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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怎样记述“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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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镜鉴

“怨” 是人际关系中极为
特别的一种情绪。聪明的中国
人创造了个词“埋怨”，借以
表达“怨”的重要特征是埋藏
在心里深处的； 还有个成语
叫“怨天尤人”，点出了怨恨
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
是天。

老子分别在《道德经》（王
弼本） 第63章和第 79 章中提
到“怨”，并对如何处理“怨”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老子认
为，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
为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
是百姓之间， 还是官民之间，

都有可能产生怨。这个怨的特
点在于开始的委屈，个体将不
理想的生活状况归咎于他人或社会，便在心中
产生了愤恨情绪。 这种情绪慢慢蓄积起来，量
变就会产生质变，从而由小怨演变为难以调和
的大怨。一旦产生大怨，再去解释、劝服、补偿，

通常都无法完全平息。

老子作为史官，可谓见得多识得广。历史
的教训告诉他，一个善为道的人绝不是等到大
怨产生了再用真心真情去感化， 而应当培养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先见之明。

从内在的角度来看， 要充分认识到怨的
巨大危害性。怨不仅是内心深处燃烧的愤怒火
焰， 而且这种火焰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身心
健康。因此，要把它当成大事来看待，力争妥
善处置。

从外在的角度来看，要“知常曰明”，对人的
脾气性格要有了解，对人要区别对待，要善于
换位思考；要“见小曰明”，注意事物细小的变
化，并及时进行解疑释惑，多做暖人心的工作。

当然，要真正化解怨恨还得有境界，这就
是老子提出的“报怨以德”。任何事业都需要众
人协助，而赢得人心，依据的正是德。一个有好
口碑的人，就能得道多助，就易于成功。

德是对正义、真理的信奉，是走正道、做正
事、说真话。德与怨如同水与火，德可以报怨、克
怨、化怨，如同水可以灭火。从这个意义上讲，

“报怨以德”是一种胸怀、一种格局、一种气魄。

孔子则提出了“以直报怨”的思想。这是一
种据理力争的豪气，可以理解你、帮助你，但也
必须教化你。你的是与非，我的是与非，都需论
一论，做到以理报人。这个直有正直、耿直、爽
直的含义，体现出一种高尚的德行。

相较之下，老子的“报怨以德”更有慈爱的
一面。你的怨，无论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包藏祸
心，我都不跟你计较。我既可以摆事实讲道理，

又可以舍己为人。因为老子说过，“吾所以有大
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大怨也就是大患，根本上源于“有身”，即
有私；一旦“无身”了、忘我了，我对别人的埋怨
也好、怨恨也罢，都能够像父母对待犯错误的
小孩一样予以宽容、理解，并以最大的耐心、勇
气与智慧来帮助孩子成长。这种损有余补不足
的行为方式，是化解怨恨的利器。

当然，孔子与老子在面对怨的时候有一个
相同的取向，那就是更多地从自身角度出发来
找原因， 而不是埋怨乃至怨恨对方。《论语·卫
灵公》 中有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
矣。”在《道德经》中，老子进一步提出“圣人执
左契，而不责于人”的制度性安排。圣人手中虽
有债权人的凭证， 但不该依此苛责于债务人，

而要给对象以充分的时空去完成承诺。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

欧洲人的《天方夜谭》

我们先来看看马可·波罗。本来，作为
一个普通的商人，若无后来的这本游记，他
绝不会如此名闻后世。1271 年，17 岁的马
可·波罗随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启程，途经
地中海沿岸的阿迦城、亚美尼亚，穿越两河
流域，横跨波斯全境，翻越帕米尔高原，进
入疏勒、沙州，沿古老的“陆上丝路”到达元
朝大都。

20 年后，37 岁的马可·波罗奉命护送
元朝公主阔阔真远嫁海外。这次是从“海上
丝路”横渡印度洋抵达波斯。此时，他因为
思念家乡，随即自两河流域、君士坦丁堡回
国。后来，他因为参加海上战争被俘入狱，

狱中口述自己见闻。 同狱的文学家鲁斯蒂
切诺根据他的见闻，整理出了《马可·波罗
游记》。

再来看看《马可·波罗游记》。此著被全
世界公认为名著，原因在于它的流行和流传
之广。该书一经出版即名声大噪，被译成多
个语言文本。随后，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
探索东方的欲望。有人甚至认为，世界历史
就此而改写。 因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

激发西方列强殖民探险、征服世界的欲望就
是与这部书有关。

《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被视为欧洲人的《天方夜谭》。

其一，游记使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及其他
科学知识得以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逐步破除了神学至上论。 从某种程度上说，

它在骤然之间破除了中古时期欧洲神权对
民众精神世界掌控的局面， 传统意义上的
“天圆地方”说由此破产。

其二，游记对近代欧洲的航海探险事业
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哥
伦布、达·伽马、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等
众多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都是在看过这
本游记后“东来西去”的，其目标就是抵达印
度、寻访中国。

“自编自导”的故事？

当然，马可·波罗对中国经历的“华丽描
述”，无论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西方史学领
域，都曾引发巨大而持续性的争议，出现
了“五大疑点”和“八大疑点”等。甚至，中
外研究者均无法证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
中国。

譬如，2011 年 8 月 10 日英国媒体引述
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 马可·波罗从
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完
全是道听途说的汇集。《每日邮报》 据此指
出，若此理论正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
家之一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骗子”。不少
人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满嘴谎言之人”，

《马可·波罗游记》完全是一个“自编自导”的
虚构故事。

然而，与种种争论、批评甚至责难相比，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在当时及随后产生的巨
大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马可·波
罗及其游记得到广泛传扬，有力促进了中西
交通与文化交流，进而得以开启一个全新的
时代。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马可·波罗及其游
记对哥伦布的影响。 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
热那亚商业共和国的哥伦布， 自幼就阅读
马可·波罗的游记。由此，小哥伦布对中华
文明以及印度的独特文明表现出了极大的
兴趣。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还提及东方的日本
盛产黄金，“其数无限， 地铺金砖”。1480年，

在一封致意大利学者托斯加内里的 “发鸿
愿，立大志，期于得达产香料之国”的信函
中，哥伦布表达了前往中国和日本寻求黄金
的强烈愿望。

在航行日记中， 哥伦布写道：“为了不
坐失时机， 我要向前行驶去寻找日本岛。”

他把自己抵达的萨尔瓦多视为 “可汗的大
船”到达之地，进而致函给资助他探险的西
班牙国王：“无论如何，我是要去大陆的。我
要到杭州去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 并取
得复书回家。”

后来，他费尽心机地组织携带护照、国书
和礼品的正式使团，兴致勃勃地要去朝见元朝
的忽必烈大汗。 依据对日月星辰的定位及观
测， 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抵达了亚洲大陆，亦
即中国和印度（实乃古巴）。

最初，哥伦布的意图就是“通过交换，或者
通过征服，取得黄金、珍珠和香料”。当然，他最
终抵达的是美洲。这一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欧洲
和世界的历史。

刺激地理大发现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不仅影响了哥伦布一
人。在随后的殖民探险活动，它的影响和激励
具有滚动性效应。依据这本游记的记载，马可·
波罗在中国游历 17年， 访问了许多城市和乡
村， 包括西南边陲的云南和东南沿海的福建；

其所记述的那种“东方的富有”，大大激发了欧
洲人对东方的向往。这种影响对后世新航路开
辟和殖民探险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13世纪末， 作为风靡整个欧洲的畅销书，

《马可·波罗游记》可谓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
阅、疯狂翻印。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及其他
航海家，都是这本游记的忠实读者。他们的殖
民探险为随后数个世纪的全球性征服铺垫了
坚实基础。

我们知道，在游记出版之前，欧洲人也有
到达过中国的，但影响皆远不如马可·波罗。毫
不夸张地说，西方世界对东方包括印度和中国
的“全面”了解，皆是由其而来。

新航路开辟和新世界大发现之前，所有进
行过新航路开辟及探险的人可以说都读过《马
可·波罗游记》；而且，这些重要人物每到一处
新的发现地，都要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述
的城市、地区或国家加以对比。由此，这本游
记可谓当时唯一的工具书和字典， 是殖民探
险和地理大发现期间关于寻找东方世界的“百
科全书”。

当然，新航路的开辟，本质上受到了多重
因素的影响：第一，欧洲人对东方贸易有着巨
大需要；第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拜占庭
帝国后， 割断了传统的东西方通商要道；第

三，宗教传播的动力，推动欧洲人向海外不断
进军。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 欧洲人加紧
了探险活动。 举个例子， 当时转运而来的商
品，如香料(丁香、肉桂、胡椒)、樟脑、檀香、丝
绸、宝石、布匹等，比 12 世纪初增长了 10 倍。

但是，由于商路隔断，这些颇受欢迎的商品价
格一再抬高。于是，欧洲商人渴望依据马可·
波罗及其游记的指引， 另外开辟一条通往东
方的商路。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

在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上，意大
利是一个重要节点。早在 2000多年前，古老的
丝绸之路就让远隔万里的中国和古罗马联系
在一起。汉朝曾派使者甘英寻找“大秦”；古罗
马诗人维吉尔和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
到“丝绸之国”。

今年 3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度首次出
访选择欧洲，第一站是意大利。访问前夕，习近
平主席在意大利媒体发表题为 《东西交往传
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指出愿
同意方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两国“一带一
路”合作的历史、文化、区位等优势，把“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
计划”“投资意大利计划”等对接，在海上、陆
地、航空、航天、文化等多个维度打造新时期
的“一带一路”。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人
心， 意大利各级政府积极挖掘自身港口优势，

着力打造特别经济区、提升铁路和公路等配套
基础设施，大力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渴望与
“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深度对接，从而带动本国
经济乃至整个地中海海洋经济迈上新台阶。

2019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年，

也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周年的重
要年份，明年还是两国建交 50 周年。以此为
起点，中国与意大利、中国与欧盟之间应当进
一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借助于这一“机遇
之路”打开“机遇之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中记述的“丝绸之路”，是影响后世欧洲人的探险之路。它与今天倡议的“一带一
路”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新时代，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马可·波
罗及其游记筑起的“文化之桥”和“机遇之路”，必将在中意合作乃至中欧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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