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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迁居与阿维尼翁经济的兴衰
王梅梅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要１ １３０９－－－１３７８年教皇迁居阿维尼翁，使其异军突起成为欧洲的财富中心。文章首先介绍了教皇迁居之前
阿维尼翁的经济情况；然后通过介绍教皇的敛财途径，论述了教廷给阿维尼翁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最后通过介绍天主
教会的分裂与斗争，分析了阿维尼翁经济很快衰落的原因，这也使得它的繁荣成为历史的回忆。
【关键词】阿维尼翁教廷教皇格利高里十一世

１４世纪和１５世纪，对于西欧有“中世纪的秋天”之称”。据

后。克勒沃的伯尔纳德根据自己的观察，曾这么形容那些地

此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中世纪在１４和１５世纪遭遇到了危

方：“教会没有信众，信众没有神甫，神甫不受尊重，基督徒不

机。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奥帚莱就通过《中世纪的经

信基督，圣地不再圣洁。神圣的节日没有敬神的仪式。”１３１他们

历》一书阐述了以中世纪后期的教会、战争、经济闲难为焦点

在许多贵族的保护下，无视教会的大声呵斥；劝导他们归正

的危机Ｉ习。虽然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千篇一律地

的传教工作未能奏效。１２０９年教皇终于派出一支十字军，对

死气沉沉，如阿维尼翁就是一个例外。对于阿维尼翁经济的

他们进行讨伐；纵容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活动的贵族，被籍

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著出现，只有一些历史学家的著

没了家产，土地遭到战争的蹂躏破坏１４１，使该地满目凄凉。直

作中偶尔有提到，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张晓华写过一篇——

到教皇迁居该地之后，教肇庞大而高效的行政机构，使教皇

《中世纪后期教皇的敛财活动及其后果》。但是该论文只是叙

权势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方面，都足以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

述了教皇的敛财活动，本文则侧重教皇的迁居对阿维尼翁经

国际力量Ｉ，，这种力餐使该城及教会所辖地区开始繁荣起来。

济兴衰的论述。

所以，可以说促使阿维尼翁繁荣的主要经济因素来源于教会。

在欧洲，神权与王权一直斗争。随着王权的增强。神权与

教皇的迁移不仅指引着朝圣者的方向，而且也引领着财

王权的斗争更加剧烈，特别是在以神权与王权双剑治理目家

源流动的方向。因为两欧当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而在

的法国，当腓力四世（１２８５—１３１４年在位）上台后，有了足够

当时，教会是西欧最多的土地所有者。据计。大约在１２００年，

的力量对付神权，多次与教皇发生冲突。直至１３０２年，腓力

教会在卡斯提尔拥有１／４的土地，在英格兰有１／５，在日耳曼

四世一方面在国内召开三级会议（包括贵族、教士和城市代

有１／３，在利弗尼亚有一半１６１。

表）。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派人去意大利，联络教

在中世纪末期，对天主教的信仰在欧洲普通民众心目中

皇政敌，揭发教皂隐私。当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１２９４—

仍占有中心位置，教会主宰着信徒的情感，它赋予精神生活

１３０３年在位）正住在亚平宁山的一个小城阿南尼。法国的秘

一种温和的色调，在人的内心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换言之，

密人员与教皇的政敌一道闯入教皇住宅，把卜尼法斯八世凌

教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温存。和谐的面孔１７ｌ。但事实上，教廷

辱、殴打一顿，并以死相威胁。几周后，气怒交加的卜尼法斯

固然首先是一个精神组织，但它也是由一个国际社会组织成

八世去世（１３０３年）。两年后，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所控制下

的国际性国家，它的最高执政者是教皇，也是君主。主教们和

的教皇选举中，法闷波尔多大主教被选为教皇，称克力ｆＪ五

修道院长们也是政治统治者，因为他们享有类似世俗王公们

世（１３０５—１３１４年在位）。因为害怕意大利人的反对，于１３０９

所行使的那些统治权。与于公们相类似的就是教廷也拥有巨

年把教廷迁往法国边境一块教廷的飞地——阿维尼翁。由此

大的财富。教廷是捐赠土地的接受者——“在英格兰，人们看

开始有７位教皇——克力门五世、约翰二十二世（１３ｌ卜

见因于大笔一挥，便对４０个寺院有所赐予，把皇室领地的

１３３４年在位）、本笃十二世（１３３４－－１３４２年在位）、克力门六
世（１３４２－－１３５２年在位）、英诺森六世（１３５２－－１３６２年在位）、

１／１０赐给他”嗍。查理曼曾把７２块封地赐给教会，虔诚者路

乌尔班五世（１３６２－－１３７０年在位）和格利高里十一世（１３７卜

格斯曾对此讥讽道：“园千们彼此竞赛，看谁给教会捐献的土

１３７８年）——定居阿维尼翁。中世纪后期全欧洲最大的金融

地、金钱、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等等最多。”［ｉｏｌ贵族们也不甘落

势力首推教廷，当时的教廷被冠以全欧洲最大、最富有的收

后，如在Ｉ卜１１世纪寺院改革运动中，克吕尼派寺院、西多

税者、金融家、银行家。因此，教廷迁居到阿维尼翁，也就是给

会寺院得到了“庄园、田地、森林、葡萄闶、牧场、磨坊、牛栅”

阿维尼翁的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等“阵雨般地捐赠”【“１。正是这些慷慨的捐赠使得教廷成为当

阿维尼翁在普罗旺斯伯爵领境内，普罗旺斯领是神圣罗

易赐了６００块，而最初的两个鄂图国王则赐给Ｉ ５４０块恻。恩

时西欧最大的土地所有者。除此之外教廷还向修道院、领地

马帝国的封地，受那不勒斯国王的管辖。由于教堂地址的选

和教士们征收的税收，使它成为伞欧洲最大最富的收税者、

择应靠近河流或泉水，意指圣水可以驱魔（洗涤罪孽）。阿维

最大的财政机构和最富有的银行家【１２】。因此，当教皇迁居到阿

尼翁位于罗那河上，所以教皇从乔安娜女王那里赎买得阿维

维尼翁时，也就意味着教皇的收入像一条金河，从每一个天

尼翁作为驻地。阿维尼翁所处的罗那河，从古代起就是欧洲

主教国家源源流人阿维尼翁。哪里有黄金，商人就云集在哪

最重要的贸易干线之一，加仁联接北意大利与普罗旺斯地区

里，充足的金钱不仅把阿维尼翁造就成信贷业和银行业的中

的山口（是从埃格莫特或马赛开始的商路的第二站），使阿维

心，而且使她成为无所不包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买卖

尼翁有条件成为商业繁荣地。但是，长期以来，该地的经济发

市场１１３】。

展水平较为低下，再加ｔ－阿尔比派战争的影响（阿尔比派在

在阿维尼翁，最繁荣的行业是银行业，它几乎完全操纵

在意大利人手中１１４１。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主要经营银行业，他替
法国南部居民中，占有极大比蕈）。使经济一直比其他城市落
【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９．侣（总第２１１）】

万方数据

１２８

教皇在西欧各国管理教会资产，办理汇兑。向各地的主教、修

们都在罗马。他们中大多数是法国人，因此要求返同阿维尼

道院长提供贷款．有时候也接受他们的存款。美第奇家族灭

翁，而罗马民众又要让教廷留在罗马。为此罗马民众发生骚

亡后，教皂又找到了替代美第奇家族的新的银行家～奥格斯

动，枢机主教团不得已选举意大利人巴里主教巴尔托洛梅

堡的富格尔家族。由于教会明令禁止谋取利息，所以，教皇的

奥·普罩尼哑诺为教皂，称乌尔班六世（１３７８一１３８９年在位）。

这项收入可能不如其他的各项收入，但是，却使意大利的商

四个月后，枢机主教团一致声称由于选举受到暴民的压力，

人和财富也基本汇集到阿维尼翁来，进一步便利了阿维尼翁

因而无效，并另外选口内瓦的罗伯特为教皇，称克雷芒七世

与意大利的通商。又由于教会的财富都存储在汉萨同盟的城

（１３７８—１３９４年在位）。虽然克雷芒七世重叉迁居阿维尼翁。

市里，所以德意志的商人也把财富带到这里来。

但是，半个世纪中，两个教皇的斗争，使基督教世界臭名远

教皇和别的君主一样，不得不维持开支日益增加的行政

扬，而且使教廷的负担增加一倍，教皇财政制度的各种弊端

人员和宫廷的费用。教皇为了维持更大的开支，又采取ｒ一

也更为加剧，意大利的很多银行因此纷纷破产；另一方面，很

些途径来增加财富。首先。教皂约翰二十二世改革了教廷的

多法国的邻凶对于教皇的课税和干预极端仇视，认为它是法

财政制度。并把改革的制度强加给整个教会。教皇开始向整

国的御用工具【１９１，使其精神主宰的地佗褪色，昙花一现的阿维

个基督教世界征收什一税。金钱如潮水般源源而来，阿维尼

尼翁繁荣很快就衰落下去了。同样可从教皇的财政状况来看

翁成为商业和金融业的积极活动的舞台。教皂在此建市了一

教皇的斗争对阿维尼翁经济的影响，此时只有法国、西班牙、

座壮丽非凡的宫殿；各位枢机主教在城里修建了摘邸，在农

苏格兰、那不勒斯、西两里和德Ｉ目的部分地区支持阿维尼翁

村修建ｒ别墅。所以阿维尼翁在艺术史上象它在商、№史上一

教皇，因此，阿维尼翁教皇的经济来源几乎伞部依靠法国。公

样，在１４世纪占有独特的地位∞Ｉ。吸引来众多的人来这里，以

元１４００年阿维尼翁教皇出于发动战争和奢侈享受的需要，

致在其周围建立起很多新的城镇，促进了它经济的繁荣。另

征得的钱财比公元１３５０年时（当时天主教会还面对又分裂）

一方面，从阿维尼翁起，大商路溯罗那河而上，也促进了它经

的总和还要多，但是仍然入不敷出，于是就把城堡和金银祭

济的繁荣。

器出卖给贵族。

其次，因为教皂没有权力向他的直接属地的臣民征税，

公元１４１４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两吉斯为了结束天主

所以只好用他的精神权力来开辟财源。这一举动直接促进了

教会分裂的局面，迫使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康斯坦茨召开天

阿维尼翁的繁荣。教皇把有俸圣职授给教士，然后再向他们

主教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主教和主教衔的隐修院长，也

要钱，他把这些职务时常保留起来，这叫做“圣职任命权的保

有来自大学的神学和法学教授以及皇帝和国王的代表。

留”。如果海面有空缺，他就把圣职事先卖出，答应将来有缺

教皇的迁居使阿维尼翁成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中的

时再补，这叫做“预期的恩典”。因为他有权免除教士遵守教

一朵昙花，成为当时欧洲财富聚积地，当教皇迁回罗马后。也

规，他便免除了他们驻扎教区的任务，这样使他们可以身兼

是这朵惊艳的昙花凋谢之时。直到现在。它的繁荣已经成为

数职，但是他们要给教皇一笔金钱作为报酬。他利用司法权

历史的记忆，只有一幢幢的教堂是其壮丽的景观，吸引着一

通过收取罗马法庭的诉讼费来增加收入，又利用他的向教民

批批的游客。教皇的迁入带来了阿维尼翁的繁荣，教皇的迁

争取教廷法令文件税来增加收入。他接受俗人的金钱。免除他

出又带走了阿维尼翁的财富。

们遵守斋戒，禁止近亲通婚的法则，并且赦免犯罪的忏悔１１６１。
此外，教皇为了增加收入，无论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
长还是教廷各级官员，其职位有多少教产、有多少收入，教廷
都列出细表；被委派的神职人员在取得任命前，必须交给教
皇相当一年收入的ｌ／３—－２／５的金钱，称“任命费”。如１３３２
年，科伦大主教的任命费为３０ ０００金币，一般教区主教的任
命费为１

２００—１２

０００金币不等。如拖欠任命费要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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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另修一座教堂以作为单一的维斯康蒂的墓地ｌ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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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Avignon)是普罗旺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从巴黎进入蓝色海岸的必经之门,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红衣主教之城",并享有"小罗马"的美名
.1309年,教廷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此后的94年间这里成为七任教皇的驻跸地,使这座默默无闻的小城一举变为欧洲天主教徒朝拜的圣地.今天的阿维尼翁
以保存完好的教皇宫(Palais des Papes)而闻名于世,这座欧洲最大的哥特式宫殿既是堡垒也是教堂,同时教皇宫及其周围地区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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