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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的文化政治 ： 從兩部遊記
看蒙元正統論的生成

許明德
【摘 要】南宋末年，偏安一隅的宋室曾多次向鄰國派遣使節，
讓他們考察外國的軍政制度與文化風俗，藉此訂定邊政，防範外族侵
擾。這些使者所撰述的遊記大都有實際的功能。相對來説，全真教道
士李志常（１１９３—１２５６）所編撰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更能展現當時文
化與政治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李志常的這部遊記記録了自己追隨
老師丘處機（１１４８—１２２７）西行到中亞訪問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的
旅程。他一方面要申明全真教在文化上的權威，另一方面卻又必須考
慮當時蒙古已統領華北地區，擁有統治的實際權力。本文即嘗試先闡
明《長春真人西遊記》的敘事策略，説明李志常如何在承認蒙古的統
治之餘，展示自己在文化上比蒙古人更優越。本文接着從全真教的遊
記轉到耶律楚材（１１９０ —１２４４）所撰的《西遊録》。耶律楚材扈從成吉
思汗出兵西域，其遊記不但有意識地回應了全真教的記録，同時又
挪用了全真教的修辭，既申明了蒙元帝國攻佔中亞的理據，同時也
模糊了蒙古人與漢人的分野。透過比對兩部遊記的異同，追蹤其修
辭的影響，本文嘗試闡明這些作品早已爲蒙元的正統論奠下基礎。
【關鍵詞】丘處機 耶律楚材 遊記 蒙元帝國 正統論

一、引

言

隨着宋帝趙昺於 １２７９ 年在崖山投海殉國，南宋正式宣告滅亡。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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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安一隅的宋室曾經多次向鄰國派遣使節，讓他們與别國大臣交涉，並趁
機考察外國的軍政制度與文化風俗。舉例來説，趙珙即於 １２２１ 年出使蒙古
國，到燕京拜訪統轄華北的太師木華黎（１１７０—１２２３） 。又如彭大雅（１２４５
年卒）和徐霆兩人分别在 １２３２ 和 １２３５ 年奉使到哈拉和林 。這些使臣各
自都在出使期間蒐集了有關外國風俗、氣候、語言、經濟、軍事和政制等信
息，並撰寫相關的記録。這些記録對於南宋訂定邊政有實際作用，讓他們
可防範外族侵擾。借用田曉菲在 《神遊》中的分類，從論述的策略來説，這
些作品大都屬於“功利模式”：它們透過再現他方來把異域變成可被利用
或可被馴服的對象，本國的文化價值也因此而變得更穩固 。
南宋使臣在政治上效忠於宋室，同時他們大都自覺在文化上比所觀察
的對象更爲優越。在這一點上，李志常 （１１９３—１２５６）所編撰的 《長春真人
西遊記》與上述的使者記録截然不同。這部遊記記録了全真教主丘處機
（１１４８—１２２７）在 １２２０ 年接受成吉思汗（１１４８—１２２７）邀請而從山東出發前
往興都庫什的旅程（見圖一）。李志常以丘處機弟子的身分跟隨他出訪西
域，後來在丘處機去世以後，整理了有關這段旅程的見聞。他並非南宋派
遣的使者，也不代表具有實際權力的政體。换句話説，李志常的遊記提供
了一個特别值得注意的案例：它標示了當時文化與政治之間糾纏不清的關
係：蒙古人是政治權力的中心，而全真教則擁有文化上的話語權。這種文
化與政治上的張力，迫使我們思考下列幾個問題：地緣政治的局勢如何影
響李志常對於這些蒙古統治者的描述？這部遊記有没有展現出對異域的
好奇？誰纔是這部文本中的他者？李志常運用了什麽修辭模式來摹寫
中亞？
《長春真人西遊記》收録在 《正統道藏》之中。１７９５ 年以前，這部遊記
一直没有得到太多關注。自從錢大昕 （１７２８—１８０４）在蘇州玄妙觀發現此
書並把全文抄出重刊，各種輿地叢書都把這部遊記收録進去，許多地理學
①

②

③

《蒙韃備録》舊題“孟珙”所作，但據王國維考證，“孟珙”當爲“趙珙”之誤。他的説法可參見王
國維：《蒙韃備録箋證》，《王國維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３３—
３６２ 頁。
並合編成《黑韃事略》一書。
② 彭大雅與徐霆先後出使蒙古。他們歸國後各自把見聞記録下來，
見彭大雅撰，徐霆疏，許全勝校注：《黑韃事略校注》，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見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
③ 有關“功利模式”的討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５１—１５８ 頁。
①

圖一 丘處機出訪成吉思汗的路線圖（以 ＱＧＩＳ 繪製，比例 １ ∶ 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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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希望借由這部道教典籍去考證古今地名，重構丘處機的旅程 。以往
論者傾向利用這部遊記來研治歷史地理，往往忽略了編者李志常的立場及
其所採用的敘事策略。但假如我們把李志常的墓誌銘考慮進來，不難發現
丘處機其實把李志常留在阿不罕山，讓他主持當地的棲霞觀 。换句話説，
李志常並没有一直伴隨在丘處機左右，甚至也没親身見證其師與成吉思汗
會面的一刻。這一點並未在 《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反映出來———這部作品
的敘事者似乎由始至終都在丘處機身邊。這種差異促使我們重新考慮整
部遊記的性質和編撰過程。畢竟，這部典籍是全教道士爲宣揚自己宗派而
撰作的長春真人的傳記，而不是單純的輿地圖或地理志。李志常在編輯此
書時，蒙古已然統領華北地區。在不觸怒當權的蒙古大汗的前提下，李志
常希望可透過這部遊記去召募任何可能追隨全真道的道衆（包括來自各個
種族的人）。我們必須把這些背景納入考量，纔能透徹地理解《長春真人西
遊記》一書。
本文嘗試分析《長春真人西遊記》的敘事策略，闡明李志常如何在承認
蒙古的統治之餘，同時展示全真道在文化上比蒙古優越。也就是説，這部
遊記並不是客觀的紀實，並不單純是在描繪中亞的風貌和習俗；其敘述背
後隱藏了一系列政治與文化的計算。本文接着擬從全真教的遊記轉到耶
律楚材（１１９０—１２４４）的作品之上。耶律楚材在蒙古朝廷中地位舉足輕重。
他扈從成吉思汗出兵西域，又建議成吉思汗把丘處機邀到自己的駐地。耶
律楚材跟丘處機本來有詩歌唱和，後來卻跟全真教的關係急轉直下，撰寫
了《西遊録》來反駁《長春真人西遊記》。細讀耶律楚材的遊記，本文將揭示
他不但有意識地回應了李志常的記録，同時又挪用了全真教的修辭，既申
明了蒙元帝國攻佔中亞的理據，同時又模糊了蒙古人與漢人的分野。透過
比對兩部遊記的異同，追蹤其修辭的影響，本文嘗試闡明這些作品早已爲
蒙元的正統論奠下基礎。
①

②

舉例來説，《長春真人西遊記》在 １８４４ 年即收入了楊尚文（１８０７—１８５６）所輯録的《連筠簃叢書》
之中。後來，文瑞樓主人又把遊記收進 １９０３ 年刊印的《皇朝藩屬輿地叢書》裏。沈垚（１７９８—
１８４０）、
丁謙（１８４３—１９１９）、王國維（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張星烺（１８８８—１９５１）和王汝棠（１９０５—１９４４）
又分别對書中出現的地名作了鉅細無遺的考證。他們的注釋大大推進了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可參見王鶚（１１９０—１２７３）《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收入李志
② 有關李志常的生平，
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３５９—３６３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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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言止殺”的形象：教化胡人與
帝國擴張的關係
從李志常的遊記追跡丘處機的行程，不難發現野狐嶺的特殊之處：
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
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絶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方輩 指
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北行中一端因緣耳。”
①

②

李志常認爲中原之風自野狐嶺即已隔絶。這一點並不只出現在《長春真人
西遊記》中；假如我們參看張德輝 （１１９５—１２７４）在 １２４８ 年撰寫的 《嶺北紀
行》，不難發現他同樣也以野狐嶺作爲中原與西域的界線。但張氏所以有
此説法，並非因爲野狐嶺的南北景觀迥異，而是因爲野狐嶺以北是蒙古人
聚居的地方，其上 “毳幅氈車”，人們過的是 “逐水草畜牧”的生活 。李志
常標舉的卻是氣候上的不同，特别着重於南北的對比，藉由南方的生機盎
然，强調北方的蕭瑟肅殺，並把枯草寒沙的景象聯繫到戰場上的白骨。由
此，野狐嶺以北便化身成了一象徵死亡的空間；而宋德方發現白骨也變成
了遊記中一關鍵事件。當丘處機和他的弟子回到中土時，宋德方即刻意在
德興設醮，祭悼自己在野狐嶺所見的白骨 。
從遊記的敘事上看來，如果説，宋德方發現白骨標誌了丘處機一行人
離開中土，宋德方設醮發願即成爲了他們回歸中原的標記。事實上，早在
丘處機離開野狐嶺之前，《長春真人西遊記》花了不少篇幅縷述他在萊州和
燕京的活動：成千上萬的道衆聚集在道觀之中，争相拜謁丘處機；他的道行
與事蹟，成爲士人在宴會上歌詠的主題；人們又把收藏的名畫送給長春真
③

④

丘處機挑選了十八名門人隨同他一起西遊晉見成吉思汗，宋德方（１１８３—１２４７）即其中一位隨行
的弟子。
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７２ 頁。
② 李志常原著，
參見張德輝著，姚從吾校注：《張德輝嶺北紀行校注》，收
③ 張德輝的遊記把野狐嶺稱爲“扼胡嶺”，
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臺北：正中書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９０ 頁。
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２４１ 頁。
④ 李志常原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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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得到他的題詩。遊記不厭其煩地列舉了參與上述活動的士人的名
字，藉此劃定一個過從甚密的精英群體，並描摹出一個充斥着禮樂教化的
世界。這與他們在離開中土時目睹的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曝露在
曠野中的白骨也因而顯得特别震撼。西域成了文明的中土的對照，是群雄
争逐的戰場。
死亡的意象貫穿在遊記對中亞地區的描寫之中。丘處機在出發去回
紇城前，曾在一小沙井前停駐休息。開路的將軍田鎮海（１１６９—１２５１）告訴
他接着他們將會抵達白骨甸。丘處機隨即詢問田鎮海 “白骨甸”一名的含
義。田氏回答説：“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
大勢亦敗。” 白骨甸不但是成吉思汗擊潰乃蠻（乃滿）之地，更是歷朝歷代
士兵陣亡的古戰場。即使丘處機一行人並没有直接目睹兩軍對峙的場面，
西域的想像還是圍繞着死亡展開。而戰死沙場的士兵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邪精妖鬼，難怪在丘處機走進沙嶺前，同行的田鎮海會提醒他要小心夜行，
提防被作祟的魑魅魍魎襲擊 。
丘處機在首次到訪成吉思汗駐蹕的行宫後，他在回程的路上經過了鐵
門關。當時蒙古士兵剛在關口擊破敵軍。遊記中收録了丘處機的一首詩
作，正可説明他所看到的景象：
①

②

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 兩崖絶壁攙天聳，一澗寒波
滾地傾。夾道横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 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
回軍復太平。
③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１１１ 頁。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１１２ 頁。
③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１７４ 頁。亞瑟·偉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認爲長春真人的詩作並不特别出色，因此他在《長春真人西遊記》的英譯本中逕自把原
書引録的詩詞大多删去了。其解釋可參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ｎ 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牶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ｋｕｓ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ｇｉｚ Ｋｈ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３１），ｐ．ｘ． 上文已然提到，
《長春真人西遊記》是以丘處機門人的角度而寫成的，其
敘述似乎大都出自李志常等人之手。因此可見，遊記所引用的詩作或更能反映丘處機本身的看
法。另外，從文學價值來説，晚清詩人況周頤（１８５９—１９２６ ）曾在《蕙風詞話》提到丘長春詞“亦
有精警清切之句”；洪静芳即認爲《長春真人西遊記》所收録的 ８１ 首詩詞，呈現出與丘處機早期
印行的《磻溪集》不同的風貌。她的説法可參洪静芳：《〈長春真人西遊記〉詩詞探析》，載於《東
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１２８ 期（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第 ４９—７２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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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首聯先從流經鐵門關的溪水説起。丘處機的視野隨着水流由北向
南移動：隨着景色的變化，詩人也因而産生驚懼的感覺。他擡頭望向眼前
的懸崖峭壁，發現其山勢向天空延展；接着則把視線投向崖下，觀察那湍急
的水流翻滾傾瀉。這種上下縱横的對照描摹出一險象環生的地勢，或已足
以解釋丘處機爲何膽顫心驚。但詩作的頷聯轉到了更怵目驚心的場景：路
邊佈滿了讓人掩鼻的屍骸，人們騎乘的驢子也溺斃在水中。隨着詩作由視
聽（自然景象的觀感）轉到嗅覺（屍體的臭氣），詩人的恐懼也轉爲感傷，感
歎連年戰禍已造成巨大的傷亡與動亂。最後詩人希望勸導當政者可以早
日率軍回朝，世界恢復太平。
這首詩的主題非常明晰 ，希望蒙古軍早日停止征戰 ，以減少傷亡 。
值得注意的是 ，丘處機以詩歌的方式來表示他反戰的態度 。他針對的
讀者容或包括蒙古軍中能閲讀漢語的人 （譬如耶律楚材 ），但考慮到成
吉思汗在和丘處機對談時 ，往往須依賴翻譯官從旁協助 ，我們很難想像
丘處機會把這樣的作品呈獻給成吉思汗 。退一步説 ，不論丘處機撰作
的目的是否要説服蒙古軍停止各地的進攻 ，李志常在選擇把這首詩收
録進遊記之中時 ，他的目標已顯然是希望要藉着收録這些詩歌來形塑
丘處機的形象了 。這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 《長春真人西遊記 》描摹丘處
機的敘事策略 。假如説 ，李志常有意把西域描畫成白骨滿地的殘破之
地 ，這部遊記同時希望突顯丘處機的角色 ———他被塑造爲可以平息戰
争的道教教主 。恰是在這一點上 ，這部遊記有意把丘處機與老子相提
並論 。
丘處機在到達燕京後，有人曾把唐代名家閻立本 （６０１—６７３）的 《太上
過關圖》送到丘處機面前。於是，丘處機爲畫作題了下面一首詩：
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别時。群胡若稽首，大道復開基。

①

這一事件與丘處機出訪西域並没有直接的聯繫，而《長春真人西遊記》選擇
了記録這個片段，原因似乎是要引導讀者把老子西出函關與丘處機的旅程
串連起來。老子晚年到西方化胡，從而促使佛教誕生，這傳説早從東晉所
①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第 ４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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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成的《老子化胡經》中即可見端倪 。李志常刻意讓人把丘處機比附爲老
子，目的正是要爲丘處機出訪西域定調，説明這次行旅的目的是 “化胡”。
同時，這也預示了這次全真教的旅程最後會將教化傳到荒蠻的西域，移風
易俗，使化外之人也能對大道有所理解。
遊記中還有另外一處提及老子的行旅。當時丘處機正帶領弟子離開
燕京，他撰寫了下面一首律詩：
①

此行真不易，此話别應長。 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 陰山無海
市，白草有沙場。自嘆非元聖，何如歷大荒。
②

按照李志常遊記的編排，這首詩闡明的是丘處機在啟程一瞬的心情。他把
即將經過的地點一一羅列出來，細述各處的遊歷，以此回應首聯 “此行不
易”的感喟，並推向最後的結論：自己無法與老子這位玄元聖祖相比，不可
能走過偏遠荒涼的大漠。這首詩最後一聯的語調尤其有趣。雖然丘處機
以謙卑的口吻否認自己可媲美老子，但卻反過來引導讀者審視二人的相似
之處：兩人同是道教的教主，同樣在人生的暮年以化胡爲目標前往西域。
丘處機的自謙之辭反而弔詭地引證了兩次行旅的關係。
如果我們把全真教其他印行的材料考慮進來，就會發現他們很自覺地
把丘處機的西遊與老子出關相提並論。從佛道兩教在 １２５８ 年論衡的材料，
我們知道全真道道士曾多次重印《老子化胡經》。除此以外，他們還編繪了
《老子八十一化圖》，以宣揚老子教化西域衆人的故事 。當然，全真教若要
把丘處機的行程比擬爲老子出關，這裏他們還必須找到那等待教化的
“胡”。我們或許很自然的會把成吉思汗 （或蒙古人）視爲 “胡”的代表，畢
③

相傳老子在西出函關以後到訪印度，沿途教化西域的胡人，並撰成了《老子化胡經》。依據《高
僧傳》的記載，西晉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争論佛、道優劣，王浮因此僞造了《化胡經》以誣謗佛
法。事見慧皎《高僧傳》，收入《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８ 頁。有關
《化胡經》的撰作時間，論者多以爲是西晉的僞作，劉屹則認爲成書時間當在晉宋之際。他的説
法可參劉屹：《試論化胡經産生的時代》，載於《道家文化研究》第 １３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８７—１０９ 頁。
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第 ６７ 頁。
② 李志常原著，
詳參 Ｌｕｃｉｌｌｅ Ｃｈｉ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ｉｎ
③ 賈晉珠（Ｌｕｃｉｌｌｅ Ｃｈｉａ）曾仔細分析全真教刻印經書的情況，
Ｅａｒｌｙ Ｑｕａｎｚｈｅｎ Ｄａｏｉｓｔ Ｔｅｘｔ，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ｘ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ｔ牶 Ｃｈｉｎａ，９００
１４００，ｅｄｓ． Ｌｕｃｉｌｌｅ Ｃｈｉａ ａｎｄ Ｈｉｌｄｅ ｄｅ Ｗｅｅｒｄｔ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１），ｐｐ．１６７ ２１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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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他是直接邀請丘處機到西域的人，也是全真教希望能遊説的對象。但
是，我們細看遊記的内文，即會發現一更複雜的情勢。
丘處機在西域碰到了不少文化上的他者。當他和他的弟子從陸局河
（今日的克魯倫河）出發走了十天，他們看到了一些以放牧和打獵維生的
人。這些牧民以黑車白帳爲家，衣冠與風俗都與中州不同，因此也吸引了
丘處機等人的注意。他們雖然没有文書，但卻信守承諾，患難與共，因此李
志常認爲他們“有上古之遺風焉” 。
地域上文化的差異被投射爲時間上風俗的落差。這樣的做法並不是
特别罕見，但丘處機卻在他即景而寫的詩作中套用了這種邏輯，藉此强調
聖賢的教化：
①

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 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
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 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
縱横只自由。
②

這首律詩先從自然風光開首，描繪了一個被無盡的山川和風煙所包圍的地
景。這與世隔絶的地方促發丘處機向造物者提出了疑問：爲什麽他會把人
們放進這種封閉的環境之中？丘處機由此進一步思考居住在這樣的地勢
的人如何維生：他們没有足够的平地用來耕作，放牧也就成了他們唯一的
生存方式。詩人接着一再以中州的標準去衡量自己與他者的異同。當地
牧民在這裏也同樣展示了“上古之遺風”，但這並非他們同甘共苦的性格，
而是他們茹毛飲血的風俗。人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之下爲什麽會衍生出不
一樣的生活？丘處機在詩的末尾給出的答案是文化。這裏的人無法接觸
到中州的聖賢，他們自然也只能不加約束的按照自己的欲望來行事。
丘處機的這首詩嘗試闡明的是，人的文化特點與生活習慣取決於其地理
條件。這種想法幾乎已有“地理決定論”的意味。假如把這首詩和老子的哲
學互相參照的話，我們或會發現更有意思的地方。此詩的最後一聯教讀者特
别注意聖賢的重要性，但 《道德經》所倡導的理想卻其實是 “絶聖棄智” 。
③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第 ８４—８５ 頁。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第 ８５ 頁。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見陳鼓應：《老子注釋與評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 年版，第
③ 《老子》：
１３６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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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真的按照老子的哲學詮釋整首詩的結尾，則丘處機對於文教無法
進入此地並不一定覺得特别婉惜，“歷代縱横只自由”一句，也就可被解讀
爲詩人對於牧民可返樸歸真的一種讚歎。這樣的詮釋可改變整首詩的語
調，但當我們把詩作放回《長春真人西遊記》之中，我們會發現遊記的敘述
規範了這首詩的意義：遊記中的丘處機一心要讓成吉思汗明白全真道的宗
旨，因此他對於道德教化不可能有太大的質疑。我們很難想像丘處機會特
别推崇一種没有經過聖賢垂化的生活。實際上，《長春真人西遊記》一直以
中原的價值觀爲標準來權衡其他文化他者的行徑和制度。當丘處機和他
的弟子來到一座荒廢的城池，他提到當地的“制作類中州”。這種觀察或多
或少透露了遊記以中州爲中心的觀念。他們一行人抵達鼈思馬（亦稱爲别
失八里）的時候，他們的觀察尤其能顯示這種以中州爲中心的取向：
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
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 乃曰：“此大唐
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
人，於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
唐之邊城往往尚存。”
①

丘處機和門人留意到一群來自中州的伎人，觀賞了他們的表演，又發現城
中士庶的舉措特别謙恭有禮，於是他們向侍坐的人詢問鼈思馬的歷史。他
們得到的解釋把這些歸結到唐朝的統治：大都護楊公何的德政成功轉化了
這處的風俗。假如我們細意推敲這處的邏輯，即會發現全真教更關心的是
中州的禮樂如何可以傳播到西域之中。唐室的統治使遠在鼈思馬城的人
民心悦誠服，從而也就爲這城市帶來了禮儀與文化。
假如我們繼續追蹤丘處機的行程，不難發現他在抵達昌八剌的時候，
曾遇上了一個侍坐的僧人。丘處機透過譯者詢問這位僧人平常閲讀的是
什麽經典，而僧人則回答説自己 “剃度受戒，禮佛爲師”。這僧人並没有特
别追隨佛門的某一宗派，也没有特别閲讀某類經籍。僧人對經書熟悉的程
度成爲了判斷中心和邊緣的基準。遊記的敘事者因此慨嘆道：“蓋此以東
①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第 １１４—１１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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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 唐室的版圖與佛教傳播的範圍被敘事者連成一
體。换句話説，遊記的敘事者認爲大唐的統治是佛教流傳的基礎。
考慮這個想法，我們即明白 《長春真人西遊記》雖然申明了反戰的主
張，但它同時卻也隱含了一種支持帝國擴張的論述。只要擁有政權的人願
意把中州的文化價值觀帶到西域，他們的德政或可移風易俗，嘉惠後人。
如此一來，帝國向外推進也就有其合法性。假如我們在這樣的前提下重新
閲讀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對話，就會發現其中的微妙之處。成吉思汗曾向
丘處機詢問天災的成因，丘處機即趁機把天災聯繫到國俗之上，批評蒙古
國民多不孝父母，誤解了奉天之道。按照遊記的記載，成吉思汗很滿意這
答案，於是他勅令左右把丘處機的教誨以回紇字刊刻出來，以便國人都能
奉行全真道的教化。
成吉思汗與楊公何的角色顯然有相似之處：雖然成吉思汗是蒙古國的
君主，但他不僅尊重中州的道德價值，同時還勸諭自己的臣民跟從丘處機
的教誨。按照《長春真人西遊記》的論述，成吉思汗也就不僅僅是接受教化
的胡人，他同時可把文教帶往西域，使全真道的旨意散播開來。李志常的
遊記雖然表明了全真道反戰的立場，但他對成吉思汗的稱譽很容易便可被
引伸爲一種爲蒙古帝國連年征戰開脱的理由。歸根究底，以李志常爲首的
全真教選擇依賴蒙古的統治者來宣揚自己的教義，試圖藉由成吉思汗的政
治權威來教化西域中的胡人。《長春真人西遊記》背後充斥着這些政治的
計算，其反戰的立場也就很難貫徹始終，即使遊記中引述了許多丘處機慨
嘆戰禍頻仍的詩歌，他的主張難免還是會被遊記的政治取態所削弱。
事實上，假如我們仔細審視《長春真人西遊記》中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
對話，我們會發現遊記中從來没有直接提及丘處機勸止成吉思汗，讓他不
要再開殺戒。丘處機是否真的曾“一言止殺”，近年成爲學界争訟不休的議
題：楊訥認爲成吉思汗在接見丘處機後並没有少殺無辜，反而在數場戰役
中下令屠城，足證丘處機“一言止殺”只是全真教虚構的故事 ；相反，趙衛
東則以爲成吉思汗下令禁止近臣洩漏他與丘處機的對話，因此歷來的史籍
纔會忽略了丘處機的成就 。本文無意論證歷史上的丘處機是否真的曾
①

②

③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第 １２３ 頁。
楊訥：《丘處機“一言止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載於《金元全真道教史論》，濟南：齊魯書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③ 趙衛東：《丘處機“一言止殺”辨正》，
１５０—１８２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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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止殺”，這裏更重要的是《長春真人西遊記》如何在没有透露成吉思汗
與丘處機論道的具體内容之下，引導讀者想像丘處機的諫言。透過引用丘
處機在其他場合撰作的詩句，這部遊記一再强調了他反戰的立場，同時又
把西域渲染爲一死傷枕藉的戰地，但卻從未正面批評蒙古軍對外發動戰
争，反而爲成吉思汗佔據西域提供了合理的依據———他可把中州的教化引
進到其領土之上。這也解釋了爲什麽 《長春真人西遊記》不厭其煩地收録
了成吉思汗發出的四篇聖旨 。這些聖旨一方面引證了成吉思汗對全真教
的尊重，另一方面卻也宣示了全真教得到蒙古政權的擁護。《長春真人西
遊記》在 １２２８ 年成書，當時蒙古軍已經平定西夏，矛頭轉向金朝。李志
常也必定會留意到其時政治局勢的發展。他的遊記既呈現了西域的風
貌，滿足了中州讀者對西域的好奇，同時也没有觸怒蒙古的統治階層，反
而讓他們化身爲全真道的擁護者。這種敘事策略非常巧妙。到了窩闊台
（１１８６—１２４１）在 １２２９ 年即位的時候，李志常不但參與了他登基的典禮，同
時還獲邀向太子進講經籍。從歷史後來的發展看，李志常的策略可謂非常
成功 。
如果丘處機的出訪並没有爲西域帶來和平，那李志常如何强調丘處機
此行的成就？這裏我們可轉向遊記中較玄幻的一面。《長春真人西遊記》
除了記述丘處機到西域與成吉思汗會面的過程，它還把丘處機等人返回中
州，以至於他在 １２２７ 年於燕京逝世的經過記録下來。丘處機在回程的途中
留下了許多奇跡：他回到阿不罕山附近的棲霞觀時，爲這乾旱的地帶帶來
雨水 。另外，遊記還記録了下面一則軼聞：
①

②

③

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
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 若非道化，何以得
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妬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
忽有天窻中見虚静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
《長春真人西遊記》收録了不少成吉思汗的聖旨。這些聖旨本來由蒙古語硬譯爲漢語白話，後
來李志常把這些聖旨全部改寫成文言，並收録在遊記中，例子可參看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
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２４１ 頁。
《詩》、《書》、《老子》、《孝經》一事，可參看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
② 李志常向太子進講《易》、
常真人道行碑銘》，收入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３６３ 頁。
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２１７ 頁。
③ 李志常原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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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
消。又毉者羅生横生非毁。一日，墜馬觀前，折其脛，即自悔曰：‘我之
過也。’對道衆服罪。”
①

全真教的信衆向丘處機轉述了他們的經歷：自從丘處機設立棲霞觀後，全真
道士每天都舉行齋醮儀式，人們殺生的習慣也因而改變。但山精鬼魅並不只
因風俗習性的變化而消失，這裏道衆還提到了宋道安晝寢一事———宋道安
是丘處機留在阿不罕山的一位門人———他在憩息時看到了早在西遊期間
病逝的師兄趙九古（１１６３—１２２１） 。趙九古在這裏化身爲天上派遣來的信
使，鋪墊了丘處機書信的到來。恰怡因爲這神異的徵兆，圍繞在這荒蕪之地
的魔事也就漸漸消散，而詆譭全真道的人也相應的遭到報應。如此一來，丘
處機也就不僅僅是蒙古大汗的師長，他同時成爲了受上天所庇蔭的仙人。
《長春真人西遊記》已展示出一種對丘處機的崇拜。後來全真教的道
衆進一步敷衍了他的事跡。如史志經 （１２０２ 年生）即編撰了 《長春大宗師
玄風慶會圖説文》，以左圖右文的方式講述丘處機的生平。可惜這部古籍
傳世的只有第一卷，其餘四卷（内容包括丘處機西遊、與成吉思汗雪山論道
的片段）均已佚亡 。儘管這部作品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康豹 （Ｐａｕｌ
Ｒ． Ｋａｔｚ）利用僅存的片段作基礎，闡明了全真道有意識地利用這些刊印的
作品來重寫前人的傳記，建構自身的歷史，並藉此拉攏華北地區的文人 。
康豹的説法似乎也可應用到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中，特别是考慮到
其中大量引録了丘處機的詩詞，刻意標舉他的文學造詣，以至他與中州文
人的往來。但李志常在爲全真教拉攏文士的支持的同時，他也考慮到政治
局勢的變化，因此他並没有在遊記中正面批評蒙古軍的行徑，反而在其中
②

③

④

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第 ２２４ 頁。
趙九古（１１６３—１２２１）是其中一位隨行弟子，在拜入丘處機門下時改名道堅。他在塞藍城中病
逝。按《長春真人西遊記》的記載，他在臨終前曾對尹志常説自己早在出發前已覺有長往之兆，
並囑託他要好好侍奉丘處機。事見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第 １４２ 頁。
１３０５）的重刊本，
原書收藏在日本奈良縣的天理圖書館。這本書的
③ 這部殘卷現存只有大德九年（
影印本後來收録在《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之中，書後還附有岩村忍的解説。詳見《御製逍遥
詠·玄風慶會圖》，《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東京：八木書店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２０３—
３４６ 頁。
”
④ Ｐａｕｌ Ｒ． Ｋａｔｚ，“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ａｎｆｅｎｇ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ｔ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２９．１ （２００１）：ｐｐ．１６１ １７８．
①
②

·１１２·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埋下了一套支持蒙古帝國稱霸西域的修辭。當然，從蒙古朝廷的角度出
發，《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反戰的論述畢竟有批評自己的嫌疑。這裏我們必
須轉而討論耶律楚材的作品。耶律楚材扈從成吉思汗出兵西域，他雖然没
有與丘處機同行，但從現存的材料來看，他們大概曾在撒馬爾罕（當時稱爲
尋思干）相會 。耶律楚材的行旅與丘處機一行人西行的時間上下相差一
年，而他們以不同的立場描述西域的風光。尤其關鍵的是，耶律楚材刻意
在《西遊録》中消解了 《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對於征戰的一種曖昧的取態。
下面就讓我們細看一下耶律楚材的政治取向和修辭策略。
①

三、劃定蒙古帝國的版圖：耶律楚材的《西遊録》
“玄風慶會”一詞常用來代稱成吉思汗與丘處機論道的過程。有關二
人會談的記録，除了上文討論過的文獻以外，《道藏》中還有一部托名耶律
楚材編著的《玄風慶會録》。根據這本書的序言，成吉思汗曾囑咐作者，要
求他把丘處機所講授的玄言奥旨記録下來，並加以秘守：
國師長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後起，遂别中土、過流沙，陳道
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厭世登天。 自太上玄元西去，之
後寥寥千百載，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跡載於 《西遊記》中詳矣。
唯餘對上傳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録而秘之，歲乃踰旬，傳之及外，將
以刊行於世，願與天下共知玄風慶會一段奇事云。壬辰至日序。
②

這篇序文稱頌丘處機的功德，認爲他阻止了蒙古軍對外征戰，其成就足與
老子等量齊觀。文中又提及李志常所編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表明遊記已
講述了丘處機往返西域的始末，所以此書只交代丘處機在會見成吉思汗時
傳道的内容。假如這篇序文是真實可信的，那麽《玄風慶會録》即可證明丘
處機曾向成吉思汗進諫，要求他收斂殺心。可惜的是這篇文章的真僞不無
這可從丘處機和耶律楚材二人唱和的作品看出，詳見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王國維全
集》第十一卷，第 １８４—１８５ 頁。
臺北：新文豐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９４ 頁。
② 《玄風慶會録》，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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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首先，這篇序文未見於耶律楚材的别集 《湛然居士集》，他的友人也
未嘗提起他有這樣的著述。假如我們翻閲他的别集，就會發現他曾在其他
文章中批評全真教。這裏序文的撰作時間變得相當關鍵。因按照陶宗儀
（１３２９—１４１０）《南村輟耕録》，耶律楚材正是代成吉思汗草詔邀請丘處機到
西域的人 。而且，耶律楚材的詩作有的韻脚與丘處機的作品重合，二人顯
然曾以詩歌唱和。如是者，耶律楚材本來似乎還是較尊重丘處機及全真道
的。究竟耶律楚材爲什麽會與全真教反目成仇？這就引導我們去考察耶
律楚材所撰的《西遊録》。
《西遊録》的序文寫於 １２２９ 年，其中耶律楚材以孟子的繼承者自任，認
爲全真是道教的異端，必須被淘汰。他又在内文撇清與丘處機的關係，批
評全真教仗勢凌人，欺壓其他宗教。只要考慮一下《玄風慶會録》與 《西遊
録》撰作的時間，就會發現其中的矛盾：我們很難想像耶律楚材在 １２２９ 年
批評全真道以後，又在壬午年（１２３２）回心轉意，把丘處機視作老子的謫傳。
爲了解釋這裏的衝突，陳銘珪 （１８２４—１８８１ ）提出了這樣的説法：他以爲
《玄風慶會録》其實是耶律阿海的作品，後來因爲全真道的後輩混淆了耶律
阿海與耶律楚材，所以纔會誤把《玄風慶會録》托名到耶律楚材之下 。當
然，另一個合理的解釋即《玄風慶會録》是一部僞書，大概是全真教爲了宣
揚自己的宗派而杜撰出來的。
相對於《玄風慶會録》的真僞，本文更關注的是耶律楚材如何書寫自己
在西域的遊歷，因此本文將集中處理《西遊録》一書。《西遊録》分爲上、下
兩卷，卷下以對答體的形式記録了他對丘處機的批駁；卷上則縷述了他扈
從成吉思汗出兵中亞的一段旅程 。《西遊録》的上卷是這樣開首的：
①

②

③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１２０—１２１ 頁。
王世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很早便留意到耶律楚材與丘處機的關係惡劣，因此他以爲《玄風慶會録》
不可能是耶律楚材的作品。他認爲後人把《玄風慶會録》託名於耶律楚材之下，原因是全真教
的後輩誤把文中的移剌公（金朝把遼國宗室的姓氏“耶律”全改爲“移剌”）當作耶律楚材。陳銘
珪同意王世貞的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成吉思汗身邊只有耶律阿海有可能參與雪山論道。因此他
認爲全真教的後輩大概混淆了耶律楚材和耶律阿海。二人的説法分别見王世貞：《弇州山人讀
書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卷八，第四頁上—第五頁下；陳銘珪：《長春道教源
流》，臺北：廣文書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５８４—５８７ 頁。
參見姚從吾
③ 姚從吾和羅依果（Ｉｇｏｒ ｄｅ Ｒａｃｈｅｗｉｌｔｚ）分别對《西遊録》的版本流傳作了深入的分析，
校注：《耶律楚材西遊録足本校注》，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第 ２０３—２１２ 頁；Ｉｇｏｒ ｄｅ
Ｒａｃｈｅｗｉｌｔｚ ，“Ｔｈｅ Ｈｓｉｙｕ ｌｕ 西遊録 ｂｙ Ｙｅｈｌü Ｃｈｕｔｓａｉ 耶律楚材”，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１ （１９６２）：
①
②

ｐ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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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寅之春，三月既望，詔徵湛然居士扈從西遊。迨天兵旋旆，丁亥
之冬，奉詔搜索經籍，馳驛來燕。 既已更拂，有客惠然而來，率爾而問
曰“居士之西遊也，不知其幾千里邪？西遊之事，可得聞乎？”
①

訪客的問題促發湛然居士詳細地記述了他在西域的見聞。這對答體的敘
事框架值得我們深入分析。耶律楚材並没有簡單地順着時序闡述自己的
行旅，反而插入了自己到達燕京與訪客交談一事。客人的問句尤其有趣：
“不知其幾千里邪”讓人想到 《莊子 · 逍遥遊》 ，而 “可得聞乎”則借用了
《孟子》中齊宣王發問的措辭 。這兩句對先秦典籍的拈借提醒了我們耶律
楚材的任務：他奉命到燕京蒐羅經籍。這些細節全都讓人加深了蒙古朝廷
正試圖重建文教的印象。當耶律楚材提到自己扈從成吉思汗出兵西域時，
我們期待文章會用力渲染蒙古軍勇武的形象，但這裏耶律楚材選擇先宕開
一筆，書寫朝廷對於文教的重視。究竟耶律楚材要搜索的是怎樣的經籍？
他並没有在文章中作詳細説明，但從他與訪客的對談來看，他的任務似乎
是要透過收集經籍來保護先秦以來的文教傳統。
耶律楚材特别提到蒙古朝廷修文崇善的努力，而在這過程中，蒙古的
統治者似乎與中國歷代的帝王没有太大的區分。湛然居士在描述西域的
見聞時，也經常提及唐朝的遺址：他特别提到自己在别石把（也就是别失八
里，即上文提到的鼈思馬）和輪台發現唐代的石刻，又提到和州是唐代的高
昌，高昌之西是唐代的于闐國 。耶律楚材在援用唐代的地名時，其實已不
經意地描劃出蒙古帝國與大唐在版圖上的相似之處。下面這個例子最能
顯示這種地理上的聯繫：
②

③

④

墨色印度之西北有可弗叉國。 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 吁，可
怪也！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爲釀，味與中原不殊。此國晝長夜
促，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
耳，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邪？
⑤

姚從吾校注：《耶律楚材西遊録足本校注》，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第 ２１３ 頁。
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９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８１ 頁。
③ 焦循：《孟子正義》，
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第 ２１４ 頁。
④ 姚從吾校注：《耶律楚材西遊録足本校注》，
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第 ２１７ 頁。
⑤ 姚從吾校注：《耶律楚材西遊録足本校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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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王溥（９２２—９８２）所編的《唐會要》中找到有關骨利幹國的記載，
其中有關晝長夜短的描述也與耶律楚材所説的一樣 。這裏值得留意的是
《西遊録》援引唐史的做法，因爲這種引例的前設是閲讀這部著作的人其實
都熟知唐代的歷史。假如我們把上面的引文與《長春真人西遊記》相比較，
我們會發現兩部作品隱然都以中原的品味和價值作爲評判他者的標準。
當耶律楚材宣告可弗叉國的蜜釀與中原不同，我們知道耶律楚材預設的讀
者全都熟知中原蜂蜜酒的味道。
這裏我們不妨考慮一下耶律楚材的背景：儘管耶律楚材是蒙古的重
臣，他是契丹宗室之後，同時父祖又是金國的宰相。後來，蒙古軍攻克燕
京。到了 １２１８ 年，成吉思汗召見當時二十八歲的耶律楚材，把他任用爲自
己的謀士。耶律楚材本身在燕京出生，接受的教育都與中州士人相當，因
此他所預設的讀者大概是居住在中原的士庶。但在《西遊録》的行文中，我
們會發現他同時必須爲蒙古朝廷代言，彰顯其文武雙全的特質。此前我們
已看到耶律楚材如何强調蒙古朝廷對經籍的重視，接着我們可以看到 《西
遊録》中湛然居士如何展現蒙古軍的軍威：
①

予始發永安，過居庸，歷武川，出雲中之右，抵天山之北，涉大磧，
逾沙漠。未浹十旬，已達行在。山川相繆，鬱乎蒼蒼。車帳如雲，將士
如雨，馬牛被野，兵甲赫天，煙火相望，連營萬里，千古之盛，未嘗有也。
越明年，天兵大舉西伐，道過金山。
②

耶律楚材的行程與丘處機一行人有許多重疊：他們同樣途經居庸關，也都
從天山之北走進沙漠，最後横越金山。但跟 《長春真人西遊記》不同，耶律
楚材僅以聊聊數筆交代自己近百日的行旅。他没有太着意描寫蒙古草原
的見聞，這是因爲他在論述的過程已把天兵西伐前的地帶視爲國家疆域的
一部分。他把描畫的重心放在蒙古軍的軍容之上。耶律楚材顯然參考了
蘇軾（１０３７—１１０１）的《赤壁賦》：蘇軾本來用了“山川相繆，鬱乎蒼蒼”來形
容赤壁的地勢，耶律楚材在這裏取用了同樣的詞藻來描寫中亞；蘇軾以“舳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５ 年版，卷一〇〇，第 １７８２ 頁。又，有關骨利幹國晝短夜長
的記載亦可見於《新唐書·天文志》，見宋祁、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
版，第 ８１３ 頁。
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第 ２１３ 頁。
② 姚從吾校注：《耶律楚材西遊録足本校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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艫千里，旌旗蔽空”來説明曹操（１５５—２２０）水軍的盛大，耶律楚材則以同樣
的誇飾來描畫蒙古軍———他以一組四言句去摹寫蒙古軍的壯觀，這裏鋪天
蓋地的不再是曹軍的舳艫和旌旗，而是蒙古軍的車帳、將士、牛馬、兵甲、營
地 。難怪耶律楚材最終會發出“千古之盛，未嘗有也”的讚嘆。
透過挪用《赤壁賦》的修辭，耶律楚材引導讀者比較曹操與蒙古的軍
勢。當他誇耀蒙古的武勇時，敘事的視覺已悄然地伴隨着蒙古軍移動。耶
律楚材接着從地理的位置一一闡述中亞各地的族裔及風貌，雖然他在比照
時還是以中州作爲標準，但長城或野狐嶺都已經不是遊記中真正的疆界。
在耶律楚材筆下，身在中原的各個族裔與蒙古軍的分野被消解了，只有遠
在金山以外的族群纔是真正的他者。假如我們在這層面比對《長春真人西
遊記》和《西遊録》，我們會發現兩者有着微妙的相似之處：兩部遊記都以
中州的標準審視西域，但當李志常强調蒙古人有能力把中原的教化帶到中
亞，他終究還是把蒙古與漢地的人民區分開來。相對來説，耶律楚材的敘
事模糊了蒙古與中州人的邊界。遊記中所有與中國朝代有關的指涉幾乎
都變爲使蒙古的統治更合理的手段。舉例來説，我們可以看看耶律楚材如
何在《西遊録》卷上的結尾回溯蒙古出兵的原因：
①

歲在涒灘，天兵振旅。 以西夏失信背盟，丙戌之春二月，六師迭
進，一鼓而下之，獨夫就戮，萬姓懷安。沙州、瓜州，漢所置也。肅州即
鄯善也。甘州即張掖也。靈州即靈武也。噫！天涯海角，人所不到，
亦一段奇事。
②

蒙古出兵消滅西夏，原因是西夏背信棄義，没有信守自己與蒙古的盟約。
耶律楚材以“獨夫”一詞形容西夏君主，讓人想到《尚書·泰誓》中也以同樣
的方法稱呼暴虐無道的商紂王。正因弒殺暴國之君無疑於誅滅一夫，武王
伐紂也就由此成爲蒙古軍推翻西夏的先例，兩者都是符合道德的舉措 。
這裏耶律楚材不但徵引了《尚書》來合理化蒙古軍的行徑，他還同時用了不
③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６ 頁。
姚從吾校注：《耶律楚材西遊録足本校注》，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七）》，第 ２１７—２１８ 頁。
見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③ 《尚書·泰誓》以“獨夫”稱呼商紂王，
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３２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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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追溯到先秦兩漢的古語。譬如，他以 “涒灘 ”來紀年，藉此指稱歲申
（１２２４） 。同時，他又特别提到漢代建置的地名，指出西夏的領地本來均是
漢室的領土。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初開疆拓土，勢力早已延伸到中亞各
地。他在中亞的各個地方找到了漢、唐的遺跡，又刻意提到古今地名的變
化，這無疑也在告訴讀者蒙古帝國與漢、唐兩代的疆域有着相似的規模。
由此，蒙古帝國也就在領土上繼承了歷代的霸業。耶律楚材和李志常同樣
都以遊記來倡導自己的意識形態。當然，全真道在發揚教義的同時會特别
强調自己反戰的主張。耶律楚材則刻意標舉了發動戰争的根據，説明蒙古
進軍目的並不是侵略，而是討伐道德有虧缺的獨夫。如此一來，蒙古軍的
舉措也就没有違背中州的價值觀。耶律楚材純熟地引用了前人的語彙，重
新劃定了自我與他者的邊界。我們在閲讀《西遊録》時，會發現蒙古帝國無
論在領地還是在德行的層面上，都繼承了其他以漢族爲中心的朝代。可以
説，《西遊録》已隱含了一套把蒙古帝國視爲中國朝代的修辭。
我們或會質疑耶律楚材的遊記究竟對後世有多大影響。畢竟這部遊
記流傳不廣，學界要到 １９２６ 年纔在日本發現全本的《西遊録》 。這裏我們
可以考慮兩部引述了《西遊録》的筆記材料。先是宋末元初盛如梓編撰的
《庶齋老學叢談》 。根據盛如梓所述，耶律楚材對於西域的記述並没有在
士人間流傳，因此他選擇把 《西遊録》的内文抄到自己的筆記之中。誠然，
在全本的《西遊録》還未有被發現時，論者只能依賴《庶齋老學叢談》輯録的
材料來擬想《西遊録》卷上的内容。但假如我們把日本所保留下來的《西遊
録》與盛如梓所轉録的文字加以比對，即會發現盛如梓並未有一字不漏的
轉引耶律楚材的敘述。他選擇把所有有關蒙古軍的描摹全部删去，同時也
除去了《西遊録》中對答體的框架，只保留了耶律楚材對金山以外的敘述。
①

②

③

《爾雅·釋天》：“在申曰涒灘。”見《爾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９４ 頁。
年，神田喜一郎（１８９７—１９８４）受日本宫内廳所托編纂漢籍書目。他在整理圖書寮期間發
現了舊鈔足本《西遊録》一册。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３ 頁。李文田（１８３４—１８９５）後來從
③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
《庶齋老學叢談》中輯出《西遊録》並加以箋注，見李文田：《西遊録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 年
版，第 １—１８ 頁。盛如梓的轉鈔同時吸引了貝勒（Ｅｍｉｌ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８３３—１９０１ ）的注意。他
把盛如梓輯録的内容翻譯成英語，見 Ｅｍｉｌ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牶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Ｔｒｅｎｃｈ，Ｔｒüｂｎｅｒ，１８８８ ），
ｖｏｌ． １，ｐｐ．９ ２４．
①

② 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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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取捨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它展示了盛如梓的閲讀興趣。對於這位在
元大德年間（１２９７—１３０７）活躍於衢州一帶的儒士來説，《西遊録》的意義僅
在於滿足他對西域的好奇。在盛如梓眼中，蒙古軍的軍容和他們攻打西夏
的原因全都是些無關痛癢的支節。另一方面，盛如梓的篩選讓我們更清楚
的觀察到耶律楚材的敘事策略。《西遊録》對西域地理風俗的描繪自成一
格，即使耶律楚材没有在其上套用一對答體的框架，它的行文本身還是可
獨立出來的。换言之，耶律楚材有意識地插入了對答的部分，其政治意圖
實在是值得深思的。
另一部提及耶律楚材 《西遊録》的筆記是陸友仁的 《研北雜誌》 。如
同《庶齋老學叢談》一般，陸友仁並没特别提到耶律楚材與蒙古朝廷的關
係，反而更重視他對於西域風俗的考證。《研北雜誌》認爲耶律楚材善於博
物，《西遊録》正説明了他如何把古今傳記所失載的事記録下來。由於陸友仁
把注意力集中在耶律楚材的知識體系之上，他筆下的耶律楚材因此也被簡化
爲一個出訪西域的中州士人。耶律楚材的修辭與政治取向也因而被忽略了。
假如從這兩部筆記去衡量《西遊録》的接受史，我們或會認爲耶律楚材
的敘事策略對後世影響微不足道。但假如我們把焦點轉到耶律楚材的兒
子耶律鑄（１２２１—１２８５）身上，我們會發現他的作品同時也在大量利用前朝
歷史來合理化蒙古帝國的軍事行動。在耶律鑄的别集《雙溪醉隱集》中，我
們會看到他爲蒙古朝廷所作的一系列凱歌。其中，他在《凱樂歌詞曲》的序
中提到凱歌體的淵源：他引用了《周禮》、《司馬法》、郭茂倩 （１０４１—１０９９）
編次的《樂府詩集》，證明凱樂的創作其來有自 。當前朝國家君臣建有異
績殊勳，朝廷多會以凱歌歌頌其功業，因此耶律鑄的創作也就只是在效法
歷代的做法。
綜覽耶律鑄撰寫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經常以軍旅的行程組織自己的
凱歌。譬如他的《後凱歌詞》即由 “戰盧朐”、“區脱”、“克夷門”、“高闕”、
“戰焉支”、“涿邪山”、“金滿城”、“金水道”、“京華”九首作品組成。從每
首凱曲的篇題可見，耶律鑄以地名來組織蒙古軍行旅的成就 。這些作品
闡明了耶律鑄如何爲蒙古帝國的擴張找尋合理的理由，而在這層面上，我
①

②

③

陸友仁：《研北雜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７５ 頁。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瀋陽：遼海書社 １９８５ 年版，卷二，第四頁下。
卷二，第六頁上至八頁下。
③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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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看到耶律鑄承襲了 《西遊録》的敘事角度：他把蒙古帝國置入中國
的歷史之中，並借用歷朝君臣的作爲去合理化蒙古軍的行動。這裏我們可
參考他的《戰城南》：
①

自來古戰場，多在長城南，少在長城北。茫茫白骨甸，如何直接黄
龍磧 。或云自從漢武開西域，耗折十萬衆，博得善馬數十匹 。奮軍
勢，務鏖擊，往來誰洗兵？赤河水猶赤。終棄輪臺地，其地於中國。失
之且何損，得之本無益。歷計其所得，皆不償所失。雖下哀痛詔，追悔
將何及 。此是萬萬古，華夏覆車轍。底事夤緣，其軌迄季唐，競喜邊
功，好大矜英哲。明皇不慮漁陽厄 ，萬里孤軍征碎葉 。隻輪曾不返，
得無五情熱。暴殄生靈塗草莽，忍徇虚名爲盛烈。君不見世間人心固
結 ，是謂帝王真統業。君不聞四海内有美談，至元天子平江南，何曾
漂杵與溺驂 。聖人有金城 ，貴謀賤戰 ，不戰屈人兵 。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
瑏


瑡
瑏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二，第十一頁下。
五胡十六國時北燕以龍城爲國都，南朝劉宋稱之爲黄龍國，後人以黄龍磧指稱塞外的沙漠地帶。
在大宛國發現汗血寶馬。漢武帝（前 １５６—前 ８７）遣使求馬，最
③ 張騫（前 １６４—前 １１４）出使西域，
後卻被拒絶。漢武帝因此兩次派兵征伐大宛。太初四年（前 １０１ ），大宛求和，漢軍終於帶回了
數十匹良馬。
《漢書·西域傳下》提到他“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
④ 漢武帝因窮兵黷武而耗竭民力，
。這裏説的即是他下詔罪己之事。見班固撰，
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
詔”
３９２９
版，第 頁。
地名，即今河北省薊縣，安禄山（７０３—７５７）曾在此處駐軍。漁陽厄指的是安禄山舉兵叛唐
⑤ 漁陽，
一事。
７５１），
高仙芝（卒於 ７５６ 年）率軍從安西出發遠征怛邏斯，黑衣大食隨即派遣十餘萬
⑥ 天寶十年（
士兵趕往救援。經過五天的對峙，葛邏禄部衆突然叛變，與黑衣大食夾擊唐軍。高仙芝大敗，唐
軍幾乎全軍覆没，只有數千人逃回。
其中魯人周豐向哀公進諫説：“茍無禮義
⑦ “心固結”即民心凝聚之意。此語出《禮記·檀弓下》，
忠信誠愨之心以莅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見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９２ 頁。
春秋時齊與宋、鄭
⑧ 《書經·武成》曾以“血流漂杵”一詞來描述牧野之戰中商軍敗北的慘況。又，
兩國的聯軍廝殺，結果死傷枕藉，血溺驂馬。因此後世多以“漂杵”和“溺驂”來形容戰争帶來的
重大傷亡。
“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曰聖
⑨ 這一句採自賈誼（前 ２００—前 １６９）：
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見賈誼：《賈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４４ 頁。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見班固撰，顔師古注：
瑠 語出《漢書·趙充國傳》：
瑏

《漢書》，第 ２９８７ 頁。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瑡 此處化用了《孫子兵法·謀攻》：
瑏

也。”見孫武著，李零譯注：《孫子兵法注譯》，成都：巴蜀書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４ 頁。
①
②

·１２０·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這首詩寫於 １２７９ 年南宋滅亡以後，其修辭有許多可與耶律楚材的作品
相參照的地方。首先，兩者都把蒙古的軍事擴張與漢、唐開邊的行徑相提
並論。如同耶律楚材一般，耶律鑄也以歷史作爲争辯的根據。按照他的説
法，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和唐玄宗都是徒具虚名的暴君；相比起來，蒙古天子
不費一兵一卒即平定了江南。由此他推論道：漢、唐的君主都比不上蒙元
的皇帝。當然，詩中的敘述不一定可靠，蒙古在攻城掠地的過程中也必定
爲江南帶來慘重的傷亡。但這裏的重點並非其内容的真確性，而是耶律
鑄的敘事策略。他把蒙元置入中國歷史之中，以此理解其擴張的理據。
假如説，耶律楚材試圖以漢、唐兩代的版圖來解釋蒙古帝國的征戰，耶律
鑄的敘述更進一步：他認爲蒙元天子的作風要比漢、唐兩代的君主更
卓越。
《戰城南》的寫作時間畢竟已不再是十三世紀初。耶律鑄在讚揚蒙古
天子的時候，他已留意到蒙元勢力的消張變化。他稱頌的是至元天子忽必
烈（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在長城以内的統業，强調歷代君主開邊的舉措最終都是徒
勞。這裏耶律鑄顯然有意把忽必烈當成 “中國”的君主。究竟蒙古帝國什
麽時候開始自詡自己是一繼承漢、唐的中國朝代？不少歷史學家都對於這
個問題作了詳細的考證。由國號的指涉、官職的沿革，乃至於禮制的設計，
論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論證蒙元的自我定位。我認爲李志常與耶律楚材
的遊記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耶律鑄的論述：李志常把成吉思汗與楊公何相提
並論，並把蒙古朝廷視爲可以散播中州價值觀的政權；耶律楚材則更進一
步模糊了中原與蒙古的分界，重新把金山以外的族群定義爲文化他者，又
點明了蒙古的版圖及其秉持的價值觀，都與歷史上其他中國朝代相當。這
些遊記都在修辭上爲蒙元繼承大統奠下了基礎。而當耶律鑄在 《戰城南》
的最後引用數個典故時，我們再次看到耶律楚材的影子。在耶律鑄筆下，
忽必烈成爲了熟諳兵法的聖人，他出兵平定江南的舉措也就成了經籍中教
誨的體現。

四、後

記

遊記的編撰與帝國的崛起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瑪麗 · 路易斯 · 普
拉特（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ｒａｔｔ）對於十八到二十世紀的分析特别值得關注。她認

西遊的文化政治：從兩部遊記看蒙元正統論的生成 ·１２１·

爲歐洲在這時期寫作的遊記其實都帶有殖民主義的目光，儘管這些行旅的
書寫很多看似是天真無辜的科學探索，但這些 “客觀”的記録背後其實都
潛藏着帝國擴張的野心，使土地和資源的開發變得合理。借用普拉特的詞
彙，這些遊記都從屬於“帝國之眼”的結構 。本文所討論的兩部遊記似乎
也同樣呈現了“帝國之眼”，但卻跟普拉特研究的歐洲遊記稍有不同：李志
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無疑也爲蒙古帝國的擴張提供了一合法的基礎，但
它同時卻又呈現了一種政治霸權與文化話語的張力———全真道畢竟還是
表現出反戰的立場。至於耶律楚材的《西遊録》，即使他試圖讓蒙古軍的征
戰變得更合理，但他卻徵引了先秦以來的典籍以及歷史先例作爲依據，使
蒙古帝國與中國以往的朝代重疊起來。在這層面上，兩部遊記呈現出與歐
洲的行旅書寫不一樣的複雜性。它們説明了十三世紀初文化價值與政治
霸權之間互相勾連的關係，也爲後來蒙元以“中國”朝代自居提供了修辭上
的基礎。兩部遊記都觸及道德價值的傳承和領土的疆界，這些考量全都成
爲後來耶律鑄歌功頌德的要素。如此一來，兩部遊記都不僅是客觀的見聞
録，而是申明蒙古帝國的支配地位的作品。
本文嘗試把研究的焦點放在李志常和耶律楚材的意識形態之上，考慮
的材料主要是他們的兩部遊記。事實上，我們還可以把丘處機和耶律楚材
唱和的詩歌納入討論之中。耶律楚材在與丘處機唱和的詩歌之中，往往會
歌頌蒙古的軍功。例如他在《河中遊西園》其四，即描寫了金鼓鑾輿西巡的
盛況，並以“股肱元首明良世”來形容蒙古朝廷的氣象 。當然，假如把丘處
機和全真教弟子的詩作與耶律楚材所撰的相比較，不難發現兩者對於西域
的想像與理解也有所不同：全真教較偏重敷衍西域的奇異，而耶律楚材則
多描寫西域的風土和自己旅居異地的心情。
對於蒙元時期的讀者而言，《長春真人西遊記》和《西遊録》都是不可多
得的西域見聞録。從盛如梓的節録，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文字所以能吸引許
多讀者，原因是它們滿足了中州士人對於異國風物的好奇心。隨着大蒙古
國的分裂，蒙元政府更關注如何鞏固自己在中國内部的勢力，這類遊訪中
亞的作品漸漸消失，我們似乎没有再看到同類對於西域風土民情的記載。
①

②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ｙｅｓ牶 Ｔｒａｖ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ｐｐ．１ １２． 中譯本可參瑪麗·路易斯·普拉特著，方傑、方宸譯：《帝國之眼：
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南京：譯林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１６ 頁。
謝方點校：《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００ 頁。
② 耶律楚材撰，
① 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ｒａｔｔ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８

·１２２·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大部分的遊記似乎也都更着意把西域各國描寫爲自己的藩屬，其内容也又
重回到了“功利模式”之中。
（作者單位：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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