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图·日本纸·高丽贡纸
——
—利玛窦笔下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的翻译及辨正

［文 ／宋黎明 ］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的“日本地图”是个译误，而利
玛窦晚年自传中所谓的“日本纸”
则是笔误。这两个错误似乎
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关系到地图史、造纸史或印刷史上两个
不小的问题。事实上，利玛窦“日本纸”的笔误已经引起了一
定的混乱，但愿黄时鉴、龚缨晏的“日本地图”的译误不致同
样以讹传讹。

至今为止，黄时鉴、龚缨晏所著《利玛窦世界

图之二书，
内有非常精美的日本地图。一书为《寰

地图研究》是我国对利玛窦世界地图最系统和深

宇 图 志》
（意 大 利 原 文 作 Ｄｅｓｃｒｉｔｔｉｏｎｅ ｄｉ ｔｕｔｔｏ ｉｌ

入的研究，他们在不到 ５ 年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

ｍｏｎｄ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 译者），其中有欧罗巴、利未亚、

部大作，
堪称难能可贵。当然，
与所有著作一样，
该

亚细亚、
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地图，连同九天图

书也难免存在缺陷，特别是在涉及意大利文资料

和四行图以及其他历算内容，乃此国从未得见者，

的情况下。本文仅讨论该书第二章涉及的利玛窦

"
!
而皆以其文字释之。”

笔下的“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笔者基本的看法是，
黄

引号中的文字为利玛窦本人的叙述，黄时鉴、

时鉴、
龚缨晏所谓的“日本地图”是个译误，正译为

龚缨晏为这段不长的翻译做了一个较长的注释：

“日本纸”
；
另一方面，利玛窦所谓的“日本纸”则是

“……今据巴德雷（Ｊ．Ｆ．Ｂａｄｄｅｌｅｙ）文中的英文译出，
文意与意大利原文相符。洪煨莲在《考利玛窦的世

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的笔误，
实际上当为高丽贡纸。

界 地 图》 一 文 中 引 用 的 汉 译 文 ， 系 由 刘 兆 慧

一、问题的提出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ｏｅｈｒ）帮助从意大利原文译出；但将首句
译成“在利氏赠品中，建安王最喜爱的莫过于以欧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二章写道，利玛窦

洲形式，
用日本纸张装订的两本书。日本的纸，又

来到南昌后，
即带着礼品拜访了建安王，在利氏赠

薄又韧。装订与料纸那个更有价值，实在难以分

品中，
“王所雅重者，为我们式样所装帧的附有插

辨”
，
与原意出入较大。又据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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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刘兆慧的翻译所本也许指的是金尼阁的拉
丁文原文而非意大利文原文，但台湾的译本《中国
传教史》却写明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其错误的唯一
解释是，译者偷工减料，没有直接从原文翻译，而
是抄袭了前人的翻译。，黄时鉴、龚缨晏对台湾译
本的错误发出感慨，并在“依德礼贤意大利原文”
前面加上“据说是”
的字样，
似不为过。因此，
黄、
龚
绕开大陆两岸的两个译本而另起炉灶，不失为明
智之举。
遗憾的是，
黄时鉴、龚缨晏似乎并不精通意大
利文，
故需借助于巴德雷的英译。这个英译本帮助
他们纠正了前人的一些翻译错误，如过去三个中
译本中遗漏的五洲等，从而比较接近原文；但也许
是英译本的“原罪”
，黄、龚在纠正别人错误的同
时，自己也犯了新的错误，即前人正确翻译的“日
本纸”
被他们误译为“日本地图”
。
文译本译出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汉文作：
“建安

二、
日本地图还是日本纸

王接受的礼物中，最使他高兴的莫如两部按欧洲
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纸很薄，但极
坚韧，
确实到了难说哪部质量更好的地步。其中一

引发歧义的意大利文原句如下：
“Ｍａ ｑｕｅｌｌｏ

部附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的组

ｃｈｅ ｅｇｌｉ ｐｉùｓｔｉｍòｆｕｒｎｏ ｄｏｉ ｌｉｂｒｉ，ｌｉｇａｔｉ ｃｏｎ ｔａｖｏｌｅ

合，
数学演示以及所有图画中的中文解说。”行文

ａｌ ｎｏｓｔｒｏ ｍｏｄｏ，ｃｏｎ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ｃｈｅ ēｍｏｌｔｏ

不涉及五大洲名，但也有“日本纸张印刷”之类的

ｕｎｏ ｓｔａｖａ ｌａ Ｄｅｓｃｒｉｔｔｉｏｎｅ ｄｉ ｔｕｔｔｏ
ｄｕｒａ ｅ ｂｅｌｌａ． Ｎｅｌｌ’

文字。而据说是依德礼贤意大利文原文注释本译

ｉｌ ｍｏｎｄ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 ｃｏｎ ａｌｔｒｅ ｔａｖｏｌｅ ｄｉ Ｅｕｒｏｐａ，Ａ－

成汉文的《中国传教史》竟然也作：
“在利氏的赠礼

ｓｉａ，Ａｆｆｒｉ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 Ｍｅｇａｇｌｉａｎｉｃａ，ｅｔ ｉｎｓｉｅｍｅ ｌａ

中，
建安王最喜爱的莫过于以欧洲形式，用日本纸

ｆｉｇｕｒａ ｄｅ’Ｎｏｖｅ Ｃｉｅｌｉ ｃｏｎ ｉ Ｑｕａｔｔｒ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ｉ ｅｔ ａｌｔｒｅ

张装订的两本书。日本的纸，
又薄又韧。装订与料

ｃｏｓｅ ｄｉ ｍａ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ｍａｉ ｖｉｓｔｅ ｉｎ ｓｕａ ｔｅｒｒａ，ｅ ｔｕｔｔｏ

纸那个更有价值，
实在难以分辨。其中一本书是关

ｃｏｎ ｌａ ｄｉｃｈｉａｒａｚｉｏｎｅ ｉｎ ｌｏｒｏ ｌｅｔｔｅｒａ． ”

于天文地理的书籍，内有世界地图及九大行星画

"我
这段文字为利玛窦晚年所作，
比较费解。#

图，
数理的解释，
并附有中文注释。”
行文也不涉及

们首先来看一下利玛窦这里提到的两本书（ｄｏｉ

五大洲名，
好像它同样出自金尼阁版的英译本。此

ｌｉｂｒｉ）的情况。在这个句子中利玛窦实际上只谈了

"
中原委，
令人费解！!

一本书，
德礼贤认为它是出版物和手稿的混合物，

黄时鉴、龚缨晏列举的上述三种中译确实存

而且中文说明仅仅是在西方书籍上翻译地图的标

在问题，其中大陆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错误最

"
题、
重要地名和九天和四行的名称等。$

容易理解，因为这是利玛窦原本的翻译的翻译的

黄时鉴、
龚缨晏龚更进一步指出，
“此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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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当是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
‘皆以其

泥金，
开之则页页如新，
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
顾

"笔者
!
文字释之’
指的是汉文，
当系利玛窦所加。”

起元与利玛窦谈的可能是同一本书或同一类书，

同意这个发挥，尽管利玛窦具体所指尚有待于进

它或它们是烫金的，而顾起元所谓的“漆革”应该

一步考证。在这个段落的下面，
利玛窦用两个段落

就是利玛窦笔下的“ｔａｖｏｌｅ”
，即上漆或着色的皮革

谈到另外一本书，即著名的《交友论》。利玛窦称

封面。
ｔａｖｏｌｅ 没有“皮革”
在现代意大利语词典中，

《交友论》当时用中文和“我们的文字”写成，
“后来
只用中文出版”
，据此可以判断建安王看到的《交

的含义；也许这个特别的含义在岁月的长河中消

友论》是一部手稿。因此，
利玛窦所谓的“两本书”
，

逝不存，
也许这仅仅因为利玛窦本人用词不当。无

一本是西方书籍，另一本则是利玛窦的《交友论》

论如何，
４００ 年前金尼阁翻译利玛窦著作时显然

手稿。

已经不懂这个用于装订的“ｔａｖｏｌｅ”的特别意义，故

关于这两本书的装订（ｌｅｇａｔｉ），利玛窦的上述

省略不译，只说用西方方式装订，同时将“ｃｏｎ ｃａｒ－

描写是：
“ｃｏｎ ｔａｖｏｌｅ ａｌ ｎｏｓｔｒｏ ｍｏｄｏ，ｃｏｎ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当作印刷 的材料而非装订的方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ｃｈｅ ｅ ｍｏｌｔｏ ｄｕｒａ ｅ ｂｅｌｌａ”
。这里的难点是

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三个中译本的基本内容，
它

对这个“ｔａｖｏｌｅ”的理解，因为在它后面有另外一个

们直接或间接源于金尼阁拉丁文译本。但问题并

ｔａｖｏｌｅ，两者意义不同。Ｔａｖｏｌｅ 普通含义为“木板”

不因此解决，
因为如前所述，利玛窦谈的是两本书

和“桌子”
，
也有“图表”或“地图”之意，因此写在五

的装订，即一本西方书籍和一本《交友论》手稿的

大洲之后的那个“ｔａｖｏｌｅ”翻译为“地图”是正确的。

装订；
西方的书籍不可能用日本纸印刷，而利玛窦

然而，黄时鉴、龚缨晏将第一个 ｔａｖｏｌｅ 翻译为“插

的《交友论》手稿也不会用西方方式装订。既然利

图”
，意思则说不通，因为利玛窦讲的是装订的方

玛窦讲的是两本书的的装订方式，而两本书是一

式，
一本书岂能用“插图”
加以装订？德礼贤将这个

西一中，因此我们在解释装订方式时就不可将两

，并说从上下
“ｔａｖｏｌｅ”解释为“小木板”或“硬纸板”

者混为一谈，
而要区别对待。事实上，利玛窦在谈

文的意义看，该书籍用欧洲方式装订，即用硬纸

两本书的装订一词后面用了两个介词 ｃｏｎ，即 ｃｏｎ

板、或者用小木版装订，上面覆盖着结实、美观的

ｔａｖｏｌｅ ａｌ ｎｏｓｔｒｏ ｍｏｄｏ，ｃｏｎ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ｃｈｅ ｅ

"但这个解释也有问题，
日本纸。#
因为利玛窦时代

ｍｏｌｔｏ ｄｕｒａ ｅ ｂｅｌｌａ，指的是两种装订方式，应该理

的欧洲书籍装订的材料一般为布料、绒或皮革，用

解为第一本西方书籍是用西式的皮革装订，第二

硬纸板或小木版装订似乎不是欧洲的装订方式，

本《交友论》手稿则是用日本纸装订。因此，
上述意

更何况外面还覆盖着日本纸！

大利原文可翻译为：

笔者注意到，利玛窦在另一处也曾将 ｔａｖｏｌｅ

“他（建安王）最欣赏的是两本书，
（一本）以我

与装订联系在一起，
１５９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年致耶稣

们的方式用皮革装订，
（另一本） 以非常坚韧和美

会总会长 Ａｑｕａｖｉｖａ 的信函中利玛窦写道：
“ 我们

观的日本纸装订。一本书上有世界地图，
以及欧罗

用 ｔａｖｏｌｅ 装订并烫金的书籍给予我们很高的信誉

巴、
亚细亚、
利未亚、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地图，

"无独有偶，
明末文人顾起云《客座赘语》
……”
。$

另外还有九天四行图表以及历算之类，这些东西

卷六《利玛窦》这样描写他见过的利玛窦携带的一

在中国前所未见，
均用中文加以说明。”

本书：
“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折式，外以漆革周护之。

在这个翻译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讨论一下
为什么只能译为“日本纸”
而不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而其际相函，
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下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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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译为“日本地图”
。ｃａｒｔａ 的基本意义是“纸”
，但

时也没有听说西方绘制日本地图特别是精美的日

在现代意大利语中也意味着“地图”
，故“ｃａｒｔａ ｄｉ

本地图。当然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
即利玛窦本人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可以翻译为“日本地图”
。但在利玛窦时

绘制了日本地图并夹在书中献给建安王。如果利

代“ｃａｒｔａ”没有“地图”的含义，当时表示“地图”可

玛窦果真绘制或拥有日本地图，那将是日本地图

用“ｍａｐｐａ”
，相当于英文的“ｍａｐ”
，如利玛窦称世

史乃至世界地图史上的一个惊人发现。但至今没

界地图为 ｍａｐｐａｍｏｎｄｏ。
“地图”
或“地图集”
的另一

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利玛窦绘制或拥有日本地

表达方式为 ｔｅａｔｒｏ，如早期的耶稣会史学家巴托利

图，所以“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必须翻译为“日本纸

（Ｄ．Ｂａｒｔｏｌｉ）将罗明坚从中国带到欧洲的双语地图

”
。

称之为“Ｔｅａｔｒｏ ｃｉｎｅｓｅ（
“中国地图集”或《广舆

三、
日本纸还是高丽贡纸

"，
源于拉丁文的 Ｔｈｅａｔｒｕｍ，如欧特利奥斯
图》
）”!

（Ｏｒｔｅｌｉｕｓ） 的世界地图拉丁文原文写作 Ｔｈｅａｔｒｕｍ
Ｏｒｂｉｓ ｔｅｒｒａｒｕｍ。“地图”还有一种说法是 ｄｅｓｃｒｉｔ－

黄、龚的“日本地图”绝对错了，但利玛窦的

ｔｉｏｎｅ，
源于拉丁文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这是利玛窦最常用

“日本纸”
也很可疑。“非常坚韧和美丽的日本纸”

的一种表达方式，如上述译文中的 ｌａ Ｄｅｓｃｒｉｔｔｉｏｎｅ

在翻译上无懈可击，但它与“非常精美的日本地

ｄｉ ｔｕｔｔｕ ｉｌ ｍｏｎｄ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世界地图），但现代人

图”
一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确实，利玛窦没有绘

似乎忘记了 ｄｅｓｃｒｉｔｔｉｏｎｅ 的这个特别意义。总之，

制过或拥有过“非常精美的日本地图”
，但利玛窦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在当代不妨理解为“日本地

时代存在“非常坚韧和美丽的日本纸”吗？从现有

图”
，
但在利玛窦时代只有“日本纸”
的意思。

的资料看，
答案也是否定的。

同样重要的是，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利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纸是文人们津津乐道之

玛窦谈的是书籍的装订方式，能够用于装订的不

物，
外国纸张也不例外。明末许多文人记录了利玛

能是日本地图或任何地图，而只能是日本纸或其

窦携带的欧洲纸。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写道，
利玛

它纸张。此外，利玛窦用来形容 ｃａｒｔａ 的两个形容

窦“携有彼国经典，……其纸如美妇之肤，不知何

词也完全排除了地图的任何可能性。“ｍｏｌｔｏ ｄｕｒａ

物也。”
与利玛窦过从甚密的王肯堂显然更了解底

ｅ ｂｅｌｌａ”意为“非常坚韧和美丽的”
，地图不妨“美

细，他在《郁冈斋笔尘》中介绍说：
“余见西域欧罗

丽”
，
但与“坚韧”无缘。黄、龚的翻译是“非常精美

巴国人利玛窦出示彼中书籍，其纸白色如茧，薄而

的”
，这里的“精”似乎主要指“细”
，与“坚韧”不是

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赠余十余番，受墨不

一回事，
换言之，
为了将 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译成“日

渗，
着水不濡，
甚异之。问何物所造，
利云以故布浸

本地图”
，
黄、龚实际上漏译或错译了 ｄｕｒａ（坚韧）。

捣为之。乃知蔡伦捣故鱼网作纸，
即此类耳。”
沈德

根据“非常坚韧和美丽的”这两个形容词，我们只

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高丽贡纸》也提及西方

能推定“ｃａｒｔａ ｄｉ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是日本纸而非日本地

书籍与纸张：
“近日利西泰携其国书籍来，质理坚

图。

莹，
云是蔽布所做，
亦奇。”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

最后，
如前所述，利玛窦呈献给建安王的两本

《利玛窦》记载：
“（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

书中，
一本为《交友论》手稿，里面难以包含日本地

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

图；
另一本是西方书籍，利玛窦写明里面有五大洲

纸，
厚而坚韧，
板墨精甚。”

地图，
当不包含一个自成一体的日本地图，何况当

除了利玛窦携带的书籍与纸张，
明代文人特

□
１５０

阅

别欣赏另一外国纸张是高丽贡纸，又称高丽纸或

丽均为外国，
而且是邻国，相对比较容易混淆。更

韩纸等。早在北宋时代陈樵《负暄野录》就说：
“高

主要的是，利玛窦在晚年回忆录以及信函里尽管

丽纸以棉、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

没有提到高丽纸，但他对中国纸评价不高：
“这里

写，
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
亦奇品也。”
明末相关

（中国）大量用纸，用途甚广，如印刷和书写等等，

记载更多，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将高丽纸与

但比我们的纸差了很多。他们的纸不能两面印刷

薛涛笺相提并论：
“蜀薛涛笺亦涩，然着墨即干，但

和书写，
而只能用一面。这样，他们的两张纸相当

要价太高，
寻常岂能多得耶？高丽蚕纸，
腻粉可喜，

"在利
&
#
于我们的一张，
而且容易破损，
也不坚韧。”

差易购于薛涛，然岁久则蛀。”沈德符则认为高丽

玛窦看来，
中国纸的缺点之一是“不坚韧”
，这与他

纸独步天下，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高丽贡纸》

所说的“非常坚韧和美丽”
的纸张恰好相反。因此，

写道：
“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

笔者认为，利玛窦《交友论》手稿装订用的不是子

钱，
白如截脂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

虚乌有的日本纸，
而是大名鼎鼎的高丽贡纸。我们

名镜面笺，
毫颖所至，
锋不留行，
真可贵尚。独稍不

在翻译利玛窦上述文字时，在按照原文将 ｃａｒｔａ ｄｉ

宜于画，而董玄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

Ｇｉａｐｐｏｎｅ 翻译成“日本纸”后，应该注明“当为高丽

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卤悍之甚，不足供

贡纸之误”
之类的字样。
总而言之，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的“日本

墨池下陈矣。”
另一方面，
明末没有日本纸的蛛丝马迹，当时

地图”是个译误，而利玛窦晚年自传中所谓的“日

最为国人注意的日本出口物似乎是“倭寇”
。日本

本纸”
则是笔误。这两个错误似乎微不足道，但实

纸流传到中国是清朝的事情，而即使在清朝高丽

际上关系到地图史、造纸史或印刷史上两个不小

贡纸也独享盛名。如果明末中国果真存在“非常坚

的问题。事实上，
利玛窦“日本纸”
的笔误已经引起

韧和美丽”
的日本纸，而且这纸还被利玛窦用来装

" 但愿黄时鉴、
’
龚缨晏的“日本地
了一定的混乱，#

订手稿，
亚洲造纸史以及印刷史势必要重写。笔者

图”
的译误不致同样以讹传讹。

认为，
所谓的“日本纸”只是利玛窦的一个笔误，而
利玛窦著作中这类小小的笔误屡见不鲜。１５９２ 年
利玛窦从韶州致函 Ｄｅ Ｆａｂｉｉ，将中国的 １５ 省误写

注释：

" １５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从南昌致函
为“１６ 个省”
。!

龚缨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
(黄时鉴、
"

Ｆｕｌｉｇａｔｔｉ，利玛窦以南昌知府的口吻提到他“在广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 页。

"实际上利玛窦在广东前后生活了
$
，#
“１２
东 ２０ 年”

"同上，
)
第 １９－ ２０ 页，
注 ３。

年”
。在晚年回忆录中，利玛窦也曾将“南”误为

+长期远离意大利后，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差强人意，以
*
致他自嘲不懂本国语言。早在 １５８３ 年，
即离开意大利 ６

"如此等等，
%
“北”
“东”
，
写成“西”
。#
不一而足。

年之后，利玛窦写道：
“我几乎不会写意大利文，也说得

利玛窦的“日本纸”是个笔误，但它当为何纸

不怎么样。”
１５８５ 年，
他又写道：
“我们这里语言混杂，在

之误呢？利玛窦本人带来的西方纸张可以完全排

我写意大利语的时候，我不知道写的是德意志语或其它

除在外，因为大英图书馆所藏的《交友论》手稿用

某种语言。”
１６０５ 年即逝世前 ５ 年，利玛窦说：
“这里的

的是优质东方纸张。在对这些手稿的纸张进行科

新闻是，在离开意大利 ３０ 年后，谁还会写意大利语呢？

学鉴定之前，
它们有中国纸与高丽纸两种假设，但

我从不说它，
它对我如此陌生。如果他们想知道用中文、

笔者倾向于认为利玛窦指的是高丽纸。日本与高

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写的消息，
对我也许更容易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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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２００７ ／ ０５

开

放

时

代

德礼贤：
《利 玛 窦 资 料》
（Ｐ．Ｍ．Ｄ’Ｅｌｉａ ，Ｆｏｎｔｉ Ｒｉｃｃｉａｎｅ：

第 １５９ 页。晚年回忆录中利玛窦再次
’《利玛窦信函》，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ｎｔｉ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ｅ ｌａ 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ｌｅ ｐｒｉｍｅ

将中国的行省数写作 １６ 个，见 《耶稣会和天主教入华

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ｉ ｔｒａ ｌ’Ｅｕｒｏｐａ ｅ ｌａ Ｃｉｎａ （１５７９ － １６１５），Ｓｔｏｒｉａ

史》
（Ｍ．Ｒｉｃｃｉ，Ｄｅｌｌａ ｅｎｔｒａｔａ ｄｅｌ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ａ ｄｉ Ｇｉｅｓùｅ

ｄｅ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ｚｉｏｎｅ ｄｅｌ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ｓｉｍｏ ｉｎ Ｃｉｎａ，Ｒｏｍａ １９４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àｎｅｌｌａ Ｃｉｎａ，ａ ｃｕｒａ ｄｉ Ｍ．Ｄｅｌ Ｇａｔｔｏ，Ｍａｃｅｒａｔａ

１９４９） 第一卷，
“《基督教入华史》 前言”，页 ＣＬＸＸＸＩＩ－

２０００），第 ８６ 页。

ＣＬＸＸＸＩＩＩ。

(《利玛窦信函》，
"
)
第 ３２５ 页。

!《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第 ３６７ 页，
"
注 ２。

(《耶稣会与天主教入华史》，
"
*
第 ６５ 页；
第 ５１１ 页。

#黄时鉴、龚缨晏：
"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第 １２ 页。

(《利玛窦资料》，
"
+
第一卷，
第 ２５ 页。

$《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第 ３６７ 页，
"
注 ２。

"例如有人写道：
,
(
“当时（明末）澳门进口的日本纸亦被

" 《利玛窦信函》
%
（Ｍ．Ｒｉｃｃｉ，Ｌｅｔｔｅｒｅ，１５８０－ １６０９），ａ ｃｕｒａ

西方传教士用来印刷图籍，如利玛窦 １５９５ 年在南昌编

ｄｉ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Ｄ’Ａｒｅｌｌｉ，Ｍａｃｅｒａｔａ ２００１），
第 ３１６ 页。

写，后来进贡给万历皇帝的《万国图记》，就是用从澳门

《耶稣会史 亚洲中国部分》，
Ｄ． Ｂａｒｔｏｌｉ，Ｄｅｌｌ’
"巴托利：
&

进口的日本纸印刷，
按西式装订的一本世界地图册。”
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ａ ｄｉ Ｇｉｅｓｕ ：ｌａ Ｃｉｎａ ｔｅｒｚａ ｐａｒｔｅ

子雄
“澳门印刷出版史述略”
，载《岭南文史》２０００ 年第 ２

Ａｓｉａ，Ｔｏｒｉｎｏ １８２５，第 １５０ 页。关于罗明坚根据中国
ｄｅｌｌ’

期。这个判断显然仅仅来自利玛窦笔下，缺乏其它任何

《广舆图》 绘制的中国地图，
１９９３ 年由 Ｌｏ Ｓａｒｄｏ 主编出

旁证。

版：Ａｔｌａｎｔｅ ｄｅｌｌａ Ｃｉｎａ ｄｉ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Ｓ．Ｉ． ；ａ ｃｕｒａ
ｄｉ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Ｌｏ Ｓａｒｄｏ，Ｒｏｍａ １９９３。笔者参加了这项研

宋黎明：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关系学院（访

究，见 Ｓｏｎｇ Ｌｉｍｉｎｇ，Ｍａｒｉａ，Ｌｕｉｓａ Ｇｉｏｒｇｉ：“Ｔｒａｓｃｒｉｚｉｏｎｉ

问学者）

，ｐｐ６１－ １２０；
ｄｅｌｌａ ｔａｖｏ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ｄｉ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Ｎｏｔａ Ａｌ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ｚｉｏｎｅ ｄｅｉ ｔｏｐｏｎｏｍｉ ｄｅｌｌｌｅ ｃａｒｔｅ ｄｅｌ

责任编辑：于喜强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ｐｐ１２１－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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