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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试从分析早期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背景、传教阶段、特点、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对早
期天主教在西藏的渗透活动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和评述。以期较为客观、准确、全方位地把握１７－１８世纪入
藏活动的天主教的概貌，了解天主教传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天主教的传入给西藏近代
社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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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时

经千辛万苦，来到藏区传教，这不能不说是天主教

间里，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扩，先后有十多

在其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究

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

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与当时

会）Ⅲ的传教士，经印度陆陆续续进入我国西藏的阿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势力进行扩张紧

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这既是近代

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来我国西藏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肇始，同时西藏近

在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对殖民地进行残酷

代社会也因此而无可避免地置于外国殖民势力偷

的压榨和掠夺是敛聚财富、获取资本的重要手段之

窥觊觎的眼光之下。在同西藏本土藏传佛教的争斗

一。早在１３世纪中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游历了

中，天主教传教士虽终因势单力薄而告失败，但天

中国后，就在其回国出版的游记中对中国元朝的政

主教早期在西藏的活动却对引发西藏政局的动荡

治、经济、人口和社会生活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并

和改变西藏的社会心理、习俗等起到了一定的作

盛赞东方国家物产丰富、富庶繁荣、遍地黄金，关于

用。同时，天主教在藏的传播作为早期中西方文化

东方富庶的传说就这样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心

碰撞与交流的一个典型，也引起了后世史学家极大

中，从而引发了西方人对东方世界财富的无尽向

的兴趣和广泛的关注。本文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

往，“到东方去获取黄金”便成为了西方国家东扩的

上，试对早期天主教在藏活动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

动力。随后，最早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班牙、葡萄

评述，以揭示早期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概貌。

牙等国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对将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继续深入下去的渴望和对东方富庶之地无

一、早期西欧传教士入藏传教的背景及条件

尽的想象极大地刺激着它们在新航路上往更深更
远的地方开拓。１６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印度、

西藏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且早在公

中国等一些东方国家出现，成为了西班牙、葡萄牙、

元８世纪中叶吐蕃藏王墀松德赞统治时期就已确

荷兰等一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急先

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的重要地位，后世虽历经灭佛

锋”，这些传教士大多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名，进

与兴佛的几次沉浮，但在１７世纪初藏传佛教已彻

行宗教和文化渗透。这些活动都渐次由我国内地和

底取代藏地本土宗教——苯教，而在政治生活领域

西藏周边的印度、拉达克、尼泊尔等国向西藏境内

和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因而，１７世

延伸。

纪初的西藏无论是在地域条件上，还是在社会政治

在西欧探寻东方殖民地的活动中，罗马教会始

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极强的排他性，而此

终积极介入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将这些新

时西方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却能冲破重重阻碍，历

“发现”的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赏赐给殖民者，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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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葡等国因争夺殖民地发生纠纷时，它又以调解

开。所以我们依旧可以将其置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大

人的身份出现，利用自己的权威，协调冲突。另一方

背景下来谈，就不难理解西方传教士早期人藏传教

面，作为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西葡等都是教会和国

的殖民侵略性质了。

家合而为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们的君王或自称

其次，由于西藏与印度接壤，从印度穿越喜马

为“大主教国王”，或自诩为“基督教保卫者”，利用

拉雅山区就可进入西藏境内。因而西欧天主教对印

和怂恿其教徒积极对外寻找殖民地，进行海外殖民

度、拉达克及尼泊尔等西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渗

掠夺。正如一位世界史学者所说的那样：“对进行海

透，就为传教士们的入藏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十

外扩张的倡导者、组织者以及对征服中的著名领袖

六世纪初，葡萄牙通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来到印度

人物来说，宗教的狂热情绪只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

洋以后，就逐步展开了对印度洋地区的侵略活动。

的、恰如其分的假面具，在这种假面具的背后隐藏

１５１０年，葡萄牙的武装船队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地

着追求权势和渴望获利。”圆在这一过程中，西葡等

区，教皇克列门七世即宣布成立了果阿教区，统辖

殖民国家和罗马教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传教士背

从好望角到澳门、日本等远东各地的教务。１５７９年

后强大的资助者和新“发现”土地上最大的受益者。

１

我们从殖民者在被占领地区广泛设立基督教传教

的邀请前往传教，并得到这位力图一统众教派、建

区和罗马教廷进行细致周密的人事安排，并给予教

立稳固政权的皇帝的庇护，从而为天主教传教士越

区和传教人员巨额的经费支持，据此不难看出传教

过印度边境进入西藏提供了可能。此后的一百年

士与早期殖民势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即

间，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都是通过这一途

使是那些狂热地信仰着基督教，标榜自己带着个人

径进入西藏传教的。同时，位于喜玛拉雅山区的西

意愿极力想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的活动也就

藏的藩属如拉达克、哲孟雄（锡金）、不丹（布鲁克

无不深深地刻上了殖民侵略的痕迹。

巴）等地的民众，在血缘、宗教、习俗和经济往来上

１月，果阿葡萄牙传教士应莫ｌ薹ｌ，Ｊｔ，帝国阿克巴大帝

西方传教士早期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探寻，除了

都与西藏有着极其深厚的关系，交往频繁通畅，民

有着西方殖民势力东扩的广泛背景之外，还与罗马

众迁徙自由，宗教徒朝圣拜山畅通无阻，这就使得

教廷寻找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的所谓“震旦”国

以印度为根据地的欧洲传教士私越国境进人西藏

（又译为萨塔或契丹，都是指中国）和“震旦”地区遗

的条件更为便利。

留的基督教后裔有直接的关系。１６世纪的欧洲盛传

此外，１７一１８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政局动荡不

“孟加拉以东、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

宁，因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而导致的对外教渗

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在许多方面与基督

透的危害认识不统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防御弱化

教相似”。口ｌｉ丕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

都是天主教早期得以在藏传播的重要因素。１７世纪

延伸到契丹…．．包括有许多基督徒和拥有神父和主

初，西方天主教首开入藏传播的先例，这正是乘西

教的众多教堂。．”【４】后由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有

藏从卫藏到阿里地区都处于分散的割据状态、王室

关震旦（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使西方误以为震

力量与藏传佛教力量对立之机深入西藏的。公元十

旦就是传说中有许多基督教教徒和众多教堂的地

世纪左右，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形成了古格地方

方（中国古代也确实传人过基督教，但在元朝灭亡

政权，统辖着今阿里象泉河谷扎达县札布让、托林

后基督教教徒便在境内消失了）。虽然其后驻北京

一带，至十六世纪前半叶进入鼎盛时期。到第一个

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经过调查研

进入西藏的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进

究，明确指出震旦就是中国，但固执己见的罗马教

入古格进行传教之时，正值古格地方政权衰落之

廷仍然做出了中国之西南还有震旦，且震旦可能还

际，王国对外与拉达克、加瓦尔等一些小邦战事频

存在着古代基督徒后裔的错误判断。基于这一判

仍，生产力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内部古格王墀扎

断，罗马教廷要求派已经居于印度果阿和莫卧儿帝

西查巴德与其弟、叔父、叔祖位代表的藏传佛教格

国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亲往西藏进行探寻，以完成

鲁派寺院集团矛盾尖锐，势不两立。因而，古格王对

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就这样，一批又一批怀

安多德等传教士优礼有加，图谋利用基督教削弱和

揣着着狂热宗教梦想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翻越喜

取代藏传佛教，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样，紧随安多德

马拉雅山，走上了充满险阻的探寻之路。由于这一

之后，进入卫藏地区的日喀则进行传教的葡萄牙籍

探寻目的，仍然是同西方殖民国家和罗马教廷垂涎

传教士埃斯特万·卡塞拉和约翰·卡布拉尔也正是

东方广大地区的财富，探索开拓新的富庶的殖民地

在充分利用了藏巴汗地方政权与格鲁派寺院集团

和渴望拓展天主教新教区，以实行教权统治分不

的矛盾才得以短暂“生存”的。古格王朝东部紧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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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藏巴汗地方政权由帕木竹巴

院的各种权利，迫害黄教教徒，强迫僧人还俗，大有

政权演变而来。明初，受明朝中央政府重视并统治

以天主教取代藏传佛教之势，致使黄教寺院集团与

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势力出现内讧，帕竹

传教士、古格王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１６３０年，乘古

所封的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十五世

格王病重之机，以寺院为首的僧俗大众与拉达克里

纪中叶，帕竹的属下仁蚌巴与噶玛噶举红帽系联

应外合，发动暴动，推翻了古格王朝，摧毁了天主教

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十六世纪中叶，辛厦巴

堂，使传教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安夺德神父由

推翻仁蚌巴，建立了藏巴汗政权，噶举派势力日益

于此前被招回到印度任果阿的行使会长而幸免遇

‘衰微。至十七世纪初，由藏族僧人宗喀巴创立的格

难。安夺德在阿里传教期间，了解到扎布让以东的

鲁派黄教势力已十分强大，许多原属于噶举派的寺

卫藏地区是整个西藏的中心，那里土地肥沃、人口

庙也纷纷归并于格鲁派。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政治

众多，是传播“福音”的好地方。于是在他的建议下，

和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并逐渐与代表世俗权力的藏

马拉巴教省（即柯钦教省）派出耶稣会传教士埃斯

巴汗之间形成对立。天主教的传播就是在这种情形

特万·卡塞拉神父和约翰·卡布拉尔神父前往卫藏

下开始进入卫藏地区的。此后从十八世纪初至十八

地区。两人于１６２６年４月从柯钦出发，经由库奇、

世纪中叶，西欧传教士再度入拉萨传教。在这近半

卢纳德、帕罗宗、不丹，于１６２８年１月２０日左右先

个世纪里，西藏地方政权几经更迭，先后经历了蒙

后抵达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在取得第悉藏巴政权的

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统治时期、蒙古准噶尔部占

领袖藏巴汗的支持后，开始了他们的传教生涯。但

领时期以及清政府先后委任的总理全藏政务的“郡

其后因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上逐渐陷入困顿，加上

王”康济鼐、颇罗鼐与七世达赖喇嘛共同执政时期

卡塞拉病死，人员上又难以为继，尤其是受札布让

等几个阶段。西藏的政局动荡，世俗权力与宗教权

暴动事件的影响，引发了当地僧俗群众对传教活动

力还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彼此间对外教人侵的认

的强烈抵制，导致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在１６３２年“寿

识还有很大的分歧，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对外教防

终正寝”。

御抵制的坚固壁垒。这样，天主教人藏传播就有了
可乘之机。

第二阶段：１７０７年至１７４５年，意大利卡普清修
会（嘉布遣小兄弟会）传教士与耶稣会传教士波利
托。德西德里在拉萨的传教时期。１７０４年４月，受罗

二、天主教早期在藏传播的阶段及特点

马教廷传信部［５１的派遣，以乔瓦尼·弗朗西斯科神父
为团长的第一批卡普清布道团六人离开罗马，前往

（一）传播阶段

西藏传教。他们于５月６日在意大利的利窝那乘船

从１６２４年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

奔赴印度，经阿勒波（今叙利亚的哈勒卜）、巴士拉、

和马努埃尔·马科斯修士进入古格地区传教到１７４５

本达．阿巴斯、昌德那戈尔，进入尼泊尔首府加德

年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全部撤离西藏，以传教为主要

满都，经聂拉木、定日。１７０７年６月１２日，由布道团

目的的西欧天主教的渗透，断断续续持续了１２１年

的传教士后升任为西藏传教会会长的古瑟普和副

的时间。按传教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大致可将

会长弗朗索瓦·玛利先期抵达拉萨，其余人等或与

其分为两个阶段。

旅途中病亡，或因生病、不适应气候等原因未能进

第一个阶段：１６２４年至１６３２年，耶稣会传教士

入西藏。此后，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在拉萨的传教活

在阿里西部及卫藏地区传教时期。１６２４年３月３０

动断断续续持续了３８年。期间先后两次因经济困

日，果阿省耶稣会的安多德神父和马科斯修士从莫

窘、环境恶劣导致人员损失惨重等原因被迫撤离西

卧尔宫廷启程，随印度教徒香客队伍越过莫卧儿帝

藏。第一次是从１７１ 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１７１６年ｌｏ

国边境，进入加瓦尔王国，接着翻越喜马拉雅山西

月１日，约４年１０个月；第二次是从１７３３年８月

段地区，于８月初经历艰辛旅程后抵达我国西藏阿

中旬至１７４１年１月６日，约７年４个月。故他们的

里南部地方政权古格王国的首都札布让（今属扎达

在拉萨的传教活动，实际为２６年。在这２６年时间

县）。此时，正值古格地方政权衰微，内外交困、矛盾

里，罗马教廷先后派遣了十批共４９名传教士到西

重重之际。为抑制和削弱王国境内以古格王之弟、

藏传教，其中只有１５人最终到达了拉萨。他们一方

叔父和叔祖为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巩

面以给拉萨各阶层民众免费治病为手段，宣传天主

固世俗王权，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对安夺德等人的

教；另一方面又通过转递罗马教皇的信函和赠送大

传教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但为其提供住所和帮

量礼物的方式，同拉萨上层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取

助修建教堂，而且进一步发展到剥夺黄教格鲁派寺

得七世达赖喇嘛和清政府任命的主持西藏地区行
一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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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务的首席噶伦康济鼐以及后来的颇罗鼐的准

狂热地信仰着上帝，为传播“上帝的福音”而进入西

许，获得传教权力。至１７４２年中期，拉萨传教站人

藏的个人意志表现得十分突出。为此，他们不惧艰

教的教徒已达２７人。同一年，因入教教徒公开反对

险，不计较个人得失，以生命的代价往返于西藏与

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规而引发了黄教喇嘛对天主教

罗马教廷之间。在西藏传教期间，他们克服种种困

传教士的极度不满，他们冲击颇罗鼐的住所，要求

难，以常人没有的坚韧与毅力完成传教的使命。在

他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迫于压力，颇罗鼐不得

这里，笔者并非为传教士们歌功颂德，事实是，任何

不采取镇压天主教教徒的行动，从此卡普清修会的

宗教的传播往往都是由那些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矢

传教活动一蹶不振，直至１７４５年卡普清修会的传

志不渝的传教者来完成的。以卡普清修会为例，当

教士们全部被驱逐出境，教堂和天主教僧馆也被拉

１７０４年４月第一批卡普清修会六人布道团踏上通

萨的僧俗群众彻底捣毁，夷为平地。在卡普清修会

往西藏的道路时，似乎就注定这是一条用生命铺就

在拉萨传教时期，趁卡普清修会传教士第一次短暂

的传教之旅。六人团中一人患重病返回，其余五人

撤离拉萨之机，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德西德里于

“适应不了中东炎热干燥的气候和饮食”，修士菲亚

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７日从罗马出发，经热那亚港、葡萄牙

克里奥高烧死去，步道团团长弗朗西斯科亦于ｌ １

首都里斯本，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果阿，进入莫卧

月１０日高烧病死在土耳其，剩下两名传教士在离

儿帝国首府德里，绕道拉合尔、克什米尔、列城，经

开罗马两年后才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拉萨。在１７０４

卫藏，于１７１６年３月１８日抵达拉萨。他依靠当时

年至１７４５年间，罗马教廷传信部先后十次派出了

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的帮助，在拉

４４位神父和５位修士前往西藏传教会，结果其中５

萨传教达五年之久。直到１７１８年，罗马教廷将在西

人因旅途患病返回意大利，１５人到达西藏拉萨，１３

藏的传教权判给了天主教卡普清派，德西德里才于

人最后安全返回欧洲，其余３１人则死在了异国他

１７２１年４月２８日奉命撤回到了印度。

乡网。在长达数十年的拉萨传教生涯中，卡普清修会

（－－）传播特点
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

的传教士们“给藏民免费看病，虽然颇得民心，但没
有任何收入”［７１。他们常常缺吃少穿，“濒临饥饿”，有

者的所谓“传教”活动相比，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

时还以“树根、植物充饥”嗍。这些都极大地表现了传

播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教士为传教而做出的巨大牺牲。此外从传教士为维

第一，这一时期，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作为西

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而同藏传佛教势力进行争锋

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先导，主要依靠传播和宣扬

相对的斗争，以及象德西德里为同卡普清修会传教

基督教教义，驳斥、反对藏传佛教教义及仪轨，进行

士争夺传教权而进行长达五年的争讼，并为夺回在

宗教和文化渗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如西葡等，由

西藏的传教权奔走申诉了１２年，终因失败而遗憾

于国内政治统一，国力强盛，加上造船业、航海业发

辞世等事件来看，如果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狂热信

达，从而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走上了侵略

仰则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如果说，在拉萨传教的多

扩张的道路。自１６世纪始，西方殖民势力一方面凭

米尼科神父于１７ １７年６月给卡普清修会总会长乔

借手中的坚甲利兵，在印度洋地区大搞武力征服活

瓦尔·安东尼奥神父的信中，在谈到当时的西藏传

动，一方面则以传教士为“武器”，在印度大陆及邻

教士由于经费缺少而生活异常艰苦时写道：“……

近地区开展宗教和文化渗透活动。但由于我国西藏

我们留在此处是出于对传教事业的热忱和挚爱；如

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的内闭性，加之西班牙、葡萄

果我们不是由这个超乎常人的动机所推动，我们就

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与西藏相隔甚远，路途迢

不会过这样一种比最穷的穷人生活水平还要低得

迢，充满险阻，致使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有所不

多的穷困生活”１９］，带有为自己表功的性质而不足以

逮，因而以武力征服、外交侵占和经济、文化渗透为

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写出长篇著作《早期传教士进

依托的殖民势力还无法真正深入西藏。这样，只依

藏活动史》的伍昆明先生对早期西欧传教士的评价

靠数十名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宗教渗透就显

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得“单薄”了许多。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强盛时期，以

“……我仔细阅读和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大量信

英法为首的殖民势力借“传教”之名或从事间谍侦

函、报告、备忘录和其他文献资料，深感尽管早期传

探活动，或参与策划政治阴谋，已没有任何宗教传

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而进

播的旨趣可言，纯粹是赤裸裸的殖民入侵了。

入西藏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为西班牙、

第二，虽然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是同西欧

葡萄牙开拓殖民地的目的而来的。他们中有一部分

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扩紧密相关的，但其中传教士们

人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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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西藏的。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西班牙和葡

译著、藏文文法的书籍、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小册子、

萄牙殖民主义势力、罗马教廷、耶稣会、卡普清修会

驳斥藏传佛教的著作，多不胜数。这种现象在以后

以及传教士个人等，在其赴藏的各自动机上加以区

英法帝国主义的所谓传教士人藏“传教”期间是绝

别；对传教士个人，则将鄂本笃等部分传教士与另

无仅有的。

一部分传教士加以区别，并对他们活动的客观效果
作具体分析。”

三、早期西欧传教士传教失败的原因

第三，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主要是依靠当地上层
统治集团的力量，在统治者的庇护下进行传播的。

天主教早期在西藏的传播长达一百多年的时

由第一个特点所决定，天主教要想在西藏生根立足

间，传教士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收效甚微。在古格

就不得不依靠上层统治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否则就

王朝时期，即使有以国王和王后为代表的世俗统治

很难有传播的机会。在天主教的传播过程中，它或

阶层身体力行，大力推崇天主教，也才仅有４００名

是被世俗统治者加以利用成为打击藏传佛教的有

藏民领洗入教。而在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二十多年的

力工具，或是在统治阶层暂时的容忍中得以生存，

传教生涯中，也才发展了２７名教徒（其中可能还包

甚至有时也会成为统治者标榜自己礼贤下士、宽厚

括在藏的尼泊尔人和藏民中的孩子。从１７４２年５

仁慈的“粉饰”，而一旦遭到统治者的抛弃，很快就

月，西藏当局在拉萨镇压藏民天主教教徒只有５人

会陷于失败。如最早进入西藏古格，并对古格政局

的情况来看，实际入教人数应该还要少些）。分析西

的变动带来深远影响的安夺德神父的传教活动，就

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活动遭到惨败的原因，我们可

是在世俗王权的支持下得以“站稳脚跟”的。古格王

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墀扎西查巴德应允在扎布让向神父“提供住所和必

从客观原因上看，天主教早期要想在人力、物

要的帮助，修建祈祷教堂”【１０】，并颁布文件说：“非常

力、财力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立足于藏传佛教覆

愉快地接待弗朗吉姆（意葡萄牙人）神父安东尼奥

盖下的西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即安夺德）莅临我们地方，向我们讲经传道。我们

首先，我国西藏早在公元五世纪的吐蕃时期就

视他为大喇嘛，并给予他向我们传布和教导教义的

引入了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藏传佛教逐渐

权利，任何人不得对他干扰和捣乱。”【ｎ呲外，耶稣会 取代了原始苯教，成为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派
传教士在后藏日喀则、德西德里在拉萨的传教无不

别。到西欧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十七世纪，藏传佛教

是仰仗当朝统治者而“生存”。如果进一步探究卡普

格鲁派的势力已覆盖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民俗

清修会在拉萨传教的兴衰，则更能清楚地看出西藏

等各个层面。作为统治阶层的黄教上层僧侣们是绝

地方统治者在早期天主教传播中所起的至关重要

对不会允许与自己的宗教有抵牾的“异教”传播的，

的作用。毫无疑问，卡普清修会于１７４２年迎来在西

这不仅源于宗教本身的排斥性，更重要的是对本阶

藏传教的黄金时代。这同主持西藏政务的“郡王”颇

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维护。所以，当天主教的传播

罗鼐和七世达赖喇嘛先后颁布准许传教士自由传

还没有触及到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时，他们还可以

教、藏族信仰自由的谕令有极大的关系。而当藏民

以宽宏的精神允许它自由发展，并摆出一副公平的

天主教徒无视藏传佛教仪轨遭到黄教寺院喇嘛的

样子与传教士们进行辩论，而一旦他们自身的利益

强烈反对的时候，这位传教会“仁慈的保护者”，“马

受损，就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以政变的方式

上就不惜牺牲它”了【１２１。“他终于抛弃与传教士的友

加以驱逐。

谊，置过去他自己所颁布的一些保护传教士、准许

其次，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仪规、道德准则方面

他们自由传教和允许藏民有信仰自由的谕令、文告

与藏传佛教有着极大的差距，而藏传佛教经过一千

于不顾，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西藏传播，镇压天主教

多年的传承，已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

徒。”［１３１就这样，“传播福音变得十分困难，甚至不可

一般的藏族民众很难再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加上

能了。”【１４直至１７４５年卡普清修会在拉萨的传教活

两种宗教文化所代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

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活方式和习俗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这对于藏族

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为使早期西欧传教士在

民众而言，无疑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如天主教反对

西藏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站稳脚跟”，广泛宣

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业报等学说，反对藏传佛

传天主教，驳斥藏传佛教，无不刻苦学习藏语，以克

教中的神灵鬼怪和许多宗教仪轨，特别是那些带有

服语言上的障碍，同时还潜心研习藏传佛教，用藏

苯教色彩的驱魔打鬼等仪式，都为藏＾、所不能容忍。

语著书立说。由此而留存下来的各种有关天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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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西藏政局的动荡和频仍的战争也严重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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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天主教的传播。如安夺德在古格的传教，如果

殖民势力东扩的背景分不开的，他们在西藏的所见

古格王朝没有与拉达克在往年的征战中结下深仇

所闻以及所写的文章、论著等无形中为西欧殖民主

大恨，以至于使它在古格僧侣集团发动的政变中与

义者偷窥西藏提供了帮助。但在事实上，由于早期

之里应外合的话，那么天主教的失败则是很难预期

殖民势力并不能真正触及到西藏，而早期传教士们

的。再如１７１６年准噶尔侵藏战争的爆发，是致使这

带有宗教渗透目的的传教活动又深受西藏藏传佛

一时期卡普清修会的传教活动受到致命打击的重

教的压制而功亏一篑，中途“夭折”，因而使得依附

要原因，同时也由于受这次战争的影响，德西德里

于其上的殖民侵略色彩淡化了许多。而在让西方了

在拉萨的传教工作也一度被中断。

解西藏和藏传佛教、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西

此外，天主教早期在藏传播的失败也是同西藏

欧传教士们却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具体茜羽舀盔：

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严酷的气候条件的限

（一）传教士在西藏的传教过程中，通过与罗马

制紧密相关的。传教士们常年奔波行走于欧洲罗马

教廷的书信往来和著书论说，广泛的介绍了西藏各

教廷、印度与西藏之间，路途遥远，充满艰难险阻，

方面的情况，包括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山川河流、

人员常常难以补充到位，高原的恶劣环境又使他们

物产、商业贸易、民土风情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

难以适应，同时金钱、物资的输送也十分困难，这些

化等，使西方第一次全方位了解了西藏，了解了藏

无不严重影响着传教士们的工作。

民族。在安夺德成为西方进入中国西藏的第一人

从主观上看，传教士们为维护天主教的“正统”

前，欧洲人对西藏了解甚少，除了一些零星传闻之

地位而不惜与黄教僧侣集团形成对抗也加速了天

外，就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推测臆断。安夺德等人

主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虔诚的传教士们笃信“唯

在人藏时，对所经之地的山峰、湖泊、城镇等进行了

我之宗教才是真理，其他均为异端邪说”的观点，他

测量【１５＂１，并记述了沿途的道路、山川和地貌，气候的

们在同黄教僧侣的辩论中，在著书立说时，无不宣

冷暖和城郭村镇的见闻等。尤其是对古格王朝的物

杨自己宗教的“正统”地位，无不大力驳斥藏传佛教

产、商贸、民俗及藏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安夺德更

的教义与仪规。如安夺德就曾同黄教喇嘛们进行过

是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叙述。通过他的叙述，不但

两次针锋相对的的辩论：一次是关于上帝本质的辩

打破了西方人头脑中关于喜马拉雅山区有古代基

论，另一次是关于灵魂轮回的辩论。在辩论中，安夺

督教后裔的传说，而且还使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

德极力反对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恶报等主张，

地“接触”到了西藏。至于后来在卡普清传教士和德

反对那些带有明显苯教特色的驱魔打鬼等仪式，从

西德里传教期间所收集和介绍的西藏各方面情况，

而引起了黄教僧侣的极大怨恨和不满。而在卡普清

则更是完备而详尽。这些都成为了西方了解西藏的

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即使是在遭到黄教喇嘛的攻

一个“窗口”，为西方早期藏学家研究西藏提供了第

击而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也坚决不同意按颇

一手资料。

罗鼐所提出的方法——在传扬基督教的同时，尊重

（二）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天主教，潜心研习藏文

藏传佛教和当地习俗进行传教。类似这种“唯我独

和藏传佛教，编写词典，翻译宗教论著，并用藏语言

尊”的态度，在无论哪个阶段入藏的天主教传教士

文字阐释基督教教义和教理，著书论说，促进了西

身上都普遍存在。这在黄教势力遍布的西藏并不能

方文化与西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如卡普清修会的

为天主教的发展争得一席之地，倒是对激起黄教僧

奥拉齐奥神父就曾用藏语编写和翻译了《基督教教

侣的愤怒情绪和激化彼此间的矛盾起到了推波助

义》、《基督教教理宝鉴》、《马太福音》等书籍，并且

澜的作用。此外，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方式也决定

将藏传佛教典籍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

了其失败的命运。我们看到，由于天主教的传播都

《佛本生记》、《皈依》和关于佛教戒律的《波罗提木

是在西藏上层统治者的许可下进行的，因而统治者

权经》等译成意大利文，向西方传播。为便于进行语

的喜好偏向和利益权衡都深深地影响着它的成功

言交流和指导传教士们学习藏语，第一批卡普清修

与否。一旦统治者被推翻或在利益权衡上稍稍偏向

会传教士弗朗索瓦·玛利等人编纂了《拉藏辞典》，

于本土藏传佛教，天主教遭到抛弃的命运就不言而

后经多米尼科改编带回罗马，引起许多西方人学习

喻了。

藏语的热情。在《拉藏辞典》的基础上，奥拉齐奥编
纂成《藏意、意藏双向辞典》，共有３５，０００条词。通

四、对早期西欧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评价

过以上种种形式，早期传教士将基督教和基督教文
化介绍给了西藏，同时又将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展

如前所述，天主教早期对西藏的渗透是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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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给了西方，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

１７—１８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

流，为中国西藏打破封闭状态，进一步同世界接触

人掀开了藏传佛教神秘面纱的一角。”【１ｑ早期天主教

打下了基础。

在藏传播的这一特点，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法、

（三）尤为可贵的是，早期传教士们对西藏政

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借传教之名，行侵略之实”以及

治、历史情况的记述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时期西藏

早期传教士在藏传播“福音”同后来者披着宗教外

的政局变化、权力斗争以及西藏与周边王国和部族

衣从事侦察刺探和政治图谋活动有明显的区别。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安夺德记述的古
格王朝的覆灭，卡普清修会传教士记述的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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