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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天主教士笔下的东北地名及行程见闻
——以巴黎外方传教士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的信件为例
何％巍

本文主要通过对巴黎外方传教会两位来华教士所写信件的研究对信中提到的清代东北地区地
名及行程中的见闻进行考证和分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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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岩巍，１９７４年生，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
中路，邮编１００１０１。

一、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活动简介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建立者罗历山（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ｏｆ Ｒｈｏｄｅｓ）原为一耶稣会士，在远东的印度支

那地区活动多年。他基于这一地区传教力量的薄弱，考虑建立新的传教组织以加强传教工作。
据孙南（Ｌａｕｎａｙ）神甫的《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第１卷记载：“罗历山神甫在巴黎向两位年轻人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ＰａＵｕ和Ｂａｇｏｔ提出倡议并希望他们实施这一计划。”①另外Ｊａｎｎ的《印度、中国、日本

的天主教传教团》记载：“他们接受了这一计划并于１６５８年开始了远东传教事业。几个月以
后，另一位传教士Ｃｏｌｅｎｄｉ受命管理包括朝鲜在内的北中国传教区。”②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
后，立即展开了对外的传教工作。笔者根据两部《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③进行了统
计，从１６５８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至１７８８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共有４４名传教士来华。
他们先后在南京、福建、四川、云南建立了传教组织。当然，这一时期无论是传教士的数量还是
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巴黎外方传教会均无法和耶稣会相比。④自从罗马天主教廷与清康熙
帝的“礼仪之争”⑤之后，雍正、乾隆、嘉庆各帝均不同程度地采取禁教措施。雍正二年
①Ｌａｕｎａｙ，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ｋ，ｒ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４，Ｖ０１．，ｐｐ．１３一１６，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Ｋ．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②Ｊａｎｎ，Ｄｉｅ

ｋａｔｈｏｌｉｓｃｈｅ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ｎ

ｂｙ Ｋ．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③一部为：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Ｌａｕｎａｙ，Ｍｅｍｏｒｋｄ ｄｅ

ｌ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ｉｎ ｌｎｄｉｅｎ，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
ｉｎ

Ｙｏｒｋ，１９２９，Ｐ．１１３．

Ｊａｐａｎ，ＰａｄｅｒｉⅪｍ，１９１５，ＰＰ．２１７—２１８，ｔ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２９，Ｐ．１１３．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Ｈｏｎｇ Ｋｏｏ．ｇ，１８８９；另一部为孙南神甫编写：

ｌａ Ｓｏｃ面，ｔ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６０

④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已收录５００余名耶稣会士。参见［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
⑤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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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４），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不许中国人信教，许多西方传教士因此被驱逐出境，此后进入
中国的传教士遭到清政府严厉的镇压。①此外，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也使天主教会遭到沉重
打击，孙南（Ｌａｕｎａｙ）神甫《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第２卷记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领袖们纷纷
逃往国外，有的到了罗马，有的甚至到了英国。从１７９３年至１７９６年仅有３名巴黎外方传教会
修士来远东传教。而拿破仑则将教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终止各传教会活动，结果造成从
１８０４年到１８１５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仅向中国派出１名传教士。”②拿破仑政权垮台后，法国的传
教事业再次兴盛起来。笔者据《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Ｄ进行统计，从１８１８年至鸦片
战争爆发前，共有２６名巴黎外方传教会修士来华，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四川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促进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活
动。虽然它们没有打破自由传教的禁令，但是毕竟在法律上承认了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的居住
权利，这极大地激起了传教士们进人中国的热情。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巴黎外方传教士人华
人数有显著增加。笔者据前引《编年记录》统计，这十几年间共有７０多名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来
华，其数目几乎是以前２００年的总和，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展至两广、贵州和西藏。

二、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的生平及他们在东北北部地区的活动
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进人中国传教的。据《巴黎外方传教
会人物编年记录》记载，布鲁尼埃神甫于１８４１年５月１０日离开巴黎前往“满洲”，并于１８４６年
６月在黑龙江人海口附近被基里亚克人杀害。④耶稣会传教士马德赉（Ｍｏｉｄｒｅｙ）神甫在他的著
作《中国、朝鲜、日本的天主教会体制》及《中国的信仰受难者》两书中简要介绍了布鲁尼埃神甫
的生平。特别是在后一部书中，作者写道：“布鲁尼埃神甫，汉名宝神甫，１８１６年生于巴黎，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至‘满洲’。”（Ｄ相比之下，有关维尔诺特神甫的生平，人们知道的更多一些。据孙
南神甫所著《巴黎外方传教会人物编年记录》一书记载，维尔诺特神父生于１８０６年９月２日，
１８３１年５月２８日被授圣职后，在其故乡维埃纳省任司铎长达１１年。１８４２年８月３１日入巴
黎外方传教会修院，第二年１２月１９日被派往中国东北地区传教。１８４９年他前往东北北部地
区寻找布鲁尼埃神父的下落，这次旅行长达两年。英法联军远征结束后，他又再次前往东北北
部地区旅行，并到达了黑龙江口。他本想在那里建立几个传教据点，但遭到当地人和俄国人的
反对，只好返回。此后他一直在东北地区传教，直到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２日去世。⑥

两位神甫先后于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５０年在东北北部旅行，路线基本一致，都是从阿勒楚喀出
发，然后一直向东到乌苏里江，再向北到黑龙江下游地区。
两人不同于一般探险家，他们在旅行中不遗余力地传播基督的教义。特别是布鲁尼埃神
甫利用一切机会向与其接触的人布道。他曾在阿什河向一位开木器店的佛教徒宣教，也曾在
①参见Ｋ．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Ｐ．１５８—１６６，ＰＰ．１７１—１８０。

②Ｌ丑Ｌｕｌａｙ，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ｅｌａ Ｓｏｃｉｅｔｅｄｅ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Ｖｄ．２，Ｐ．４２１，ＰＰ．４２４—４３０，ｄｔｅｄ
ｂｙ

Ｋ．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Ａ强ｓｔｏｒｙ ｏｆ饶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跏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０．
③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Ｓｏｄｅｔ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８８９．

④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Ｓｏｃ谊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８８９，Ｐ．５１．

⑤Ｍｏｉｄｒｅｙ，Ｃｏｎｆｅｓｓｅｕｒｓ
⑥Ｌａｕｎａｙ，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ｄｅ／ａ血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９３５，Ｐ．１２６．
ｌａ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６，Ｐ．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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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途中将教义传播给赫哲人和到乌苏里江流域采参的汉人。①清代东北地区除了少数采参
客外，清政府严禁汉人进入。但是从布鲁尼埃的信中，笔者发现虽然神甫在旅行途中三次和满
族官员相遇，却未受到任何阻拦，②这反映出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清政权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强度
已经严重削弱。两位神甫均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的旅行见闻，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清代东
北史资料。下面，笔者将根据二人在旅行期间所写信件对两人的旅行路线及见闻进行考证和
具体分析。③
（一）布鲁尼埃神甫和维尔诺神甫行程所经地点考
１．阿什河（今阿城县）Ａ—ｃｈｅ—ｈｏ（Ａ—ｊｅ—ｈｏ）④

《传教年鉴）１８４８年第２０卷布鲁尼埃神甫信载：“Ａ—ｊｅ—ｈｏ位于吉林城以北４０法里，松
花江以西２５法里……有一位二品官管理着它。”⑤１法里相当于４公里，⑥就文中所述可知此

地位于吉林城以北１６０公里，松花江以西１００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副都统衙门驻地。但是在相
关地图上（《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⑦）却找不到名
为阿什河的城市。从该地名的对音上看，似乎其汉译名应为“阿什河”。可是在地图上也找不
到名为“阿什河”的河流，不过《吉林外记》卷２载：“阿勒楚喀，以水得名。《宋史》：女真国居按
出虎水之上。《通志》：金始祖居布尔噶水之涯，至献祖定居于阿勒楚喀水之侧。旧作按出虎，
此为女贞旧地无疑。按清字音按与阿似近，出字与楚字同，虎字首与喀字首同。本处人习于国
语，转音之讹也。俗称阿什河，亦按出虎之讹音也。旧志作阿尔楚喀城，在省城东北４６０
里。”⑧萨英额认为按出虎、阿勒楚喀、阿什河皆为一音之转，⑨由此可见，阿什河就是阿勒楚

喀河。另外《吉林通志》卷２４：“阿勒楚喀驻防城旧城右靠土山，左傍阿什河。”⑩这里明确提
出了阿什河一名。与《吉林通志》作于同一时期的日人著作《满洲地志》载：“阿什河发源于小白

①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缸ｔｉｏｎ ｄｅ缸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

ｄｅ肠崩，ｖｄ．２０，Ｐ．１９５，ＰＰ．２０２—２０３，Ｐ．２０９．

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 Ｚ’Ａｓｓ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ｅ肠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 Ｚ口正矗，Ｖｂｌ．２０，ＰＰ．２０１—２０２，ＰＰ．２０４—２０５，ＰＰ．２０６—

２０７．

③两人的信件曾经被收录于《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中，并曾被部分译为中文。但中译文存在不少问
题，笔者根据法文原文对此进行了订正。
④Ｃｈ和Ｊ两音节发音在法语中近似。参见陈定民、俞芷倩：《法语语音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
９６、９９页。
⑤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ｍｔｉｏｎ

ｄｅ缸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缸颇，ｖｄ．２０，Ｐ．１９５．

⑥《新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７７页。

⑦＜（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定位阿勒楚喀城位置时并未提及此地又称阿什河。参见谭
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１２页。
⑧萨英额：＜吉林外记》卷２，商务影印《浙西村舍汇刊本》，１９３９年初版，１９６０年补印，第１３页。
⑨自１９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颇为关注。Ｖｏｎ
音为“安春温”（ｙｏｎ

ＤＲ

ＤＲ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ｍｂｅ早就指出女真语“金”发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ｒｕｂｅ，Ｄ／ｅ ｓｐｒ∞ｈｅ ｕｎｄ砌ｒ妒ｄｅｒＪ嘶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９６）。另《钦定辽金元三史

国语解》载元人。暗出忽尔”被改名为“阿勒楚尔”，则可知“阿勒楚喀”确为“按出虎”之音转。（参见《钦定辽金
元三史国语解》，四库全书索引丛刊之一，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２页。）日本学者田村实造说：“《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张汇《金虏节要》云：‘阿古达为帝，以本土爱新为国号。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
而名之，犹辽以辽水名国也’。现在的“阿什河”是“爱新”的音转”。（参见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５６页。）
⑩长顺修等修纂：《吉林通志》卷２４，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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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脉中之帽儿山，西北流经哈尔滨城北部，注于松花江中……此河流经阿什河城……。”①另
据《乾隆内府舆图》可知阿勒楚喀河注人松花江前流经阿勒楚喀城。到此，这一问题就基本搞

清了。显然，阿勒楚喀城就是阿什河城。《满洲地志》第三编第二章第六节更明确地把阿什河
副都统同吉林将军下辖的另五个副都统并列，为以上的结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证据。阿什河
不仅是阿勒楚喀河的异称，而且也成为阿勒楚喀城的俗称。显然，布鲁尼埃神甫对其地理位置
的叙述存在着错误，阿什河城（阿勒楚喀）应在松花江以南约５０公里的地方。
２．三姓（今依兰县）Ｓａｎ—ｓｉｎｇ
由阿勒楚喀城至三姓的旅行路线布鲁尼埃叙述如下：“从阿什河再走８法里，忽然变成了
无边无际的荒漠，它的尽头直到东海。只有一条通往Ｓａｎ—ｓｉｎｇ的路横越这一荒漠。Ｓａｎ—
ｓｉｎｇ是在乌苏里江右岸的一个小村落，离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有４０法里。”②从Ｓａｎ—

ｓｉｎｇ的对音及神甫的叙述并参考《乾隆内府舆图》可知此地应该是三姓城。但《俄国人在黑龙
江》③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文把松花江右岸误译为乌苏里江右岸，４０法里误译为２４法里。
前一误译纯属笔误（英文本正确地称三姓在松花江右岸④），而后一误译经核对法文原文发现
所据英文本存在错误。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１８５０年１月６日，我乘着三匹马拉的雪橇，带着信教的何、朱、赵三
人离开驻地阿什河。我们在路上的头三天遇到了好几个小客店。但在过了松花江以后，这种
小店就很少了。行人必须在散处江西岸的少数外来户中寻找住宿的地方。”⑤由阿勒楚喀城到
三姓的道路可参《大清一统志》卷６８，其文日：“又东北六十里至费克图站……崇古尔库又东北

七十里至鄂尔多穆逊站，鄂尔多穆逊又东北六十八里至庙屯站。”⑥《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
亦载由宾州至三姓站道里，其站名同《大清一统志》记载基本一致，惟各站间里数有异。⑦请注

意布鲁尼埃神甫的叙述——只有一条通往三姓的路横越这一荒漠。显然两位神甫所走路线就
是《大清一统志》和《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中所载的道路。
３．苇子沟（今依兰县大二站）Ｏｕｅｉ—ｔｚｅ—ｋｅｏｕ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我们的头一站是距离三姓十法里的Ｏｕｅｉ—ｔｚｅ—ｋｅＯＬｌｏ＂⑧就对音来

看，Ｏｕｅｉ—ｔｚｅ—ｋｅｏｕ应该就是苇子沟。《依兰县志》形胜门载：“由依兰至勃利、密山、虎林之途
程，由依兰县之南门，向东南三十五里，至山嘴子，又正南二十五里，至头站，又东南五十里至大
二站（即苇子沟）。”⑨由依兰县南门至大二站共一百一十里路，合五十五公里。而一法里约合
四至五公里，十法里即五十公里，与县志所载基本相符。《依兰县志》亦载大二站即苇子沟，此
地位置可定。

①［日］守田力远：《满洲地志》，（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明治三十八年（１９０５年）版，第８９页。
②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 ｆｏｉ，ｖ０１．２０。ＰＰ．１９５—１９６．
③［英］拉文斯坦著、陈霞飞译：《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年版。
④Ｅ．Ｇ．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ｕ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１，Ｐ．１００．

⑤Ａｎｎａ／ｅｓ ｄ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ｏｎ ｄｅ／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ｆｏｉ，ｖｄ．２４，Ｐ．１ １９．

⑥＜大清一统志》卷６８，民国影印光绪二十三年本。
⑦聂士成：《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商务印书馆据《问影楼舆地丛书本》１９３６年影印版，第５４＿－５５
页。
⑧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ｆｏｉ，Ｖ０１．２５，Ｐ．１ １９．

⑨杨步墀：《依兰县志》，成文书局据杨步墀修民国十年铅印本１９７４年影印版，第２９页。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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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尼满沟子（今俄境伊曼河口北岸）Ｉｍｍａ—ｋｅｏｕ—ｔｚｅ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为避开皇帝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设立的卡伦，我们就朝乌苏里
江走去。在穆棱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上面，尼满河流人乌苏里江的地方渡过了江。”①神甫
所说的Ｉｒｎｍａ—ｋｅｏｕ二ｔｚｅ看来位于尼满河流入乌苏里江的地方。《（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
编·东北卷》的作者据《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曾定位一些不见于《大清一统志》中的乌
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的村落名称，其中即有尼满（今俄境伊曼河口北岸）。与上文信中对
Ｉｍｍａ—ｋｅｏｕ—ｔｚｅ位置的对比可知Ｉｍｍａ—ｋｅｏｕ—ｔｚｅ即尼满，汉译对音应为尼满沟子。
‘

、５．海青鱼江（疑为今海楚）Ｈａ卜ｔｓｉｎｇ—ｉＵ—ｋｉａｎｇ

此地名在《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文里作“海青鱼江”，但是各种相关史料中
均无这一地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１９７４年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１９７９
年版）黑龙江省图，自尼满河口沿乌苏里江上溯，在今抚远县境内，乌苏里江西岸有地名海青。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８卷吉林图幅中此地名为海楚，疑海青为海楚之俗称，沿用至今。维尔诺特

神甫信里没有记载Ｈａｉ—ｔｓｉｎｇ—ｊｕ—ｋｎｇ的具体位置，只提到它位于Ｍｏｕ—ｔｃｈｅｎｇ和尼满沟子之

间。海楚的位置恰好在这两地之间。Ｈａｉ一劬ｇ—ｊｕ—ｋｉａｎｇ有可能是海楚的俗称。
６．木城（今俄境阿纽依河口附近）Ｍｏｕ—ｔｃｈｅｍ②或Ｍｏｕ—ｔｃｈｅｎｇ③

此地名在布鲁尼埃信的中译文里作“穆切姆”，在维尔诺特信的中译文里作“谬钦”，此地有
两个译名，显然是译者音译。英译者在此名称后加括注明它在Ｔｏｎｄｏｎ，④中译者译为端端。
英译者在注文中曾说明此地位于北纬４９。１３’。查《乾隆内府舆图》，在此位置附近有地名敦
敦。⑤显然Ｔｏｎｄｏｎ即是敦敦之拼音转写。布鲁尼埃信载：“这地方非城非多，甚至算不上小村
庄，而只是一处办事的房屋。他是每年乘船来的官员在这里驻节三个月时审案的地方。他们
来这里是收长毛子进贡皇上的皮革和毛皮的。”⑥另维尔诺特信载：“它既不是城镇，也不是乡
村，仅围着一道木栅，中间有一所房子的地方。那所房子是给官员住的，他们每年到这里从鞑
靼人那里征收毛皮作为贡品，再给他们几块丝绸作为回报。”⑦从信中所述可知，Ｍｏｕ—Ｔｃｈｅｎｇ

似为清朝政府收取东北地区居民贡赋的场所。日人间宫林藏曾于１９世纪初踏勘库页岛及黑
龙江下游诸地。所著《东鞑纪行》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状况。其书卷中注
释一称：“满洲府……乃向黑龙江下游地区征收貂皮，赏赐乌绫（即满语财帛之意）之地，称为木
城……。”⑧又称：“以圆木围成双重栅栏……中间又设一重栅栏，衙门设于此处。”⑨由此可
知，所谓Ｍｏｕ—Ｔｃｈｅｌｌｇ实即木城，确实是清朝设于东北北部征收当地居民貂皮之处所。两位

神甫将木城当作地名实属误解，敦敦才是此地的名称。木城在东北北部不止敦敦一处，薛虹先
生认为：“这种临时性衙门自康熙末年起一百几十年间，据现有材料可知曾先后设在普录、卡

①Ａｎｎａ／嚣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缸ｔ／ｏｎｄｅ肠Ｐ，Ｄ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缸向，Ｖ０１．２４，Ｐ．１２０．

（Ｄ

Ａｎｎａ／ｅｓ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缸ｔ／ｏｎｄｅ缸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缸ｆｄ。Ｖｄ．２０，Ｐ．１９９．

（Ｄ

Ａｎｎａ／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缸ｔ／ｏｎ

ｄｅ如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如ｆａ。Ｖｄ．２４，Ｐ．１２３．

④Ｅ．Ｇ．Ｒａｖｅｎｓｔｗｅｉｎ，Ｔｈｅ Ｒｕｓｓ缸ｎｓ伽ｔｈｅ ＡＴ／＇／ｕｒ，Ｐ．８２．
⑤“敦敦”在满语中意为“小蝴蝶”。参见《清史满语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７页。
ｄｅ

ｄｅ缸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ｚ吐向，Ｖｄ．２０，Ｐ．１９９．

（Ｄ

Ａｎｎａ／ｅｓ

（Ｄ

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ｆ’Ａｓｓｏｃ缸ｔｉｏｎｄｅ缸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缸ｆｄ，Ｖ０１．２５，Ｐ．１２３．

Ｚ’Ａｓｓｔｒ／ａｔ／ｏｎ

⑧［日］间宫林藏：＜东靼纪行＞，东京１９４２年版，卷中注释一。
⑨［日］间宫林藏：《东靼纪行＞，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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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天主教士笔下的东北地名及行程见闻

达、齐集、乌扎拉、德勒恩（台伦、德楞）、莫尔气的对岸等６处。”薛虹先生同时认为莫尔气对岸
的木城就在两位神甫信中提到的敦敦。①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莫尔气和敦敦的直线
距离就有１５０公里，②怎能说敦敦在莫尔气对岸呢？由此我们可知这座位于敦敦的木城并不
属于薛先生指出的６处木城之一。

７．银山（乌扎拉山）Ｉｎ—Ｘａｎ
此地名在《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分的中译文里漏译。今据法文本译为：“离开木
城，向北走三十法里，就到了Ｉｎ—Ｘａｎ（银山），此地以此为名，是因为石头反射阳光发出银白色
光芒。”③经将法文原文与《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所收英译文对比发现漏掉了这一句。曹廷杰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７６条称：“乌扎拉部在今伯利下六百里金山、银山两岸。银山下尚有乌扎
拉地名”，④同书第７８条称：“由伯利东北行俄里二百七十里至松花江南岸俄屯麻宜美斯克地
方……对面北岸为玻兰侯温，出口处有山产银，华人呼银山……银山下有乌扎拉地名。”⑤俄

国博物学家马克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曾考察黑龙江沿岸各地。其书载：“绵亘在对面左岸上的乌
扎拉山清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还在以前，我们就从居民的讲述中知道了这座山。当地居民把
这座山称为梦古洪科，意思是银山。”⑥丛佩远、赵鸣岐所撰《清代东北噶珊考》⑦一文详考了
乌扎拉村的位置，认为乌扎拉村位于黑龙江下游左岸，今俄国上涅尔根对面，博隆湖出口北侧。
由此，银山的位置亦可确定。
８．阿集Ａｋｉ

维尔诺特信载：“由此向北走八十法里，来到Ａｋｉ。这里是长毛子的第一个村落。”⑧中译
文将８０法里误译为２４法里，实因英译文作者将法文８０（ｑｕａｔｒｅ—ｖｉｎｇｔ，意为四个二十）两词颠
倒顺序变为２４之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中阿集的位置恰为乌扎拉以下３００
公里，约合８０法里，同信中所述阿集的位置基本一致⑨。
９．普录④（今俄境黑龙江下游伊尔库特斯科耶）Ｐｏｕｌｏ
维尔诺特信载：“从这条路我们到了座落在长毛子最后一个村子对面的Ｐｏｕｌｏ。”⑩据《乾隆
内府舆图》，在黑龙江下游东岸阿集以下有“普禄噶山”（噶山又称噶珊，是通古斯语“乡村、屯落
之意”），从对音来看应该就是Ｐｏｕｌｏ。间宫林藏《东鞑纪行》，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马克
《黑龙江旅行记》诸书附图均著录此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的绘制者将其定位
在今天俄境伊尔库特斯科耶附近。

·

薛虹：《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中华地图学社版１９７５年，第ｌＯ一１１页。
Ａｎｎｄｅ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ｔｒ／ａｔ／ｏｎ ｄｅ如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缸血，Ｖ０１．２，Ｐ．１２４．

曹廷杰：《曹廷杰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５页。
曹廷杰：《曹廷杰集》，第１０６页。
①②③④⑤⑥

［俄］马克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黑龙江旅行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９１

页。
丛佩远、赵鸣岐：《清代东北噶珊考》，《学术研究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肠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缸ｆｏｉ，Ｖ０１．２４，Ｐ．１２４．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吉林图幅，第１０一１１页。
关于其位置的考订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３１７页。
⑦⑧⑨⑩⑩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如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肠血，Ｖ０１．２４，Ｐ．１２５．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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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鲁尼埃神甫和维尔诺特神甫行程见闻考
１．西山或西散（东北地区各民族对日本的一种称呼）Ｓｉ＿ｓａｎ

维尔诺特神甫信中几次提到Ｓｉｇａｎ一名，如：“奉悉您之意旨，我立刻做好准备，向据说在北方
的Ｓｔｓａｎ出发。”（Ｄ在信的末尾，他说：“Ｓｉｓａｎ似乎就是Ｃａｍｆｔｏｕ或Ｔａｒｒａｌ：【ａｉ，这个岛的一半已被日本
人占去了。因此中国人不加区别地称它为ＳＣｓａｎ或Ｊ印ｅｎ（日本）。”②《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
部分的中译者将Ｓｉｓａｎ译为西散，并在Ｃａｌｏｔｏｕ后加括注明意为库页岛。首先让我们来探讨
Ｃａｒａｆｔｏｕ和Ｔａｒｒａｋａｉ的意思。薛虹先生《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一文引冈荣《北桦太》、新井
白石《虾夷志》及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指出：“Ｃａｒｄｔｏｕ即日文力乡７卜，其语源来自力乡匕卜，
即唐人之意。日本本州东北部将匕卜读如７卜，日本向来称中国为唐，唐人岛即中国人岛。日本
汉字‘太’发音为７卜，因音而字，写作唐太岛。”薛先生很好地解释了Ｃ＿ａ／ｏｔｏｕ的含义。Ｔａｒｒａｋａｉ

一词又作何解呢？薛先生曾指出：“日本在十八世纪初，松前领主向江户幕府提交的地图《松前乡
账》上，在虾夷（北海道）北有—个岛叫哈喇土岛（力乡卜岛），其后的文献或写作唐户岛……后来，
力乡卜（卡拉图）转为力乡７卜（卡拉夫图）……。”③由此可知，哈喇土、卡拉图、卡拉夫图皆是一

音之转。日本汉字“太”除了读作Ｆｕｔｕ亦可发音为届，④而“卡拉”既可转音为“哈喇”，似乎也有
可能转音为“塔拉”，则Ｔａｒｒａｋａｉ（塔拉开）也可看作是唐太的另一发音。《西伯利东偏纪要》第１０７
载：“国初，与库页岛各族至阿吉上三百余里，莫尔气对岸赏乌绫木城处，受衣物服饰之赏，名日穿
官，后亦贡貂。又此辈自述，二十年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黑斤人，济勒弥人等呼日本为西
山国。”⑤这里的西山国似乎就是Ｓｔｓａｎ。间宫林藏《东鞑纪行》卷上曾提到船夷夕寸厶（Ｓｉｙａｍｏ）。

同书卷上注释２１解释Ｓｉｙａｒｍ是阿伊努语日本人的意思。黑龙江下游各族人还有称日本人为夕

彳三／々厶（８ｉｓｉｙａｒｍ）的。这些词汇经讹传变为夕寸７（Ｓｉ锄）。⑥此注释讲得很明白了，所谓Ｓｔｓａｎ
实为东北北部地区各民族对日本人称呼的讹传，而这种讹传来源于阿伊努语。维尔诺特神甫知
识渊博，既知Ｃａｒａｆｔｏｕ为日本语库页岛之意，又知道东北地区民族对日本人的称呼。但他把Ｓｋｓａｎ
同ＪａｔⅫ＇ａ作为同一语源，显然有误。
２．阿勒楚喀城和三姓城
布鲁尼埃神甫信中对阿勒楚喀城描述很简单，但指出该城人１２１约为６万，⑦为该地人口史
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对于三姓城，布鲁尼埃神甫指出：“在８月４日黄昏，三姓的枞木城
墙和房舍展现在我们面前……道路用大块的木头镶成，厚约６寸，非常精密地连结在一起。人

口约１万。”⑧《吉林外记》卷２载：“三姓城，四围筑土为墙……康熙五十四年兵力修建，乾隆十
七年改为官修，城内无街市，惟西ｔ－Ｊ＃ｂ街市甚盛。”⑨《吉林通志》卷２４载：“三姓驻防城在松花

江南……康熙四年经工部议准照伯都讷例筑造土城……雍正十年、乾隆十七年、嘉庆十一年俱

①Ａｎｎｄｅｓｄｅ Ｚ’Ａｓｓｔｒ／ａｔ／ｏｎｄｅ／ａＰｒｏ／增ａｔ／ｏｎｄｅ／ａｆｏ／，Ｖ．ｄ．２４，Ｐ．１１８．
②Ａｎｎａ／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ａｔｒ／ａｔ／，ｍ

ｄｅ／ａ开蝴锄ｄｅ／ａ崩，Ｖｄ．２４，Ｐ．１３３．

③薛虹：《库页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④《日本汉字读音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７１页。
⑤曹廷杰：《曹廷杰集》，第１２３页。

⑥［日］间宫林藏：《东靼纪行：｝，东京１９４２年。
⑦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ｔ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ｆｏｉ，ｖｄ．２０，Ｐ．１９５．

⑧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ｆｏｉ，ｖｄ．２０，Ｐ．１９８．

⑨萨英额：《吉林外记》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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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①另《依兰县志》建置门载：“查本城自雍正十一年经副都统修筑土城，方形，宽长各一
里半。”②以上三部方志，均未提到三姓城城墙曾用枞木制造，也未提及城内道路用木头镶成。

但《吉林外记》卷２亦载：“阿勒楚喀城，四围板墙，方七百四十五丈，乾隆四十八年改为土
墙。”③则阿勒楚喀曾用木板制墙确无疑议。以此推之，三姓城有枞木制墙也不奇怪。布鲁尼
埃的描述弥补了中文史料有关三姓城记载的不足。

３．黑斤Ｈｅｉ—ｋｉｎ、鱼皮鞑子Ｉｕｐｉ—ｔａ—ｔｚｅ、长毛子Ｃｈａｍ—ｍａｏ－ｔｚｅ、二腰子Ｅ１卜ｉａｏ—ｔｚｅ、
基利米Ｋｉｌｉｍｉ以上诸名称皆为东北北部地区各民族的俗称：
黑斤Ｈｅｉ—Ｋｉｎ

维尔诺特神甫信载：“为避开皇帝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设立的驻军卡伦——用来阻挡三
姓和黑斤人地区之间一切往来的——我们就朝乌苏里江走去……。”④《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
关部分的中译者将黑斤译为黑芹，不确。《宁古塔纪略》中，有所谓“剃发”和“不剃发”黑斤，皆指
黑龙江下游的赫哲人。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载：“自宁古塔东北行千五百里，居混同江，黑龙江
两岸者，日赫哲喀喇。”⑤又载：“今自乌苏里江口以上，三姓以下，有入旗当差黑斤，土人呼日旗

喀喇，即此赫哲喀喇……廷杰谨案：今自乌苏里江下，阿吉以上，土人呼日短毛子，其人皆剃发；自
阿吉以下，至黑勒尔以上，土人呼日长毛子，其人皆不剃发，当即此额登喀喇。”⑥由此可知，黑斤
实为当时对赫哲人的统称。当地土人又将之分为所谓短毛子和长毛子。
鱼皮鞑子Ｉｕｐｉ—ｔａ—ｔｚｅ
布鲁尼埃神甫信载：“三姓的官厅，每年陆续派出三艘战船，不带枪炮，只在船上插上几把
军刀……第二艘船是为从鱼皮鞑子那里征收同样的东西。”⑦又载：“以前这个部族的人口很
多，现在只剩下７０至８０户了。他们在兴凯湖至黑龙江一带做买卖……渔猎两个字足以概括
他们的艺术、科学和社会状况的历史。他们的宗教只是一种低级的精灵崇拜，汉人称之为萨满

教。”⑧维尔诺特信载：“乌苏里江的短毛子（中译文在此作鱼皮鞑子）是些大孩子，和蔼而好客
……黑龙江的短毛子（中译文在此作鱼皮鞑子），粗野而异常残暴，他们嗜酒如命。９９⑨《俄国人

在黑龙江》一书详细描述了黑龙江流域各民族之特征，其中特别指出：“汉人按照他们的头发样
式将果尔弟人（赫哲人）和其他剃发民族统称为短毛子。同时他们又因穿鱼皮衣服而被称为鱼
皮鞑子。”⑩Ｅｈ此可知，鱼皮鞑子和短毛子皆为汉人对赫哲人的另一称呼。
长毛子Ｃｈａｒｎ—ｍａｏ—ｔｚｅ
布鲁尼埃神甫信载：“他们的第一艘船驶到位于黑龙江右岸，北纬四十九度十三分的木城

①长顺修等修纂：《吉林通志》卷２４。
②杨步墀：《依兰县志》，第３５页。
③萨英额：《吉林外记》卷２。
④

Ｚ’Ａ毗锄ｄｅ缸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ｏｎｄｅ如血，Ｖ－ｄ．２４，Ｐ．１１９．

Ａｍｕｄｅｓｄｅ

⑤曹廷杰：《曹廷杰集》，第１２页。
⑥曹廷杰：《曹廷杰集》，第１２—１３页。

Ｚ’Ａ砒ｆ锄ｄｅ／ａ

⑦Ａｎｎａ／ｅｓ

ｄｅ

⑧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Ｚ’Ａｓｓｏｃ缸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⑨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ｌ’眦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ｋ触，ｖｄ．２０，Ｐ．１９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向，Ｖｄ．２０，Ｐ．２１５．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ｆｏｉ，Ｖ０１．２４，Ｐ．１３２．

⑩Ｅ．Ｇ．Ｒａｖｅｎｓｔｗｅｉｎ，Ｔｈｅ Ｒｕｓｓ缸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ｕｒ，Ｐ．３４０．

－－——１３５·－－——

万方数据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他们来这里是收取长毛子进贡皇上的皮革和毛皮。”（Ｄ维尔诺特神甫信载：“……我们到了
长毛子的第一个村子阿集。”（Ｄ又载：“从这条路我们到了坐落在长毛子的最后一个村子乌活图

对面的普录。”（Ｄ上文对黑斤的解释曾引曹文指出长毛子亦为黑斤之一部。但长毛子一词并不
仅指赫哲人。如同短毛子包括赫哲人及其他剃发民族一样，长毛子这一名词亦包括各不剃发

民族，并非某一民族之特指。《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指出：“果尔察人和其他居住在黑龙江下
游的各民族统称之为长毛子。”④《西伯利东偏纪要》第１０６条载：“查白阿吉大山顺松花江东北
行，又西北行，共约八百余里，至黑勒尔地方以上，沿两岸居者，通呼长毛子，共约二三千人，风
俗习尚与剃发黑斤同。”⑤又载：“查自黑勒尔以下西北行，又东行南折至海口，共约六百余里，
松花江两岸旧为费雅喀人所居，今则合俄伦春、奇勒尔二族，凡迁居江沿者，统称济勒弥，凡四
五千人。男不剃发……语言又与不剃发黑斤异，俄伦春，奇勒尔二族又能各为本部语言，与济

勒弥异……。”⑥曹文的记载亦说明黑龙江下游有许多民族都有不剃发的习惯。据《俄国人在
黑龙江》一书介绍，清代东北地区各民族可分为通古斯、基里亚克和阿伊努。而鄂伦春、奇勒
尔、赫哲皆为通古斯之一部，在１９世纪中叶，通古斯人的分布地区最北就到普录。⑦维尔诺特

神甫的记载恰与之相符。
二腰子ＥＵ—ｉａｏ—ｔｚｅ
布鲁尼埃神甫信载：“第三艘船是为治理Ｅｌｌ—ｉａｏ—ｔｚｅ来的，这是一个可怜的，频于绝灭的

部族，在乌苏里江上占有两三河湾，住在用树皮做的帐篷里。”⑧《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相关部
分的中译者将此词译为爱理辽子，为音译。《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载：“鄂伦春人，即Ｅｌｌ—ｉａｏ
—ｔｚｅ，生活在乌苏里的密林中Ｏｎ⑨《西伯利东偏纪要》第１０８条载：“查俄镇因拔纳斯克以南，阿
勒干以北，伯利以东，纵横各干余里奇雅喀喇地方，共约四五千人，通呼二腰子，语言与黑斤、济
勒弥又异，亦无文字、医药，削木为节以纪事。”⑩此处所述之二腰子从其活动地区来看应该就
是Ｅｌｌ—ｉａｏ—ｍｅ。由此可知，此词应译为二腰子，指鄂伦春人之一部。
基利米Ｋｉｌｉｍｉ

维尔诺特信中提到从普录再往北走就进入Ｋｉｌｉｍｉ人的领地，Ｋｉｌｉｍｉ人究属何族呢？英译
者在注释中说得很明白，Ｋｉｌｉｍｉ就是基里亚克人，也即费雅喀人，但中译者却译为奇勒尔人（鄂
伦春），在此予以纠正。

［本文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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