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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四川教域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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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前期四川宗座代牧区发生的教域权之争，是四川Ｉ教会史上值得关注的事件。教域权最后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名正言顺

获得，由此奠定了该会在四川长达百年的传教事业的基础。这场教域权之争的过程和结果，反映出当时中国传教形势的变化和天
主教会对中国传教地盘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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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６年教宗英诺森十二世发布敕令在中国设

（１６６８—１７１５），法国人，１６９８年到达广州。马青山

立九个宗座代牧区，四川即为其中之一（其他八个代

的人川打破了原来由遣使会士穆天尺独自一人掌管

牧区为福建、浙江、江西、云南、贵州、湖广、山西和陕
西），后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域。但由于严

果，反映了教廷传信部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之间复杂

厉的禁教环境，巴黎外方传教会未能持续地派遣传

而微妙的关系，以及宗座代牧制度下代牧主教与辖

教士入川，致使其在川的传教事业中断达二十年之
久。而四川Ｉ的传教事务在此期间则由教廷传信部派

教廷传信部与各传教团体对中国传教资源的争夺。

遣的遣使会士穆天尺（Ｊｅａｎ Ｍｔｉｌｌｅｎｅｒ）所经营。穆天

因囿于资料，目前未见有文章涉及对这一历史事件

尺（１６７３—１７４２），德国人，１６９９年来华，１７１５至

１７４２年间任四川宗座代牧主教。因此，到１７３１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马青山（Ｊｏａｃｈｉｍ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ｌｉａｔ）入

川，希望恢复其会士白日升（Ｊｅａｎ Ｂａｓｓｅｔ）和巴吕埃
在四ＪＩｌ所开创的传教事业时，他与穆天尺之间的争
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马青山（１７０６—１７５５），法国

四川传教事务的局面。这场教域权之争的过程和结

区内各传教团体神父们的矛盾，并由此最终追溯到

的探讨，因而本文拟以法文档案资料，对此事件进行
爬梳，勾稽成文，亦为研究清朝前期天主教在四川的
传播做铺垫性工作。

一、教务地界协议引发教域权之争

人，１７２７年前往远东传教，在丹老（Ｍｅｒｇｕｉ）、大城
（Ｊｕｔｈｉａ）、本地治理（Ｐｏｎｄｉｃｈ∈ｒｙ）和马德哈斯（Ｍａ—

马青山于１７３１年选择人川传教并非毫无根据。

ｄｒａｓ）等地辗转后，于１７２９年７月来华并学习中文，

其原因可追溯到１７０１年第一任四川代牧主教，即巴

１７３１年返回暹罗，后拒绝巴黎外方传教会暹罗总修

黎外方传教会士梁弘仁（Ａｒｔｕｓ

院院长的任命，回到中国后即刻前往四川。白日升

于遣使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毕天祥（Ｌｕｄｏｖｉｃｕｓ

（１６６２—１７０７），法国人，１６８７年来华传教。巴吕埃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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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弘仁（１６５５～１７１３），法国人，１６８９年来华，四川宗

教就不再跟该会有任何联系。基于此项理由，巴黎

座代牧区第一任主教。毕天祥（１６６３—１７７３），意大
利人，１６９９年与穆天尺一同来华，后在“礼仪之争”

外方传教会在四Ｊ｜ｌ已经没有任何传教的权利。为此
郭奈神父于１７３０年专门致函教廷，抗议这种观

中极力追随教廷世界铎罗而遭囚禁，逝世于澳门。

点旧ｊ１１１。两位司库开始互相论战，主要围绕外方传

白日升、巴吕埃、毕天祥和穆天尺四人于１７０１年一
起人川，到达重庆后白日升与毕天祥之间立即达成

教会是否仍有在四川传教的权力而进行争论。实际
上，这种争论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对在华传教势力范

一项教务地界协议，划分传教地域：
尊敬的路易·阿比阿尼司铎（Ｌｏｕｉｓ

Ａｐｐｉａｎｉ，

围的一种争夺。这种情况也曾发生在来华方济会与
耶稣会之间。当方济会利安当神父首次来到中国，

即毕天祥）将管辖如下四“府”级城市：重庆府

进入南京地区时，遭到了当地教徒的恶劣对待，他被

（Ｔ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ｆｏｕ）、保宁府（Ｐａｏ—ｎｉｎｇ ｆｏｕ）、顺庆府

捆绑住手脚，丢在船上驱逐到福建¨ｊ。因为南京地

（Ｃｈｕｎ—ｋｉｎｇ ｆｏｕ）和夔州府（Ｋｏｕｙ－ｔｃｈｅｏｕ ｆｏｕ），以及

区当时已经是耶稣会的传教势力范围。

所有在行政上从属于以上府的“州”（ｔｃｈｅｏｕ）、“县”

现在类似的情况，即对传教资源的争夺，也发生

（ｈｉｅｎ）。任何修会的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还是本
会，想在以上区域建堂或传播福音，都必须得到阿比

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与教廷传信部和遣使会之间。在
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四川只有教廷传信部派

阿尼司铎本人的授权，并根据教廷制定的传教训令和

出的遣使会士穆天尺主教维系着教会的生存。穆天

通谕，服从阿比阿尼司铎的指导和命令。我本人也一

尺于１７１５年获得教廷承认，成为四川代牧区主教，
之后在四川多年苦心传教，他自然不想让其传教成

样，在上述四个城市和地区没有任何权力和管辖权。
相反，我在以下四个城市具有和阿比阿尼司铎一样的

果被后来者轻易攫取。而教廷方面，则一直希望能

权力：成都府（Ｔｃｈｉｎｇ—ｔｏｕ）、龙安府（Ｌｏｎｇ—ｇａｎ）、雅州

直接管理中国的传教，也由此才会于１６９６年在中国

府（Ｙａ－ｔｃｈｅｏｕ）和嘉定府（Ｋｉａ ｔｉｎ）。

设立九个宗座代牧区，由教宗直接任命代牧主教，确
保教宗对传教区的最佳领导¨Ｊ。

据此达成协议，绝不反悔。重庆府，１７０２年３
月３０日。白日升（Ｊｅａｎ Ｂａｓｓｅｔ），四川本堂神父（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ｔｒａｎ９６ｒｅｓ（巴黎外方传教会档

二、马青山与穆天尺的周旋

案，ｖｏｌ，４４２，第５０５页）。

据此传教地域协议，毕天祥和穆天尺负责川东

郭奈神父从教廷传信部获得答复，“巴黎外方传

的教务，而白日升和巴吕埃则管辖川西教务。在“礼

教会的传教士们应该忠实地前往他们之前被派往的

仪之争”后期，康熙皇帝于１７０７年下旨，规定西洋传

目的地”［２儿１２。但是郭奈和马青山采取先斩后奏的

教士只有前往内务府领取“传教印票”才能继续留在

办法，在获得答复前，马青山已先行赴川。郭奈对米

中国传教ｕＪ。穆天尺和白日升等人均没有领“票”而
相继遭驱逐甚至被拘捕。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外方

拉尔他的解释是，教廷的命令很迟才到达巴黎，然后
寄发来华，而马青山在路途上，与之通讯联络非常困

传教会在白日升和巴吕埃离开四川之后，到１７１５年
再没有其他传教士成功潜入，只能将教务托付于中

难¨］１１２。郭奈让马青山秘密人川，让米拉尔他神父

国传道员林常。而多次避往他处的穆天尺则再次成
功潜入四川，立即着手振兴教务，甚至插手川西教

我会士陆迪仁（Ｌｏｕｉｓ Ｍａｇｇｉ）入川。但是当时陆迪
仁在湖广地区传教，由于禁教缘故几年之后才人川。

务，例如，为林常购买金堂的土地以建教堂∽Ｊ９㈣１。

米拉尔他神父对此也毫无办法。然而，１７３２年４月

非常不快，不过他很快平静下来寻找对策，指定多明

这种情况下，巴吕埃于１７１５年时返川后想要再接手

马青山到达成都时遇到了更大阻碍，四川代牧区穆

川西教务，已力有不足，他于当年１１月卒于成都。

天尺主教直接拒绝马青山在他的管辖区域内传教。

此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的传教事业陷入沉寂，
只有教廷传信部派出的遣使会士穆天尺独自一人在

穆天尺几次通过中国传道员带信给马青山，甚至出
示教廷传信部的信函，要求其离开四川，但是马青山

四川管理教务，由此为马青山入川引发教域权之争

始终不予理会。

埋下伏笔。
马青山的人川遭到穆天尺的阻扰和教廷传信部
的反对。争辩首先在教廷传信部驻华司库米拉尔他

正处于这种僵持状态时，在暹罗修道院学习和
受巴黎外方传教会教育多年的华籍神父李安德
（Ａｎｄｒ６

（Ｍｉｒａｌｔａ）神父同巴黎外方传教会驻广州司库郭奈

Ｌｙ）学成回国，也被郭奈派往四川传教，给
马青山予以援手。不出意外，穆天尺仍然拒绝李安

（Ｃｏｎｎａｉｎ）神父之间展开。米拉尔他的观点认为，根

德入川，就像之前用教廷的信函对待马青山一样。

据当时的惯例，如果一个传教使命被一个宗教组织

穆天尺同时指出，可以同意将之前在湖广由耶稣会

或一个传教团体放弃达十年之久的话，那么这项传

士聂若望（Ｄｕｒａｄｅ）神父监管的教区托付给李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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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马青山也可以前往湖广传教，拥有与李安德神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ｘｂｇｊｘｔ．ＳＷＵ．ｃｒｌ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黎外方传教会档案，ｖｏｌ，４３３，第８６３页）。

父一样的权力口］１１８。穆天尺对李安德入川的再次拒

首先，李安德在信中说道，穆天尺在两封信中使

绝，促使马青山决定当面跟穆天尺一谈。马青山与
穆天尺的会面结果并无多大进展，穆天尺坚持要求

用的是两个明显不同的词：“信件”（１ｅｔｔｒｅ）和“命令”
（ｏｒｄｒｅ）。很明显，后者是传信部的枢机主教们一起

马青山离开四川１。马青山还曾要求穆天尺给予他在

作出的明确的决定，这种决定是神圣的并且不可违

云南和贵州传教的权力，但是被穆天尺以“在这两个
省份没有驻院”而拒绝。

抗，就像以前传信部关于中国礼仪之争所作出的决

穆天尺始终拒绝马青山留在四川一事，为成都

见，不仅代牧主教们，甚或司库神父们都可以根据他

的教徒们所得知，他们给穆天尺写信，恳请穆天尺将
马青山留下。成都教徒认为，目前四川的情况，极度

们不同的立场和形势对此进行各自的解释。言下之
意就是暗指穆天尺拿鸡毛当令箭，随便用一封枢机

缺乏神父，可以让马青山在等到教廷传信部的命令‘
后再作决定也不迟。甚至有教徒比较激烈，认为不

主教的信函来冒充正式的谕令。
其次，李安德指出，穆天尺使用要求

让马青山留下，那要请主教（穆天尺）他自己来传教，

（ｐｒ６ｔｅｎｔｉｏｎ）一词，在这里会有两种解释：其一，该词

这让穆天尺深感不安，认为教徒会远离自己。因此，

原本是国王和王子们之间在领地的占有和赋税收益

穆天尺坚决要求马青山前往湖广，不能留在四川，并
且坚持：如果是传信部决定让法国传教士留在四川，

上产生争执时所使用，并不适用于传教士们；其二，

定或敕令一样。反之，信件则是枢机主教所写的意

他会非常乐意接受比］１ ２１。由此，马青山与李安德被

对于那些由各个修会团体所开创的传教地域出现争
执时，他们同会的后继者和神父们是否能继续其事

迫辗转湖广，因教难迭发，不多久便再次潜回四川。

业？如果是第一种解释，则完全是不公正的。那若
是第二种解释，就要提出疑问，为什么传信部同意在

三，李安德对穆天尺的驳斥

中华帝国其他的任何省份，由耶稣会士们开创的传
教事业则顺理成章地由后到的耶稣会士所继承，其

１７３６年穆天尺收到来自教廷传信部的回复。
回复肯定了他拒绝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进入

他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亦是如此，而唯独巴黎外
方传教会就被拒绝呢？

四川的决定。穆天尺在得知此消息后马上派传道员

第三，李安德质疑，传信部在１７３０年和１７３３年

通知马青山和李安德，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四川。穆

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长上们关于禁止其进入四川的

天尺在十天的时间里两次致信李安德。在这两封信
里，穆天尺反复强调在前面所收到的来自传信部的

消息，却从来没有直接从其长上们传达给他们，而且
在那几年外方传教会的蒙提捏（Ｍｏｎｔｉｇｎｙ）神父一

命令。对于马青山和李安德来说，由于路途遥遥，条

直驻在罗马，若是他知道马青山神父来到四川的事

件艰难，他们与巴黎总会的联系十分困难，经常一封

会感到很高兴的。因此这一点说明，传信部或者是

信来回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是同广州司库的联系，
也是极为不便，再加上要躲避教难，行踪不定，更加

对于此事完全没有涉及，或是对此消息有所隐瞒。

不知道有何确切消息。因此，最初马青山和李安德

允许马青山和李安德二人人川而遭致传信部的指

二人慑于穆天尺的代牧主教权威，并未有激烈的质

责，李安德就此反驳，如果穆天尺在头一年给传信部

第四，穆天尺在信中提及会担心因为在１７３４年

疑和直接的反抗，但是在１７３３年，全国禁教形势严

的信中提及他们在下年会再次回到四川，传信部是

峻，雍正皇帝逐渐奉行全面禁教政策，驱逐所有传教
士至澳门。马青山二人不得已才再次潜回四川，指

没有理由这么做的。

望穆天尺能同意他们留下，能有一处立足之地。而

任意寻找一个四川以外的地方传教一事进行反驳。

且在马、李二人看来，四川早在１８世纪初就是梁弘

李安德认为，在这一点上，传信部的枢机主教们和外

仁、白日升和巴吕埃这些外方传教会的先辈们所牧
守的地方，他们重返四川亦是理所当然之事。最初

方传教会的长上们都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就无法
随便去往任何地方。另外，李安德还认为穆天尺主

他们因穆天尺的主教身份及其展示的教廷传信部的

教非常清楚这两年他已经没有收到任何传教经费，

信件，谨守其命令，离开四川而辗转湖广。但是在教
难严重涉及生命危险的时候，穆天尺仍然坚持不让

根本无法展开旅行。即使要离开寻找新的地方，也

他们留在四川Ｉ，并且语调模糊，因此激起了李安德的

会在广州司库处获得经费才能离开。

强烈抗议。

最后一点，李安德就穆天尺让他与马青山二人

要通知他的长上并获得答复．至少也要从外方传教
从上述回信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

１７３６年４月１７日，李安德致信穆天尺，信中列

一，穆天尺是否有权力阻止马青山和李安德留在四

明五点说法，就穆天尺的两封信的内容一一驳斥（巴

川传教；其二，教廷方面凭何理由拒绝马青山和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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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留在四川这个由外方传教会所开创传教事业的地
方；其三，由于通讯困难，马青山和李安德二人与本
会的联系以及所获得的消息跟不上穆天尺与教廷之
间的来往进度。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全国严

峻的传教形势以及严厉的禁教环境，根本不容许马
青山和李安德更换传教地区。正如李安德在信中所

份的传教事务，就不能专门托付给某一修会，而是由
罗马指派任命的主教予以管理。如此，代牧主教与
其辖区内的各修会神父们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因为
修会神父们有着自己本会严格的会规和等级，虽然
名义上要效忠于罗马教廷，但在实际的管辖权限上，
更多地强调本会长上们的绝对权威，因此，当修会长

提出的质疑，各个传教修会团体有着各自的一贯传

上和属于其他修会的代牧主教的命令不一致时，神

教势力范围，全国的传教资源基本已分配好，比如江
南地区向来是耶稣会的传教区域，而山东、福建、江

父们就会碰到服从权限的问题。
（二）体现了当时严厉的禁教环境

西地区则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势力范围。再加

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仅延续了康熙末年的禁教

上１７３２年开始雍正一朝的禁教达到了顶峰，因此，
马青山和李安德二人若要寻找新的落脚点实是艰难

政策，而且对禁止天主教更加严厉，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异常。这也是马青山和李安德屡屡与穆天尺争锋的

年）以来，就有旨令不许西洋人潜居内地传教。至雍
正七年（１７２９年）４５再次密令各省督抚遵旨严查，将

重要原因。

天主堂改为义学、公所，甚至改建为天后宫。到雍正

幸运地是，事情终于在１７３７年初出现转机，穆
天尺再次收到来自教廷传信部的信函，指示他应该

十年（１７３２年），广东巡抚鄂尔达向朝廷上奏，因获
得居留广州的传教士仍未能安分守己，又聚众传教，

让马青山和李安德留在四川传教，“让他（马青山）留

因此请将广州天主教堂进行拆除，所有传教士被驱

在四川并视他如眼珠般珍贵”（巴黎外方传教会档
案，ｖｏｌ，４３３，第５６１页）。出现转机主要是巴黎外方

逐至澳门。因此，马青山和李安德二人几乎无处可

传教会派驻罗马的神父们活动的结果，同时，当时在

藏，唯有呆在地势复杂的四川以保安全。
（三）体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与教廷传信部的关

交趾支那传教的德拉科特神父（ｄｅ

系之微妙与复杂

Ｌａ Ｃｏｕｒｔ）返回

罗马，对马青山与穆天尺的四川教域权之争向罗马
及相关人士陈述，尽其努力帮助马青山和李安德，这

此前有研究者对巴黎外方传教会与罗马教廷之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信部对此事的关注。由

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是一个属
于教廷的传教团体，是教廷在华代言人及其在远东

此，巴黎外方传教会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立足四川。

传教思维的执行者¨ｊ。从这些结论可以看出二者之

四、马青山与穆天尺对四川教域权争夺
之所见

间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确，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的
本身即是教廷打压葡萄牙保教权、保持对远东传教
事务直接管理权的结果。在成立之初外方传教会上
下对教廷的决议都表示服从，而且最终外方传教会

来自教廷传信部的正式认可，期间马青山与穆天尺的

确定为一个传教会而非修会，就是教廷希望可以透
过外方传教会在传教政策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但

反复争执持续时间长达五年，马青山和李安德主要靠

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此次四川教域权之争看到，在涉

同穆天尺协商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以便等待教廷传信
部的新命令。这场教域之争，反映出当时中国传教形

及实际传教利益时，双方仍然存在着既相互利用又

从１７３２年马青山首次入川到１７３７年终于获得

相互矛盾的关系。

势的变化和天主教会对中国传教地盘的争夺。
（一）反映出中国传教形势的变化

在１６９６年宗座代牧区设立之前，传教士来到中
国后，一有机会就设点传教，出现了在同一个省份有
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奥古斯丁会士和方济各会士
等的情况。由于尚未划分教区，无法集中在某个教
区或接受某个主教的管理，皈依后的信徒也被为自
己受洗的神父留在其所在的修会之中。这就导致中

国传教体系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清晰明朗，中国天
主教会的精力一定程度上为了划分传教地盘而内

耗。作为后来者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更是不愿放弃
自己本应获得的传教势力范围。
同时，在施行代牧主教制度之后，其中一两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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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程的，直到乾隆二十五年才最终确立，共八个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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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文通过对年羹尧由四川巡抚到四川总督，再由四川总督至川陕总督，分阶段地分析其在清前期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活动
，及其在这些活动中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现年羹尧的治国安邦才能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体现其与别人不同的特殊性的一面。

9.期刊论文 陈世松 "湖广填四川"研究平议 -天府新论2005,""(3)
清前期"湖广填四川"问题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值得引起新的关注.当前深化"湖广填四川"的研究,应注意填补薄弱环节,加强对移民迁出地生存环
境与移民在原乡生活状况的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改变重上层轻下层、重政治轻社会的倾向;深入挖掘史料,改变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倾向;改进研究方法
,强调多学科结合,采用新的研究手段.

10.期刊论文 严奇岩.Yan Qiyan 神榜与四川客家人的祖籍记忆 -寻根2007,""(5)
四川是我国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川客家人的总数在300万人左右,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四川客家主体是来自清前
期"湖广填四川"中闽、粤、赣边区的客家移民的后裔,其中以广东移民最多,所以四川客家多自称为"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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