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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
的传播与接受
罗群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要：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
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
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
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
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
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问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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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天主教之入华，给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

从家中休掉其妾州２１。这一规矩实际上成了亲教士

观念和礼仪习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纳妾问

人受洗入教的最直接障碍。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

题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何种角度批判中

许多反教士人的猛烈批判。

国传统的蓄妾制度，才能尽量避免冲突、让更多

反教者对严禁纳妾教规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

士人可能接受天主教，是耶稣会面临的一大挑战。

个方面：首先，蓄妾制度在中国具有历史合法性，

另一方面，中国士人以何种方式接受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是西方制度，不可“以彼国一色之夷

的天主教伦理观，并将之自觉内化为儒家伦理实

风，乱我国圣尊之大典”［３１２７５。中国的蓄妾制度

践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一

可上溯到周文王时代，之后历朝历代帝王无不拥

个实现过程。本文将从晚明耶稣会在这一问题上

有三宫六院，因此具有不可否定性。著名的反教

的策略及中国士人对此的反应，探讨中西文化间

士人黄贞曾当面追问艾儒略：“文王后妃众多，此

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Ⅲ。

事如何？”艾氏“沉吟甚久”，方回答“文王亦怕
入地狱去了”【３】１４９。这样的回答不仅令黄贞痛心疾

一、耶稣会之反对纳妾

首，也令广大中国士人难以理解。其次，士人为

入教而出妾是不合人性的。许大受也认为出妾是
明末耶稣会入华传教之初，采取了适应主义

“媚天”而“反伦”，他例举“吾友周国祥，老贫

的政策，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多表现出

无子。幸买一妾，举一子，才二岁。夷教之日：

宽容的态度，甚至是后来成为康熙禁教之原由的

吾国以不妾为贤，不以无后为大。周听之而逐其

中西礼仪之争，在当时也尚未激化。而除礼仪问

子之母，今不知此子活否”１３１２０７７由于出妾对于妾

题外，“归化中国人的第二个障碍就是该国法律允

及其子女的损害极大，因此许大受的忧虑是一个

许实行的蓄妾制，这一点特别关系到那些有身份

现实的问题。总之出妾入教既不合乎情也不合于

的人，他们除了自己合法的妻子之外，就尽可能

理，必须力辟之。

多地纳妾¨¨。耶稣会根据“十诫”之教义，严格
禁止纳妾，要求“任何有意接受洗礼的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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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天主教能在中国继续发展，必须首先要

使一夫一妻制能获得理性的理解与感情的接受，
１０Ｂ

这成了耶稣会传教士们无法避免的重要课题。早

妾也并不会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因此要让中国士

在１５８４年出版的《天主圣教实录》中，罗明坚就
说：

人改变传统的伦理观念而真正接受一夫一妻制的

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独得有二女乎？夫妇

观念系统中驱除出去。随着传教士们对中国社会

以相信故相结，信失而结解矣！况夫妇乖，妻妾

的进一步理解和融入，他们开始尝试以中国士人

嫡庶争，无一可者，此所以有罪也１４Ｊ。

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批判蓄妾制度。

理论，必然要立足于儒家，而把蓄妾制从儒家的

罗氏对蓄妾制有罪的判断并非出于宗教本

在《口铎日抄》中固，艾儒略力图证明纳妾与

身，而是从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角度出发来论证

儒家传统的孝道并无直接关联。他的证明过程如

的。首先，他认为在婚姻制度上男女应该对等，

下：

·

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具有同样的不合理性。然而，

第一，娶妾并不能保证得子。卷二中有题为

这种平等观在古代中国绝非是理所当然，事实上

“答娶妾枉道毋得藉口孝名”条，记述了１６３１年

蓄妾制直至二十世纪初仍合法地存在。其次，在
罗氏看来，婚姻的基础应是“相信”而“相结”，

艾氏在莆阳时与当地士人的对话：

文学日：“承教十诫，大道炳如矣。然第

是自主自愿的，这显然是从西方的婚姻制度衍生

六诫禁人娶妄，人＂－３中年无子，不娶妾则恐

出来的观点。而在中国晚明，婚姻大多出于父母

陷不孝之名，将奈何？”

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双方在婚前多未曾谋面，

司铎诘日：‘‘若娶妾而复无子，将奈何？”

因此也不存在由“相信”至“失信”之说。再次，

文学日：“至此则亦听其自然耳。”

罗氏认为纳妾会导致家庭的多种矛盾，使原本简

司铎日：“若娶妾而无子，亦听其自然，

单和睦的家庭关系因妻妾、嫡庶纷争而显得复杂

何如不娶妾而听其自然之为愈也。夫娶妻正

难处。然蓄妾制度的历史在中国由来以久，历代

道也，娶妄枉道也。无论娶妾而未必有子，

皇室皆有三宫六院，平民妇女亦以“宽容婢妾”

即偶得子，所损实多矣１７］１０９。１１０。

为美德【５】，因此罗明坚之反对纳妾的理由，虽貌似

如娶妻无子，那娶妾仍可能无子；而如果娶妾无

入情入理，但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论

子能安然接受、听其自然，那“何如不娶妾而听

据不够充分有力。

其自然”？循自然而不强求，是历来被中国人普

１６１４年庞迪我出版了著名的《七克》，其中分
析了蓄妾制度的诸种弊端，认为只有一夫一妻制
才是“正”，而其它的性关系都是“邪”。他说“弊

遍接受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反对对子嗣的强求，
显然较合理而贴切。
第二，不能生育的责任并不一定在女方。

邦千国之俗，皆以伉俪为正。上自国主，下至小

大都人之艰厥嗣者，虽多病在妇，亦有

民，一夫特配一妇，莫或敢违”【６］１０４２。他进而列

病在夫者。如病在妇，而夫必借孝名，另娶

举了蓄妾的诸种危害：第一，从人口比例看，男

一妇；设若病在夫，而妇亦借孝名，以另嫁
一夫，可乎不可乎？夫妇一也，既不可在彼，
则亦不可在此。何不平心而反观之也【７】１０９７

女本来均衡，但蓄妾制会破坏这种均衡，使许多
男子无妻可配，于社会之稳定不利；第二，妻妾
不和、子女不和，对家庭稳定不利；第三，妾在

“平心而反观之”体现了基督宗教的平等精神，

家庭关系中的名份可疑，妾非妻，而是婢，纳妾

无子之因，既可能在夫，也可能在妇，以男女平

所构成的是主仆关系而非夫妻关系，因此非婚实

等来说明不应纳妾，对中国女性价值观的确是一

奸。总的来说，庞氏的观点与罗明坚一样，仍是

种批判。这种平等观，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曾造成

以西方的家庭伦理观批判中国的蓄妾制度。但他

不小的影响，并为明清思潮注入了新的因素【８】。

的分析，不再局限于理论，而已然是针对晚明中

第三，即使娶妾得子，也不能算尽了孝。子

国的实际状况，比罗明坚的批判稍为中肯和有力。

孙多并不能等同于孝，无子者也不能等同于不孝。
“譬有二人于此，其一多方悖逆，而子孙众盛；

纳妾与儒家传统无关的证明

其一朝夕色养，而并未得子”，“人之孝不孝，正
不系子之有无耳州７】１０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孟子“不

纳妾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素来与儒家伦理并不
相悖，先圣文王曾娶娥皇女英姐妹，仍被认为是

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是对“娶妾以尽孝’’
的借口的直接批判。

道德楷模。《孟子·离娄》说“不孝有三，无后为

以上三个方面，推翻了“纳妾～生子一尽孝”

大”，因无子而纳妾更是天经地义，为求广嗣而纳

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证明了纳妾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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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孝的充分条件，也就从理论上否定了纳妾的必

庄，非五谷不殖，非桑麻不树，稍涉游观之物，

要性。之后，艾氏又转向了对纳妾的历史的批判。
在《口铎日抄》卷三“答尧舜可学不得为娶妾

即拔去之，以其为衣食所出、地力所限，不能顾
及其他也。

藉口”一条中，艾氏对儒家先圣们的纳妾行为表达

买姬妾如治园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

了独特见解：他首先对先圣多妻的历史的真实性表
示怀疑，“帝妻二女，诚传有之，然余未敢信其真

花亦种，成阴之树亦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
所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

也，”接着他又退一步说“诚真也，余又未敢许其

也【ｌｌ】。

是也”，然而接下来他并没有继续推究先圣们的“不

李渔的这种“娱情”态度在明清士人中显然

是”，而相反却大谈先圣之功绩，认为“尧舜可学”，

具有普遍性。许多亲教士人在深刻反省了自身的

但要学的是其“成功、文章、大智、大孝”，而不

纳妾动机之后，逐渐认可了传教士们对纳妾行为

是纳妾。就是说：尧舜之成为圣人，并非是因为其

在伦理上的否定。如徐光启入教之前因仅有独子

纳妾；纳妾也并不能使人成为圣人【７埘。艾氏的这

而无孙，因此打算纳妾，后经罗儒望的劝说而放

种带有暗示性的论述甚至导致了他的忠实追随者

弃【１２】；福建林一俊在考取进士之后仍拒绝家人朋

颜尔宣荒谬地臆测“二女之称，乌知非所称第二

友的纳妾之劝［７１８４；山西韩霖之“筹边屡询废将，

女乎？后世不察，误传为二人，未可知也。且娥

学道特遣瑶姬”【ｌ ３１，等等；这表明传统家庭伦理

皇女英，乌知非一人名，误分为二者？世世传讹，

观念在晚明士人那里并非是完美无缺，不可改变。

遂为娶妾者作话柄耳”［７１１３３。显然颜尔宣已接受了

然而天主教“七罪宗”（ｓｅｖｅｎ ｄｅａｄｌｙ ｓｉｎｓ）教义，

纳妾并不符合儒家伦理的思想，但又不愿意承认

将一夫一妻之外的任何性关系甚至思想都定为

先圣们有行为暇疵，因而只能解释成后人对古圣

“邪淫”之罪，却很难为儒士们所接受，因为这

的误读，这种解释，对广大中国士人来说，未免

不仅会导致对儒家圣贤和历代帝王的生活方式的

有些迁强。

直接批判，而且在现实中必然会将自己置于大多

从罗明坚、利玛窦到庞迪我和艾儒略，传教

数蓄妾士大夫们的对立面。因此，许多亲教士大

士们对纳妾的批判虽然渐趋深入和中肯，但由于

夫都倾向于认为纳妾虽然与儒家道德无关，也无

当时他们在晚明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他们采取的

利于社会，但它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行为上的“小

“合儒”政策，他们不可能象晚清的传教士那样

过”，属于私人生活琐事，既不应提倡，也无须过

从正面直接攻击中国的社会伦理制度１９Ｊｌ珀，而多局

分追究。杨廷筠的入教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限于学术论争层面，因此并未对当时社会产生重

曩公因乏嗣，故置侧室。公子二，由庶出。
比公固请圣洗，而先生未许。公踌躇且久，私谓

大影响。

三、儒士们的困惑
中国的蓄妾制度历史悠远，它“几乎与有文
字记载的中华文明一并产生，至少也有两千年以
上的历史”［９１３，直到１９５０年代中国才从法律上废

我存公日：“泰西先生乃奇甚，仆以御史而事先
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
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叹日：“于此知泰西
先生正非僧徒比也。西教戒规，天主颁之，古圣
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

除纳妾制。传教士的反纳妾理论并没有动摇中国

其所好，若规戒何？先生思－ＲＡ．，而不欲奉己；
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规；先生之德也。其所全多

的婚姻制度，但在当时士人的观念之中，仍产生

矣。君知过而不改，从之何益乎？”公忽猛醒，

了极大的动荡，他们对此进行了普遍的反思：纳

痛改前非，屏娄异处，躬行教戒。于是先生鉴其
诚，俾领洗焉‘１４］１２２。

妾的一般目的是什么？为生子还是为纵欲？

杨氏入教之前，已接触天主教多年并先后延

有当代学者从现代人的眼光分析了历代男性
纳妾的五大理由，一为妾的数量和质量可作为地

请数位传教士在家中为其讲学，对教义当有深刻

位和权力的象征；二为生育；三为获得廉价劳动

认识，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因纳妾而被拒绝入教是

力；四为贪图美色自娱；五为缓解夫妻矛盾【ｌＵＪ。

一件“奇甚”之事。反观早已入教的李之藻（字

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属以美色自娱。这一点可

我存），他也未能向杨廷筠做出理论上的解释，而

以从清初李渔对纳妾行为的心理诠释中得到佐

只是奉劝杨氏应遵守教规，以便获得入教的资格。
有趣的是，他也同样认为纳妾只是“过”，所以必

证：

至于姬妾婢媵，又与正室不同。娶妻如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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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知过而改”，才符合道德要求。

在基督宗教中，“罪（ｓｉｎ）是一种态度”，它
被理解为一种对神的背离的态度，当代著名的神

“屏妾异处”或“视之为宾友”，在精神上而不是
律法上遵循了“十诫”之教规。

学家麦奎利认为我们不应“把罪看作是纯粹的具

四、中国式的接受和修练

体行为……而应看作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巨大的
方向错误和颠倒，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罪的真
正可怕性质”［１５］ｏ此处我们不深入探讨教义神学

晚明士人对不纳妾之教规的理解是从《七克》

问题，但在晚明时代，不管是杨廷筠还是李之藻，

开始的。《七克》是晚明天主教著作中最受推崇的

显然都并没有理解七罪宗的真正意义。正因为如

作品之一，有当时多名著名的士大夫为之作序，

此，许多亲教士人在入教前，大多曾在这一问题
上有过痛苦的挣扎；许多人因此而放弃了入教的

行的劝善书和“功过格”的形式，从内容来看，《七

打算；一些教徒甚至在入教之后亦有反复。著名

克》解释的是如何克除人性中的七罪宗的道德修

并被收入《四库全书》。在形式上，它采用明代流

的女教徒许太夫人（徐光启之孙女）之子许缵曾

炼方法，即如何以谦克傲、以忍克忿、以贞克淫、

虽自小受洗，却仍置有数妾，至临终时又悔改，

以仁克妒、以廉克饕、以节克吝、以勤克怠。其

将数妾遣去【１６Ｊ。因明亡而死节的王徵曾因拒绝娶

中克淫一条，就是要通过守贞之修练，以保持自

妾的行为而在教会中备受赞誉［７１８５，此后却因无子

身纯洁性。其中，守贞的修练方法，首先就是要

受到家庭压力而纳申氏为妾，但内心深自追悔，

杜绝一切一夫一妻之外的性关系。
守贞，是一个儒家士人至为熟悉的范畴。

在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

自称“重罪人”，并“立誓天主台前，从今而后，

“贞”，在《广雅释诂》中训为“正”，

《周易》

视彼妾妇，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

中“元亨利贞”被宋明理学家们理解为君子四德，

罪。倘有再犯，天神谙若，立赐诛殛”【ｌ ７１ ｏ凡此

《论语》说“君子贞而不谅”，即要求士人守贞。

种种，都表明了入教士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困惑。

“贞”又常常与“节”联用，形容忠诚不二的操

对于杨廷筠等儒家士大夫来说，即使在他们

守。虽然在后世的习惯中，贞节往往用来特指女

成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之后，对一些教义与教规

性对男性的专一，但它本身并无性别色彩。守贞

的理解仍然是儒家化和中国式的。杨氏在入教之

在晚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士人社会已严

后，便积极拥护和倡导一夫一妻制。他在《圣水

重地“失贞”。

纪言》中说：“至于夫妇，止一娶一嫁，再无二色，

万历以后，社会规制失序，道德失范。“浮华

故情专而精聚，无反目之髯，鲜绝胤之殃。即无

渐盛，况相夸诩”，【２１】社会上违禁、逾制、奢靡之

子者，日：‘天不我与也，非我不孝也！’不托名

风日盛，如明朝律法对从皇室到平民的纳妾数量

而愿妾媵”［１８］ｏ在《代疑篇》中，杨氏积极倡导

都有明确限制，对非贵族的庶民来说，《大明律》

一夫一妻制：“况以伦言，妻不容有二夫，夫岂容

中明确规定“其民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

有二妻？如转一名，谓之妾，遂云无妨，岂妇私

违者笞四十”，但到明末，此法已同虚设，富贵人

一男，亦可转一名，谓之无妨乎，，【１９１７韩霖在《铎

家置妾的情形相当普遍。【１０】３缸３７０一些士人名丽阉

书·毋作非为》一篇中也大力倡导不纳妾：“淫字

党，依媚取容，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泯灭人格，造

不只桑间濮上狎邪青楼，凡正配之外皆是苟合，

成了士人社会的风气败坏，许多人随波逐流，忠

盖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独得有二女乎”［２０１７但

义、操守和名节意识严重下降。在这样的社会状

推究杨、韩二人反蓄妾之理由，不外乎是“己所

况下，许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开始对晚明的

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或是从维护社会、

学术思想和社会意识进行普遍的反思，其中比较

家庭稳定出发之诠释，这些方法，基本仿效传教

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领袖顾宪成等人试图摆脱王

士的著作，并没有很强的教义理论。

学之空谈心性、回归朱熹“格物穷理”的道德践

从总体上说，一夫一妻制作为天主教所严格

履之思想。【２２】他们希望从自我修养开始，脚踏实

要求的一个行为准则，在晚明士人信徒中并没有

地走上治国平天下之路。“西学”在此时的传入，

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实施，不仅如此，一些耶稣会

给他们提供了一套看似熟悉却又不同以往的方

士也可能默认了这种情况。如许大受曾指责传教

法。

士“戒其徒勿视他妻，而夷则不妨近女；督其徒

“西学”被称为“格致之学”，除了其宗教内

使出妾，而他高足之畜妾者至数人”［３１２１８。事实上，

容外，它不仅是指天文、历算、数学、水利、火

大多数士大夫信徒也只是象杨廷筠和王徵一样

器等科学技术，更被理解为一种个人道德修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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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大多具有极佳的道德

最不可缓也。公时加警策，至束棕带腰间，频

口碑，尤其是他们坚守独身的行为常常被视为一

年坐寝不帖床席，以遏欲于未萌。其克己笃切

种修身实践之典范而被大加赞赏，这更加深了中

如此㈣１·２３０。

国士人对这种修身方法的向往。福建诗人邓材赠

这种以“克己”为主的修练方式绝不是个别

诗艾儒略云“守贞超色界，度世混尘缘”、陈宏己
诗云“身绝嗜欲根，家视如脱履”，【２３Ｊ都以此作为

的，在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中，它可能是相

对传教士个人品德的褒扬。在某种意义上，传教

建教区中，教徒们曾自发成立贞会、圣母会等社

士们放弃世俗名利和享乐的行为，在这一时期成

团，以克淫守贞为其主要目标，通过互相勉励，

为了守贞的楷模。

共同修练来提高自觉性【７Ｊ２垲。

当普遍的，甚至是群体式的。如艾儒略领导的福

杨廷筠认为《七克》之为学，“与吾儒同然为

晚明士人教徒们就是这样理解并接受了天主

己之旨脉脉同符”，１６］卷２删它可以弥补儒家在具体

教的教规教义。他们将天主教的灵修视同为儒家

道德实践方法上的缺乏，扫除“克虚崇玄，｛９１６洋

之道德修养，将克淫守贞理解为一种儒家式的贞

无际”的时弊，切实地励行修身克己的工夫。作

节观，并将之上升为“正心诚性格物致知”的修

为七克工夫之一的守贞克淫，也决不能停留在

身工夫之一，其宗教含义被淡化，而现实意义却

“知”的层面上，而必须付诸于“行”，不纳妾就

被加强。这些具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士人们在社

是守贞之“行”的重要内容。正是基于这种中国

会危机和国家存亡的特殊时刻，试图用比传统儒

式和儒家化的理解，耶稣会传教士们被称作“西

家更严格、甚至于苛刻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

儒”，许多士人视其为师，如艾儒略被称为“西来

从修身齐家做起，以挽救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局势。

孔子”，拥有许多信从者。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天

从早期入华的传教士试图从社会伦理层面来

主教的神父一教徒关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儒

批判中国的蓄妾制，到艾儒略等人对纳妾与儒家

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关系，而更类似于一

传统无关的证明，最终由中国士人教徒将不纳妾

种“灵魂导师”或“道德导师”的关系。

作为一种修身工夫引入儒家系统；这实际上是晚

守贞克淫是西来的“道德导师”们教导的重

明天主教本土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在两种文化的

要一课，其要求极为严格。艾儒略在对福建教徒

对话之中，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实的不

讲解教义时说：

断了解和适应，另一方面是中国士人对天主教的

毋行淫邪亦然，美色当前，心偶动焉。遏而

儒家式的理解和吸收。从双方对不纳妾之教规的

止之，过未成也。徐而如存想，欲动于中，发不

诠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会传教士们的

白禁。是身虽未行，而灵魂之污染已多矣。子等
守诫，宜充类至此。［７１２８１

论证，出发点在于西方传统的一夫一妻制，核心

这就是说，不纳妾只是外在的“身未行”而

中国士人在接受这一规范的时候，却是立足儒家

在于“十诫”之教规，注重规范的外在要求；而

已，仅做到这样是不够的，真正的守贞连“心偶

传统，将之吸收为宋明工夫论之内在的道德实践，

动”都应该完全克服。这个要求显然极为苛刻。

以“内圣外王”之道为出发点，目的在于改造晚

艾儒略也同意“人之色念，多出于本情，故一遇

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

而辄迷，不啻磁石之于铁也－’－ｔ ９［７１２］８所以必须要进

机。天主教本土化过程与宋明儒学自身发展过程

行严格的内省，因为“人之五官，譬如城之五门。

这两条脉络在晚明互相交织，形成了文化对话史

启闭以时，盘诘加谨，盗贼无自而发。若稍宽纵，

中的一个特殊模式。

．

一旦奸宄窃乘，制伏未易易也”。１７］１３７必须通过“刚

【注释】

厉自克”，以极大的毅力克制内心受到的诱惑，才

①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如林宗泽

能达到守贞的目的。这样，守贞的修练便被划分

《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为身、心两部分，不纳妾只是身的克制和修练，

从《天主实义》和《七克》的文本分析入手，讨论中西

心的修练则须通过儒家所熟悉的“内省”、“慎独”

家庭婚姻伦理的差异：如黄～农以晚明陕西教徒王徵为

的方式，这两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而后者显

个案，着重阐述中国士人在接受天主教观念过程中的矛

然更为困难。王徵曾说：“防淫紧似防奔马，策怠

盾与冲突（见《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忙如策蹇驴。”可见其难。杨廷筠的修练方式甚至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本文则试图将反纳妾问题

颇有苦修的倾向：

放在晚明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重点分析晚明

凡修德之士，以防私为要。故克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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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为何接受以及如何接受天主教伦理，并将之儒家化

的过程。

【１１１（清）李渔．闲情偶记［Ｍ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０：１６６．

②《口铎日抄》是记述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１６３０年一
一１６４０年间在福建的传教活动的笔记体著作，由２６位

【１２】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述［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

福建士人记录和整理，共８卷，主要内容是教徒与亲教
士人与艾氏间的对话，论题极为广泛。

明清天主教文献（第１２册）．台北：利氏学社，２００２．
【１３】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Ｍ】．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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