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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梳理察合台汗国政治中心阿力麻里城的历史演变，重点关注前人研究较薄弱的时
段，并归纳其兴起及衰落的原因。认为阿力麻里之兴起与丝绸之路北道的拓展和国际中转贸易的兴盛
密切相关，其衰落的原因则在于游牧政权所建城市的先天不足、蒙古统治阶层逐步走向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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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力麻里故城位于今新疆伊犁霍城县境内六十一团 2 连，当地人称之为阿尔泰古城，东西约
5 公里，南北尺寸不明，城墙、城内建筑今已荡然无存，遗址区已被辟为农田， 先后出土过元代
景德镇、龙泉窑瓷器、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察合台汗国金银币等文物。20 世纪 50 年代测得故
城周长约 25 千米左右。② 自 13 世纪初到 15 世纪下半叶，阿力麻里城为新疆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
一座大城，极盛时期持续近一个世纪。关于阿力麻里城的历史演变，前贤已多有成果，③ 但近二
十年来新史料新成果不断涌现，本文据此对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点做一些补充 ，重点
讨论这座城池兴起及衰落的原因 ，期望能为游牧民族所建立城池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

一
阿力麻里建城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考 ，但研究表明， 此城与哈剌鲁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哈剌鲁是中古时代蒙古草原和西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操突厥语部族 ， 唐代称 “哥罗禄” “葛逻
禄” 等，长期活动在伊犁河流域。先后依附于喀喇汗王朝、 西辽王朝。 至元代， 汉文史籍多称

①
②

③

本文系 2013 年度新疆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 “蒙元时期阿力麻里历史研究” （ 项目编号： 13Q02） 成果之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 直属
县市） 卷》，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页。
黄文弼：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 年第 10 期； 张玉忠： 《元阿力麻里故城》，《文博》1987 年第
4 期； 张岩： 《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张承志： 《关于阿力麻里、普
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 《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
出版社，1987 年，第 149 ～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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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族为 “哈剌鲁”。
据 《多桑蒙古史》 记载，阿力麻里王初见于史籍是 1211 年春随畏兀儿王来觐见成吉思汗的
哈剌鲁部首领斡匝儿。但建城时间应该要早得多，8 世纪初叶在慕格山 （ Mount Mug） 出土的一
份粟特文书中已经提到阿力麻里 （ Almalik） 的名称。① 有学者认为： 阿力麻里很可能在 8 世纪中
叶葛逻禄汗国建立前后就逐渐形成， 因唐朝丝绸之路北道曾盛极一时， 那时位于赛里木湖 （ 乳
海） 东面的普剌城，已是北道上有名的重城， 因而与之相近的阿力麻里和海押立城， 也应该形
成于此时。② 彭晓燕博士认为： “西辽之前均未曾证实的海押立公国、 阿力麻里以及普剌公国，
可能正是葛逻禄人因时常袭扰东部喀喇汗王朝 ，而遭王朝的制裁并将其成功迁移至海押立 、阿力
麻里以及普剌地区而形成的。”③ 《伊斯兰百科全书》 由巴托尔德撰写的 “阿力麻里” 词条写到：
“阿力麻里城首次在文献中提及就是作为斡匝儿 （ Ozar） 统治的伊斯兰公国的首城。” 这在巴托
尔德的其他论著中亦有类似的表述 。④
志费尼的 《世界征服者史 》 记载， 在菊儿汗统治时期， 海押立、 阿力麻里以及普剌的统治
者同为海押立的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 。到了后期，阿儿思兰汗的势力范围逐渐只剩海押立 。阿力
麻里及普剌成为斡匝儿的势力范围 。 斡匝儿本为阿力麻里地区的忽牙思城人， 以盗马、 抢劫为
生，获得一些歹徒的拥戴，势力渐长，不时进入当地村落，如果有百姓不归降他，他就用武力占
领该地。他趁阿儿思兰汗前往归附成吉思汗之际 ，占据并包围了阿力麻里城。如此下去，终于征
服了整个阿力麻里地区，还攻占了普剌，自封为 “斡匝儿汗”。
为了与西辽王朝的屈出律对抗，斡匝儿遣使主动归附成吉思汗，受到后者的抚慰和奖掖，双
方结为姻亲。后来斡匝儿曾亲自前往朝见成吉思汗 ，被赐予种种礼遇。返回后不久，他在猎场上
被屈出律的士兵擒获。敌人意欲以他叫开城门，但斡匝儿的王妃撒勒必·吐儿罕闭门坚守，围城
战持续了半年之久。僵持中，传来蒙古大军到来的消息，屈出律的军队仓皇撤退，在途中斩杀了
斡匝儿，⑤ 时间约在 1214 年。⑥
斡匝儿死后，其子昔格纳黑的斤 （ Siqnaq Tegin） 继承父位， 并奉诏与术赤的一个女儿不鲁
罕别吉成婚，受成吉思汗之命治理阿力麻里，并率本部兵马随蒙古大军西征。不鲁罕生下一子名
伊利布塔儿。昔格纳黑的斤在蒙哥即位之初， 约南宋淳祐十年 （ 1250） 前后在蒙哥即位之地死
去，似乎是赶去参加蒙哥的即位大典未及返回 ，其子答失蛮的斤将其运回阿力麻里安葬 ，并继承
其位。答失蛮的斤 1259 年左右死于虎思八里， 也被运回阿力麻里安葬在其父的陵墓里。⑦ 归附
蒙古后，成吉思汗在此地设置了达鲁花赤 （ 镇守官） ，但斡匝儿家族的政权仍长期存在。

①
②
③

〔亚美尼亚〕 乞剌可思·刚扎克赛著； 何高济译： 《海屯行纪》，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8 页注⑤。
张岩： 《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5. 转引自马晓娟： 《穆斯林史料中的一个哈剌鲁家族———以阿力麻里斡
匝儿家族为中心》，收入新疆通史编委会： 《 “新疆民族史”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 年，第
600 页。

④
⑤
⑥
⑦

〔苏〕 巴托尔德著； 罗致平译：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61 页。
〔伊朗〕 志费尼著； 何高济译； 翁独健校订： 《世界征服者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1 页。
参见刘迎胜：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64 页。
华涛： 《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 〈苏拉赫词典补编〉 （ 下） 》，南京大学：
1987 年第 11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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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蒙古国初期，阿力麻里作为 “城郭诸国” 直属中央政府， 后来， 此地为察合台汗国所并，
成为其政治统治中心。前人研究于此时段多语焉不详，试简述之。
蒙古在西域中亚推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 ，草原地带分封给诸子，天山南北原有的绿洲城镇以
及中亚农业定居区域直属中央政府管辖 。元太宗窝阔台时，任命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总掌西域赋
调，阿力麻里亦在其管辖之下。1238 年， 牙剌瓦赤奉命被调往中原后， 其子麻速忽继其职位。
《史集》 记载： “合罕曾将整个契丹之地置于麻哈没的 · 牙剌瓦赤管领之下，自别失八里和哈剌
火州、忽炭、可失哈儿、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马耳干和不花剌，直到阿姆河岸，都置于牙剌瓦
赤之子麻速忽别乞的管领之下。”①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察合台汗的驻地也在阿力麻里：

“察合台是个勇猛和强大的汗，

严厉而凛然。河中……诸地被征服后，他的驻地以及他的子女的驻地，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马耳
干，是适合帝王居住的美丽富饶的地方 。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驻跸，此地在那些季
节中好像伊剌木花园。”②
两种记载似乎有些矛盾，阿力麻里到底属谁管辖？ 前辈学者已经指出，阿力麻里有二义： 一
为城名，即今霍城县附近阿尔泰古城，一为地名， 凡塔勒奇山、 克干山以南， 汗腾格里山以北，
包括现在伊犁地区，都属于阿力麻里范围，③ 该地域以阿力麻里城为中心。 耶律楚材记载： “阿
里马城……附庸城邑八九。”④ 明代陈诚称 “于阿力马力口子出，至河边渡头安营”，周连宽先生
指出： “陈氏所谓阿力马力，乃指地区而言， 凡在这一地区内各城镇居民， 欲往伊犁河以南者，
均在伊宁南边渡口卡，渡伊犁河， 因而称此渡卡为阿力马力口子。”⑤ 目前也已在阿力麻里故城
附近发现了索伦古城、磨河古城、三宫古城、 海努克古城等遗址， 年代不晚于元代， 专家推测，
可能即阿力麻里的 “附庸城邑”。⑥ 阿拉伯文史籍 《苏拉赫词典补编 》 中也曾出现：
于阿力麻里诸城中的□□城”⑦

“他 …… 死

的句子，该书作者贾玛尔·喀尔施就出生于 13 世纪的阿力麻里，

足证在当时人眼中，阿力麻里是一片广大的地域。如前所述，斡匝儿的辖地是阿力麻里地区，而
其驻地在阿力麻里城。蒙古国时期，牙剌瓦赤和麻速忽管辖的是阿力麻里城 ，而阿力麻里地区作
为草原则可能是察合台的领地。
1259 年，蒙哥汗突然死去，未指定继承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分别集会诸王宣布继承汗位 ，
一时之间蒙古国有了两个大汗。 原由中央任命驻守西域中亚各城的行政官员 、 军事将领无所适
从，不知当听命于谁，察合台后裔阿鲁忽趁机侵吞了大汗在中亚的大片属地 。1260 年， 阿鲁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波斯〕 拉施特主编； 余大钧，周建奇译： 《史集》 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11 页。
〔伊朗〕 志费尼； 何高济译； 翁独健校订： 《世界征服者史》，第 272 页。
黄文弼：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 年第 10 期。
〔元〕 耶律楚材： 《西游录》，见杨建新主编： 《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80 页。
〔明〕 陈诚著； 周连宽校注： 《西域行程记》，中华书局，2000 年，第 40、57 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 直属
县市） 卷》，第 30 ～ 33 页。
华涛： 《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 〈苏拉赫词典补编〉 （ 下） 》，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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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察合台兀鲁思汗，麻速忽向他归降。推测大约也就是在此时， 阿力麻里城最终归入察合台汗
国，阿鲁忽即位或许就是在这里。
阿鲁忽本为阿里不哥所立，实力强大后，与阿里不哥决裂，转投忽必烈，阿里不哥大怒，出
师往攻阿鲁忽。中统四年 （ 1263） ，阿里不哥将阿鲁忽逐出亦列河 （ 今伊犁河 ） 流域后， 他立牙
帐于阿力麻里，在此地横征暴敛、肆意屠杀，终至众叛亲离，阿鲁忽趁机反攻，阿里不哥走投无
路，于至元元年向忽必烈投降。原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系宗王海都 ，拒不投降，继续与元政府
对抗。阿里不哥离开阿力麻里后，阿鲁忽就回到这里，很快又与海都开战，虽然艰难取胜，① 却
于 1265 年死去，葬在阿力麻里。海都趁新汗初立之机， 夺取了察合台汗国牙帐附近的阿力麻里
城以及阿鲁忽原先从朝廷手中夺取的大片土地 ，阿力麻里地区成为窝阔台汗国的领地 。至元五年
（ 1268） ，海都自阿力麻里举兵东犯， 在别失八里 （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 被忽必烈的军队击败，
元军进据阿力麻里。至元八年，忽必烈之子北平王那木罕在阿力麻里建立幕庭 。阿力麻里地处西
北蒙古诸王的腹心地带，临近海都控制区域，忽必烈虽忙于全力灭宋，为了控制这一地区，仍不
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至元十年 （ 1273） ， 向那木罕军补给装备。② 至元十二年， 忽必烈命丞相
安童前往阿力麻里辅佐那木罕。次年秋，那木罕部下失里吉起兵发动叛乱，拘禁统帅那木罕和丞
相安童，失里吉被拥戴为王，自阿力麻里挥师东进漠北，元军一时之间手忙脚乱，直至至元十八
年，元军才彻底平定了这次叛乱。但阿力麻里没有回到元军手中，而是重归察合台汗国之手。③
海都死后，察合台汗国都哇成为西北诸王的盟主 ，于大德七年 （ 1303） 与元朝议和。④ 阿力
麻里始终属于察合台汗国。都哇之子怯别汗在位时， 察合台汗国的重心移到中亚阿姆河以北地
区，但是由于原政治中心和察合台的始封地都在汗国的东部 ，故而大汗每年都会东巡至此地。直
到答儿麻失里汗在位时期接受伊斯兰教后 ，长留中亚呼罗珊边境达四年之久，不再按惯例巡视汗
国东部。这些举措不仅违背了蒙古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而且严重损害了蒙古各部军事贵
族的利益，他们起而反叛， 答儿麻失里因此被杀。 汗国政局陷入动荡， 内讧不断， 终于分裂为
东、西两部分。
1347 年，东部的军事贵族朵豁剌惕家族在阿克苏扶立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为汗 ， 建立
东察合台汗国，经过一段时间后，控制了阿力麻里城，秃黑鲁帖木儿从阿克苏前往阿力麻里 ，在
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命令其属下的十六万蒙古人皈依 。秃黑鲁帖木儿去世后葬于阿力麻里城
郊，其陵墓至今尚存。
秃黑鲁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在位初期 ，东察合台汗国内外交困，不时受到中亚帖木儿汗国
远征军的骚扰和劫掠。1389 年，帖木儿大军越过伊犁， 其前锋甚至到了今吐鲁番地区的哈喇火
州。⑤ 1390 年，帖木儿的大军正是在阿力麻里渡过的伊犁河 ， 似乎阿力麻里已经落入帖木儿之
手。黑的儿火者死后未葬于阿力麻里 ，而是吐鲁番，这一反常的情况似乎印证了汗国的首府已经
易地。而明朝史籍在此时也出现了吐鲁番当地原来的部族首领被驱逐 ，被迫投奔明朝的记载。综
合各种情况来看，阿力麻里应该是落入了帖木儿手中 ，东察合台汗国被迫迁都吐鲁番，将当地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迎胜：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 169 页。
《元史》 卷六三 《地理志》。
参见刘迎胜：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 600 页。
《元史》 卷一二八 《土土哈传》。
王治来： 《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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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部落首领驱除出境。
1405 年帖木儿病亡，河中政局混乱， 黑的儿火者之子沙米查干抓住机遇， 使汗国摆脱了帖
木儿王朝的威胁。他曾上书明朝，声称要收复被帖木儿占领的中亚撒马尔罕故土 ，看起来军事实
力大增，明朝政府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至 1415 年明朝使臣陈诚出使帖木儿帝国， 途经东察合
台汗国 （ 明代汉文史籍称为别失八里） ，其报告显示，此时察合台汗国的疆域比秃黑鲁帖木儿汗
时期已经大大缩水，“其封域之内，惟鲁陈、火州、土尔番、哈石哈、 阿力麻里数处， 略有城邑
民居、田园巷陌，其他处所，虽有荒城故址， 败壁颓垣， 悉皆荒秽。”① 可知阿力麻里此时已重
归东察合台汗国。有可能是沙米查干实施了自己的战略 ，趁帖木儿死去之机，从帖木儿汗国手中
夺回的。但阿力麻里城虽尚未沦为 “荒城故址 ”， 也仅仅是 “略有城邑民居、 田园巷陌 ”。 陈诚
所见东察合台汗国马哈木王的王廷是在今新疆新源县以东的忒勒哈纳 （ 《西域行程记》 作 “忒勒
哈剌”，或为同音异译）

②，此地西距阿力麻里

850 里之遥。③

永乐十五年 （ 1417） ，歪思汗登上东察合台汗国汗位， “徙其国西去， 更号亦力把里王 ”，④
亦力把里意为 “伊犁城”，位于亦列河畔 （ 今伊犁河 ） ， 应与阿力麻里城相去不远， 歪思汗舍旧
都阿力麻里城而驻亦力把里，有可能也是因为阿力麻里城已残破 。总之，此后中外史籍中都很少
提到阿力麻里城，此城已逐渐荒废。1541 ～ 1542 年成书的 《拉失德史》 第二编提到： “另一座著
名的城镇是阿力麻里，这个地名是现代人所知道的。那里有秃黑鲁帖木儿汗的陵墓和该城繁荣的
其他遗迹。”⑤ 足证此时阿力麻里城已经完全废弃了 ，而且似乎成为遗址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

三
阿力麻里城为当时新疆乃至中亚的大城之一 ， 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国际都会， 被誉为 “中
亚乐园”，西方人称之为 “中央帝国之城 ”， 同时也是中原和中亚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 元朝中
期以后，阿力麻里是重要的钱币制造发行地之一 。从 1242 年到 1280 年间，在这里铸造有大量的
金、银、铜币，尤以银币为多，在西北各地流通，东至畏兀儿地区的彰八里，西达阿姆河以北地
区，覆盖地域纵横 1500 公里以上。
阿力麻里城之所以在 13 世纪初兴起，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 丝绸之路北道的拓展与繁盛
“丝路北道” 进入新疆后由哈密向西，沿天山北麓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伸展 ， 中间经过
吉木萨尔、阜康、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 精河， 最后到达伊犁， 并由此通向中亚各地。
但据研究，从今精河向西，中经赛里木湖，出果子沟，至伊犁的这段通道在元以前还未畅通 。唐
代这段路径是由今精河西之沙山子向西南沿阿恰勒河入婆里科努山和科古琴之间的山峡 ，然后折

③

〔明〕 陈诚著； 周连宽校注： 《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02 ～ 103 页。
田卫疆： 《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9 ～ 70 页。
〔明〕 陈诚著； 周连宽校注： 《西域行程记》，第 39 页。

④

《明实录》 卷一九七永乐十六年二月庚戌条。

①
②

⑤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 王治来校注：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 编，第 309 ～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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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行，沿吉尔格浪河西南至伊宁市，再至霍城。①
到了蒙古统治西域初期，由于甘肃河西地区当时还在西夏的控制之下 ，传统的中原通西域的
道路受阻，而蒙古汗国的统治中心是在漠北草原地区的和林 ，所以开始探寻更便捷的道路，此时
比北道更北的草原路首先开始兴盛起来 ， 草原路是从漠北草原出发向西， 翻过阿尔泰山后分两
路，沿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东缘或者西缘南下 ，从吉木萨尔或者博乐汇入丝路北道 。
到成吉思汗西征时，打通了丝路北道从精河向西，经过赛里木湖，出果子沟，到阿力麻里的
路段。这段路中最艰险的路段就是果子沟 ， 直到现代， 在 2011 年果子沟大桥建成通车前， 也是
极险峻的路段。《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载，成吉思汗的二太子察合台西征路过时 ， 对天山果子沟
路段进行整修， “始凿石理道， 刊木为四十八桥， 桥可并车。”② 在果子沟砍木架起 48 桥， 终于
使翻越这座大山成为可能，过去 “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敢过 ” 的天山山道， 经过这番整修，
天堑变通途，大大缩短了从别失八里等地到达阿力麻里的路程和时间 。
阿力麻里城位于天山两道支脉之间 ，喇叭形的伊犁河谷的中部，北、东、南三面都被巍峨的
天山环抱，原本是个交通死角，随着果子沟道路的打通，沿丝路北道可以很便捷地到达这里 ，然
后由此西至中亚塔剌思城，再向西北可达金帐汗国，向西南则入伊利汗国，极大地便利了中原同
西域以及中亚诸地的交通往来。 察合台汗国境内最重要的三条驿路中 ， 有两条经过阿力麻里
城，③ 阿力麻里一跃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西域重镇， 这也是它后来被各方势力
反复争夺的重要原因。
西征之后，成吉思汗灭西夏， 河西地区尽归蒙古所属， 丝路北道东段打通。 再到元朝建立
后，蒙古西北诸王阿里不哥、海都、都哇等叛乱时期，蒙古中央政权出兵平叛，双方交战的中心
地域多集中在阿力麻里、火州和别失八里地区，平叛军队的转战迁徙，军需用品的运输供给大都
经行此道，这样也就势必促进这条通道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为了维护和
加强这条平叛的交通要道，开始大量置设驿站，以保持线路的安全和通畅。④ 北道的兴盛也就使
得阿力麻里的地理位置愈发重要。 此后一直是蒙古大军西进征伐， 使臣、 商旅们往还的交通
要道。
交通路线的改变是阿力麻里城兴起最重要 、最根本的原因。
2. 这一时期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阿力麻里城繁荣
游牧经济结构单一，产品以畜产品为主，农业、手工业基础薄弱，许多生活必需品都不能自
己生产或者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对外贸易或者战争掠夺，方能满足需要。故而游牧民族
多有重商传统，积极参与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古统治者更是支持和鼓励商业的发展 ，推行
重商政策，减轻商税，扩大贸易，提高商人地位。
蒙古政权的大规模对外扩张，向西灭掉了一系列政权，打破了丝绸之路被多个割据政权控制
的局面，东西陆路交通空前繁荣，交通路线通畅，商旅往来不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
1333 年途经中亚花拉子模时，就遇到一支来自伊拉克尔巴拉 （ Karbala） 的去中国的商队， 他们

①
②
③
④

陈戈： 《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新疆文物》1990 年第 3 期。
〔元〕 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见杨建新主编： 《古西行记选注》，第 203 页。
党宝海： 《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路交通》，《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
田卫疆： 《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 年，第 1 ～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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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路线经过阿力麻里，并称当时从西亚去中国的商队很活跃。14 世纪前期意大利商人裴哥罗
梯 （ F. B. Pe-golotti） 记载了从金帐汗国到中国的经商路线 ， 他提到： 如果只是为了到中国去，
从小萨莱可以取捷径， 向北行 50 天到讹打剌， 从那里用驴子驮运货物走 45 天可以到阿力麻里
（ Armalec） ，再骑驴行 70 天至甘州 （ Camexu） ，由甘州可以去内地的各大都市。①
应当指出的是，阿力麻里城本身的消费市场不会太大 ，往来商队在此地从事的更多的当是过
境贸易和中转贸易，这为蒙古统治者提供关税收入， 有的蒙古权贵还亲自投资经商， 获取厚利。
答儿麻失里时期，由于统治者重商，漂亮的商品和罕见的物资从世界各地运到河中 ，吸引得君主
们为之赞叹不已，② 同处贸易路线上的阿力麻里也应有类似情况 。 商业的兴旺发达， 必将促进城
市的繁荣发展。

四
15 世纪下半叶，在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汗国的战争中， 阿力麻里遭到反复的破坏， 最终
衰落荒废。其原因可归结如下：
1. 游牧政权所建立的城市与政权的兴衰密切相关
游牧政权建立的城市与定居农耕民族的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后者的城市相对比较稳定，常常
可以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很少受到政权更替的影响，即便遭受战火破坏，战争过后，新政权
一旦稳定，离散人口很容易返回，重建家园。
游牧经济则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权也先天隐藏着分裂的种子 ，其所
建立的城市往往是比较松散的。 以骑兵兵团的机动力而著称的游牧政权不是为了防御而建造城
郭，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经济中心。在游牧君主们的城郭中，其空间特征是很少有固定的建筑或设
施，占据大量空地的是可以移动的毡帐 。一旦政权走向衰落，城市大都会随之衰败下去，如北魏
鲜卑之盛乐城、辽之上京城、西夏之兴庆府、回鹘之可敦城、蒙古之哈拉和林等等。阿力麻里城
在蒙古国时期虽由中央政府直辖 ，但与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于阗、吐鲁番等传承数百年、甚至
上千年的城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东察合台汗国的衰落直接导致了阿力麻里城的荒废 。首任汗秃黑鲁帖木儿死后，汗位落入朵
豁剌惕家族的怯马鲁丁手中，遭到国内其他贵族的反对，纷争不已，西部的帖木儿汗国趁机发动
六次东征，意图吞并东察合台汗国，虽然这一意图未能实现，但东察合台汗国元气大伤，疆域比
汗国初期已经大大缩水，都城阿力麻里都被敌国反复占领， 后来虽然勉强夺回， 但屡遭战火洗
劫，城市遭严重破坏，战争引起的动荡使其原商业中心地位下降 ，终至衰落。
如果仅仅是战火破坏，为何没有重建，而是直接废弃了呢？ 这是因为东察合台汗国此时实力
大大衰减，而北有瓦剌、西有月即别、吉尔吉斯等强邻虎视眈眈，东察合台汗国在与这些骁勇善
战的游牧民的战争中常常一败涂地 ，最极端的例子： 歪思汗曾与瓦剌人交战六十一次，只有一次
胜利，自己两次被俘。在这种情况下，东察合台汗国在伊犁河谷中无法立足 ，唯有迁都。
2. 东察合台汗国统治阶层逐渐由游牧转向定居是阿力麻里城衰败直至废弃的深层原因

①
②

党宝海： 《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路交通》，《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
转引自李一新： 《中亚河中地区蒙古后裔的转变》，《南京高师学报》199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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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逐渐皈依的伊斯兰教，吸引他们过定居生活。蒙古征服中亚初期，曾大肆摧毁伊斯兰
文化。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周围环境影响，开始有一些蒙古贵族接受伊斯兰教 ，其中几位汗
王堪称狂热的穆斯林，在推广伊斯兰教方面不遗余力。 羽奴思汗 （ 1456 ～ 1478 年在位 ） 极力劝
说他的部下到城市定居，他认为，城市的伊斯兰文明对于改变蒙兀儿人的旧习俗是非常有利的。
但游牧传统是鄙视和厌恶农耕定居生活的 ， 察合台汗国建立之初， 固守蒙古传统的生产生活方
式，汗廷设置在草原地区的阿力麻里 ，依然逐水草而游牧。敌视定居生活、农业和城市，将居住
在房屋和城镇者视为堕落和柔弱的种族 。后来， 这种观念逐渐改变， 到了 15 世纪中期， 歪思汗
甚至亲自在吐鲁番耕种溉田，种植自己的口粮。① 统治阶层这种观念的逐渐改变， 使转向定居成
为可能。
除伊斯兰信仰这一重要诱因外， 导致蒙古人走向定居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增长。13 世纪
初，察合台最初分得 4000 户属民， 加上窝阔台的 4000 户属民， 进驻西域的蒙古人共 8000 户，
以一家 5 口计算，也不过 40000 人。而据学者估算， 到 16 世纪中叶， 察合台汗国政治遗产的继
承者之一叶尔羌汗国的人口已达 50 万。② 这种迅速增长既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 也是蒙古作
为统治民族掠夺、吸纳、同化其他民族人口的结果。即便将战争导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因素考虑
进来，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也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
随着人口日益增加，牧地逐渐不敷使用，东察合台汗国的汗王们面临两难选择 ： 是保持游牧
传统，通过战争夺取更多土地以安置过剩人口 ； 还是转而从事他们所鄙视的农耕，以有限的土地
供养更多的人口。两种政见之争经常表现为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数次掀起轩然大波，几乎
贯穿汗国始终，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羽奴思汗与也先不花汗之间的兄弟之争 。
东察合台汗国也曾尝试对外扩张 ，但是北有强敌瓦剌，西有同为游牧的更为彪悍的吉尔吉斯
人与月即别人，东察合台汗国在与他们的战争中败多胜少 ，在草原上无法立足，被挤到农业定居
区域，逐渐转向农耕。
转向定居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 汗王越来越多地留驻农业城镇，而渐少在阿力麻里停留。这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期间出现多次的反复。14 世纪 20 年代怯别汗在位时， 察合台汗国的中心已
开始向汗国西部中亚农耕绿洲地区转移 ，蒙古汗王已经生活在定居穆斯林中 。答儿麻失里汗因留
居呼罗珊边境长达四年甚至掀起轩然大波 ，他以后诸汗的统治中心又回到阿力麻里 。然而历史潮
流无法抗拒，统一的察合台汗国最后一位汗合赞算端的统治中心是在阿姆河以北地区 。东察合台
汗国第一位汗秃黑鲁帖木儿统治中心回到阿力麻里 ，作为被其他军事贵族扶立上台的汗王 ，他需
要驻守传统都城以加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其子黑的儿火者汗被帖木儿
大军驱逐时，选择了农耕城镇吐鲁番作为临时驻地 。从他之后，阿力麻里城虽然被收复，却没有
再重建立都。
适宜游牧的伊犁河谷中，被破坏的阿力麻里城最终被彻底放弃 ，没有再重建，东察合台汗国
及后继的叶尔羌汗国的政治中心逐渐转向吐鲁番 、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农业城镇。

①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
第 1 编，第 249 页。

②

魏良弢： 《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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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力麻里城及其兴衰原因探析
阿力麻里故城在元代中亚史、西北民族史、 察合台汗国史、 新疆宗教演变史、 中西交通史、
新疆钱币研究等诸多专门史领域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并对后世游牧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犁河流域自古以来是游牧民族活动迁徙的地区 ， 但早期游牧民族如匈奴、 鲜卑、 柔然、 高车、
突厥、回鹘、契丹等，其政治中心或在漠北高原、或在甘凉一带，或在中亚，并不在此处，甚至
大部分时间伊犁河谷也算不上这些游牧部族的核心活动区 。① 自阿力麻里于 13 世纪初兴起， 繁
盛近三个世纪后虽被废弃，东察合台汗国的王都却只是迁至离此不远的亦力把里 ，依然在伊犁河
流域。后来准噶尔汗国崛起，其活动地区伊犁逐渐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政治中心 ， 史称 “四部虽
各有牧地，而皆以伊犁为会宗地 ”。② 甚至直到清灭准噶尔汗国， 设置伊犁将军统有全疆， 建伊
犁九城，也多在今霍城县境内。晚至 1884 年新疆建省， 才被迫将省会改置在迪化。 从这个角度
来说，阿力麻里在新疆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过程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 作者单位： 新疆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王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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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孙是个例外，有学者认为，乌孙之赤谷城，当在今伊犁特克斯河南岸，属于伊犁河流域，但学界未达成共

②

识，另有一说认为应在伊塞克湖东南。
何秋涛： 《朔方备乘》 卷三八 《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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