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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一部木刻版画作品。内容取材于四福书的耶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
流行的版画连环画。在这部作品中，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传统，而且开
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
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本地化”原
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

【关键词】晚明天主教；《出像经解》；本地化；木刻版画；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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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天主教传入中国，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

播手段，在短期内就在晚明学界赢得了重大声

会入华传教士根据晚明中华帝国独特的传播环

誉。利氏之后，耶稣会士们总体上继承了他的政

境，开创了一套适应主义的传播模式，主要包

策，但在具体的传教实践中，他们也尝试发展和

括：以上层士人为传播对象、以出版大量中文译

改造其传播模式，而使天主教能为更多的中国人

著为传播媒介、以科学、艺术、哲学、伦理为传

所了解和接受。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何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主任。
罗 群，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传媒学院讲师。
帖

万方数据

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晚明一部
极具影响力的宣教书，其内容来自四福音书的耶
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流行的版画连环画。此
书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和语言，以中国人所
熟悉的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
人士直接传教，不仅体现了耶稣会“本地化”原
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
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本文从传播学角
度出发，以《出像经解》为例，探索耶稣会在传
播主客体、媒介、传播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以揭
示晚明天主教传教策略的转化和发展，并以此透
视中西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信息与媒介
《出像经解》是一部木刻版画本福音书故事。
全书由五十幅木刻版画组成，①每幅画上方均有
标题、下方有中文注解，大小为２５×１６厘米。

孓ｏｍ刃Ｚ勺工ｌＬ∽ｏ ＜髟，善蓦。＿

卷头另有单幅大图《天主降生圣像》，底端有明

末著名的教徒许乐善（１５４８—１６２７）赠耶稣会士

图一天主降生圣像

王丰肃的六言诗一首。②这些木刻版画的蓝本是

十六世纪罗马耶稣会一部著名的铜版画册——纳

教的耶稣会士共４７２人，差不多都有中文著作传

达的《福音书故事图像》，艾儒略选取了其中６３
幅，将它们改造为五十余幅中国式的木刻版画，③

并于１６３５年将这个画集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
为名单独出版，④与艾氏的另一部文字本福音书

故事《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以下简称《言行纪

①由于＜出像经解》版本众多，内含版画的数量也不同。

自三十余幅至五十余幅不等。本文引用的版本为ＡＲｓＩ，Ｊ印．
ｓｉｎ．Ｉ，１８７，此版本的封面题名为《天主降牛言行纪像》，由此
亦可见此书与《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的相关性。

略》）大致同时。虽然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著作，

②许乐善为明末高官天主教徒之～，曾官至正三品通政

但由于其不仅在内容上明显互补，而且在《出像

使。其孙许远度娶徐光启之孙女，即著名的许太夫人甘第大。

经解》的每一幅图的文字标注最后，都会注明该

许氏诗云：立天地之主宰，肇万物之根宗。推之于前无始，引

故事在《言行纪略》中的相应位置，因此一些学
者如费赖之认为前者应该是后者初刻时的附图。⑤
无论如何，这两部著作所传播信息是具有同一性
的，图像本是为了使耶稣生平故事更形象，而文
字本则是为了使之更详实、明晰。
耶稣会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刊刻了大量中文
书籍。这一点甚至成了一种基本的传教策略，被

称作“学术传教”或形象地称为“哑式传教”。⑥
事实上，据利玛窦自己讲，他正是以一本《交友

论》，打开了进入中国上层文人社会的大门。⑦
徐宗泽说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译著约有七百多

之于后无终。弥六合兮无间，超庶类兮非同。显神化以溥爱，
昭劝惩以大公。位至尊而无上，理微妙而难穷。

③《出像经解》中有屿图足按《福音书故事图像》原图仿
制的，有些是将２、３幅原图根据所需场面合并组成一幅图。
④《出像经解》的众多现存版本中标明出版时间的最早版
本为ＡＲＳＩ，Ｊ印．Ｓｉｎ．Ｉ，１８８，此版本并有艾氏的序言。柯毅霖
认为该书最早的版本为巴黎国立图书馆的Ｂａｒｂ．ｏｒ．Ⅲ，１３４
（１），但该版本无序言和出版时间。
⑤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⑥孙尚扬、钟鸣旦，＜１８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４页。
⑦裴化行，《利玛窦全集＞第一册，台北：台湾光启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⑧徐宗泽，《明清间人华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部，其中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就有１９种传世，艾

１９８５年版。另据潘风娟《西来孔子艾儒略》第４３页所用数据，

儒略有２６种，汤若望２７种。⑧明末清初人华传

利玛窦有中文著作２１种，艾儒略２２种，汤若望２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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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尊重和仿照了纳达尔的铜版画原作，但另一

书，这是艾儒略的一个创举。这不仅是对利玛窦

方面也作了许多中国化的加工。以卷头大图《天

“学术传教”策略的深化和发展，也体现了利氏

主降生圣像》（见图一）为例，此图与纳达《福

以后的在华耶稣会士们对晚明士人的文化生活的

音书故事图像》中卷头图有较大不同。中国版画

理解和融入。耶稣会对“本土化”的认识已经从

孓

中的耶稣姿式亦站亦坐半身像，右手半张，微屈

“穿儒服、读儒书”，进一步到“了解中国人的

拇指、中指和食指，颇似佛教手姿中的“说法

文化社会符号系统，找到彼此交会的契合点”。②

ｏ
ｏ

印”；左臂拢一十字架，手抱一日月星辰大球，

这种契合，是对利玛窦时期“合儒”思想的继

也令人联想到佛教图像中常见的“法轮”或

承，但艾儒略不再满足于拿基督教的奥义诉诸于

“法珠”。而纳达的原图中耶稣为站姿全身像，双

儒家经典，以此去寻求普遍意义上的理解；而把

手摊开向前，并无持物。原图中耶稣面容清瘦忧

“合儒”具体地贯彻到现实生活之中，寻求与晚

郁，手指细长骨节明显；而木版画中耶稣则雍容

明福建本土儒士阶层的活动的“契合”，这种

高贵，神情淡定超脱，双手富有肉感，明显有佛

“当时当地”的求同，无疑是耶稣会传播策略上

教造像的特征。此外，木版画中耶稣的衣着华

的一次重大进步。

贵，有内外两层，皆饰有花边，质地似较轻柔飘
逸；而原图中耶稣所着披风似乎质地更为朴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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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者与受者

厚重。

图的背景部份也富有中国风格。如《圣母端

《出像经解》主要作者艾儒略（Ｊ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

冕居诸神圣之上》图（见图二），画面为圣父圣

１５８２—１６４９），意大利人，１６１０年入华，１６２５年

子为圣母加冕，其下各色人等向云端仰望礼拜。

起入闽传教，在福建深受欢迎，被誉为“西来孔

图中三神皆站于大团云雾之上，圣父手持权杖象

子”。除艾氏之外，还有三位耶稣会士与他一起

征威严；圣子手抱日月星辰法珠，衣饰华丽，与

完成了这部著作，③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为福建耶

卷头大图《天主降生圣像》完全一致。云端之下

稣会士的一个集体作品。

是“诸国帝王士民祈望圣母为万世主保恩母”的

由于１６３０年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

画面，各色人等向云端仰望礼拜，亦颇似道教

会的传教士纷纷进入福建传教，他们对耶稣会的

“人登仙籍”一类内容的绘画。有意思的是：这

传教方法提出了异议，指责耶稣会过分容忍中国

一大群向圣母欢呼的各色人等之中，有的看起来

礼仪，并且对中国人隐瞒了天主教奥义的一些重

象西方人，还有一些却明显地具有中国人的特

要内容，特别是有关基督论的部分，这些争论直

征！这些中国人有戴儒士帽的文士，有兵士，还

接导致了后来的中国礼仪之争。本文不涉及这些

有小孩；画面背景的建筑中有西式的教堂，也有

争议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利玛窦的

中国式的牌坊。可以看出，艾儒略试图“将中国

诸多汉语著作之中，的确没有提及基督耶稣在十

注入大教会的生命之中”①，让中国人以自己的

字架上受难之事。④利氏的初衷当然并不是为了

思维方式，自然平和地接受基督教。

隐瞒，但他显然认为：中国人很难接受一个无所

在其它一些图中，艾儒略也加入了中国元

麓

不能的上帝会作为一个囚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素。如《耶稣十二龄讲道》中，台阶上的中国庭
院化纹饰。又如《濯足垂动ｆＩ》中，原图中阴森的
墙壁变成了一个优美的中国屏风，上面绘着些明

①柯毅霖，《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第２５１页。

朗的山水，风格与原画迥异。《立圣体大礼》中，

②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耶稣背后有大幅帏幔垂下，两边都挂有装饰画，

黎‘妻芋萋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与原画不同；更有趣的是，桌布底下趴着一只大
狗！极富中国式的生活情趣，与“最后的晚餐”
那种庄严又可怖全然不同。

③罗马耶稣会档案馆Ａ嘲，Ｊａｐ．ｓｉ。．Ｉ，１８８中的序言。

转引自ＰａｕｌＲｈｅｉｎｂａｙ，Ⅳ施ｆ’ｓ，ｃ。ｎ咿啦ｙ

ｏ以Ｊ哇如耐，Ｔ．“ｐｐｅｉｕｏ

蛐８ Ｒ·Ｍａｌ８。，ｓｃｈ。ｋ硒”出。ｗｅ吼：Ｇｉ“１ｉ。Ａ１。“ｉ ８·Ｊ·８“。山８

。《出像经解》在耶稣丢的众多中文出版物中竺然兰三蒿怒ｆ。跚”’胁秭“：岫Ｆ０“她伽
地位特殊。以版画连环画的方式来诠释四福音

④《晚明基督论），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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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圣水、圣架等二些仪式和符号的过多渲
染也可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事实上，在《出

举了艾氏在福建交游的上层士大夫有张庚、柯士

像经解》出版的１６３７年前后，福建的反教风潮

璨、黄呜乔、孙昌裔、周之训、陈天定、曾樱、

正十分高涨，黄贞的著名反教作品《圣朝破邪

朱大典等人，这“数十公者，或谊笃金兰，或横

集》便完成于这一时期，艾儒略本人在这一年甚

经北面”，②都与艾氏交情甚深，其中不少人在

至曾被官方驱逐出境。①（崇祯十年十一月《福

１６３７年的福建反教风潮中给过艾儒略重要的帮

建提刑按察司告示》）

助。这些上层士人的帮助为艾氏的传教事业奠定

芳、叶向高、何乔远、苏茂相、林欲楫、蒋德

在这种两难境地之中，艾儒略必须要寻找到

了基础，但他们对天主教多抱着宽容、同情的态

一条出路。面对西班牙托钵修会的指责，艾氏急

度，真正受洗入教者极少，因此教徒总人数的增

于澄清耶稣会并不想隐瞒教义；面对福建的“破

长缓慢。至利玛窦去世的１６１０年，全国的信徒

邪”风潮，又需要阐明天主教合乎儒家正宗的立

总人数不过２５００人，至艾儒略人闽不久的１６２７

场。《出像经解》（与《言行纪略》）为我们完整

年，总数也仅１３０００人。③

地描述了一个亦人亦神、既平实又神异的耶稣形

在１６３０年前后，艾儒略在传播对象问题上

象：虽然自圣母受孕起就有诸多灵迹发生，但耶

有一个明显的转向，他开始更多地将传播的方向

稣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艾氏毫不隐瞒
地描述了“降生马棚”、“被钉十字架”等事迹，

转向中下层士人，主要包括没有取得功名的生

甚至是“未婚而孕”、“行割礼”“为宗徒濯足”

贫寒、不得不从事私家塾师、店员等等工作的士

等可能会引起习俗上的反感的事迹也一一介绍，
同时按中国人的传统特别强调了诸如母慈子孝等

人。这些人遍布福建各地，数量相当庞大，李嗣

等伦理习惯。此外，艾氏也非常强调耶稣所行的

称弟子者，奚啻数千人”，④可见正是这些人成

各种灵迹，不断地突显耶稣神性的一面，清楚地

了艾氏忠诚的追随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人

表明了其宗教内容。可能正是出于表明立场和免

在晚明地方事务中作用重大，他们的皈依往往会

员、地方绅士和地方儒学教官，还包括许多家世

玄的艾氏传记中所描绘的“其他青衿韦布，皈依

遭反感的双重目的，艾氏在改造纳达的原作时，

影响到整个家族甚至整个乡镇的集体受洗。李九

显得非常谨慎，从画面到文字都尽量地保持了原

标的《口铎日抄》中记录了艾氏１６３０——１６４０

汁性，只是有意地揉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年问的交游和传教活动，其中提及与艾氏交游的

艾儒略为《出像经解》所预设的受者，不仅
包括教徒群体，而且也包括广大非教徒，从上层

福建士人约有百余人，其中有举人或进士功名的
只有三人，其余都是中下层士人。

仕人、中下层文人、直至市井百姓。这一点不仅

对教徒而言，《出像经解》是一部用于默想

与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也与

与灵修的经书，是与《夭主降生言行纪略》相参

艾氏本人此前出版的作品风格迥异。明末人华的

照的福音书图画；对于爱好艺术的文人们来说，

耶稣会士往往以精英学者面目出现，自利氏的

它有着全新的内容和版画的技法，在晚明无数的

《交友论》、《天主实义》至艾氏的《万物真原》、

版画集中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而对于广大的普

《性学初述》，文字上都采用标准的文言，甚至有

通平民来说，此书就是一部连环画，与当时流行

意模仿古儒文风，以标榜西学西教之合乎儒家喜
代经典：而《出像经解》中的吝字聱岔墨然！篓
不多，但文风简明清新，接近白话，极为通俗，

加Ｅ图画．只要相．通文字的市井百姓都能轻易地

读懂其中的耶稣故事。这表明了耶稣会在其传播
对象上，开始把关注点从精英儒士阶层放大到了
普通士人，甚至广大草根阶层。

耶稣会早期遵循利玛窦的上星氅策，攀“西

儒”的身份结交上层士大夫，在精英士人中发展
教徒。在艾氏的传记《西海艾先生行略》中，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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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国》、《水浒》、《西厢》故事画册一样，
它描绘的是一个名叫耶稣的外族人的生平事迹，

但有罢篇：￡㈣，絮篓畿麓％
只是暂时避祸于福州郊外。

②李嗣玄，《西海艾先生行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

天主詈絮２ｉ’主笔譬≥曲，ｉ诚。嘶讥吼讹，Ｂ曲：
。

ｋｉｄ：Ｂ０ｓｔ０。Ｋ０ｌｎ，ｊ００ｌ。ｐ３８２．。
④同②，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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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塑吝璺与孕风，体现了！竺会辛孽教翌
詈占鬯罂茎转耋。．奎导经堡到了塑壁地方亨员堡
雾曹前警！：。苎曼琶趋辛是王皇下曼：。夏唿曼望
．

芒全：。。薹粤将罂笔巷警鬯塑寞姜要—翌曼尘，孽。
些要整簧ｔ，．苎嬖至ｐ坚了孝芝翌馋苎竺乙掣
：篓！等竺ｊ，警旦竺！亨．三竺：，怎盟篓里字譬∑
苎！！罢孝篓乏，量面空竺差鬯粤鸶毫罄妻。篡譬

和组织传播。事实上，直接面向人群的口头传教

正是天主教传统的传拓方式，耶稣会士们都受过

修辞学的训臻，吴≥翼有彳ｉ强晶苫头裘送磊力。
ｉ口蒜日茹；‘；多茨矗返禧教士舞矗布釜鬲蓓毒，

≥其差薪ｉ之－后，。ｉ。芩舌芝。ｉ另昌‘磊基；’磊
ｉ．：Ｉ：弄菇嘉舞二美圣荔，１寨苦磊ｉ赢慕昌丽
如崇祯艽军”（ｉ：３６；豸。三勇‘军羞。占：川蔓苠在旒

！曼三三经笋凳苎二旦耋呈妻委熹登黧，磊“｛荔；：；栾毒）的≤鑫日蘸；Ｌ蔷。Ｉ茹磊磊磊舅
呈未茌竿；蔷鼻暮；；茗羞＿苫兰磊；萎喜萜爵美

通俗简洁，几个世纪来在福建民间流传极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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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众皆俯首，不能仰视”。①无论是布道还是

另一些则是没有功名的地方士绅，也有曾在朝庭

各种宗教仪式，教堂都是天主教传播活动的中

担任过较低级官职的回乡官，如福唐李九标、李

心。因此，艾儒略十分注重修建教堂，在闽中各

九功兄弟；清漳严赞化；晋江张庚等等。他们一

地“建堂二十余所”，②每有新堂落成，他往往
亲赴主持仪式。

方面追随、师事于传教士，另一方面，凭借他们
在家族和地方上的影响，极大地帮助了天主教的

当耶稣会的传教重点由上层社会转入中下层

传教事业。但是，由于“意见领袖”既是受者，

社会之后，面对面的传播显得越来越重要。艾儒

又是传者，他们的传播过程也是对信息的修正过

略在福建的传教方式，更是带有明显的乡村传播

程，这使信息容易在传播中失真。

色彩。在农村地区，以文字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受

事实上，人际传播所造成的信息偏差在晚明

到各种因素制约，信息的传播多依赖家族体系、

天主教传播中是非常严重的。福建历史上各大宗

邻里关系、师生关系等人际关系。这种人际传播

教及各种民间宗教都颇为风盛，有着深厚的群众

既包括艾氏直接面向教内教外各种受者的传播，

基础和影响力。早期大多数群众包括已受洗入教

也包括通过民间信徒们的人际关系网的逐渐渗

者对天主教的理解都比较肤浅，往往将天主教与

透。在福建城乡，受洗入教往往是一个家族甚至

整个村庄的共同行为。《励修一鉴》下卷记载了

佛道等宗教混淆起来，把传教士视为法师或巫师
之流，将十字架视为驱魔除鬼之法器，而洗礼之

许多亲友间、邻里间互相传播天主教的故事。如

圣水，则“与（观音菩萨之）杨枝洒水，同一

福州曹学俭③服侄一家因“闻邻居奉教者，言天
主灵迹”，④后蒙主佑驱除了恶魔而全家奉教；

作用也”。⑦《口铎日抄》著作者李九标、林一隽

如漳州莆人陈三南也是也是受乡邻林启甫之劝而

《西海艾先生行略》作者李嗣玄也“上帝降生受

全家人教的；另有夫妻之间、父女之间、祖孙之

难之事不能无疑”。⑧

间因互相影响而人教者甚众。人际传播范围虽
广，但也常常会造成信息的丢失和误解。

曾对“三位一体”之教理大感困惑，艾氏的传记

《出像经解》所云之“经”，为万日略经，
“万日略”当是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ｕｍ的音译，译言“好报

在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往往是

福音经”，即“四圣纪吾主耶稣降生在世三十三

互相交织的。福建的天主教群体有明确的自我认

年，救世赎人以至升天行事，垂训之实，诚开天

同感，他们除共同参与教堂的各种宗教活动外，

路之宝信经也”。⑨将这个通俗版画集称之为

还组织了一些社团，如“贞会”、“主保会”和

“经解”，显然是为了突出其权威性。艾儒略在天

“善终会”等等，这些社团多兼具着共同进行宗

主教蓬勃发展的１６３５年出版《出像经解》与

教修练和慈善事业的目的。⑤《口铎日抄》由二

《言行纪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民间对天

十五位士人教徒共同完成，除两位武林（杭州）

主教的误解，向大众传播更清晰、更正统的天主

人之外，都是福建教徒。他们在福建各地分别追

教理论。耶稣的生平故事，无疑是一切教义的出

随艾儒略的传教活动，将其言行记录下来，然后
汇总出版，这表明其组织传播的能力已相当完

①《口铎日抄》，第２３２页。

善。

②《西海艾先生行略》，见《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

。，。皇亏苎黧擘里，，竺望孽妻苎登墅乏圭碧堡望

最终受者的广大城乡平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常常

教文寥喜瑟’票筹墨。历任四川右参政，浙江按察使等
职，吾明莲釜爵轧部高毒＝＿………一…。…一‘

是需要通过一些中介者来实现的。这些中介者就

④《励修一鉴》下卷，莱顿大学馆藏本，第３页。

是传播学中所谓的“意见领袖”

⑤ⅣⅡ础ｏｏ＾矿∞廊‘池ｎ蚵加ｃ＾ｉｍ，ｐ４５７·

（叩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

ｅｒ）。“意见领袖”是群众中具有一定权威性与代社，兰晒掣警翥嚣象！主要委茅篇妥燃孥妻墨
表性的人物，他们有条件直接接触传者，获得信
息，而且他们将所获信息加上自己的意见之后，

茨．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成果。
⑦《励修一鉴》下卷，第１３页。

堡黧皇恐曼坠：竺要翌苎边氅全雾曾粤髯教文落，鬟嬲：则鹦耨销张嘴韪
响。⑥在晚明的福建传教史之中，他们多是当地

～‘；。《妥薹磊薹善行蠢茹．万日略经说），见＜明清间入华

中下层士人教徒，有一些拥有秀才或贡生身份，

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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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整个天主教理论的最核心部分。艾氏的这

钉耶稣”云云⑦，以至于后来针对《不得已》引

两部作品是中文《圣经》翻译工作的最早的尝

起了一系列论辩。⑧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出像

试，①而《出像经解》作为福音书的图解本，更

经解》的巨大影响力。

夕

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于在中国人心目中树

总之，《出像经解》既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学

虿

立完整准确的基督耶稣的形象，保证天主教的纯

及艺术史上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晚明辉煌

正性有重要作用。

的版画中受到了各阶层文人的广泛关注，并获得

ｏ
ｏ

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是更主要是一部反映晚

四、结语：传播效果

明天主教传播方式创新的典范作品，它证明艾儒
略对中国本土文化甚至是福建地方文化的深刻理

《出像经解》是耶稣会使用艺术和艺术品作

解和认同。正是这种深刻理解与认同，促成了艾

为传教手段的一个经典范例。由于西方绘画技法

儒略晚年在福建传教的巨大成功。他被尊为“西

在透视、阴影与色彩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很

来孔子”，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天主教“合儒”理

大区别，尤长于立体感，②因此当时中国人见到

论的认可，更是因为他平易近人、生动活泼的传

传教士展示的宗教画时，往往震惊于其栩栩如生

教风格颇似先圣而深受中下层士人的喜爱。

的效果。利玛窦朝觐的供物中有“天帝图像一

大约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艾儒略被晋升为

幅、天帝母图像二幅”，“神皇启阅，初奉御前，

耶稣会中国副区区长。⑨到１６４０年左右，中国的

其后收藏御帑，今上复命重整圣龛恭奉”。③传

教徒总人数已达到６００００一一７００００人，而福建

教士所传入的西洋绘画对后来的中国画界也有巨

教区成为晚明最成功的两大教区之一。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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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里声）

１８８７年（光绪十三年），时耶稣会江南主教
倪怀纶将艾儒略的一些作品汇集成八卷本《道原
精萃》在上海慈母堂出版，内附大量木版画插

图。其序言《像记》说：“圣教创建伊始，遽尚
图形……窃思愚鲁庸人，不解文字，观圣像则前
人故事如寓目中，较六书象形之义，尤加一等。

①关于耶稣会在华的译经事业，可参见孙尚扬、钟鸣旦

……圣像，记珠也，明镜也，真照也，所以记往

《１８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第十一章《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

事、悟道义、照教礼，一举而三善备也。”《道原

精萃》重刻了《出像经解》，并将之作为《言行

国》０８姿害嚣岩巍毒署篙影响，可参见莫小也《十
七一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

纪略》的插图，然由于“世代迁移，枣梨散

年版；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毁”，④艾氏原作已不可寻，因此只能直接仿自

？５年版。两部著作中都涉及对《出像经解》的介绍和艺术评

纳达的原铜版画。由此亦可见《出像经解》在耶

…。③《熙朝崇正集》，韩琦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

稣会中的重大影响。

１９＿２０页。今上指崇祯帝。

１６４０年，汤若望献给崇祯帝的《进呈书像》

④《道原精萃‘像记》。１８８７年（光绪十三年）上海慈母

学謦：．些妻共守。粤椴竖弯琴字磐曼皇墨鬯豁糕鬻黧秽剃鞘擞献汇鳓’缩微
１‘一面”￥：’ｉ。：：：ｌ：盯：忑三ｉ。。。胛曲，。耐Ａ驯，Ｓｃｈｏｌａｒｆｍｒ。

《出像经解》为模本的作品。⑤后人对这两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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