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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钦天监
第一个洋监正汤若望
和《在上苍的阴影下》

袁志英

摘

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从晚明到清康熙之间在华生活四十多年，曾被任命钦天监的监
正，后又险遭凌迟处死。康熙独掌朝纲后亲自为其平反昭雪。汤若望是中德之间、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从他身上折射出一幅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
五彩画卷，《在上苍的阴影下》则是一部以汤若望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在德国出版
后一时好评如潮，掀起汤若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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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乌利·弗兰茨（Ｕｌｉ Ｆｒａｎｚ）和阿坦德拉

重，毕业后被保送进罗马的日尔曼学院学习。１６０８

·克斯特尔（Ａｔａｎｄｒａ Ｋ６ｓｔｅｒ）合著的《在上苍的阴

年６月初他骑马开始进行平生第一次的前往意大利

影下》（Ｉｍ Ｓｃｈａｔｔｅｎ ｄｅｓ Ｈｉｍｍｅｌｓ）是一部历史小

的长途旅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去竟是和故

说，主人公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原名为约

乡亲人的永诀。

翰·亚当·沙尔·冯·贝尔（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先进日尔曼学院，毕业后又进入罗马学院深造。

Ｂｅｌｌ），１５９２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一个信

初来时他还是个稚气十足、身体瘦弱的少年，学成时

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１７世纪２０年代来华传教，

他已是一个心智成熟、体格健壮的青年。在辅导老

１６６６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总共生活了４０多年。

师努斯鲍穆神甫的影响下，他于１６１１年加入了耶稣

清朝康熙皇帝曾称他为“鞠躬尽瘁”之臣子，纵观其

会，这是他生命旅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为他前来

在华之所为，汤若望对这一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传教创造了条件。

ｖｏｎ

汤若望少年时代性格活跃，就读于远近闻名的

欧洲中世纪，造纸、印刷尚未发达起来，知识的

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颇受校方器

传授主要靠记忆和讲述。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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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神学、哲学、天文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都是掌握

传教士们经过五个半月的艰难航程，到达印度

在神职人员手里，所以他们在世人的心目中享有至

的果阿，又休整了几个月，直到１６１９年５月才抵达

高无上的尊荣，这一点甚至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在

澳门，汤若望等人是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入境

汤若望的青少年时代，这种观念也还十分流行，这也

随俗，他将自己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对中国人来说好

是当时许多精英终身效力于教会的原因之一。

听好记的“汤若望”三个字。“Ａｄａｍ”念快了像是

在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进行宗教
改革的前后，天主教处于低潮时期。为对付新教，挽

“汤”，而“Ｊｏｈａｎｎ”以前大都习惯译为“若望”，这便是
“汤若望”三个字的由来。

救旧教的颓势，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非常之举
措，其中一个名叫罗耀拉（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汤若

Ｌｏｙｏｌａ，１４９１—

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２０多年里主要进行四个方

１５５６）的西班牙人更是于１５４０年创设了耶稣会。耶

面的活动：研习汉文，结交士大夫，为待发而蓄势；逐

稣会士并非黄卷青灯，诵读终日，而是还要学习各种

步展开传教活动；应聘参加火炮制造的事宜；才识被

知识，大力兴办学校，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日尔

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ｙｏｎ

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他们还矢

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最早的火炮亦为南宋军

志服从教宗圣愿，任凭教会派遣到天涯海角，筚路蓝

事家陈规所造。随着蒙古人的西征，火器传到欧洲，

缕，传教弘法，重振天主教的雄威。汤若望出身于这

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

样的学府，又身为耶稣会员，所以他终生信守矢志，这

用。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被人冷落，带兵的武将

也是他到达中国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大都向往“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到了明代人

圣方济各·沙勿略（Ｓａｉｎ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１５０６

—１５５２）乃是教皇派往东方传教的第一人，他曾在印
度果阿、锡兰、日本等地活动，但令其遗憾的是他没
能来到中国。来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个耶稣会士是葡
萄牙人巴雷托（Ｍｅｌｅｈｏｉｒ

Ｎｕｎｅｚ

Ｂａｒｒｅｔｏ）①，然传教

真正取得成绩、并名标青史者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
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利在明朝受到
礼遇，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还跻身儒林，与中士共译
西方学术经典。这使得罗马年青的耶稣会士心驰神
往，都想以利玛窦为榜样，前往中国传教，为天主建
功立业。这也是汤若望申请来华的初衷，１６１６年底
汤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汤若望进行了精心的准备，１６１８年４月方从里
斯本登上“善心耶稣”号轮船。除了汤若望外，船上
还有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的年青神甫，他们全都由法
国的金尼阁（Ｎｉｃｏｌａｓ Ｔｒｉｇａｕｌｔ，１５７７～１６２８）神甫带

们才重新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在内忧外患的重压
下，崇祯帝启用汤若望造炮。汤是被逼上马的：“汤
若望竭力寻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
他坚持说，为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没有实践
经验。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从于
皇帝的命令。”②凭着对火炮的知识、聪明才智、钻研
精神和想象力，他居然成功地造出了２０尊大炮，崇
祯帝“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③。然而坚兵利器
并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亡。通过这次造炮，他还完
成了《火攻挈要》（１６４３年）一书，该书一再印制，
１９３６年还被收入《丛书集成》。
明代中国历法，年久失修，舛错频现，于是崇祯
传旨，开设历局，一律采用西洋新法修历，主其事者
乃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参与修历还有

领，前往中国传教。金于１６１０年来华，４年后奉命
参看Ｆｒａｎｋ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①

回罗马汇报在华传教情况，他请求将《圣经》译成汉

ｂｅｒｓ．ｙｏｎ

１ ９６８．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Ａ．Ｗｉｌｓ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Ｏｒｉｇ．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ｎｄ

Ｗｅｓｔ．Ｕｅ—
Ａｂｅｎｄｌａｎｄ．

语，用汉语作弥撒，罗马教庭一一应允，从而认可了

１９６２），Ｓ．３４；此条引自庞文薇（２００２年同济德语系毕业论文）：Ｖｅｒ—

这种“适应政策”。他这次重返欧洲，还办成两件大

ｇｌｅｉｅｈ ｄｅｒ

事：一是募集了７０００多册图书，费尽周折，运至中
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其二便是为在华
传教而招募人才，同船的同会弟兄还是其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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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
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第３０１页。
③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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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外国传教士，其中便有汤若望。汤氏所起作用，

这也是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的肇始。

《清史稿·汤若望传》已有定评：“西人汤若望，与徐

客观地说，汤若望在中国所传播的是托勒密的

光启共译新法者也，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

“地心说”，而不是当时先进的哥白尼的“日心说”，至

疏，畴人弟子翕然信之。”汤氏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

于伽利略于１６３２年发表的世界两大体系的对话那

和译著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可说一句，在当时之

就根本无从说起了。他所进呈的仪器，也大多是老

中国他在天文历算方面可说造诣精深之人。

式落后的仪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汤将天文学和

大顺农民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崇祯自裁，汤

仪器看成是他传教的手段，他始终把传播所谓天主

若望处变不惊，留守于自己的教堂里，守护着圣器圣

的福音为其矢志。再者他来中国～住就是４０余年，

物，还有那天文仪器和历书的刻板。所幸的是农民

中间从未返回过，也缺少和欧洲学术界的联系，对当

军对教堂秋毫无犯。待至清兵入京，摄政王多尔衮

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追踪。但从其综合的学

下令，城中非满洲人全都搬出城外，以便为满蒙旗兵

养来说，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当不为过。即便是

腾出房屋。汤若望此时同样也面临危局，为摆脱困

“地心说”，对“天圆地方”的概念也是突破。

境，他上了一个奏折。奏折中首先自我介绍：“臣自

在《孝庄秘史》的电视连续剧里，汤师傅出现了

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

三次，这个汤师傅就是汤若望。他和顺治亲密关系

阐扬天主圣教为本。”继而他又把天主教和中国的传

在电视剧里也有所体现。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认为：

统道德挂上了钩：“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

汤若望之对于清世祖福临“犹魏征之于唐太宗”。之

他坦承：“曾奉前朝故帝”，但所作所为都是历法工

所以如此，自有一番来历。顺治生母博尔济吉特氏

作①。清朝“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

娘家侄女突然生病，百般医治无效，太后想到汤若望

汤的自荐奏折非常及时。多尔衮亲自接见，并得到

是多才多艺之人，便派人向他求药。汤称无药，但送

他的谕旨，恩准他“安居天主堂”，他本人毫发未损，

来人一块圣牌，嘱其将圣牌挂在病家项间，祈求天主

器物刻板得以保存。一场泼天大祸得以化解，“后

保佑。说来也是天缘凑巧，侄女之病果然霍然而愈。

福”接踵而至。

这位生病的侄女不是别人，就是孝庄皇太后为福临

安居得以保障后，１６４４年７月汤若望向清廷进

选取的未来皇后。为表感谢，太后除对汤有许多赏

呈了三件仪器和历书范本一册，众官员对其历书审

赐而外，还表示愿做他的义女。博尔济吉特氏当时

核再三，无懈可击，但真正的考验是对日蚀的推算。

尚未不惑，而汤已近耳顺，如要发展进一步关系，也

大统、回回和西历都推算这一年的８月１日有日食，

只有认汤若望为义父一途。这样，福临也成了汤若

并测算出日蚀的起复时刻和方位。在这一天朝廷命

望的义孙了，所以后来顺治称汤为“玛法”（满语，意

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员，一同登上观象台，当场

为尊重的长者或爷爷——作者注）。随后，由于汤是

检验各种历法对日蚀推算的结果。人们屏息静气，

来自“极西”的远臣，而顺治是东方大国的少年君主；

举头仰望，随着报时官一次次大声宣告时辰，大统历

汤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贯中西、博学多能的蔼

和回回历所测算的时刻一一过去，但太阳仍未被“天

然长者，而顺治是年幼失祜、渴望亲情、渴望知识、身

狗”吃去。到了汤若望所推算的时刻，果然“天狗”慢

处险地的执拗少年，用现在的话说两人的互补性很

慢吞噬了太阳。冯铨向朝廷回奏实情：“惟西洋新法

强，正是这种互补性成就了两人之间的忘年交。美

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②

国的邓恩神父曾这样写道：“顺治皇帝乐予与汤若望

汤若望西法推算，“密合天行”；他所阐述的天学

交往，也很依赖他的忠告和建议……通常臣子们给

道理得到清廷的认可，清廷决定任命汤为钦天监监

皇帝的奏折只能间接通过特定的机构转交，而汤若

正，汤具书谢辞：“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

望则被允许直接地呈递奏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

无服官之理。”然而这个官他不做也得做，礼部很快
奏到如下圣旨：“汤若望著尊旨任事不准辞。”就这

①

样，汤若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监正，

②同上，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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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他都能找到皇帝。”顺治为照顾他早上做弥撒，所

清世祖亲政，汤若望地位更是青云直上，不仅自

以特许他不上早朝。１６５１年１０月，皇帝甚至下令，

己连升数级，且远在大洋彼岸科隆的沙尔家族也是

汤若望觐见时免除其叩头的礼节。上朝时皇帝坐在

接连受封。１６５８年２月２日他被封为“光禄大夫”，

金銮殿的宝座之上，而汤若望则坐在皇帝面前的软

官阶达到正一品，帽子上佩戴上红色顶戴，朝服胸前

垫子上。①邓恩接下去还引证了荷兰使团领队的简

绣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金色鹤。一个“长须碧眼”的异

·纽豪夫所描述的他第一次见到汤若望的情景：“一

类竟身穿绣鹤朝服进出宫廷，独掌钦天监大印，监中

名耶稣会士，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剃了头，穿着鞑靼

大小七十八名官员听凭他的调遣，这在一些人的心

人的服饰。他来自莱茵科隆，名字叫亚当·沙尔（即

中引起妒意和不满。汤若望在其位，谋其政，对钦天

汤若望，——笔者），已经在北京居住了４６年，享受

监进行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原

到中国皇帝高度的尊重”。据汤若望的传记作者魏

先担任回回科秋官正的吴明炫就“素嫉西士能，处心

特神父的考证，１６５６年至１６５７年间，“皇帝竟有二

积虑”，反对改革。还有一个以其浅薄的天文知识为

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多

官的杨光先与其相勾结，攻击西洋新法。他们矛头

尔衮摄政期间多次图谋不轨，汤若望也数度应皇太

所指不仅是西洋历法，还有历法背后的天主教和西

后之请一一化解。

洋人，或者说外来的文化。

多尔衮死后，在宫中俗称为五爷的英亲王也要

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心态，杨光先竟写

东施效颦，来个临朝摄政。皇族朝臣心怀畏惧，没人

出这样的“妙论”：“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

敢于仗义执言；孝庄皇太后也是左右为难，如坐愁

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

城，这时她又想到了汤若望，于是派他前去游说五

知合朔之法，日蚀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

爷。五爷听说汤若望来访，“欣然延人，礼遇甚厚。

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如抱火于

谈际，殷勤向若望叩问来意。若望素性直谅，即以实

积薪，而祸至无日也……”③这使人想起文革期间

告。五爷默默不语者久之。若望乃乘机力劝五爷顾
全大局，勿怀异心。皇上明年十五，例可亲政。百官
和衷，国家之福也。说得五爷憬然大悟。即日上朝，
倡率百官，疏请皇上亲政。从此人心大定，朝野翕
然。”②

顺治正值青春年华，加上太监引诱，生活多有放
纵。汤若望常常以天主教所主张的一夫一妻制来规
劝他。顺治大为逆耳，拂袖而去。汤若望也有些担
心，怕他真的动了气，没料想过了片刻他转身又回到
汤的身边。劝说虽未奏效，但并未伤了和气。顺治
性格暴烈，仓促间常会作出不够冷静的决定，在众臣
噤若寒蝉之时只有汤若望敢于犯颜直谏。汤若望也
是顺治帝临终前召见的几个人之一，更是惟一的外
国人。顺治死后，由谁继位，朝中意见不一。皇太后
征求汤的意见，汤若望看中皇三子玄烨，再者玄烨出
过了天花，这与一些王公大臣和太后所见略同，立嗣

“宁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高
论”。顺治帝去世，对汤若望如天柱倾倒，而让杨光
先等人有了可乘之机。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向来不喜
欢西士，于是他便成了杨光先的后台。在鳌拜的支
持下，杨光先等人告汤若望等人：潜谋造反、邪说惑
人、历法荒谬。第一条罪状言之凿凿，查无实据，不
了了之；第二条罪状汤等决无逃脱之理，因“邪说”二
字很难界定，以言治罪，易如反掌；为坐实第三条罪
状加演了一出当众观测天象的戏。观测结果表明西
洋新法并不“荒谬”，大统、回回之法远逊于前者，可

这对上下齐手的审判又有什么作用呢？杨光先为给
汤若望上纲上线，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提出：“君子
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而若望进二

百年历，其罪曷可胜诛？”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
皇帝对我大清朝应该敬祝万寿无疆，而汤若望只搞

就算底定。但令汤若望万分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说
弘

服福临皈依天主教，反而让来自惠州的长老茆溪森
第页

着了先机，致使皇帝亲手削去头发，只是由于太后严
加训斥，才未能遁入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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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２００年里的历法，难道２００年后我大清就完了不

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压躬之报。尔

成？用心何其毒也，真是罪该万死！”在办案过程中

如有知。尚可歆享。

杨又大肆贿赂办案人员，务必要将此案打造成一个

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③

永久的铁案。汤若望那时已年过古稀，肢体瘫痪，久
患痰厥，言语不清。被打入刑部大牢之后，立即九链
加身，只待凌迟处死。

祭文没有涉及汤若望所遭遇的冤案，但盖棺论
定，对其主要事略予以确证并加以褒扬。祭文篆刻

可就在这时北京突发了一场地震，众官员惊恐

在汤若望墓碑正面右侧。碑的正中书有“耶稣会士

万状，认为是上天发出的警告。皇恩大赦，同案的南

汤公之墓”。祭文的满文译文刻于左侧。背后又有

怀仁等都被开释，只有汤若望案情最为重大，如何处

拉丁文译文。此碑至今仍竖立于北京阜城门外车公

置，“专案组”进退维谷。最后他们决计矛盾上交，来

庄大街６号北京行政学院内。

个金蝉脱壳，请孝庄文太皇太后懿旨定夺。因为他

在他的故乡德国科隆，人们为其树立了一座汉

们知道孝庄对汤的情义。太皇太后一见便愠怒道：

白玉的全身像；还成立了汤若望协会，协会经常举行

“先帝当初十分信任汤若望，你们难道都忘得一千二

活动，主要以汤若望为由头研讨中西间的文化交流。

净？先帝自称汤公为玛法，你们如此胆大包天，想处

德国的魏特（Ａｌｆｏｎｓ Ｖａｅｔｈ）神父于１９３３年发表了

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能容忍吗？”ｑ）几个人屁滚

《汤若望传》（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ｗｏｎ

Ｂｅｌｌ ＳＪ．）；

尿流，回来即将汤若望从大牢放出。此时的汤若望

Ｅｔ尔曼学界前辈杨丙辰将其译成中文，１９４９年出

几乎是奄奄一息，好在众教友一一前来探视，受到多

版；１９９５年李兰琴女士发表《汤若望传》，内中有诸

方关怀，给他很大的安慰。他拖着病残之躯，还在世

多新材料；另外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Ｇｅｏｒｇｅ

上活了１４个多月，于１６６６年８月１５ Ｅｌ辞别人世；

Ｄｕｎｎｅ，１９０５—１９９８）二战期间曾在中国传教，经过

这一天也是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节，也可说是他追随

多年的潜心扒梳，考稽勾沉，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

圣母升天而去。只待康熙亲政，剪灭了鳌拜党羽，汤
若望的不白之冤才于１６６９年彻底得以平反昭雪。

Ｈ．

手材料，写出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ａｎｔｓ：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

杨光先被革职，在回家的路上暴病而亡。鉴于杨的

ｎａｓｔｙ一书，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余三

前后表现，鲁迅先生曾发感慨道：“清顺治中，时宪书

乐先生与石蓉女士将其译成中文，中文译名是：《从

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杨痛哭流涕地来劾洋

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人汤若望……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

乌利·弗兰茨和阿坦德拉·克斯特拉所撰写的

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

《在上苍的阴影下》于２０００年在德国出版，好评如

辞，不准辞，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然而终于

潮，引起巨大反响，当年就再版三次。科隆一家的主

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
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②

平反后汤若望重新安葬，康熙皇帝亲自派员前
往致祭，并代读他亲拟的祭文。祭文全文如下：

要报纸还予以连载。这是一部数十万字的关于汤若
望生平的巨著，它相当忠于历史，决没有为了搞笑、
卖点而戏说。但它也不是一部处处考证的干巴巴的
传记。它充满着场景、情节、想象、奇遇、冒险和心路
的探察。在这里作者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当然也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
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
日。

有不少的杜撰，合理的和不那么合理的杜撰，但总的
来说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大的历
史框架，重大事件的框架。它是一部历史小说！然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
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
①同第４７页注②，第１５７页。

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而
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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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１８４页。
③

同第４７页注③，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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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还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写的是汤若望

书拍成电视连续剧的兴趣，如若真是这样，它将是众

这个日尔曼奇人、伟人。汤若望是中德之间，东西方

多清宫戏中的异数，是另类，是一道异彩，是一株奇

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冒险、大

葩。

风大浪，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而

作者弗兰茨１９４９年生于德国科隆，自由作家。

从他身上也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遇、排斥、碰

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德文版的

撞、互补、共处、交融、竞争这样一幅五彩的画卷。而

《北京周报》工作多年，并还做过多年的驻京记者。

今“全球化”的呼声震天响。我们应该说汤若望为

他写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报道，他所撰

“全球化”作出了努力。我们阅读这部书有时代感，

写的《邓小平传》被译成七种语言。此外拍摄了不少

有新鲜感，不光会带来阅读的愉悦，还大长见识。该

有关中国的电视片。他为写《在上苍的阴影下》曾重

书的作者告诉我，一位中国名导演曾表示出要将该

走了汤若望来华之路，并翻阅了大量有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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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简讯
２００３年：欧元区引入欧元以来经济增长最差的一年
欧元区内１２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欧盟统计局于３月４日在卢森堡宣布，继２００２年增长０．９％之
后，２００３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降为０．４％。欧盟统计局还称，这样，２００３年成为１９９９年共同货币引入以来欧元区
１２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最差的一年。
欧盟（以１５国计）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０．７％（２００２年为１．０％）。根据联邦统计局以前公布的数字，德国以
一０．１％的增长率位列平均水平以下。
据欧盟委员会称，去年所宣布的经济回升势头今年将得以继续。欧盟委员会在其最新预测中宣称，欧元区国
家今年１、２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各有０．３％一０．７％的增幅。这一预测也支持了欧委会以前的预言。
去年年底，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又有些许走软。欧盟统计局报道称，欧元区经济在继第三季度增长０．４％之后，
第四季度下滑至０．３％。欧盟１５个国家则基本稳定在０．４％的水平。
欧盟内经济增幅最大的是非欧元区国家英国（ｏ．９％），增长率最低的则是希腊（一０．３％）。
（王继平摘译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ｄｅ ２００３—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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