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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德国传教士穆天尺四川活动述略
韦

羽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德籍传教士穆天尺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派往中国的早期遣使会传教士之一。他在华传教四十余
年，曾任四川宗座代牧主教２７年之久（１７１５—１７４２）。期间与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青山主教对四川教域
权的归属周旋颇久。穆天尺同时致力于在川传教，重视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并制定和颁布规范神职人员与
宗教生活的动ｉ令。虽然自穆天尺之后，四川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为四川．
在禁教时期仍然成为天主教传播的良壤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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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传教士穆天尺（Ｊｅａｎ Ｍｉｉｌｌｅｎｅｒ）是罗马教廷

过在京耶稣会士多年的努力以及高层奉教官员的协

传信部派往中国的早期遣使会传教士之一。他１６７３

助，康熙皇帝终于谕准了礼部所题允许天主教在华

年ｌＯ月４日出生于不莱梅（Ｂｒ￥ｍｅ），２６岁时晋铎为

传教的部本，即著名的康熙容教诏令。…（Ｐｌ哪容教诏

神父，经由毕天祥（Ｌｏｕｉｓ Ａｐｐｉａｎｉ）神父指引加入遣使

令的颁布不仅在政治上为天主教在清前期中国社会

会，并随其同来中国。穆天尺在华活动范围主要集中

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消息很快传到欧洲，

于四川，曾任四川宗座代牧主教达２７年之久（１７１５—

与罗马教廷试图改善中国传教形势的设想不谋而

１７４２）。穆天尺在传教活动上的主要贡献，一是重视

合。其时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驻罗马的凯梅纳（Ｌｏｕｉｓ

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二是制定和颁布规范神职人员
与宗教生活的训令。他还与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Ｌａ

Ｑｕ６ｍｅｎｅｒ）主教立即提出，在中国每个省份设立一
位宗座代牧。①这一建议被教宗英诺森十二世（１ｅ

Ｓｏｃｉ６ｔ６ ｄｅｓ

Ｐａｐ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ｄ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ｒｅｓ）的马青山（Ｊｏａｃｈｉｍ

Ｘ１１）部分采纳，于１６９６年ｌＯ月１５日

Ｍａｒｔｉｌｉａｉ）对四川教域权的归属周旋颇久。虽然自

颁布敕令，制定三主教区界线，并设立九个代牧区，

穆天尺之后，四川传教权正式归属于巴黎外方传教

四川即为其中之一。⑦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梁弘仁

会，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为四川在禁教时期仍然成为

（Ａｒｔｕｓ

天主教传播的良壤奠定了基础。
一、穆天尺升任四川宗座代牧
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容教诏令的颁布。通

ｄｅ

Ｌｉｏｎｎｅ）被任命为四川宗座代牧。［２１（ｖ１５）

但是梁弘仁并未实际管理过四川教务。因为当
时正处于“礼仪之争”固的重要时期。梁弘仁坚决拥
护福建宗座代牧颜趟（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ｉｇｒｏｔ）的训令，严禁
中国礼仪，并与本会另一位传教士李斐理（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ｌ一１７
作者简介：韦羽（１９８２一），女，广西桂林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和早期中国天主教
史研究。
①所谓“宗座代牧”，是指“教宗将某名义上仍存在，但其领地实际上已消逝的中古时期的主教衔，授予某位海外传教士，
并命其在其新开拓的传教区中实际治理，以避开西葡保教权。中国在实行之后，葡国仅能维持北京、南京两教区，而代牧区则
越设越多”。见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１—５２页。
②另外八个代牧区分别为福建、浙江、江西、云南、贵州、湖广、山西和陕西。见赵庆源编著《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
长接替年表》，闻道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７一１８页。
③“礼仪之争”是指天主教在向中国传播时，围绕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
的名称及其内涵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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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ｎｃ）一起同颜氆于１７０１年１月２５ １３在福建长乐

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穆天尺仍然希冀回到四川继续

会面，“商讨‘礼仪之争’的应对措施，决定从他们三

传教。１７０９年穆天尺在澳门与一位从重庆来的教

人之中选定一人返回欧洲，向罗马教皇当面报告有

徒碰面，“想看看能否有希望将一位传教士带回到

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实和意见，结果梁弘仁被选

他的省份”［２］（聊’。但是穆天尺并未等到有利时机，

中。”【３ Ｊ（驯随后梁弘仁去往广州搭船返回欧洲。正

禁教形势依然严峻。穆天尺不得已在１７０９年底离

是在广州，梁弘仁不仅遇到了本会的白日升（Ｊｅａｎ

开澳门去往巴达维亚（Ｂａｔａｖｉａ）。在历尽艰难后，穆

Ｂａｓｓｅｔ）、达西（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Ｄａｎｒｙ）、巴吕埃（Ｊｅａｎ—

天尺于１７１１年再度回到重庆。

Ｂａｌｕ／ｊｒｅ）和凯梅纳四位同仁，也发现

“领票”传教谕令的颁布，再加上官府的仇视以

了遣使会的两位传教士毕天祥和穆天尺，“他们由

及教徒的稀缺使得天主教会在四川陷入困境。当初

教廷传信部派往中国，以便在那里开设一座神学

人川的四位传教士，白日升早已在１７０７年１２月逝

院”Ｌ４ｌ（ｅｌｓＴ）。恰好毕、穆二人于１６９９年到达广州后

世于广州，毕天祥因为在“礼仪之争”中极力追随多

仍没有明确的教区可去，于是答应梁弘仁邀他们人

罗（Ｃｈａｒｌｅｓ

川传教的请求。白１３升和巴吕埃也同时人川。对于

未领票也被驱逐，直到１７１５年初才回到四川，但是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Ｌａ

这一过程，《十八世纪四川传教团》曾有记
载ｏ［５１（心埘’白１３升和毕天祥被任命为辅理主教。
１７０１年１２月穆天尺等人从广州出发，经由韶州、湘
潭、长沙、岳州、彝陵州，最后到达重庆。［２】（嘲）
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容教诏令的颁布，①的
确为天主教会在清前期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但是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容教诏令的实施，是以
传教士们严守“利玛窦规矩”②为前提的，因此，当中
国礼仪问题扩大化时，康熙皇帝与罗马天主教会在
此问题上的争执进一步激化后，容教诏令也逐步被
清廷所陆续颁发的一系列禁教谕令所废止。康熙四
十六年（１７０７年）清廷颁布“领票”传教谕令：
“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士之西洋人等有内务
府印票者，听其随便居住，不必禁止。……其未经领

Ｍｉｌｌａｒｄ ｄｅ

Ｔｏｕｒｎｏｎ）而被禁锢，巴吕埃因

年底便去世，因而四川传教区只剩下穆天尺一人独
撑。
关于四川宗座代牧的人选，罗马教廷曾属意于
毕天祥，但是毕天祥却恳切地拒绝，转而推荐穆天尺
出任，并列出以下理由：第一，认为自己已年老多病，
且被关在监狱，长期未真正传教；第二，认为穆天尺
更加年轻力强，还有很多时间工作；第三，认为穆天
尺谦虚温和，救灵心切，有传教士所当有的才德，且
富有传教经验。【６】（阱’毕天祥的意见被罗马教廷所
接受。１７１５年９月１５日穆天尺被教宗任命为米西
奥菲题（Ｍｙｒｉｏｐｈｉｔｅ）主教和四川宗座代牧。不过由

于路途遥远和通信困难，教宗敕令直到第二年１０月
才送达四川。随后穆天尺于１７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

票、情愿赴领者，地方官速催来京，勿许久留，有司亦

山东临清由伊大仁（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不许阻滞。若无票而不愿领票者，驱往澳门安插，不

圣为主教。［２］‘聊’

许存留内地。”…㈣叫

ｄｅｌｌａ

Ｃｈｉｅｓａ）主教祝

二、穆天尺在四川的传教活动

谕令颁布全国后，耶稣会士、大部分方济各会士
以及一些奥斯定会士很快前往领票，而道明会、外方

虽然最早到达四川的欧洲传教士是利类思

传教会和教廷传信部的神父们则拒绝领票。穆天尺

（Ｌｏｕｉｓ Ｂｕｇｌｉｏ）和安文思（Ｇａｂｒｉｅｌ

也在没有领票者之列。③所以１７０６年他不幸在成

位耶稣会神父，但他二人在人川不久就逢张献忠屠

都被官府缉拿，被遣送去广州。在途经武昌时又传

川，先遭张献忠俘虏，后被清军带往北京，前后在川

来将他押送北京的命令。在北京穆天尺认为他所受

逗留时间不过两三年。而穆天尺于１７０１年来华，至

到的待遇就像“九柱戏中的一只狗”一样‘２】∽引。不

１７１５年升任四川宗座代牧，直到１７４２年逝世，在川

久穆天尺又在差役的押送下于１７０８年７月回到重

传教时间长达４１年，传教足迹遍布大半个四川。同

庆，随即再次被送往广州，搭船前往澳门。然而，在

时，穆天尺还十分重视对中国传道员的培养，并且制

ｄｅ

Ｍａｇａｌｈａｅｎｓ）两

①关于“容教诏令”制定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可参见张先清《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５期。

②“利玛窦规矩”是指以利玛窭为首的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适应中国国情，对中国礼仪和习俗的最早解释，即尊重士大
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不反对“敬孔”和“祭祖”等。
③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１页所列出的领票传教士中，没有穆
天尺的名字。也见樊国阴著、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华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９３页，“穆天尺并未领票”。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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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神职人员行为守则，以规范宗教生活。

人员来说，他们便于隐藏身份和藏匿，远比欧洲人更

１．穆天尺的传教行踪

熟悉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文化和民俗，又因为语言上

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穆天尺主要在成都和重庆

的优势，在讲解教理时更容易为听众接受和理解；他

地区活动。尤其以辖属于成都的金堂县、什邡县和

们还可以出头处理教会中的世俗事务，比如教会地

新都县为主要活动区域，且三地都由其开教。据荣

产的买卖。神职人员的本地化是禁教期天主教仍得

振华（＇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ｈｅｒｇｎｅ）神父《传教地理》所载，当时

以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

金堂县有不少天主教会口，如下四乡、双檬子、苏家

穆天尺所服务的遣使会以救济穷人和培育圣职

湾和金家沟等，称其为“这个省份最热忱的地方，因

人员为宗旨，一方面在乡村讲道，另一方面则教导青

为没有混合任何异教徒”［７】（踏＂，穆天尺曾几次在金

年神职人员具有司铎的精神，而从事栽培神职人员

堂购地置房以作教堂之用，但均因禁教而被没收。

是为了拯救乡村贫穷人的灵魂。【１ｌ】（Ｐ１５－１６）作为遣使

而穆天尺最后逝世于新都县一个叫霍家坝（Ｈｏ—ｋｉａ

会士，穆天尺尊奉和贯彻着这一原则。１７２１年他致

—ｐａ）的地方。此外，穆天尺也到过重庆地区的铜

信于因“礼仪之争”来华的教宗特使嘉乐（Ｍｅｚｚａｂａｒ－

粱、长寿、江津、璧山、大足、涪州等县进行牧访，而牧

ｂａ），其中写道：“没有发现比教育和培养年轻中国

访的结果是“１７１２年在铜梁发现有１４户奉教家庭；

人来担任司铎更有效更必需的办法了”，“逐渐培植

１７１３年到长寿传教，无奈因为其外形与中国人迥

了传教先生，教导他们如何向外人传教，并给新奉教

异，只得放弃；１７１３年在璧山只发现一户奉教家庭；

者及望教者讲道。现在他们归化了许多外教人，建

同年还在大足发现有１３户奉教家庭”。穆天尺还

立了堂口”。［１ｌ】＜聊）

通过中国传道员为他在铜梁买下房子作为住院，在

该地与成都轮流居住。［７】‘啪’

穆天尺还为中国神职人员晋铎。１７２２年，他为
苏洪学（Ｐａｕｌ Ｓｏｕ）晋铎，随后苏洪学应毕天祥和德

尽管穆天尺有违毕天祥和白日升的教务地界协

理格（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ｅｕｓ Ｐｅｄｒｉｎｉ）之邀加入了遣使会；１７２６

议，涉足成都地区，但是这一时期偌大的四川，能够

年，穆天尺在获得澳门主教的同意下，在广州为苏宏

长期在此传教的只有他一人，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开

孝（Ｅｔｉｅｎｎｅ Ｓｕ）晋铎；１７３０年左右，穆天尺又为朱彼

展教务活动，因此，他的行为仍然有利于教会发展。

得（Ｐｉｅｒｒｅ Ｔｃｈｕ）晋铎。［２】（ｎ舭１０５’华籍神父的作用很

１７１３年到１７１５年的两年时间里，穆天尺就建立了

明显。１７３２年便有２５０人付洗。为此，穆天尺写

三个堂区，为５００人付洗，其中还有好些是自愿守贞

道：

的年轻女子。【２】（嘲’穆天尺曾于１７１１年前往湖广躲

“我不能将激发教理助手们布道、检查教理初

避教难，在常德建立传教会口，到１７１２年在该地过

学者和布施圣事这些职责都归于我自己。我在其他

完复活节（Ｐａｑｕｅｓ）才返回四川。【８】（Ｐ７９’

福音工人们那里发现了同样的东西。老实说，经由

２．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

欧洲人的劝勉和布道使异教徒被带到信仰中来是太

四川的天主教信徒人数从１８世纪中叶开始迅

少了。传教士不要求传道员们无论是对于他们自己

速增长，到１８００年时已有４０ ０００名教徒。与之形

还是在他们的工作中都尽善尽美。他们是教义的传

成对比的是，１８０４年四川只有４名欧洲传教士，却

播者。”【２】（ｒａ０３）

有１８名华籍神父以及数量不少的中国传道员和善
会会长。【９“Ｍ’虽然欧洲传教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远不能以数量来评估，但是这些传教成果中，中国籍
神职人员也功不可没。而四川教会对本地神职人员
的培养从穆天尺时期便得到重视。

此外，穆天尺还挑选适合做传教工作的小孩或
青年人，给他们授课，教授他们拉丁文。
３．穆天尺对神职人员和宗教生活的规范
１７２５年６月，穆天尺颁布了《传教士行为守
则》，【２】（Ｐ１㈣其中包括绝对服从罗马决议及关于礼仪

对于普通传教士来说，在禁教时期很难潜入内

的禁令，如规定主教和传教士都必须严格执行特利

地传教，即便是成功进入，也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水土

腾大公会议的决议；恪守教廷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

不服而不能久留甚至去世，如巴黎外方传教士达尔

和禁止赴教徒的婚宴或洗礼宴会。对传教士的日常

提格（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Ａｒｔｉｇｕｅｓ），他于１７４０年到达成都，

行为也做了规定，比如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禁

还曾协助办理穆天尺的葬礼，但是两年之后即１７４４

止穿丝绸法衣，禁止骑马骑驴，禁止玩牌、赌博和酗

年他也逝世于成都ｏ［１０１（Ｐ７３’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传教

酒等。在教务方面则规定未经主教和辅理主教的批

士对教务的发展作用便不是很大。而对于本地神职

准，不得允许任何传教员传教，也不得私自建造住房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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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堂等。守则中还强调了宗座代牧的权力，要绝

尼司铎一样的权力：成都府（Ｔｃｈｉｎｇ—ｔｏｕ）、龙安府

对服从宗座代牧。穆天尺颁布此传教士守则之时，

（Ｌｏｎｇ—ｇａｎ）、雅州府（Ｙａ—ｔｃｈｅｏｕ）和嘉定府（Ｋｉａ

四川只有他一位传教士，马青山迟至１７３２年始人

ｔｉｎ）。据此达成协议，绝不反悔。重庆府，１７０２年３

川，因此，该守则对于四川未来的教务管理意义更

月３０日。白日升（Ｊｅａｎ Ｂａｓｓｅｔ），四川本堂神

甚。

父。’’［２１（丹５）

１７４０年１０月，穆天尺再次颁布了一个主教敕

白此，毕天祥和穆天尺就负责川东的教务，而白

谕。［２】‘Ｐ１７”该敕谕包括两部分，分别针对教徒和神

日升和巴吕埃则管辖川西的教务。到１７０６年，穆天

父。这时期因为天主教的传播获得进展，至１７４２年

尺等人均没有领票而相继遭驱逐甚至逮捕。不同的

全省包括望教者在内已达八千人左右，［２】‘嘞’而且

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白１３升和巴吕埃离开四川之

有二十个左右的守贞女生活在七个不同的基督徒团

后，到１７１５年再没有其他传教士成功潜入，只能将

体里。［９】（蹦’所以，有必要规范教徒们的行为。比如

教务托付于中国传道员林常。而多次避往他处的穆

禁酒，禁止派年轻女孩照管教徒，教导新教友和孩

天尺返川之后，即振兴教务，甚至插手川西教务，为

子，要剔除与天主教教义不相符的东西等等。至于

林常购买金堂的土地以建教堂，虽然被林常所拒

对神父，则是再一次重申了他认为比较重要部分的

绝。【２】‘聊．９１’所以１７１５年２月巴吕埃回到四川后想

禁令，如禁止赌博、下棋、骑马，禁止参与诉讼、争斗

要再接手川西教务已力有不足。他１７１５年１１月卒

或处理世俗事务等。此外还特别增加了“禁止神父

于成都。而在这一年的９月，穆天尺却被任命为四

借钱给信徒”一项，穆天尺规定此项的用意，在于避

川宗座代牧。因此，当１７３２年马青山入川，遣使会

免某些心存不良目的的教徒利用神父的善意，向其

在广州的帐房米拉尔他（Ｍｉｒａｌｔａ）神父便首先强烈反

借钱，侵吞教会的财产。

对：

三、穆天尺与马青山对四川教域权的争夺

“自从１７１５年白日升神父去世之后，也就是说
有１７年，已经没有任何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到四川传

穆天尺在四川传教活动的另一大事件，即是与

教了。只有教廷传信部的苏洪学（Ｐａｕｌ Ｓｏｕ）神父、

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青山①对四川教域权的争

穆天尺神父和苏宏孝（Ｅｔｉｅｎｎｅ Ｓｕ）神父。根据这个

夺。相争的源头，可以回溯到１７０１年梁弘仁任命分

时期的惯例，如果一个传教使命在十年之间被一个

属于遣使会的毕天祥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为

宗教团体或一个传教会所抛弃。便不再跟该会有联

四川辅理主教之时。白日升、巴吕埃、毕天祥和穆天

系。因此外方传教会在四川不再有任何权

尺四人于当年一起入川，到达重庆后白１３升和毕天

力。９９【２】（ｎ，ｎＨ）

祥立即达成一项教务地界协议，划分传教地域。协
议如下：

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的帐房（ｐｒｏｃｕｒｅ）郭
纳（Ａｎｔｏｉｎｅ Ｃｏｎｎａｉｎ）神父，对此不能认同，他甚至写

Ａｐｐｉａｎｉ，

信向罗马教廷抗议。他认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并没

即毕天祥）将管辖如下四ｊ府’级城市：重庆府

“尊敬的路易·阿比阿尼司铎（Ｌｏｕｉｓ

有放弃四川的教务，而是他的传教士被驱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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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米拉尔他神父仍然坚持“巴黎修道院（１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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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６ｍｉｎａｉｒｅ ｄｅ

以及所有在行政上从属于以上府的‘州’（ｔｅｈｅｏｕ）、

们之前被派往的目的地”１２】（ｎ１扪。为了尽早夺回四

Ｐａｒｉｓ）派出的传教士应该忠实地前往他

‘县’（ｈｉｅｎ）。任何修会的传教士，不论是邪稣会还

川教域权，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获得罗马教廷回复前，

是本会，想在以上区域建堂或传播福音，都必须得到

已先行指派马青山人川。郭纳神父并不放心马青山

阿比阿尼司铎本人的授权，并根据教廷制定的传教

独自前往，随后指派了曾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暹罗

训令和通谕，服从阿比阿尼司铎的指导和命令。我

总修院学习了１５年时间的华籍神父李安德（Ａｎｄｒ６

本人也一样，在上述四个城市和地区没有任何权力

Ｌｉ）人川协助马青山。Ｉ惶】（啷）

和管辖权。相反，我在以下四个城市具有和阿比阿

马青山到达成都后多次联系穆天尺，想就巴黎

①马青山（Ｊｏａｃｈｉｍ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ｌｉａｉ），１７０６年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Ｐｕｙ—ｄｅ—Ｄ６ｍｅ）的克莱蒙费朗（Ｃｌｅｒｍｏｎｔ—Ｆｅｒｒａｎｄ），
１７２６年就学于巴黎的圣许必斯（Ｓａｉｎｔ—Ｓｕｌｐｉｅｅ）修道院，随后又进入外方传教会修道院，为受过剃发礼的教士，１７２９年来到广
州。住在外方传教会在广州的帐房吉捏（Ｇｕｉ驴ｅｓ）神父处，并学习中文。后前往暹罗，但又拒绝接受暹罗总修院院长的任命，要
求返回中国前往四川传教，于１７３１年晋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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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外方传教会入川传教事宜与之商议，两个月后才收

四、结语

到穆天尺“没有任何鼓励话语”的信。穆天尺认为，
马青山在没有得到四川辅理主教毕天祥的允许便偷

长时间以来学界对穆天尺未有过研究，究其原

偷离开广州来到四川，不知是抱有何种目的和意图。

因，一是中文资料的匮乏，如今所见，只有方豪《中

而且，根据教廷传信部给予米拉尔他神父的指示，巴

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有寥寥数笔的记载；其次，穆

黎修道院派出的传教士应该前往指定的地方。穆天

天尺也只是清代众多来华传教士中普通的一员，他

尺又补充道，他是不敢给马青山这个权力，否则就是

既不像多才多艺的耶稣会士般，对中国的思想文化

违抗了教廷传信部的命令，劝告马青山最好尽快返

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也不似在中国天主教史的

回暹罗。ｃ２】（Ｐ１１３’穆天尺不允许马青山在川传教的事

重大事件中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尘湮于历史之中。

在教徒中传播开来，连成都的教徒也出面请求穆天
尺开恩，同意马青山留在四川。【１３Ｊ‘嘞’在此情况下，
穆天尺于１７３３年４月在铜梁与马青山见面，商量传
教事宜，结果并元多大进展。穆天尺坚持要马青山
离开四川，面对这样的要求，马青山只得与也被穆天
尺拒绝人川传教的李安德前往湖广。
但是，当时湖广一带的传教形势也不乐观。在
湖广传教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聂若望（Ｊｅａｎ Ｄｕａａｅ）

但是，中国天主教史的还原与完整，却又是靠如穆天
尺般的人物及其活动补充之。
穆天尺于１７０１年人川，１７１５年升任四川宗座

代牧，１７４２年１２月１７日逝世，在川传教长达四十

余年。从李安德哟他的描述来看，穆天尺是一位虔
诚、律己、对传教极度热忱的人。在李安德笔下，穆天
尺过着贫苦清修的生活，每日按时冥想、祈祷、读经和

告知马青山必须尽快巧妙地藏匿才能躲避官府的追

做弥撒。［２】（嘞’李安德认为，穆天尺还是一个具有令

捕。¨３Ｊ㈣”马青山在湖广一时之间也未能找到安全

人尊敬品德的人。在禁教期传教，即使时刻警惕，风

可靠的避难所，他认为只有四川的众多的山脉才能

险仍然很高，来自官府和教外人士的威胁从未消失。

掩护好他。因此，马青山不得不再度向教廷传信部

因此，即便穆天尺因为所属传教团体不同而与马青山

提出入川的请求，并于１７３４年１月与李安德离开湘

争夺四川教域权，但仍然在教难发生时给予马青山和

潭，准备入川向穆天尺求助。李安德回到成都，马青

李安德两人庇护。穆天尺以一己之力，维系着天主教

山则去了长寿县，并在那里进行传教活动。对于已

在四川的存在与传播，为Ｅｌ后马青山及巴黎外方传教

经两年没有见到神父的长寿教徒来说，马青山的到

会开展四川教务奠定了基础，正如方豪神父所记：“自

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因此，长寿教徒出面请求穆

１７０２年，四川已托付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乃由穆主教

天尺将马青山留下。［２】（Ｐｌ孙１２６’李安德方面，穆天尺

代劳多时，亦传教史上佳话也。”［１４】‘聊’

托华籍神父苏洪学（Ｐａｕｌ Ｓｏｕ）带给他一封信，让李
安德和马青山到岷山县、彭山县、河津泽（Ｈｏ—ｔｓｉｎ
—ｔｓａｏ）传教，但绝不允许李安德在成都居留。［２１（Ｐ１３３）
在马青山辗转湖广和四川，利用各种办法留在
四川的同时，巴黎外方传教会也在罗马多方活动，逐
渐说服教廷传信部。１７３７年初，罗马教廷指示穆天
尺，让他允许马青山留在匹ｔ ＪＩｌ传教。【２ Ｊ（ｎ４”至此，巴
黎外方传教会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立足四川，可以
重新经营“那些先辈们所开垦的土地”ｃ２ｊ（Ｐ１叮）。这
就是穆天尺与马青山对四川教域权争夺的结果。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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