贡品就日后细细勘验好了。

扭转局势的这位美男子，是细川氏的副
使宋家卿，看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中国人。身
为天朝子民，他当然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虽然本团拿的文书是已经作废旧本，但
在宋家卿的“运作”下，收了钱的赖恩还是决
定连他们的货也一块儿收了，而且还让他们
率先验货，反正回赐是花的公家的钱，又不
用他赖公公自掏腰包。

二杆子使节借酒撒疯

大内和细川的矛盾，看似就这么解决
了。但有人对这种安排很有些不爽，那就
是宗设谦道。作为大内氏的正使，对于本
家十年前拦路打劫抢来的“正版文书”，宗
设是很看重的。可如今宋家卿靠受贿手
段，居然抢在自己的前头先验了货，宗设
估计心里已经不是很爽了——— 当强盗享
受待遇居然顶不上干行贿的，绿林好汉的
尊严何在啊？

真正将宗设点炸的，是市舶司当年五月
为两拨使团安排的一次酒宴。赖公公估计也
是好心，听说两拨人有过节，可能是想借着
酒宴和天朝威仪帮着调解调解。可是一落
座，宗设的脸上立刻不好看了———“盗版”细
川氏坐在上手的位置，自己却屈居下手，搞
得和个跟班似的。所以在酒席桌上，宗设就
开始给大家普及版权知识教育，表明自己的
正当权利。没想到细川氏那边得了便宜还嘴
欠，正使鸳冈瑞佐出言讽刺，说您打住吧，堪

合本来就是给足利将军家的，您家硬抢来有
啥合法性？

打人打脸，揭人揭短。正说在兴头上的
宗设被这么一呛恼羞成怒，当即拍案而起。
鸳冈那边也不是怂包，也踢翻了桌子准备开
打。做东的赖公公倒是不拉架，立刻端茶送
客，大家要打可以出去打，打完了再回来做
生意。

按理说，两拨来进贡的使团，在别国的
土地上一语不合掐起来，充其量也就是酒鬼
斗殴的级别。但别忘了，日本由于享受“十年
一贡”的“特殊待遇”，每次来的人都很多。最
关键的是，两帮人带来的贡品中有一宗重要
物品——— 日本刀。这个商品让大明对使团进
港就解除武器的法令形同虚设。宗设响应赖
公公号召下了酒席桌后，立刻回家散发武
器，而后带着亲兵掉头杀回宴会厅。损完了
人的鸳冈瑞佐此时还在跟赖公公喝酒呢，当
即被斗杀。作陪的公关先生宋家卿眼见此景
被吓得花容失色，立刻在明朝军队保护下开
溜。杀红了眼的宗设倒也不客气，一路追着

宋家卿从宁波到余姚，又从余姚到绍兴。一
路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甚至干掉了明军
的一个都指挥和一个千户。直到把整个浙江
省都折腾够了才算酒醒，打算坐船回日本。
好在老天有眼，这伙流窜犯在海上遇上了风
浪，飘到朝鲜被朝鲜军队俘获，最终送回大
明被咔嚓了。

以上就是宁波“争贡之役”的梗概。这么
一场闹下来，明朝方面是又怒又惊——— 怒的
是日本人居然如此不识抬举，给你个赚钱的
机会，你居然来撒酒疯；惊的则是日本武士
的战斗力，宗设带的这帮人一共才稀稀拉拉
不到一千人，居然能纵横浙东，在明朝陪都
南京附近杀上好几个来回。惊怒之下，嘉靖
皇帝觉得既然玩的不开心，就不要一起玩
了——— 下旨停了对日本贸易，自此之后数十
年间，中日之间“十年一贡”那点微薄联系，
也没有了。日后为祸东南多年的倭患，从这
一天起埋下了伏笔。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更
为奇葩的故事了。

据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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