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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爾與元代泉州清淨寺的重修
李國宏

元代至正九年（1349年）泉州穆斯林
金阿里捐資重修清淨寺，事竣由閩清吳鑒撰
寫碑記，成為研究元代泉州海外交通史重要
的實物史料。此次清淨寺得以順利重修，有
賴於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赫德爾和泉
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的鼎力支持。相比於偰
玉立，學術界較少關注赫德爾。因此，有必
要就赫德爾與清淨寺的重修做一番簡要的梳
理。

一、赫德爾的泉州之行
泉州清淨寺於回歷710年（1310~1311

年）由來自波斯設拉子城的穆斯林艾哈邁德
「出資建造高大的拱頂、堂皇的門廊、高貴
的寺門、嶄新的窗戶」。恰巧，波斯卡澤倫
城人不魯罕丁於皇慶間（1312~1313年）隨
貢使航海來到泉州，住在排鋪街。不魯罕丁
博學有才德，被延聘為清淨寺主教。那時，
清淨寺「造銀瓶、香爐以供天，買土田、房
屋以給眾」。後來，由於都寺阿合味疏於職
守，管理不善，造成供天之具、給眾之資
「竄易無孑遺」。回教徒多次向官府告發阿
合味，泉州地方官卻拖延不決。赫德爾的到
來，讓事情有了轉機。

赫德爾，蒙古人，進士出身，元至正
九年（1349年）出任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
僉事，巡按泉州，「風裁凜然，奸橫屏跡，
民賴以安」。於是，主教不魯罕丁委派捨剌
甫丁‧哈悌卜向赫德爾申訴。赫德爾查明實
情後，交由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辦理。偰
玉立「為之征復舊物，眾志大悅」。隨後，
泉州穆斯林金阿里捐資重修清淨寺。赫德爾
和偰玉立指派泉州路總管孫文英、推官徐君
正、知事鄭士凱處理清淨寺重修事宜，並由
泉州路平准行用庫副使烏馬沙擔任工程負責
人。《閩書抄》記載：「至正九年夏，不魯
罕丁與金阿里謀，出己貲修之。僉憲赫德
爾、監郡偰玉立主其事。舊物徵復，寺宇鼎
新，層樓聳秀，峙郡庠前，東壯青龍左角之
勝，眾大悅。三山吳鑒記之。」可見，赫德
爾在清淨寺重修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
用。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士紳在城東
三十九都為赫德爾創建生祠，以表彰其德
政。

赫德爾巡按泉州，見於吳鑒《清淨
寺記》。赫德爾生祠之設，載於《八閩通
志》。吳鑒纂修的《清源續志》、黃仲昭主
修《八閩通志》時采錄的《泉州府志》以及
嘉靖、隆慶續修的《泉州府志》均已散佚，
造成元代泉州地方史料的嚴重缺失。

黃鳳翔纂修萬曆版《泉州府志》之時，
尚可見及以上泉州珍貴的文獻史料。可惜，
纂修者囿於「嚴夷夏之辯」的觀念，缺乏靈
活變通之義，輕易屏蔽元代泉州的歷史記
憶。更為甚者，連同元代泉州與海外諸國貿
易往來的信息也被刪除，導致後人難以全面
瞭解元代泉州港豐富多彩的歷史印記。

對於宋代泉州地方官的行跡，黃鳳翔認
為「舊志所載，籍貫不具，年代或訛，存之
似為無益。以先哲考訂之勤，不敢割棄」。
可是，對於元代官宦卻是另外一種態度，那
就是「若胡元則華夷溷之日也，姓名既無傳

譯，績效鮮所考紀。今唯志其宦績六人，余
悉置弗錄」。就連識見超凡的何喬遠也認
為：「元以胡人主中國，多用蒙古人，既非
族類，其中國人仕元而無表見者皆可略也。
舊志並元將之攻陷我閩者，悉列之宦績，今
俱削去，第存其官制，而錄其仕之有表見
者，而不得同唐宋之列名，亦以嚴夷夏之辯
雲。州縣皆倣傚此。」於是，連同赫德爾在
內的許多元代泉州的歷史記錄，逐漸散失在
文化精英的視線之外。直到，道光《福建通
志》才參照《八閩通志》的記載，將「分憲
赫德爾生祠」載入《壇廟志》。

二、吳鑒的評論
清淨寺重修過程中，吳鑒提到的一個

細節值得關註：「奉政赫公、正議偰公，皆
明經進士，其於是役，均以大公至正之心行
之，非慕其教者。偰公治泉有惠，期年之
內，百廢皆興，而是寺之一新者，亦餘波之
及歟。謂非明使者與賢郡守，則茲寺之教墜
矣。」「非慕其教者」的赫德爾和偰玉立之
所以熱心於清淨寺的修復，乃出自於「大公
至正之心」，這就是一種公正無私、和合包
容的文化氣質。修繕一新的清淨寺與泉州府
文廟互相映襯，充滿「東壯青龍左角之勝」
的文化想像，體現了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
的兼容性。

吳鑒研習過伊斯蘭教經典，稱其「旨
義淵微，以至公無私、正心修德為本，以祝
聖化民、周急解厄為事。」此外，從吳鑒的
敘述中得知，他撰寫《清淨寺記》的初衷是
「以見夫善教流行，義無所不達也。」這都
說明吳鑒對於伊斯蘭文化的認識與尊重。陸
芸認為，通過解讀吳鑒撰寫的清淨寺碑文，
有助於對元代穆斯林宗教制度和宗教生活的
大致瞭解，以及對於穆斯林政治地位的切實
感受。

吳鑒寓居泉州，深受偰玉立的賞識，又
與航海家汪大淵結識。他對泉州地方史、海
外交通史以及伊斯蘭文化均有深入的研究和
獨特的見解。所以，吳鑒的觀點深刻影響著
泉州社會對待伊斯蘭文化的態度。明正德二
年（1507年），吳鑒《清淨寺記》原碑已經
失落。清淨寺掌教夏彥高抄錄吳鑒撰寫的碑
文，由泉州回族進士丁儀書丹，重新刊刻立
石。

明代中期，隨著泉州穆斯林經濟實力
和社會影響力的逐漸下降，穆斯林漢化進程
逐步加快。但是，泉州文化精英尊重包容伊
斯蘭文化的傳統，依然得以延續。名儒王慎
中（1509~1559）為泉州穆斯林李一林的母
親金夫人撰《李母金氏七十壽序》。肯定金
夫人信仰伊斯蘭教所追求的「清淨無慾之真
心，慈悲善教之本性」與儒家倡導的仁愛、
孝道、婦道等觀念是兼容的。針對當時泉州
社會存在非議伊斯蘭教的現象，王慎中認
為：「茲方聖人之教者，猶不遠其祖，持法
守戒顧嚴於為佛氏者，安得以其異於吾儒而
盡訾棄之耶……西方之法何嘗無助於人倫世
教，顧欲區區誦守固陋，以非正法擯之，盍
觀於夫人所處而有寤乎？」王慎中一邊提煉
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共同點，一邊告誡

人們不能墨守成規，應該以開放包容的心態
對待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王慎中所秉持的理
念與吳鑒所推崇的「大公至正之心」，從本
質上來看也是相通的。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清淨寺重
修，泉州回族進士丁哲初作《明善堂記》，
解元李光縉撰《重修清淨寺碑記》。李光縉
不僅是清淨寺重修工程的主持人，也是一位
對於伊斯蘭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儒家學者。李
光縉認為：「此寺巋然獨存，雖極頹壞，又
令修復，何以故也？夫亦治構者之人，不以
為己私有也。唯其不以為己私有，是以可
千百年而不廢。」可見，李光縉認同吳鑒的
觀點，同樣以「大公至正之心」，也就是以
尊重與包容的心態看待伊斯蘭文化。李光縉
認為：「儒道如日中天，釋道如月照地，余
謂淨教亦然。韓昌黎欲於佛火其書，廬其
居，此憤激太過之論。茫茫區宇，何所不
有？鄒魯六籍之外，百家九流，亦足補苴大
道，何必盡非？」並且，評價伊斯蘭教典籍
「雖語不諧於唐音，和之者寡。」但是，
「宣則同調，即異齊可以合鳴。」重修後的
清淨寺「峙文廟之東，則如鳳有翼而龍有
角。崛武台之北，宛若虎斯隱而豹斯藏。一
柱干雲，並紫帽峰而作對。七級凌雲，參開
元塔以為三。寧第壯法門之觀，實足表儒林
之勝。」李光縉將清淨寺與泉州文化地標文
廟、關帝廟、紫帽山、開元寺東西塔並列，
認為清淨寺與它們之間形成互補與呼應的文
化關聯性。可見，從吳鑒到王慎中，再到李
光縉，泉州文化所蘊含的和合包容、求同存
異的特質是一脈相承的。

三、赫德爾的履歷
茲據《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和《元朝進

士集證》，並參照《山居新話》《南村輟耕
錄》等記載，勾勒赫德爾的履歷。

赫德爾，字本初，蒙古人，至順元年
（1330年）二甲進士，官至江浙行省參政。
初授承事郎、大都留守司都事。楊瑀《山居
新話》記載：「江浙參政赫德爾公，字本
初，曾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本司諸先輩
同談內苑萬歲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創建，乃亡
金之治囿也……公因和萬歲山詩韻有『水泝
顛崖流自轉，山移絕塞勢尤雄』之句，史冊
必載之詳。姑錄其略，以廣聞見耳。」

至順二年九月至三年十月（1331~1332
年），任浙江奉化州同知。至正六年（1336
年），任江浙行省員外郎。至正九年（1339
年），任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赫德
爾與憲使僧家奴（字元卿）、僉事申屠駉
（字子迪）、奧魯赤（字文卿）於至正九年
八月望日，在福州道山亭宴集聯句，赫德爾
有「波搖海月添詩興，座引天風吹酒醒」之
句。對此，經歷趙譚說道：「惟諸公皆文章
名士，南北隔數千里同仕於閩，以道義相
處，文字為娛，誠一時之嘉會，因勒岩石以
紀我元文物之盛雲。」赫德爾詩作所見雖為
殘句，卻頗有俊逸雄奇之氣象，陳衍《元詩
紀事》輯錄，可補《全元詩》之闕。

至正十年（1340年）五月十九日，赫德
爾陪同憲副朵兒只班（字善卿）、僉事奧魯

赤「公餘出郭閱稼，因游靈源洞，勒石以紀
歲月雲」。題名石刻位於福州鼓山靈源洞。
據此推斷，赫德爾應於至正九年八月至十年
五月間巡按泉州，為政清簡，民吏畏服。

至正十二年（1342年），赫德爾任江浙
行省郎中。至正十六年（1346年）七月，張
士誠遣其弟張士德襲占杭州。郎中赫德爾、
王仲溫、員外郎楊乘、月忽難、都事張鏞等
因城池陷落被罷黜。事後，御史台認為赫德
爾等人不應連坐，奏請復其官爵。事見陶宗
儀《南村輟耕錄》：「江浙行省員外郎楊
乘，字文載，濱州人……拜監察御史，擢今
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
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後御史
台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
上之，事遂白。」

綜上所述，赫德爾在泉州清淨寺重修過
程中起著關鍵作用，泉州地方官則起著主導
作用。清淨寺修繕後，官府委任不魯罕丁為
主教，苫思丁‧麻哈抹為住持，捨剌甫丁‧
哈悌卜為都寺，薩都丁為唱拜，體現了泉州
官方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效力。

波斯穆斯林艾哈邁德和泉州穆斯林金阿
里相繼捐資修建清淨寺，說明元代泉州穆斯
林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這無疑得益於泉州
港繁盛的海外貿易。被委任為清淨寺都事的
捨剌甫丁‧哈悌卜，其身份是來自伊朗大不
裡士的穆斯林富商，伊本‧白圖泰在泉州遊
歷期間，兩人曾經見過面。泉州穆斯林的經
濟活動和宗教信仰得到切實的尊重和有效的
保護，彰顯了元代泉州港開放包容的文化氣
質。

黃鳳翔「刪史」的舉措，並非出於個
人的好惡。元替明興，原先佔據統治地位的
政治集團和擁有經濟實力的富商大賈，已經
退出歷史舞台。但是，元初蒙古人入主中原
所帶來的殺戮和元末泉州亦思巴奚兵亂的蹂
躪，給泉州文化精英帶來揮之不去的心理陰
影。編修地方志時，泉州士大夫有意識地排
斥元朝的歷史記憶，可看成是傳統儒家道德
系統重建時矯枉過正的一種做法。而主動刪
除元代泉州對外交通史料的行為，則是泉州
文化精英在明代厲行海禁的歷史背景下，喪
失海洋文化自信心的一種消極反應。

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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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就職禮
施應鐸願竭誠合作共謀發展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會於五月二十九
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时，假座岷市加佬街六
福海鮮酒家隆重舉行鏖祝成立八十四週年暨第
八十四連八十五屆理監事洎第九連十屆青年組職
員就職典禮。

是日由名譽理事長施能釵擔任大會主席，特
恭請世施副理事長、旅菲臨濮總堂榮譽理事長施
偉廉為新屆理監事監誓並訓誨，菲律濱晉江同鄉
總會洎商會理事長陳凱復、深滬鎮人民政府洪志
強鎮長、深滬鎮歸國華僑聯合會陳代鋒主席、菲
律濱成衣紡織廠商會理事長施纯程、那莫沓示仙
拉巴乙菲華工商联合會理事長李子明、菲律濱晉
江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洎商會執行副會長陳明達
丶世界臨濮施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施少峰、旅菲臨
濮總堂理事長施清膽、菲律濱錢江聯合會理事長
施文殊、旅菲潯江公會理事長施聰典、龍湖鎮龍
園村兩委會施加冊書記、深滬鎮群峰村兩委會施
雨陽書記，旅菲晉江紹德同鄉會理事長施良友，
旅菲晉江群峰校董會、聯誼會執行副董事長、執
行副會長施純午等嘉賓先後致詞祝賀。

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施能釵在致詞時，
首先恭祝新屆理事長施應鐸暨全體理監事榮膺
重寄，並希望全體同仁不負眾望，不辱使命。他
說：回顧兩年前，承蒙各位鄉賢厚愛與支持，我
負起理事長之職，由於任內正逢疫情防控的特殊
時期，為全體同仁的康安之計，我全力以赴，與
各位理監事竭力策力，保證本鄉會的日常運作，
平安順利過渡，不辱鄉親同仁的信任和寄望。

監誓員施偉廉先生在致詞中表示，宗親會組
織是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海外華人的一種優秀傳
統，旨在敦宗睦族，提拔後起之秀，樹立團結互
助精神，弘揚中華文化文明。他說：貴會在全體

理監事的共同努力下，同心同德，推展會務，為
宗族的繁榮，為家鄉的建設，為聯絡宗誼和扶持
桑梓教育作出很大的貢獻，受到僑社各界的敬重
舆讃譽。新任理事長施應鐸先生致詞，他說：回
顧本會八十四年發展路程，歷屆鄉賢艱苦奮鬥，
守望相助，克服了無數困難，經歷了無數磨練，
一貫遵循創會宗旨，秉持中華優秀傳統，支持祖
國家鄉建設，積極參與宗族活動，關心菲華社會
建設，踴躍捐助慈善公益，發展為今日規模宏
大、系統健全的鄉會組織，成功來之不易，希望
全體同仁團結一致，繼續加強與海內外有關團體
之間的友好往來及交流合作，本會熱切期待與大
家竭誠合作，和衷共濟，同謀發展，共求進步！

接著由名譽理事長施能釵為新屆青年組職員
監誓。 由執行副理事長施存仁致謝詞，秘書長
施能轉和菲華電視台李美齡女士共同擔任大會司
儀，並由菲華電視台新媒體獨家轉播。

圖示：第一排左至右:施能釵、施應鐸、施偉
廉、陳凱復、洪志強、陳代鋒、施純程、李子明、
陳明達、施少峰。第二排左至右：施清膽、施文
殊、施聰典、施加冊、施雨陽、施良友、施純午、
施存仁、施能轉、李美齡；第三排左圖為監誓員施
偉廉宗長〔左〕為新屆理監事監誓時影；右圖為新
舊屆理事長移交印信，由監誓員施偉廉宗長〔中〕
監交；第四排左圖為施理事長應鐸〔左〕致贈感謝
盾牌予監誓員施偉廉宗長〔右］；右圖為施理事長
應鐸［左］致贈感謝狀予施名譽理事長能釵；第五
排左圖為施名譽理事長能釵〔左〕為新屆青年組職
員監誓；右圖為新任青年組施育培主任［左〕致贈
感謝狀予監誓員施名譽理事長能釵〔右〕；第六排
為新屆全體理監事與諸位榮譽理事長、諮詢委員及
各界嘉賓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