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留给金帐汗国

和伊尔汗国的遗产

查尔斯·霍尔珀林（Charles

Halperin） 和唐纳德·奥斯特洛

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写下

了他们对于蒙古或者说金帐汗

国给莫斯科公国留下的遗产的

观察。 尽管他们对莫斯科公国

所受具体影响的重要性的看法

存在分歧，他们都同意中国－蒙

古的实践和政策波及到了俄罗

斯。 蒙古人采纳了一些中原的

制度， 并将其引进到了遥远的

疆域。 最突出的理念是建立一

个民用和军事的双重管理体

系。在俄罗斯，一个类似蒙古达

鲁花赤的官员进行普查、 征收

税款并管理司法系统， 而八思

哈担任管控军队的职务。 这个

双重管理结构至少早在唐朝时

期就已经建立， 蒙古人组建元

朝的时候借鉴了这种模式 ，他

们通常把民用体系移交给非蒙

古人， 与此同时保留自己对军

队的控制。 蒙古人的土地所有

权概念也源自中国制度。 早先

蒙古草原上的牲畜归私人所

有，但牧场是公用的；中国的统

治者则是理论上拥有土地但将

土地分配给他的人民使用。 蒙

古人与中国的接触改造了蒙古

人的土地政策，类似地，大汗们

也把土地分配给自己的人民和

他们的臣民， 尤其是将土地授

予军队， 军队出征时这些土地

就用来支持士兵和他们家人的

生活。 莫斯科公国采用了同样

的制度。 另一项蒙古人向中国

学来的制度是可以快速运输信

使的驿站系统， 他们大范围地

扩展了驿站的数目 （帝国境内

每 20 英里就有一个驿站 ），驿

站成为了通讯、 情报工作和军

事胜利的关键环节， 而驿站在

俄罗斯也很普遍。最后，莫斯科

公国的最终胜利并没有终结蒙

古的影响。 一些蒙古人和所谓

的鞑靼人留在了俄罗斯并皈依

基督教， 他们参与莫斯科公国

的政务，成为了沙皇贵族成员，

因此对之后的俄罗斯历史也产

生了影响。

跟蒙古的其他领地一样 ，

金帐汗国也采用了一些类似的

政策。蒙古支持贸易，最终使莫

斯科公国受益。 蒙古对贸易线

路的保护使得俄罗斯可以与

欧洲和中国进行买卖。 俄罗斯

北方向欧洲出口毛皮 、蜂蜜和

蜡 ，从欧洲购得纺织品 、酒和

香料。 近来俄罗斯的考古发掘

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瓷器

和丝绸。 跟中国和波斯的汗国

一样， 金帐汗国对工匠的支持

和赞助带来了可观的黄金器物

和纺织品。 莫斯科公国的王子

和神职人员从贸易中获得了相

当多的利润， 这些资源都为统

一俄罗斯提供了可能。 金钱也

影响了法律， 跟其他蒙古领土

一样， 给受害者的金钱补偿取

代了惩罚。

霍尔珀林和奥斯特洛夫斯

基也对金帐汗国受到的所谓负

面影响提出了质疑。 有观点认

为金帐汗国切断了莫斯科公国

与欧洲的联系， 阻断了文艺复

兴和其他运动向俄罗斯蔓延 ，

但这个观点并不符合蒙古推动

贸易、技术和艺术融合的立场。

事实上在整个金帐汗国时期 ，

诺夫哥罗德和其他俄罗斯北部

城市都持续与北欧进行贸易 。

妇女在蒙古影响下与社会隔离

的著名说法， 与蒙古妇女事实

上享受的权利及蒙古精英女性

的权威地位相矛盾。 在蒙古帝

国早期， 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

那、 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

和妻子察必等女性都对蒙古政

治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奥斯特

洛夫斯基接着反驳蒙古人将所

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传入俄罗

斯的观点， 他观察到蒙古大汗

并不掌握所有权力， 王公贵族

拥有推选新的大汗的权力 ，他

们能够以此与大汗抗衡、 限制

大汗的权威。最后，当代俄罗斯

的编年史里记述了蒙古入侵造

成的大规模的破坏和杀戮 ，奥

斯特洛夫斯基和霍尔珀林也对

此表示质疑。 他们认为这些描

述被夸大了， 他们承认很多建

筑物因其木制结构而被夷为平

地， 但也坚称破坏和杀戮并不

如俄罗斯文献的记载那样。 他

们并不否认暴力事件、 甚至有

时是滥杀事件的存在， 但认为

这样的事件并不如俄罗斯本土

记载的那样普遍。

伊尔汗国时期的波斯很不

安定。 伊尔汗国与西边的埃及

马穆鲁克王朝、 北边的金帐汗

国以及东边中亚的察合台汗国

都冲突和战争频仍。 中国的元

朝是伊尔汗国唯一交好的汗

国，这一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

其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上深入的

相互交融。 忽必烈从中国派出

阔阔真公主与伊尔汗王和亲 ，

元朝也与伊尔汗国定期互派外

交使团， 这都进一步证实了元

朝和伊尔汗国的亲密关系。 不

过伊尔汗国也被很多问题困扰

着。 三名伊尔汗王因争夺继承

权而被处决 ， 直到合赞汗在

1295 年即位，随后维持了数十

年的稳定局面。另外，在伊尔汗

国统治的 70 年间，只有一名大

臣是自然死亡的， 这更加佐证

了伊尔汗国的不稳定。 第一任

伊尔汗王旭烈兀起初歧视穆斯

林，他委任佛教徒、景教徒和犹

太教徒担任官职， 之后的伊尔

汗王合赞却皈依伊斯兰教 ，发

起了对佛教徒的清洗， 造成了

进一步的混乱。另一方面，合赞

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

兴趣， 他的继任者完者都通过

挑衅元朝在中亚的宿敌来支持

元朝。 旭烈兀在中国也拥有领

地和牲畜，这进一步巩固了与元

朝的密切联络。

元朝和伊尔汗国的和谐关

系解释了蒙古留给波斯和中东

的遗产， 尽管同样重要的是不

要高估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影

响。抵达伊尔汗国的中国人、蒙

古人最后是欧洲人都给这里带

来了各自的文化成果， 这些外

国人带来了来自外面世界的讯

息，也顺带促成了拉施特的《史

集》。 事实上，合赞担忧伊尔汗

国多民族的环境可能会损害他

蒙古人的身份， 因而任命拉施

特写作一本蒙古人的历史 ，这

本书后来却演变成了波斯人 、

穆斯林 、犹太人 、法兰克人 、中

国人及其他各族人的历史。 人

群的流动也刺激了地理知识的

增长， 为刻画更为精细的地图

提供可能， 拉施特的著作就得

益于这些地理信息。

中国的科技也影响了伊尔

汗国。 波斯人并没有放弃他们

基本的科学观念和对世界运转

原理的理解，不过，全世界最多

产的中国农业确实对波斯有影

响。 尽管波斯人本来就对大米

有所了解， 但与中国的交往使

得波斯大规模种植大米， 而且

在菜肴中更多地使用大米。 被

中国人认为有药用价值的大黄

也传入了波斯。 波斯菜肴肯定

受到了传入波斯的中国农产品

的影响 ，比如大米 、米酒 、还可

能有粉丝。 拉施特受到了极大

启发， 写作了一本有关农业的

著作。另一方面，波斯没有吸收

中国的印刷术或者纸币， 因为

他们担心这是伊尔汗国的阴

谋， 他们认为伊尔汗国向波斯

引入这些技术是为了收集贵金属

以自我壮大。

总之， 蒙古在中国和波斯

之间担当了关键的中介， 促成

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文化交融和

往来， 这些跨文化的交往以蒙

古人在文化、政治、军事和科学

上的原则和需求为中心。 他们

发现、 保护并雇佣掌握了他们

所需技能的人， 不管他们是金

融专家、医生、天文学家、工匠、

士兵还是官员。

“西方 ” 与蒙古人 ：

一个简要说明

欧洲与蒙古人的最初交往

并不被看好。 蒙古曾入侵匈牙

利和波兰， 圣方济各使者柏朗

嘉宾 （John of Plano Carpini）和

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

试图劝说大汗承诺不再侵犯欧

洲， 同时要求蒙古人臣服于教

皇、改宗基督教，但这些任务均

告失败， 而且预示着更多的冲

突。不过，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

撰写的行纪连同其他文字一

起， 激发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的

商人们前往俄罗斯、中亚、波斯

和中国的蒙古领地购买商品 ，

在欧洲转售这些商品能获得丰

厚的利润。 陆路贸易和经过地

中海的海上贸易蓬勃发展。 日

益增多的旅行者来来往往 ，马

可波罗 （Marco Polo）也因此开

始了他的旅程， 他可能是历史

上最有名的旅行者。 马可波罗

在中国待了十六年， 由鲁思梯

谦 （Rusticello）记录的 《马可波

罗行纪》 让欧洲人了解了蒙古

和中国。 对纸币、陶瓷、伟大的

城市杭州和忽必烈的描述让欧

洲人眼花缭乱， 这些知识激发

了与中国通商的愿望。 对贸易

的渴望促使欧洲人寻找一条更

为安全的海上航线前往中国 。

探索海路的另一个动机在于 ，

他们知道相较于陆路的骆驼和

马匹， 船舰能装载更多且更重

的商品。 蒙古的遗产将会引发

重大的回响 ，达伽马 （Vasco da

Gama）就是受此激励而探索出

了前往亚洲的航海路线。

欧洲人也能前往伊尔汗国

时期的波斯， 这个蒙古统治的

区域离欧洲不远。 伊尔汗国计

划与欧洲建立联盟， 专门针对

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

克， 这也许是二者关系中最瞩

目的部分 。 欧洲的蒙古人对

1260 年被马穆鲁克击败一事

耿耿于怀， 他们试图与欧洲联

合，双管齐下打击敌人。交换了

几番使节后 ， 阿鲁浑 （Arghun

Khan） 派 出 了 拉 班·扫 马

（Rabban Sauma）前往欧洲寻求

加盟。扫马出生于北京，曾进行

过一次中途失败的朝圣， 得知

圣地被蒙古人的敌人控制之

后， 扫马已经决定留在伊尔汗

国庞大的景教社群。 接到阿鲁

浑的委任后，他于 1287 年出发

前往西方，与法国国王、英国国

王和枢机主教团见了面， 似乎

达成了征战马穆鲁克的协议 。

然而，两位国王都面临内忧，包

括一场叛乱， 因而无法兑现他

们的承诺。联盟草草收场，但是

拉班·扫马的旅行记录加深了

伊尔汗国对欧洲的了解， 对维

系与西方的联络也有帮助。

总之， 蒙古留下的最重要

的遗产是连接起了欧亚大陆的

各大文明。 蒙古时代见证了位

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

第一次直接接触， 这些交流为

现代早期乃至现代的世界历史

进程提供了舞台。

（上篇见2018 年 12 月 28

日“文汇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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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蒙古征服波斯后，建立起横跨东至中国、西至

地中海的庞大贸易网络。 伊尔汗国的艺术家会采

用中国的纹样，如莲花、鹿、龙等。 这块 13 世纪末

期檐壁饰带砖上啸起的凤凰，便是波斯艺术家采用

中国纹样的例证。 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邗 （上接 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