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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城市兴起

■ 王 华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 /文化基础部，北京 100089)

【摘要】檀香山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是夏威夷近代社会现代性生长的自然

产物，是资本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外来文明侵入导致夏威夷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性社会蜕变，城市的出现是这一现代性成长的直接体现。在太平洋贸易发展

的刺激下，檀香山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和中转站被“发现”，进而在国内政治因素

刺激下崛起，从其初建到具有政治和商业中心意义的市镇，再到一个初具规模

的城市，檀香山的兴起经历了一场从被动催生到自我成熟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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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奴鲁鲁是夏威夷群岛最大的城市，历史上夏威夷王国的首都，也是今天美国夏威夷州的

首府，因其在中国近代史、贸易史和移民史上的特殊地位，在华人圈里被称作檀香山。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视野中，夏威夷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是欧美资本主义扩张条件下夏威夷现代性生

长的自然结果，檀香山的出现是这一现代性滋生的直接体现。檀香山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并

非夏威夷传统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来文明侵入导致夏威夷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

下，其经济尤其是太平洋贸易发展的结果，主要因为港口的便利而受到外国贸易商的青睐，进而

在政治因素的刺激下迅速崛起，最终发展成为夏威夷的中心城市。

一、太平洋贸易与檀香山的初建

传统的夏威夷是一个自给自足经济结构下的封闭社会，在 1778 年国门被打开之前，这里并

不存在任何城市，也不具备自然产生城市的条件和可能性。檀香山是因外国贸易商的港口的需

求而被发现的，从一个贸易港口发展而成。古代夏威夷没有大型船只，就其用于满足岛民日常

生活的捕鱼业来说，对停泊地的水深和避风条件的要求很低，所以也就谈不上开发港口。檀香

山作为瓦胡岛的一个偏僻小港，远离传统政治中心，从未受到当地人的重视。库克船长造访时

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它的记载。外国贸易商的到来才使夏威夷出现了供大型船只停泊的港口

的需求，檀香山的被关注即由此而来。从现有材料和研究看，檀香山最初作为一个港口被“发

现”是在 1786 年，英国贸易商鲍德洛克和迪克森在南下进行毛皮贸易的中途，来到瓦胡岛，并记

·89·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5.03.018



录了在 12 月 15 日发现檀香山的经过［1］。随后，一些太平洋航海者和贸易商也听说了该港，库

克的继任者温哥华船长也在 1793 年 3 月 24 日驶达过该港的外海［2］。1795 年，卡梅哈梅哈一世

征服瓦胡岛，政局从此趋于稳定，檀香山也就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船只来往。
这个时期，北太平洋毛皮贸易正蓬勃发展，随着 1783 年后五大湖区毛皮贸易的衰落，美、

英、俄贸易商转向北美西北海岸，新开拓出对华毛皮贸易。作为跨洋商路上的中继站，夏威夷为

所有从事贸易的商船所青睐，商船来往日益繁多。美国商人垄断毛皮贸易后，进而将加利福尼

亚—墨西哥海岸纳入贸易线。檀香山是面向东太平洋的前哨港口，因此成为从西北海岸和加

利福尼亚来夏威夷的船只的首选停泊地。这里拥有群岛唯一的深水避风港，不仅外国官方访问

船愿意来此停泊，探险者和贸易商们更会利用它作为歇脚地和食物补给站，在此维修船只，补充

航行中所需的淡水、食品、烧柴，并作为过冬地，后来，也有贸易商开始从岛上招募水手。
出于与外商交往便利的需要，卡梅哈梅哈一世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末将檀香山作为驻陛地，

促进了这里的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提升了其政治地位。1803 年起，国王在檀香山居住约两年

时间，其妻子和孩子、咨议大臣以及大祭司们也都随从到此，使这里俨然开始有了“新都”的意

味。但这个“新都”却实在没有一点点城市的味道，“由几百座简陋的茅舍组成，掩映在摇曳的

椰树荫里。国王的宫殿就修建在紧挨海滩的地方，被木栅栏围护，刷着英式的色彩”，“该宫殿

包含有一整排茅屋，都是当地的风格，其中有国王的一座餐厅、一座卧房，一座王后卧房，一处仓

库，一处警卫房和几座客房”［3］。国王的“百合鸟号”帆船和战舰队，静静地停泊在不远处的港

口里。“离此不远，是两座石头筑成的货仓，里面满是属于国王的欧洲货。”［4］

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繁荣为檀香山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自 1811 年开

始，群岛出产的檀香木经由美、欧贸易商之手，跨洋远销到中国广州。夏威夷各处都有檀香木分

布，质量最好的分布在考爱岛、瓦胡岛和毛伊岛，而瓦胡岛上的檀香木又最早得到开发，檀香山

因此突然变得非常繁忙，檀香木的收集、外运和外国商品的进出埠很多都是在这里进行。为了

开展贸易的便利，很多贸易商也在檀香山留下常驻的代理人，帮助在岛上收集檀香木，安排外运

和外来货物的岛内销售。由此带来的商业机遇又吸引了一些零售商和其他类型服务商的入驻，

形成以物易物的新型贸易市场，并由此促成居民点的扩张。到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的末期，檀

香山已发展成岛上外国人聚居最多、贸易最繁荣的港口，初步具备了一个市镇的规模。
为对港口进行有效管理，檀香山修建起第一座堡垒。这座堡垒最初由俄国人在 1816 年始

建，在俄国人被驱逐之后，国王派其心腹大臣约翰·扬继续完成了堡垒的修建。檀香山堡垒紧

贴海岸，大概 300 － 400 英尺见方，围墙用珊瑚石修成，高约 12 英尺，20 英尺厚，墙体上留了炮

口，约 40 杆枪和 14 门炮布列于墙后和小山上。堡垒的防御指挥则交给了英国人贝克利上校负

责［5］。从此，檀香山成了岛上第一个建有防护堡垒的地方，这也成为后来酋长们力主迁都于此

的重要原因之一。1818 年始，卡梅哈梅哈还仿照外国模式，在檀香山港对贸易船起征港口

税［6］。至此，檀香山已初步具备进一步发展成为王国首个城市的现实基础。

二、市镇化与檀香山作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崛起

1820 年之前，夏威夷并没有首都的概念，更没有确立过首都，甚至连固定的王宫驻地也没

有。然而当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需求超越了对国内事务的关注的

时候，1820 年 9 月 10 日，大酋长会议决定国王应长住瓦胡岛。他们认为，国王没有特定居所导

致了很多恶行的发生，可以期许，当国王定居瓦胡岛后，一定会多处受益［7］。利霍利霍国王接受

了建议，于 1821 年 2 月迁居檀香山。然而，他并不愿将都城永久固定在檀香山，此后几年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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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处轮换居住［8］。国王迁居让外国人形成这样一种认知: 檀香山才是王国政府驻地，其政治

重要性也就随之提升。在此后几年中，外国纷纷向夏威夷派驻商务代办和领事，他们都集中到

檀香山居住。1825 年 4 月，英国驻夏威夷、社会群岛和汤加领事查尔顿来至檀香山上任，王国

首相专门给他在堡垒西北角外划租了一大块地［9］。1819 年起，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美国新教

传教士先后进入群岛，檀香山更成为他们的首选集聚地，教会教育、现代报刊业等相继在此启

动，这里也因此成为夏威夷的“文艺复兴”中心。到卡梅哈梅哈三世时期，檀香山作为王国都城

的地位正式确立下来。1843 年，国王最终在这里修建起了新王宫［10］。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北太平洋捕鲸业兴起，频繁往来的贸易船、捕鲸船成了檀香山港口的

一大景观。贸易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檀香山规模的扩张，使之逐渐向一个商业性市镇发展。更

多外国人涌进檀香山，或定居或为了生意短期居留，檀香山的人口规模快速增大。一些到此来

寻求发财机遇的外国人都很快发了家。美国人詹姆斯·亨尼维尔于 1817 年来到檀香山，建起

了岛上第一家零售商店。1826 年，他第三次回到檀香山，“购买”了一块地重开零售店，出售从

美国进口的小商品，4 年后他的资产已从最初的 5 000 美元变成 67 000 美元［11］。1831 年，檀香

山开设了 9 家外国商铺，货物品种齐全［12］。3 年后，这里已经几乎可以买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以公司形式进入檀香山，最早的应该是拉德公司，它于 1833 年 7 月租到一块地，开起了零售商

铺，依靠与传教士和贸易商的良好关系，在最初几年里获取了高额回报。吉尔在一篇文章中考

察了 20 － 30 年代檀香山 45 家各类店铺的分布和发展情况。
檀香山的快速发展以及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大量进入，必然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从

19 世纪 10 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来自欧美的贸易船、捕鲸船和军舰上的遭遗弃者或逃兵出

现在檀香山，这些人的道德水平参差不齐，酗酒、暴力等不端行为和事件不断发生，不仅严重冲

击了传统的夏威夷社会风气，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1824 － 1826 年间，檀香山

发生了多起外国人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为加强管理，1825 年 6 月 2 日，王国政府通过了史上

第二个成文法，就檀香山的管理问题做出规定。自利霍利霍统治以来，夏威夷酒类泛滥，成为社

会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檀香山的情况最为严重。1827 年，瓦胡总督波基在檀香山发动了

一场禁酒运动，抑制了酒患，有效整顿了社会风气。但这只是一场短期、局部行为，在卡梅哈梅

哈三世时代，国王本人就嗜酒如命，所以 30 年代之后，酒类销售依然是檀香山商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经过十几年商业经济的快速成长，到 1834 年时，檀香山已经发展得像“一个英国二等海

港”［13］，成为夏威夷群岛上商品经济最发达、服务设施最完善、人口也最多的商业市镇( town) 。
尽管如此，檀香山的真正腾飞还是在 40 年代以后。借助于捕鲸业的发展，它成为北太平洋上的

商品集散地，在短短 10 年间促成了商业和服务业的空前繁荣。1840 年，檀香山的商铺数量较

之 30 年代已增加数倍: 有 20 家零售商铺、4 家批发商铺、2 家旅馆、2 家酒馆、12 家海员寄宿公

寓、2 家桌球房、7 条保龄球道、2 家厨柜店、2 家食品店、3 个蔬菜市场、1 家铸铜厂、1 家油漆厂、
1 家贮木场、1 家面包店、4 个铁匠铺、2 家理发店和 2 家药材商店，共有 14 个船木匠、数量不等

的医师、泥瓦匠、裁缝、修帆工、捻缝工、鞋匠、制鞍商、屠夫、雪茄制造商、拍卖商、雕工、油漆匠和

补锅匠［14］，商品经济异常活跃。1847 年，共有 150 个外国人在檀香山从事本地商业活动［15］。
夏威夷人口也实现了快速增长，1831 年时，檀香山的人口构成已经很复杂，这一年居住在这里

的外国人中，有 10 个商人、15 个传教士、3 个医生和许多流动性的艺术家及海员。居民中以美

国人最多，英国人次之［16］。1847 年 6 月 1 日的人口统计显示，檀香山总人口近 1 万人，其中外

国人口 627 人，大概占 6%，其中，成年男性 453 人，成年女性 60 人，孩子 114 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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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政发展与檀香山的“都市化”

商品经济的过快发展和人口构成的复杂化，并未使 40 年代檀香山的治安状况明显恶化，尽

管构成复杂的外国人中的确有些“声名狼藉者”，但贸易还是被操纵在正派商人手中，让人感受

到“一种非常良好的感觉状态”，“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繁荣”［18］。这在一定

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以及传教士的努力。1843 年，檀香山人们的“道德感在提

升”，治安体系也建立起来，有警察维护日常治安，法制体系也在有效地惩治犯罪。1847 年，檀

香山有 1 名警长、1 名副警长、2 名警官和 34 名警察，都在王国警察总监的统一领导下［19］。其

他社会机构也有了不错的发展，学校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夏威夷的第一所学校建立于 1832
年，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到 1838 年檀香山已有 3 所学校: 库克夫妇教会学校有 225 名本地学生，

罗维尔·史密斯牧师教会学校有 220 名本地学生，瓦胡慈善学校有 55 － 60 名外国学生和混血

夏威夷学生。1834 － 1838 年，先后有 4 份报刊创刊并持续发行［20］。1846 年，这里有 3 家外国

人开的医院，治疗了 228 人［21］。到 1845 年，外国定居者眼中的檀香山社会繁荣，外国人很多，

气候和环境宜人，到处可见一些漂亮房子，围着丑陋的砖坯墙，钢琴也是镇上的常见物。
通过对西方城市管理经验的借鉴，檀香山自 40 年代末着手进行非系统化的市容改造，开启

了所谓“都市化”的进程。檀香山从卡梅哈梅哈一世时代开始出现西式住房，据说第一座木头

房子是 1809 年由俄国人为国王进口来的。1819 年，波士顿商人马歇尔和威尔德斯在檀香山建

造了第一所两层木房，后成为美国领事馆。从 1820 年起，国王、摄政、传教团以及一些大酋长也

纷纷在这里修建新式木房。但因为政府的严格限制，这类房子所占比例很小，一般都属于外国

人和国王及酋长，随处可见的依然是简陋的传统草房。1847 年土地改革之后，外国人可以长期

租用甚至直接购置土地，由此极大地促进了檀香山城市建设的进程。加之 1849 年加利福尼亚

“淘金热”引发的商业潮的刺激，成品木房以及用于房屋建造的材料大量进口到夏威夷，檀香山

形成一股修建新式房屋的热潮，白人纷纷在檀香山租地或购地建设房屋。能抗飓风的木板房及

成本更低、也更坚固和持久的珊瑚石、砖坯建造的房屋被广泛采纳。市容环境也开始得到整治，

早些年为防止乱窜的野牛袭扰破坏而修建起来的泥砖围墙逐渐被拆除，代之以木篱笆。虽然还

没有采用先进的管道供水措施，但很多地方都打了水井，有些还安装了泵水设施，水井周围种植

了花草以美化环境。市镇各处都遍植绿树和草皮，生长茂盛。还比较原始的洗浴设施和场所在

各处开设起来，并被当地居民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但街道还没有硬化，天气干燥的时

候会尘土飞扬，下雨天就泥泞不堪。而且车人同路，没有隔出专用的人行道。不仅市镇中心的

面貌发生了变化，就连郊区也在进行改造，离中心区较远的卡威阿豪地区在 50 年代发生了很大

的改变。市内有各类建筑 1 386 处，其中住房 1 337 座，商铺及货仓 40 座，公共建筑 9 座。住房

中，草房 875 座，砖坯房 375 座，珊瑚礁石房 49 座，木制房 49 座，下面用砖坯或石、屋顶铺木板

的房屋 29 座。18 条大小街道，6 个码头，2 个修船厂，4 个市场［22］。
在檀香山贸易集中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这里并未修建一座像样的码头。到 1827 年，因

捕鲸业的逐步兴盛，建正式码头的事情才由外国贸易商付诸实施。为方便自己的船只停泊和装

卸货物，罗宾逊公司在紧邻城堡的帕卡卡角上修建了第一个码头和一个修船厂。1837 年第二

个码头建成。1847 年查尔顿建起第三个码头。至 1849 年，檀香山已有 6 个码头在同时使用。
50 年代，政府又斥资疏浚港口，从王后手中购置一块地用于扩修港口。至此，檀香山才真正具

有了现代港口城市的雏形，在 1854 年的官方文件中，檀香山已经开始被称为“市”( City) 了［23］。
但是，檀香山的发展毕竟是由外国人和上层统治者支撑起来的，普通夏威夷人生活却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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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他们几乎被隔在了这一繁荣之外，除了卖点蔬菜食品给外国人，或者到外国船上当海员、做
苦工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其他利益可以沾得。檀香山的兴起，只是给外国人和统治阶层带来

了利益。1836 年，一个观察者估计檀香山的外国人所拥有的建筑和商品价值在 50 万美元左

右，其中 80%都属于美国人［24］。到 1841 年，美国人的财产总值更达到约 150 万美元［25］。
结语: 至此，檀香山仅仅完成了其作为具有现代性因素城市的初步兴起过程，现代性各种要

素的完全生成和确立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慢慢积累。单就政治和社会而言，它还只是一个统治

者和外国人的城市，贵族和外国色彩太重。虽然卡梅哈梅哈三世统治末期已开始政治改革，平

民的政治利益分享被提上了日程，但在檀香山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领域里，并没有完全跟上步

伐。平民的被隔离阻断了现代性的继续发育，需要政治改革的全面铺开来推动。
从最初的小港口到具有政治和商业中心意义的市镇，再到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檀香山经

历了一场从被动催生到自我成熟的蜕变。它的出现是资本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

认为，来自欧美的资本的扩张过程“不断把客观生活世界纳入到资本运转体系而被打造为各种

具有现代性的事物”，而不断扩张的城市就是“资本扩张过程最为壮观的宏大物质表现，而生活

世界货币化在此过程中展示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形成了现代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的

最鲜明的对照”［26］。檀香山在 1854 年前的兴起，尽管还不能成为对此最完整意义上的证明，却

已在资本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使生活世界货币化的意义上提供了清晰的注脚。传统的夏威夷

社会表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形态，在其长久的历史发展中，没有自然产生建立城市的

需求和条件。随着太平洋贸易的发展，其封闭状态被打破，在资本所带来的物质力量的冲击下，

夏威夷渐趋步入现代化之路，各种现代性要素纷纷萌生、积累，城市也就随之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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