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
张国刚

吴莉苇

天主教会与中国的接触始于蒙元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３世纪中后期罗马教廷

数次向哈刺和林（磁ｒａ妇加）的蒙古王廷遣使，１４世纪前期则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真正的
教区。随着１３６８年明朝的建立，这些成果很快湮没无存，并且一断就是２００多年。蒙元
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与晚明清初的传教士有两点不同，其一，他们来华的主要路线是经西亚

的陆路，而晚明以后的传教士皆从大西洋入印度洋或太平洋梯航而来，蒙元时期欧亚间陆
路的畅通，恐怕还得归功于蒙古骑兵在西亚、东欧的横扫千钧，“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
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
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１３其二，这些传教士以方济各会
士为主，而晚明的中国传教区基本是耶稣会士的天下，这是因为此期正是１３世纪初叶新
生的方济各会大展宏图的阶段。

西方传教士赴蒙古王廷的路线有俄罗斯方向和亚美尼亚方向两条，前者以１２４５年出
使的柏朗嘉宾（Ｊｏｈｎ

ｏｆ Ｐｉａｎｏ

Ｃａｍｐｉｎｉ）为例，他从法国出发经波西米亚、西里西亚、波兰

进入俄罗斯，抵达基辅后一路向东，经第聂伯河、顿河，渡伏尔加河沿里海北缘东行，路
经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北缘，穿越阿尔泰地区行至蒙古都城哈剌和林。嘲

１２４９年奉法王之命出使的安德烈（Ａｎａ迳ｄｅ ＬｏｎｇｊｔｒＩ】ｅ．ａｕ）从安条克（Ａｎｔｉｏｃｈ或Ａｎｔａ—
ｌｙａ，土耳其西南沿海城市）出发向东穿过小亚美尼亚，嘲尔后向西北直抵第比利斯，然后
到位于莫安平原（１Ｖｂａｎ）的西亚蒙古人营地履行部分使命，或者向东南到大不里士
（Ｔａｕｂｒｉｓ或Ｔａｂｒｉｚ，位于伊朗西北角），自此先沿里海南岸而行，后东北向到锡尔河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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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东先后穿越楚河（碎叶河）和巴尔喀什湖南面的伊犁河，最后到达叶密立河畔（Ｑｎ—

ｌｙ）的蒙古人营地。［４Ｊ
元代方济各会士来华通常是从欧洲越海（多走黑海）到今土耳其境，经由亚美尼亚入
伊朗，从伊朗泛舟波斯湾到印度，至此分为两路，一路陆行经今克里米亚入中国境，然后
沿旧绿洲丝路到北京。在孟德高维诺来华时尚以此路为安全可靠。嘲另外一条路线是从印
度泛海东来，从广州或泉州登陆。孟德高维诺以后的传教士似乎主要走这条海路，因为陆
路虽然便捷，但在１４世纪初时已因战争而梗阻难行，恐怕较海上风波更为凶险。从鄂多
立克（Ｏｄｏｒｉｃｏ

ｄａ

Ｐｏｒｄｅｒｍｅ，１２６５—１３３１）的行程可以约略知道当时这条陆海结合的来华路

线。鄂多立克从威尼斯登船经君士坦丁堡到特列比松（Ｔｒｅｂｉｚｏｎｄ，今译特拉布宗，位于黑
海南岸的土耳其东北海岸），上岸后向东南行经埃尔祖鲁姆（Ｅｍｕｍ，位于土耳其东北）、
大不里士到孙丹尼牙（Ｓｄｔａｎｊａｈ，原为波斯王城，后废），大概在此停留数月，然后向南到

卡尚（Ｋ曲ａｎ，位于德黑兰南面）、耶兹德（Ｙｅ耐），继而到北邻巴格达的胡齐斯坦（Ｋｈｕｚ—
ｅｓｔａｎ），［６３由此入巴格达，从巴格达到波斯湾未走水路而继续陆行到达霍尔木兹，在此乘船

赴印度西海岸的塔纳（＇ｎｍａ，位于孟买之北），沿海岸线一路南行至奎隆，然后到斯里兰
卡，到此折而向东，航经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北上历越南而抵中国广州，最后仍
走海路到泉州登岸。∽回程时也与其他传教士的路线有所不同，由西藏（大概经克什米尔）
到巴答黑商（Ｂａｄａｋｓｈａｎ或Ｂａｄａｋｃｈａｎ，也写为巴达哈伤），然后经伊朗、亚美尼亚返回意
大利。㈣马黎诺里（Ｊｏｈ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ｇｎｏｌｌｉ）是返程走海路，自中国到印度并到波斯湾北端的航

线与鄂多立克无甚差别，只是自印度登船穿过波斯湾抵巴格达后前去耶路撒冷朝圣，由那
里返回法国。驯

１３世纪中叶，已侵入俄罗斯和波兰的蒙古骑兵令欧洲大为震恐。教皇英诺森四世在
１２４５年的里昂公会上明确指出，如果蒙古人不撤退，西方基督教世界就有灭绝危险，于
是他决定遣使蒙古王廷探听蒙古人的意图、努力谋求和平并为在蒙古人中传教做铺垫，而
方济各会士与多明我会士成为承担使命的当然人选。１２１４年成立的多明我会和１２２６年成

立的方济各会都以向异教徒传教为首任，１３一１４世纪尤其是方济各会的活跃时期，因此
方济各会士担任起各种前去中亚蒙古王廷的差使，有代表教皇的也有代表世俗君主的，有
带政治性的使命也有纯粹的宗教性任务。

教皇在１２４５年决定派出两个使团，其一以方济各会士劳伦斯（Ｌａ愀ｄ ＰｏｍＰ）

为首，前去亚美尼亚或其附近，使团似乎在１２４７年方启程并访问了西亚，但好像没能递

交１２４５年的教皇书信。ｃ１０ｊ另一个使团由意大利人柏朗嘉宾（１１８２—１２５２）率领，柏郎嘉宾
为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各的密友。一行三人于１２４５年４月１６日出发，先于１２４６年２月
抵达伏尔加河畔成吉思汗之孙拔都（Ｂａ＿ｔｕ）的驻地，然后抵达哈刺和林的贵由（Ｋｕｙｕｋ）
万方数据
一５８—

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谬会

汗王廷并受到礼遇，［ｎ３ １蔓月１３ Ｅｔ带着蒙古首领给教皇的复信动身返回，并于１２４７年秋天
返抵法国阿维尼翁（Ａ讲朗∞，当时教皇驻跸此地）。㈣１２４７年，教皇第二次向驻扎亚美尼
亚一带的蒙古军队遣使，此次使团由四名多明我会士组成，以阿塞林（Ａｓｃｅｌｉｎ）为首。使
团受到蒙古将军拜住（Ｂａｊｊｕ）的冷遇，并带回一封口气傲慢的回信，以至阿塞林直到
１２５０年才敢返回教皇那里复命。㈣

１３世纪除去罗马教廷的这三个使团外，法王路易九世还曾两度遣使。１２４８年１２月２０
日，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去圣地途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听来自西亚蒙古
统领野里知给歹（Ａｌｉｉｇｉａａｉ）处的信使说，贵由汗及其母已归信基督，野里知给歹也已受

洗，教皇在蒙古人中鼎鼎有名等许多诱人的消息。当然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妄言，但当时国

王马上决定向贵由汗遣使，派法国多明我会士安德烈（触ｄｅ

Ｌｏｒ滔ｔｍａｅａｕ）为大使，另

有两位法国多明我会士和四名世俗派教士相陪，携礼物与书信于１２４９年初动身前往野里
知给歹和贵由汗那里，㈣经过一年的艰苦行程抵达叶密立的蒙古王廷，但贵由汗已死，摄

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视使团为表达法国臣服之意的贡使，于是接受礼物的同时又以法国
为例来训诫几个尚未臣服于蒙古的国王，最后写了一封要求法国朝贡的内容傲慢的回信，
派出自己的使节随安德烈一起返回。法王１２５１年在巴勒斯坦见到了安德烈和蒙古来使以
及这封信函，他对自己的遣使举动懊悔不迭。㈣

１２５３—１２５５年间，在亚洲腹地旅行的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Ｗ曲锄０ｆ

Ｒｕｂｒｕｑｕｉｓ

或Ｒｕｂｍｃｋ）和另一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则是因为热心于归化异教徒而开始这番冒险，但
同时也得到路易九世的资助。因为这期间又有传言说控制顿河到伏尔加河一带的成吉思汗

的一位重孙撤里答（ＳａｍｏＳ）已皈依基督，这使法王又动了心思，于是以祝贺为名致书撒
里答并致蒙古皇帝的书信一起交由鲁布鲁克转递，在致撒里答的信中提出希望在他的土地
上建立传教区。鲁布鲁克１２５３年４月１６日自君士坦丁堡起程，８月２日抵达撤里答在伏
尔加河附近的营帐，撤里答接见他们后以不能做主为名立刻打发他们去其父拔都在伏尔加

河畔的驻所，拔都又让他们去征求蒙哥（Ｍｘ出或№ｔｎｇｕ）汗许可。鲁布鲁克两人１２月
２７日抵达蒙哥在哈剌和林附近的行宫，１２５４年１月３日受到蒙哥接见，并获准在此地逗
留两个月。４月５日他们随蒙哥到达哈刺和林的宫廷并在都城停留了数月，期间鲁布鲁克
为五个人施洗并使一位景教神父改宗，同时大汗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给他们留下深刻印

象。１２５４年７月中旬鲁布鲁克带着给路易王的回信离开蒙古王廷，∞１２５５年５月返抵塞浦
路斯并为法王递交一份报告，报告结尾处提到，像国王这样派遣使者或布道修士去蒙古人
处没什么效果，但教皇可以试试隆重地派一位主教去。㈣

数次出使无论政治任务还是宗教任务其实都鲜有成效，蒙古人对异教的极度宽容并非
教廷使者的功劳，反倒是使节受到优待的缘由；蒙古人西扩的停止也并非欧洲来使的劝
说，反而是他们一贯持有让欧洲臣服的信念。因此，１３世纪后半期的教廷遣使最大的收
获是了解了中亚及蒙古地区的情况，并从蒙古地区有大量基督徒（多为景教徒）这一事实
中大受鼓舞。其实１３世纪晚期教皇还有过几次向中国遣使的尝试。１２７１年教皇派两名多
明我会士携书信去见忽必烈，原计划随重返中国的马可波罗家族同行，但两位使节行出不
一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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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就被一场战争吓回，于是只有马可波罗一家人到了中国。不久欧洲谣传说忽必烈大汗受
洗，于是１２７８年有一个方济各会传教团准备去中国，但到了伊朗得知那个消息纯属谣传，
便又止步不前。㈣１２８９年教皇尼古拉（Ｎｉｃｈｏｌａｓ）四世再次遣使忽必烈宫廷，这次的特使为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１２４７—１３２８），他终于成功地到达中国，并在北京创立第
一个天主教传教区。

孟德高维诺曾在１２７２—１２８９年间两度出使东方，这次去中国起因于亚美尼亚国王请
求教皇派人去传教，于是教皇又派孟德高维诺带着给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东方各路显要的书
信离开欧洲。孟德高维诺在西亚停留许久，到１２９１年才离开大不里士踏上去中国之路，
路程已在前文叙述，１２９４年到达北京时忽必烈已死，但仍受到新皇铁穆耳（Ｔｍａｕｒ，元成
宗）的热情接待。因此虽遭景教徒强烈反对却还是得以在首都居留并着手在中国建立第一
个天主教传教区。
由于元朝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和优厚的津贴支持。孟德高维诺的事业进展顺利。１２９８
—１２９９年间，他在北京建起第一座教堂，后又增设一所钟楼和三口钟，１３０５年和１３１８年
他又在北京建立两座教堂。到１３０５年时，孟德高维诺赢得６ ０００归化者，并自称来受洗者
陆续不绝，但其中几乎没有汉人。孟德高维诺的传教方针堪当后来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端

绪，他一开始就预见到应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于是搜罗了大约４０个７—１ｌ岁的男孩来培
养，加以洗礼后教授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指导他们在教堂服务。与此同时，他将＜新
约）和（祈祷文＞Ｉ（＜诗篇＞）译为蒙古文，并用蒙古语举行弥撒。而在走上层路线这一点
上。耶稣会士也大可奉孟德高维诺为先驱。孟德高维诺到北京第一年就争取来一个强有力
的归化者，皇帝的驸马、高唐王阔里吉德，教名乔治（Ｇｍｒｇｅ）。㈣他在１３０５年建的第二
座教堂位于正对皇宫大门处，显见其目标是蒙古统治者。㈣
然而孟德高维诺最大的苦恼是孤军奋战、缺乏后备，直到１３０３年或１３０４年才有一位
方济各会修士阿尔诺德（Ａｒｎｏｌｄ

ｏｆ

ＣｏｌＱｇｎｅ）来与他共事，这种状况将严重阻碍传教事业的

拓展，他为此慨叹“余若有＝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㈨１３０５年和

１３０６年的书信正是为了请求增援。１３０５年的书信大概在．１３０７年春天抵达欧洲，信中描述
的成果立刻引起骚动，据说一批多明我会士因此组团计划去中国，但因战争未能成行。㈣
教皇克莱芒五世的反应是，任命孟德高维诺为北京大主教和远东总主教，㈣并特地晋升７
位方济各会士为主教派赴中国为孟德高维诺授职并协助他工作。这７人中似乎只有６人于

１３０７年秋天动身，而３人丧命印度，３名幸存者哲拉德（Ｃ，ｏ－砌ｏ Ａｌｂｕｉｎｉ）、安德鲁（Ａｎｄ姚
ｃｌａ

Ｐｅｍｇｉａ）和裴莱格林（Ｐｅｒｅｇｆｉｎｏ

ｃｌａ

ＣａｓｔｅＵｏ）于１３１３年抵达中国北京。为孟德高维诺行

授职礼后，安德鲁和裴莱格林留在北京主教区帮忙，哲拉德则去泉州（刺桐）执掌新建的
主教区。安德鲁等人在北京长年享受皇帝的慷慨赐予，在他１３２６年的信中提到，皇帝赐
一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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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色外国人的俸金总数甚至超过了西方一些国王的赋税。㈨
１３世纪前期，方济各会传教区迎来它的鼎盛时期，一大标志是泉州主教区的开辟。
泉州能顺利辟为主教区，这首先有赖于泉州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而直接原因则是
１３１３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女侨民在那里捐建一所教区总教堂，并提供巨资维持其用度。
哲拉德任泉州主教至１３１８年去世，裴莱格林从北京来接替，但他１３２２年便去世。安德鲁
也于１３１８年移居泉州，并在城郊用朝廷俸金修建了一所华丽的教堂居住其中，１３２２年后
他奉孟德高维诺之命接任泉州主教，到１３３２年去世。
随着传教事业的蒸蒸日上，不断有增派人员到来，因此泉州主教区能够派出方济各会
士去杭州和扬州开辟新传教区。裴莱格林１３１８年１月的信中说，泉州有他本人和３位方
济各会修士，北京除孟德高维诺大主教和安德鲁主教外还有一位彼得（Ｐｅｔｅｒ

ｄ风姗ｃｅ）

主教，他是１３１１年奉教皇克莱芒五世之派出行中国的三位方济各会士主教之一，而他的
两位同伴不幸都没能抵达北京。彼得后为泉州末任主教。约１３２８年离开中国的鄂多立克
兴致勃勃地返回欧洲，打算向教皇要求带５０名方济各会士重返中国传教，可惜１３３０年７
月抵达意大利，而次年１月便去世了。
活动场所方面，北京有孟德高维诺先期建成的三所教堂，泉州有亚美尼亚女侨民最早
捐赠的一座教堂和城郊树林中一块建筑基地（安德鲁大概就利用这块地建教堂）。裴莱格
林１３１８年说亚美尼亚人正在为他们自己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并准备捐献给孟德高维诺。㈤
大约１３２２年抵达中国的鄂多立克在他自泉州经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清、天津一
路北上北京的过程中，目睹了泉州有两处方济各会士的住所，扬州也有一处修会住所。
１３４２—１３４５年左右在北京并经泉州返回欧洲的马黎诺里在报告中提到方济各会士在北京有
一座大主教会堂和另外几座教堂，并描绘泉州有三座极为富贵高雅的方济各会教堂。
从教传成果来看，除去前述孟德高维诺１３０６年以前的成绩，１３１８年时裴莱格林说北
京有众多阿兰人（Ａｌａｍ）㈤被孟德高维诺归化。鄂多立克说杭州的方济各会士争取到一位
官员基督徒，而他自己在停留北京的三年期间得以为许多人施洗。嘲泉州主教区不仅对当
地侨民传教，也对中国人传教，但安德鲁称中国偶像教徒“既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
复不鲜”。㈣由于缺乏资料，元代这次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总成果难以确切估算，通
常报告说归化者达到３万人。但这一时期的归化者多有景教背景，正如德礼贤指出的，这
些人以阿兰人和蒙古人为主，而他们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异族，汉族人是否真正受到这次传
教的影响则大可质疑。冽
无论如何，春天是短暂的。１３２８年孟德高维诺去世，㈨所带来的不仅是整个北京城对
他的哀悼，更意味着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区和整个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走向衰落。教皇约翰
十二于１３３３年听说这一消息，立刻委任方济各会士、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斯（Ｎｉｄ∞一
１ａｓ）去填补北京的空缺，他带了２６位方济各会神父和６位助理修士随行，但死于中途。
１３３６年一群阿兰基督徒组成的使团奉元帝之派出使教廷，１３３８年抵达阿维尼翁后趁机向
教皇申诉他们的困境，要求向中国派遣特使，于是本笃十二派出马黎诺里。马黎诺里
１３４２年抵达中国。但因为害怕已是山雨欲来的政权更替风波波及自身，他在１３４５年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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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国回欧洲。１３５２或１３５３年返回阿维尼翁后，马黎诺里在报告中极力描绘在中国受到
的善待、皇帝对基督教的热情以及他取得的成就，并热情鼓吹中国传教团的需求。于是教
皇英诺森六世命方济各会选派一批会士去中国，甚至晋封其中一些人为主教，但据说这些
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热情，以致无所成就。１３６２年教皇又任命一位北京大主教，仍未到
达目的地，同年第五任泉州主教彼得被代表明朝攻占泉州的中国军兵所杀，泉州主教区也
沦入空位期，这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局势已是无可挽回，所有外国
人都随蒙古人一道被逐出中国，方济各会传教区亦在劫难逃，北京的基督徒在１３６９年全
遭放逐。

四
尽管１４世纪后期已经大厦隳颓，教皇还是做了一些挽救传教区的努力。先是将撒莱
（ｓａ商）㈨大主教调任北京，但他显然无法履行职责。１３７０年任命又一位担当巴黎大学教
授的方济各会士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３７１年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ｉ

ｏｆ

Ｐｒａｔｏ为北京大主教，他似乎是起身赴任，但从此黄鹤无踪。

Ｐｏｄｉｏ作为教宗特使带着１２名同伴出发去中国，但也音信杳然。此后的

教廷记录中还有１０位北京大主教，但这些人是否到过中国都不得而知，有一位是１４２６年
任命的。其中的最后一位在１４７５年被土耳其人俘虏并关押７年，释放后不久于１４８３年死
于意大利。北京大主教的名衔一直保留到１４９０年，但后来纯粹是名誉头衔了。元末的动
荡以及与元朝截然相反的明初对外政策，使得短期内就蓬勃起来的天主教传教区又在顷刻
间消失殆尽。另一方面，１４世纪后半叶起，控制中亚和西亚的察合台汗国一反成吉思汗
以来蒙古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而大力排斥异教，致使中西陆路梗阻。晚明时，当方济各
会士重返中国，当新生的耶稣会士初入中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第一次努力早已片瓦无
存。传教士们面对的仍然是一片需要从头垦殖的“荒地”。㈤西方在华传教士事业在１６世
纪以后进入了另外一个发展时期。

［１］（英）道森（Ｃ．ｎ啪）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序言＞，第２９—３０页，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２】耿弄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１１０—１１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德礼贤：蕊凸础
＾缸霹妇白口妇，Ｐ．１６．上海，１９３４年。鲁布鲁克起点与柏朗嘉宾不同，是自君士坦丁堡动
身，但也走俄罗斯境。经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成海到哈刺和林，见何高济译：＜鲁布
鲁克东行记＞，第２０１—２０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３］中世纪时的小亚美尼亚王国包括今土耳其南部托罗斯（Ｔａｕｒｕｓ，３７
乞亚（ａｈｃｉａ，３７

００Ｎ ３３

００Ｅ）山脉以南和奇里

００Ｎ３６∞Ｅ）部分地区，向南延伸至巴勒斯坦（Ｐａ鼬），此地在从安条克和

叙利亚通小亚细亚和里海的大道上有重要战略地位。详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３１
页；道森：＜出使蒙古记·序言＞，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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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
“】安德烈东行路线见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之＜英译者序言＞，第１９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Ｏｍｙｌ，或作ｈ顽、＆ｄ，德礼贤中（ｐ．１８）写为Ｅｍｉｒ，＜元史＞作叶密立、也速里、叶密
里。原址在令新疆额敏河畔的额敏县，元初为窝阔台封地，后属其子贵由。见道森：＜出使蒙
古记＞，第７６页注释２４。
［５］此路线见孟德高维诺（Ｊ０ｈｎｄＭ硎船叽】ｉＩＤ）１３０５年书信，附载于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
封犹太人＞，第１３２—１３４页，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或道森：＜出使蒙古记＞，第２６２—２６５页。孟
德高维诺并未明言自己走哪条路，只说陆行沿驿路随邮差行走五六月即可到北京。而海路漫长

险阻。穆尔的｛１５５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书末所附路线图标明孟德高

维诺是自海路到广州，然后穿越中国内地到北京；沙百里（Ｊｅａｎ凸ａ蛔ｉ盯）的＜中国基督徒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４９页）亦称孟德高维诺抵印度后是从海路驶往中国。孟德高维诺的
路线尚不敢贸然断定，但可以肯定１３１３年抵京的三位主教是从广州登岸，三人之一的安德鲁在
１３２６年的书信中写明他们取道陆路和海路。信的内容也表明他们是到北京之后才逐渐听说来州
的消息。安德鲁的信见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１３６—１３８页；或道森：

＜出使古记＞第２７３—２７５页。来州建立主教区后，方济各会士似乎就习惯在采州登岸或出航。
［６］从耶兹德到胡齐斯坦的路线不太明了，或者是西北向穿过库尔德斯坦（Ｋｍｄｅｓｔａｎ）的部分地区。
或者是东南向到设拉子再折回西北到胡齐斯坦，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之＜中译者
前言＞，第２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但笔者以为经设拉子的路线不太可能，设拉子离波斯湾
要近得多，如果先到设拉子，没必要先折回西北到巴格达然后又回头向东南去波斯湾。
［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之（中译者前言＞，第２７～２８页ｊ第３１—６５页。
［８］鄂多立克对从北京到西藏的路程交待不清，而后人又言说各异，何高济在（前言）中说是经天
德、山西到西藏（第２８页）；德礼贤提供的路线是经陕西（ｓｈｅｍｉ）、四川到西藏（第２８页）
ｓｔａｅｍｉ应指陕西，山西通常拼为ｇａａｎｓｉ；鄂多立克的游记中提到他在甘肃境内旅行（＜鄂多立克
东游录），第舵页），似乎是由甘肃入西藏，而这恐怕也是ＬａｔＤｕｒｅｕｅ说他回来时从中国西北进

入中亚的缘故‘４屈娩吵∥岛砒砌鼢白‰Ｐ．７１）。穆尔（１５５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书末所附路线图中，鄂多立克的行程是穿河西走廊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中国。但这与鄂多立
克自述到过吐蕃皇城不符。另外，无论陕西、山西，还是天德、四川，在＜东游录＞中译本中
都不见。

巴答黑商经亨利·玉尔（Ｈ．砌ｅ）考证为今阿富汗东北边境的费咱巴的（Ｆａｉｚａｂａｄ，今译名
法扎巴德），详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７６页。

（９］穆尔：（１５５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２８５—２９０页；Ｌａｔｔｍｒｅｔｔｅ，Ａ月娩妙∥ａ！眺龙鼢囱
弛。Ｐ．７２。

［１０］柔克义（ｗ．Ｗ．＆舢）：＜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者序言），载＜鲁布鲁克东行纪＞第１９３页；

Ｌａｔｍｔｒｅｔｔｅ，Ａ／－／Ｆ螂∥饧姚朋鼢白饧妇，Ｐ．６６．

［１１］冯承钧考证柏朗嘉宾并未至哈刺和林，而是到达大汗驻夏之地Ｏｔｍｅｋａｍ。距哈刺和林仅半日路
程。但冯承钧言柏朗嘉宾至窝阔台驻夏之地却不对。１２４６年在位的已是贵由。见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纪＞，第１３５页。

［１２］柏朗嘉宾使团可见耿弄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另可参见Ｈｅｎｒｉ

Ｑｌｉｌｌａ”，胁国崩如Ｅａｃｙｄｏｍ，ｆｆａ，
１６；Ｂ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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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有关该使团的简单情况，参见柔克义：＜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者序言），＜鲁布鲁克东行经），

第１９４页；道森：＜出使蒙古记·序言＞，第１３页；Ｌａ幻ｕｒｅｔｔｅ，ＡＩ－Ｅｓ晓ｒｙ彳口粕贮切也酝孵豳白ｇＩｕ－
∞ＰＰ．６６—６７；Ｈｅｎｒｉ Ｃ．脚ｄｉｅｌ－，‘‘１ｔ把Ｑ吐ｄｌ

ｉｎ‰”，刃知凸ｚｆｉｏｌ／ｃＥｎｃｙｃｌｑｖｅｄ＇ａ，、ＩＤｌ啪呛Ⅲ，１９鸺年。

［１４）使团离开塞浦路斯的具体日期，德礼贤称为１月２７日（Ｐ．１７），柔克义是２月中旬（＜东行纪＞
第１９６页）。随行人员，道森说是两名世俗派教士和两名卫士，见＜出使蒙古记－序言）。第１４页。

［１５］安德烈出使见德礼贤：刃知凸鼬比缸，妇ｉｎ‰ＰＰ．１７—１８；柔克义：＜英译者序言＞，＜鲁布
鲁克东行纪＞，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１６）德礼贤称鲁布鲁克离开哈和林的日期是８月１８日，但从＜东行纪＞第３１１—３１５来看，应是７
月１０日后不久。其同伴因病未能偕行而留在哈刺和林。

［１７］鲁布鲁克的经历可见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德礼贤：蕊Ｃｅｄｒｉｃ＾缸曩豳白ａ妇，
Ｐ．１８—２０；Ｈｅｎｒｉ Ｃｏｌ＿ｄｉｅｒ，“Ｔｈｅ

Ｑ蛆出ｉｎ

Ｃｌｆｉｎａ”，Ｔｈｅ凸船国列豳红忱如，ｖｏｌⅧａｅⅢ，１９０８年；

Ｂｏｂ Ｗｈｙｔｅ，ＰＰ．４３—４４．

Ｉ加１Ⅱ眦ｅ，Ａ石脚∥ａ幻．鳓．船＾缸茹啷白锄，Ｐ．６８．
［１９）乔治王名阔里吉思，见德礼贤：‰舀舭＾缸妇酗白‰Ｐ．２４，ｎ４．
［１８Ｊ

［２０］孟德高维诺的成绩见其１３０５年和１３０６年书信，附载于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
人＞，第１３２—１３６页。
（２１］孟德高维诺１３０５年书信，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１３３页。

［２２］ｂ蛔腊仕ｅ，Ａ石爱哟吵ａ，／Ｔｘ－ｚ磁Ａ，１＾缸妃哪白ａ妇，Ｐ．７０．
［２３Ｊ孟德高维诺的东方总主教区在１３１８年划定界限，包括东亚大部与小亚细亚，见ｈ鲰Ⅱｅ仕ｅ，Ａ

强咖眄ａｆＣ酗ｓｔｉ姐№妇∞ｓｉｎ隘ｍ．Ｐ．７０．
［刎（２８］见安德鲁１３２６年书信，附载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１３６页；第
１３７页。

［２５］从裴莱格林说到孟德高维诺常和准备捐献教堂的亚美尼亚人在一起这点来看，这座教堂应该
建在北京。裴莱格林书信见道森：＜出使蒙古记＞，第２７０—２７２页。
［２６］德礼贤说，中世纪时的阿兰人居住在高加索地区，而其相邻之地就是中国史书中所称的奄蔡

或阿兰，见德礼贤，刃话凸舷尢缸北啦白‰ｐ２９，１１．１．

［２７］鄂多立克居留北京的时间无法确切断定，一般认为是在１３２２—１３２８年之间的某三年，也有认
为是１３２５—１３２８这三年。

［２９］德礼贤，蕊凸级勘朋妇白溉Ｐ．３１．
（３０］有关孟德高维诺的死期有１３２８年、１３２９年、１３３０年、１３３３年各种说法，但较常见的说法是１３
２８年。

（３１】撒莱城有两座，旧城为１２４１年左右拔都所建，在伏尔加河下游，新城位于伏尔加河的一条支
流。见道森：＜出使蒙古记），第２５５页，注释１４８。
（３２３元代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区的相关内容除前引孟德高维诺、裴莱格林和安德鲁的书信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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