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Ｎｏ．６

２００４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Ｓｉｄｍｎ ｕＩｌｉｖ∞毋（ｓｏｃｍ ｓｄｅＩ啪Ｅｄｉｄ加）

Ｊ徂】ｒｒＩａｌ ０ｆ

总第１３５期

Ｓｍ

Ｎ０．１３５

§历史学研究§

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
秦和平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印）
［摘要】守贞是天主教的重要宗教修行之一。然而，清代贞女在家修行及传教修行，则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修行方式，其中以四川、贵州等地最具典型。本文依据珍稀的资科，以“我者”的角度，论述贞女在家
修行的由来、内容及特点；分析修行方式的变化与缘由，以及对于传教活动产生的部分后果；进而从当时教
外人的视角认识贞女的修行行为，揭示清末四川等地社会持续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天主教；童贞女；川黔地区；清代中叶
［中图分类号】ｌ＆４９．３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一昕６６（２００４）０６一仇１０—１０

一、问题的提出及过去的研究

致命。到底是致命的路最近，顷刻之间，能够洗

净灵魂’’乜Ｈ颤墒。

童贞女简称贞女，民间又称姑娘、姑姑或姑

除信仰层面的追求外，守贞在行为上是禁欲

婆，系西方天主教会修女在中国社会的特殊称
谓。按天主教的教理，人的一生会经历七件大

苦修，修行者必须压抑各种欲望，受苦受难。它

事①，实际上只能经历六件，即婚姻与贞洁之间

志自我克制，抑制各种欲望，包括性欲的要求，

存在矛盾，不能兼顾②。就是说，婚配不能守

“克己肉身，随己力量，随正理本分，行苦

贞，守贞则不能婚配，非此即彼。就个别教徒而

功”…ｏ“），符合想象中的完美形象，赢得教会

言，为了表现信仰虔诚和行为圣洁，采取守贞形

肯定，信徒的敬重，“夫圣民间未有贵于贞修者，

既是观念的修炼，更需要行为的约束，以坚强意

式，不犯“原罪”，将“童贞”奉献耶稣，进入

盖会苑之芳华，灵锡之荣饰，光美之全功，与主

并保持“灵魂”与想象“神”融合的境界＠。

圣德相符之像者，贞女是也”…““’。藉此榜样，

“守贞的姑娘，特选吾主耶稣为其亲郎，故该当

产生引导作用及教化效果。于是，作为容纳修行
者的特殊场合——修会（院）等应运而生，修行

把己心及其衷情、热切之愿，都献于耶稣、玛利
亚，不许受造诸物一点扰乱，污秽其

心”［１】（第颤“）国。同时，就教理宣传而言，守贞系

者禁锢其中，离群索居，避免诱惑，以禁欲、守
贫及服从为原则，约束自己，诚惶诚恐，不得越

亲近上帝的行为标志，是直接进入天堂的有效途

霄池半步。

径。“升天堂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守贞，一条是

在宗教信仰上，有男信徒，也有女信徒。因

①这七件大事称为七个秘迹，即洗涤、坚振、圣体、告解、终傅、品级和婚配。品级指神职人员的宗教地位，
而宗教地位的取得是以独身为前提。参见《要理问答》，民国印刷，卷４，第９１页。
＠有关的解释参见杨堤《公教史上被人误会的几个问题》一文（《益世报》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６日）。
０
在《圣经》中，守贞行为得到认可，以至鼓励。耶稣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
的缘故自阉的。”（和合本，１９９３年中国基协印）（马太福音１９：１１），这里所讲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者，就是守贞。耶稣
又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仍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谓天使，就是不娶不嫁，永保纯贞者。
＠
《童贞修规》由马青山于１７“年制定。随后，教会在此基础上另加“女学堂规定”、“教书要法”、“姑娘首德”
以及“默想规式”等内容，１９２１年由重庆圣家书局印制。其实，守贞的功能还在于避免家庭拖累，儿女情长，以教会
为家，一心一意奉献。“婚配的人，散得其心肠，一分归于丈夫、儿女。守贞姑娘不然，因与耶稣全结台，故此不可
分散其心”。
ｏ按照教理宣传，教徒死后，灵魂须经炼炉等过程，待耶稣复临，加以审判后，无罪者才能升人天堂。
［收稿日期】２００Ｂ一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秦和平（１９５２一），男，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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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守贞上，有男，也有女；修会（院）有男

有关四川、贵州等地贞女（修女）的研究，

修会（院），也有女修会（院）。需要说明的是，

仅我所知，美国圣·奥拉弗学院英德门教授（Ｅ１１．

修生通过小、中及大修道的学习，接受相关考

ｔｅｌｌｒｎ㈣，Ｒｏｂｅｎ

验，成为神职人员，以传教为己任，献身上帝，

主教徒和中国人社区”与“十八世纪中国的基督

即所谓神父（司铎）。修女不能担任专职的传教

教修女”》一文“ｏ。因未见该文，不能加以评议。

者、出任神父等，其外事活动局限于医药、慈善

此外，法国沙百里先生（ＪＢｍ ｃ｝ＩｄＭ血ｅｒ）在

及服务等领域，从事护士、养育员等项工作，救

《中国基督徒史》中列有专节，加以介绍，阐述

死扶伤，表现恩爱，教书育人，传播教理。据考

源流，说明阶段，介绍特点等”Ｊ。受书籍体例的

证，基督宗教的隐修行为产生于３世纪时的埃

限制，相关部分或语焉不详，或分析不够，有继

及，４世纪时向东扩张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及君

续展开、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在沙百里的研

士坦丁堡等地区，向西传播到日尔曼诸国。最

究基础上，以汉文资料为依据，用“我者”的视

初，修行者都是平信徒，有集体隐行与独居隐行

角认识贞女，考察变化，反映特色，充实内容。

这两种形式。受信徒行为的推动，４世纪后期，
意大利维切利主教犹西比乌（ＥＩｌｓｅｂｉｕｓ）要求属
下神职人员过隐修生活。在其影响下，修行对象
发生变化，既有教徒，更有神职人员。尔后，守
贞成为平信徒向神职人员转化的前提条件。６世
纪初，本尼狄克（Ｂ∞ｅｄｉｃｈｌｓ）制订了修院会规，
充实并完善隐修的管理制度，成为天主教会各修

院遵守的蓝本ｏ】（““”）。
同样，当天主教传人中国后，信仰者有男
性，也有女性，势必发生隐修行为，需要相应的
场所容纳、修行规则及管理者。如前所述，在西
方社会，各类宗教组织的职责分明，有修道院接
纳，集体修炼，统一管理，修女基本上不介入传
教事务。然在清代中国，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各
地教会缺乏修院，一些守贞姑娘只得采取在家修
行方式，依靠家庭的相对封闭环境，禁欲苦修。
还有，处于禁教期间，为扩大传播对象，保护传
教士（主要是外籍传教士），降低遭受打击的代

Ｅ）曾撰写《“十八世纪四川的天

需要解释的是，由于贞女采取隐蔽形式禁欲
苦修，相关文献极少，甚至她们有意识地不留文
字资料。仅我所知，除了当年为反映“圣女”事
迹那点点材料外，目前很难找到更充分的资料，
文献匮乏势必影响认识。我们通过本文，意在抛
砖引玉，恳请高明者不吝赐教或传播资料，深化
或拓展对中国贞女的研究水平。
二、乾嘉年间贞女修行的规定硬其活动
（一）传人及作用
清代前期，遣使会（Ｌａｚａｒｉｓｔｅｓ）及巴黎外方

传教会（Ｆ０ｒｅ妇Ｍｉｓｓｉｏｌ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ｉｓ）先后来到四川、

贵州及云南开展活动。在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
天主教得以扎根及发展。受教理宣传等因素的影
响，个别信徒愿意选择守贞形式，为上帝、耶
稣，事实上为教会奉献终身，于是修行问题被提
出，并付诸实践ｏ。

价，延续教会的生命，于是，在外籍传教士的支

最初，巴黎外方传教会是将四川等地修生送

使下，一些贞女承担传道或教师的职责，对妇

至国外培养，后来考虑路途遥远、修院旋开旋闭

女、女童传授教理、指导宗教活动等。其角色发

等因素，１８世纪末该会创办修院自行培养国。比

生改变，既是修女，也是教师、布道员等。依靠

较而言，贞女修行的困难更多。若送到国外，且

她们的积极努力，天主教会在川、滇、黔的活动

不言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贞女跋涉数千公里路

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因此，贞女的修行方式及

程，有谁能照顾？若在国内建立修院，数个以至

角色变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教活动之一，对于

数十个未婚女人集中隐修，必将引起教外的猜

认识清代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有着重要价值，值得

疑，加大反对力量，蒙受政府或民间社团的指责

深入研究。

或打击。如何解决这道棘手的难题？

①
当时，四川等地也有自愿独身而未经修院培养的传教员，如胡世禄。虽然《黔信芳踪》没有明确记载，相关
档案却有反映。嘉庆五年闰四月二十七日贵州巡抚常明在奏折中说：“胡世禄供认，原籍湖广，寄居四川，并无父母
兄弟妻室子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殊批奏折，全宗４，案卷号３１１）。
⑦
四川、贵州修生曾送至教会设在泰国大城及印度本地治理等修院培养，１７８０年刘翰墨神父（Ｈａｍｄ）在云南
永善龙溪设立修道院。该修院后迁四川宜宾落壤沟、宝兴邓池沟、彭县白鹿乡及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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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沙百里考证，中国的最早贞女修行方式是

一宗臻于极盛，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都有重要影

在福建活动的多明我修会（Ｄｍｌｌｉｎｉｃａｎｓ）实施的。

响。道家在唐颇重成、李之重玄一宗，而在宋代

巴黎外方传教会得益于这些经验，结合川、黔等

则重陈景元，蒙先生校理陈景元《老子注》、《庄

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在家修行的方式，制订规

子注》而撰《陈碧虚与陈抟学派》，揭示了唐宋

定，加以约束。随后，根据形势，进行调整，鼓

之际道家思想的这一重要转变。此派思想的影

励贞女在外活动，担任教师、传教员等角色，传

响，于宋代理学的形成至关重要。蒙先生读碧虚

播教理，发展信徒，成为事实上的传道员。

之注发现，“伊洛之所论者，碧虚书殆已有之。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贞女角色的转变并非

其异其同，颇可见学术蜕变演进之迹。其有道家

传教士的一时兴趣，而是根据妇女的作用及当地

言而宋儒未尽抉去，翻为理学之累者，亦可得而

社会的环境做出的重大调整。因为外籍神父在传

论。皆足见二程之学，于碧虚渊源之相

教活动中，越来越认识到妇女，即妻子或母亲角

关”［８］（７１６页’。遂乃勾画出“陈抟学系”，使一代学

色在传教活动中的特殊价值：如果信教妇女譬攀

术之渊源重见于世。这个发现对理学研究具有重

桑丽葛罐灞；增篓馑谨灞搿鬟蚕防Ｉ暨轧蕊蠹＊

要意义。又上论晚周仙道，类载籍小异之纷纷，

臣璧罕：筑琴螽等蕊犁翟戋疆擎鲁基要扩塞粤
这一
增：塥囊鬻两”ｉ；形冥掌鬻嚯馕｛０馏㈣｛昭

术殊途。自南朝齐梁而后，道家已受佛法影响，

广阔领域里进行考察的史
学史，是一部没有先例
堪：馏誊下懦向嚣
的重要创举”（６］（””。
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蒙先生读《抱扑
子 》，进而引起对道家和道教史的不懈探寻。先
生 在读《道藏》之各家《老注》中发现，唐强思
齐 和顾欢的注疏中引本朝成玄英疏颇富，遂合辑
并 以敦煌卷子等参校之，认为《成疏》亡殆千
年 ，至是疑有完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
现 。蒙先生认为，成玄英的“重玄”理论十分高
明 ，是道家中讲老子理论中最值得玩味的。在此
同 时，还发现并辑校了唐李荣的《道德经注》，
这 同样是一个重大贡献。成、李二人均为重玄学
派 的集大成者，似已湮没的晋唐之一重要学术流

别为行气、药饵、宝精三派，进而辨指道家与仙
一个明显特征便是以不生不死言长生。隋唐道教
诸师，进而皆信轮回之说。不言白日飞升，亦为
隋唐道教变化的一大特征。宋代道教深受陈抟思
想的影响，经箫外丹之说以衰，道教又发生了一
大变化。蒙先生以极为精炼的语言勾画出了一部
道家思想史，并且指出：“大要先后道家思想之
变，无不可于《老经》之《注》求之者。”口］（”刚
后一点，具有方法论的启示，“经注”本是我国
古代学术的一大特点。蒙先生对道教流派的疏
理，特别注重其思想内涵，正如萧楚父先生所
言，

“这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

用’７洲２”。

派 因此而得重见天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是

学 术史是蒙先生论学的一个重心。其论周代

不 言而喻的。探寻千数百年道教流变之迹，从若

学 术，勾揭出文学一史学一子学（哲学）发展的

隐 似现的佚书中，辑出许多重要的有关道家的著

三个阶段。先生早年从经学大师今文家廖平学，

作 ，成《道书辑校十种》，成为数百年来道书最

撰 有名篇《经学抉原》等富有影响的著作。２０

重 要的辑校成果。北宋注《老子》者众，而“最

世 纪４０年代出版的《儒学五论》则是评史论政

有 精义””“”剐的王介甫之注却沉而不显，遂辑

的 名世之作，本汉代经师之言，以会通晚周诸

所 见，使“一代宗匠”复明于世，弥补了“寻学

子 ，其“立论颇恢奇，远超出一般经学的今古门

术 流变”中之缺８“。。“”，如发幽微于山谷之

户 之见。不守藩篱，自成一家言”【６】（９ｌ”。其中

中 。近二十年来对“重玄学”的研究成为道教研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酝酿长达十年之久，

究 的一个重要内容，足显蒙先生的开创之功！

一 反旧日崇鲁学薄齐学之故说，揭示了齐学在时

“重玄学”极重思辨，综括儒道释三家，比魏晋

当 周秦之际，如何完成了对旧儒学的改造，转变

玄学调和儒道更进一步，经成玄英之疏，使重玄

为 倡言“革命”、“素王”的新儒学。这无论对中

。

蒙文通：＜致柳翼谋（诒徽）先生书》（１９３５），《经史抉原》第４１４页。何晓涛《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对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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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主日。与所守大瞻礼，俱宜登堂与祭，听

祭，即主复活及主圣诞大瞻礼日，不得托言

讲等功，但须女流同伴，不可单行，即欲告

瞻礼，私往别村。或欲告解，须候铎德到

解，亦须禀命而行。

日。

别嫌。在西童身，非双亲同胞，不得见

防亵。凡随待铎德之书生人等，守贞者

一面、交一语。即求告解，亦分墙内外，隔

不得与之交谈接物。盖男女授受不亲，理所

以铁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夸难尽免，

当然。如有紧要授受，宜转付己亲或婢女为

故酌宽条。凡守贞者，不论在家在外，与礼

之，即与自己奴仆亦然。

制无嫌者，方许相见，其余有禁。即童子十
岁以上者，非至亲不得相见。
珍体。凡守贞者，往所当往，见所当

避贸易。在西守贞童女，所需货物等
件，虽从外给，悉由转斗而入。今既家居，
或有货物临门，所当买者，宜托至亲代买，

见，如登堂瞻礼、亲戚来访之类，须用青蓝

不得擅自交易。

白色衣服着身，青帕包头，足亦宜包缠，但
元得过与不厦。过则显好俗之念未绝，不厦

杜害端。在西童女，虽共一修院，而屏
息静默，寂若无人。今或登堂瞻礼，或在家

则失于鄙陋，且无端庄之型。
饬仪。凡见铎德，宜如对越天主，俯首

庭，守贞之女，不得高声语言耍笑，恐为男
子所闻，滋酿害端。

端立，袖手敛身，整饬威仪，语言合度，不
得乱视高答，斜倚慢渎。凡有所当见者，亦

禁馈遗。凡守贞者，不许擅自交际，如
圣椟、鞋袜、果实之类。或不得已者，须禀

然。即居处行动，亦宜雍容有礼，不得轻佻

命，或藉女工，以给口食者，宜托亲人发卖。
严取与。凡守贞者，若贫而求施，宜亲

无常。

谨言。凡出言，须舍主旨，毋得闲谈，

禀铎德，不得央人转达，或向他人求济。即

涉于世俗。即见铎德，除告解外，非形灵功

代他人转求，亦然。毋得托名善功，而自专

行等事，不得片语闲及。盖言之当谨者，非

擅。

特邪言、谤言而已，凡无益于人已之德邪之

守斋。守贞者，当遵圣会所定公斋，即

类也。启人疑隙之端，谤之属也。主耶稣日：

四旬圣斋，四季斋，圣玛弟亚宗徒，圣若翰

人语闲言，必皆复命于审判日，可不慎哉。

洗者诞，圣伯多禄、圣保禄二位宗徒，圣长

绝俗。宜绝看戏，即节孝诸剧，俱系所

雅各伯宗徒，圣老楞佐致命，圣母蒙召升

禁，并把戏、故事之类，凡在世俗，亦不当

天，圣巴尔多禄茂宗徒，圣玛窦宗徒，圣西

看。即迎亲会戚席诸俗礼，更不宜与。亦不

满、圣迭陡二位宗徒，诸圣瞻礼，圣安德肋

得听乞丐、村妇唱采茶等歌。
屏饬。宜布服荆钗，服如绮罗组绣之类，

宗徒，圣多默宗徒，主耶稣圣诞，圣神降
临，以上各瞻礼前一日，俱持大斋。凡有敌

饰如戒指手镯之类，俱不许用。更不许阔袖

当免者，须请命于司教，或本牧铎德。又每

短裾，趋向时式，彩扇香坠，妆扮雅观。但

七日内瞻礼四，为敬中国主保圣若瑟，随意

耳钩钮扣，许以铜代，足履膝裤，俱用素布，

持素，即戒肉食而已。

不得用彩色绣花，仍梳头束发，无得光泽妆

抹，以及览镜添鬃、傅粉修眉等事。

默想。祈祷分二，口一、心一。口祈

节食。饮食宜淡泊，足养肉身而已，不

者，以口声颂主是也。心祈者，言不出口，
惟ｔ心向主，默忖义理，而立志体行是也。此

得贪餐。为贞德之贼，酒宜全绝，病许略用。
安分。守贞之女，不论在家在堂，凡遇

庶整其志，而励进德业。省察之工，亦宜二

系精修之要功，守贞者务须每日两刻习之。

瞻礼，隔廉诵经。启声祈献，系男子本职，

次，俾易知过而速悔改焉。是以每早初醒，

毋得侵越。如男属至亲弟兄手足，不在禁

就请圣号，谢主生存救赎诸恩。念祝兮圣三

内。

云云。即披衣离床，便闭门，以所看或听道
重出。在西童身，非有大故，并无离居

理一段，为默想题目。想毕，将己心身并献

出乡之理。今在中国，若本乡无铎德在堂奉

洁夫耶稣，仍求保存贞德，勿许我今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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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或陷非僻，以致贞德有亏。后向圣母诵

然而，处于清政府厉禁天主教的背景下，生活在

自托祝文①。

内地的特殊环境中，传教士及传道员十分缺乏，

日课。除教中常课外，每夜半时，起念

传教活动既受影响，也难以巩固部分贞女的信

信经一遍，在天申尔福各二十八遍。卯时，

德。更为重要的是，从实践上看，在家修行有可

念信经一遍，在天中尔福各七遍。辰时，念
在天申尔福各七遍。已未二时，亦然。申

能会遭遇这些困难，它们应该也必须得到解决：
１．经济来源难以保障。离群索居，自我封

时，念在天申尔福各十四遍。酉时，念在天

闭，意味贞女不能外出从事劳动，生活需要基本

申尔福各七遍，末念信经一遍。病者免夜半

上依赖父母供给。当父母身体健康或家庭拥有田

之经，临睡预诵亦可。

产时，或许供养不成其问题；如果父辈年老体衰

忻（祈）勤圣事。在西童身，每月内告

或家产丧失，供养之难则立即显。其间，教会设

解数次，每主日恭领圣体。盖圣体能长神

想贞女从事纺织、针线等女红，变卖钱财以期自

志，加人。力，又减情欲之火，故守贞者，

养，但效果并不理想。除少数人能强勉应付外，

不宜久缺神粮。但既不得常见铎德，而领圣

多数人藉此解决不了长期生活的需要。无恒产则

恩，务必谨备。倘遇有便。极少每月领圣体

无恒心！起码的生活需要不能保障，势必会影响

一次，大瞻礼在外。

贞女观念，妨碍修行。

恪遵守。以上定规，凡矢志守贞者，务

２．社会舆论的压力。中国传统社会鼓励早

必恪遵。其故意不守者，乃自欺白误也。铎

婚早育，多生多育，反对独身行为。在民众意识

德谕之，再三不悛，则请命于司教，驱逐贞
女会外，毋致玷辱贞名，累及教会矣。慎

及行为规范中，独居行为、尤其是女人的独居，
其行为不仅不会得到提倡，还怀疑另有企图或系

之，慎之！其会规，务要于每月内一主日读

邪教徒。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不繁衍后代

过，以俾不忘。若不识字，央至亲读听。盖

让人难以容忍，简直大逆不道！社会舆论形成强

司教、铎德，不时考诵，以见留。与否，切
勿视之泛常，而置之高阁。…（”““）

大压力，束缚人们的行为。教外人士不能认识守

上述修规反映，四川天主教会在保证贞女有
效修行、维系信仰纯正等的前提下，主动适应地

自我封闭，禁锢家庭中，或许感受不到外界压
力，其父母、弟兄姊妹毕竟要接触社会，在遭受

方的实际，鼓励修行方式的本土化，以期修行能

流言蜚语时，情绪受到影响，可能会转移至家

够扎根于当地社会。如将守贞姑娘发终身大愿的

庭，给贞女造成压力，影响修行。

贞的特殊宗教寓意，自然会反对其行为。贞女因

年龄定在２５岁以上，考虑是周全的。因为在提

基于此，一些传教士考虑调整修行的方式，

倡早婚早育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如果在２５岁时

变在家固守为转移流动，眼不见心不烦，避免或

还没有出嫁，意味以后结婚的可能性极小。此

减少流言蜚语，消除不利舆论。他们鼓励贞女注

时，妇女的思想趋于保守，观念成熟，冲动性减

重内心修炼，暂时弃置外化的修行形式，离开家

弱，思考更具理性，行动坚定，能够接受约束，

庭外出活动。“情愿离家乡、亲戚朋友，情愿往

经受考验，隐行苦修。再如裹脚要求，听父母之

各处去，为天主的荣光，利益于人，教书劝人，

话，穿着朴实，装饰一般等等规定，以及维系与
家庭关系等，都较多地注意或顾及当地社会的特

教人立学堂，教了一个地方，道理明白，甘心到
别处去，加增善功，随天主安排，听铎德命，随

点，与周围环境及人群相适合，融人其中。

人之要紧，随耶稣的表样，因耶稣讲道理时，游

我们也注意到，《童贞修规》重在隔离隐蔽，

各州府县乡村劝化人，无有坐处”…‘“”。变单

局限于在家修行的要求，不能外出活动，旨在实

纯的修行为积极的活动，传播教理、教书育人、

现有效地修行。单就宗教要求而言，无可厚非。

凝聚教徒、辅助传教及巩固信仰等势在必行。

①
托己于圣母祝文是：“至慈主母，圣玛利亚，我今投奔于尔，特寄尔普诵诫信，切望尔特庇我，恳求尔仁心
怀抱我。我从今日以后，每日迨至死候，将我灵魂肉身，诸望诸慰，困苦患难，我之生死，尽托主母，伏祈慈母，为
尔至圣之转达，奠比之功绩，治理我行，悉合主母，暨尔圣子耶稣之旨。吁，无玷童贞，我今哀恳，为尔至圣之贞
洁，无染之始胎，净我心身，亚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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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严厉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拜孔，事实上堵塞了天

则有内外两项，“心贫者，在于财帛内，心不爱

主徒进入私塾读书的途径，他们成为知识的贫乏

财帛，不靠不结合世物。外穷苦，不但不爱财，

者。“罗马教廷最后禁令，使中国天主教会不能

还情愿丢于外，特选穷苦之地位，喜欢淡泊吃，

再有读书人人教，自绝于智识阶级之外。因清代

淡泊穿，站贫苦的房子，用贫苦的家事”。“爱天

习惯，儿童入学，即须拜ｉＬ子，每月初一、十

主爱人”要求贞女在经言学校的教学过程时。

五，进士、举人、生员亦必须入孔庙行礼。其

“该当大发显扬天主荣光之心，大发劝万民爱主

次，使中国天主教徒自绝于中国人之外，而成为

爱人之愿”，讲解教理，救人灵魂，“教训人为救

‘非我族类’。因依照禁令，教徒不许进入祠堂行

灵魂要紧道理，为行善避恶立功，为得好方法，

礼。结果，乃使雍正以后，一百二十余年间，天

善用时候，善过幼时，善度生，得善死，升天

主教上为朝廷与地方官所禁止，下为民间所排

堂，享永远之福”…（““一２““。

斥。教堂被毁被改，雍正《圣谕广训》至以天主

为了保证教育效果，教会特别制定一些教学

教与白莲同列，私人传教者，或家藏教会经本、

方法，要求贞女在教学时必须执行。如读经时须

十字架等物者，一律处以极刑。教会亦只有山藏

仰望圣像，“引导童女，认爱天主，躲避幼年时，

林窜，苟延残喘。”【９０
加之当年经文的翻译采取直译形式，对音不
顾义。内容走样，发生异化，认识及理得均成为
问题。除传教士外，唯有一些传道员及守贞姑娘
等大致掌握教理的要旨，了解信仰的“真谛”，
通过他（她）们讲解及传授，教徒才能理解以至
接受。于是，灌输教理、巩固信仰、发展教徒成
为应对禁教压力的当务之急，四川等地教会因陋
就简，创办经言学校，传授教理、教仪及教规，
替代私塾，藉此发展信徒，延续教会。据不完全
资料统计，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四川教会创办
经言学校１５所（内女校ｌｏ所）∞；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发展到６３所（女校２９所）；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增至１０７所（女校５７所）；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扩大到１２８所（女校７７所）；道光二十
年（１８４０），又上升到１６９所（女校１１９所）“…。
的确，守贞姑娘掌握教理，熟悉教仪教规，
富有献身精神，值得信任，比较适宜担任经言学

甚多诱惑及大凶险，以言以行，扶助他们，天天
进于圣宠ｉ趋于善德”；识字时应该讲解其意，
避免能背诵经文而不知其意思；有教无类，严格
管理，教师不能心存歧视之心；教学过程中注意
学生智力及生理特征，坚持不懈，并通过弥撒等
宗教活动，增强信仰，“俾幼童之学堂，恒存大
行，加增不息”。总而言之，“姑娘教人教道理，
先发善意思，与耶稣结合，求主降福他们的话，
能激动学生之心，向慕天主。教学前，要发谦卑
之真心，想我大罪人，何敢讲道理，天主赦我的
罪，不能阻挡天主道理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
教会要求贞女在教学过程中，从信主，修身，再
至祈祷奉献等，循序渐进，逐渐深入，让教理渗
透于受教者的思想中，落实在行动上：
一、先教他们认识敬爱天主，并其万德
妙处，三位一体道理，随问答书；
二、认识敬爱耶稣救世的主，用。破解

堂教师，对妇女及女童传授经典要理、教规教仪

耶稣降生、生平的举动，要劝幼童，效法耶

等。不过，教会对此并非放任不管，除对她们灌

稣圣表，勿学冷淡教友之表样；
三、各瞻札六，多讲耶稣苦难道理，又

输教理等外，对听命、纯朴、贫苦和爱天主爱人
等修行内容要求严格，缺一不可，全面做到。所

劝学生善过此日，弃绝虚乐，不笑，行些微

谓“听命”，指听从天主的安排，全身心地服务

苦功…·一逢瞻礼五日，讲耶稣圣体，与弥撒

教会，不能为吃、为穿、为房屋、为地盘。“纯

圣祭之道理，教学生善方法，以善听弥撒，

朴”，除生活上艰苦朴素外，必须注重自身形象，

使能得沾弥撒圣祭之妙益；

“姑娘守贞教书讲道理劝人，立好表样”；谦虚谨

四、该当教学生发信、望、德三德，谢

慎，一切归于天主，“故学堂姑娘之意思，该全
归于天主，并不归于自己，不归于人”。“贫苦”

天主的恩，将自己平生思言行为，结合于耶
稣，献于天主……教他们不但爱已亲戚朋友．

①
经言学校系为教育教徒子女及初人教会的成年人念诵经文、要理而设立，课程有《早晚课》、＜要理问答》、
《圣母小日课》等，意在使受教育者懂得教理、教规及教仪，有走读与住读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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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性之故，乃爱普天下之人，且爱己仇人，

教育，改变信仰，成为教徒；通过她们影响家

情愿受人之害，不敢害人，教他们爱父母，

庭、影响后代、影响社会。贞女与神父、传道

为超性之故，因父母在世，代天主的住；
五、教学生善过时日，提醒他们，该当

员、会长及节妇。等构成清代西南地区天主教
会的福音传播团体，编织严密的传教网络，各自

如何从早晨到夜晚时，依天堂直路书，引治

根据自己身份，针对不同对象，积极活动，相互

其心身之举动。教他们怎样尽本分，怎样发

配合，相得益彰，产生合力效应，增多教徒，发

善意思，怎样善用时候等热心度命之法；

展教会。如乾隆中叶，马青山制定修规时，四川

六、教学生时，常向圣母玛利亚，向诸

等地约有五六千天主徒，贵州仅有极少教徒。到

天神圣人，敬爱之热情，求圣母做众学生的

嘉庆六年（１８０１）时，四川教徒已有４万余人，

慈母，依六十三想书所栽之道理；

嘉庆中叶增至６万人；贵州也发展到千余人，影

七、要劝学生屡次想死，预备得善死，

响逐渐扩大，还辐射广西西林、隆林等地，呈现

用心躲避各样罪的诱惑，恼恨罪恶，宁愿

迅速发展的趋势。当然，在教会发展过程中，贞

死，不敢犯一个大罪。若犯了一个，就尽力
发痛悔之真心，又去告解明白，不瞒铎德，
望得其罪之赦。要多劝他们远避邪淫的罪，
败坏无数的幼童，变做魔鬼的

女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仅《黔省主证遗芳》第３
册记载，有姓有名的贞女，除林昭外，还有袁依
搦斯等４位＠。
三、守贞派生“问题之问题”

奴。’’【ｌ】（１７“‘１９Ⅲ＾）
当然，经言学校对受教育者也有相应的约
束，除熟读经文、掌握教仪、了解教规、积极参
加弥撒外，“每日早课后，有方便，热心听弥撒，
无铎德，以心听弥撒，接念三十三想”等例行活
动外，每日入学、放学等，必须念早上、中午上
学经、放学经、以及课间经等等，通过这些程序
化的诵念行为，产生相应的表象，藉以强化宗教
信仰…‘１５页＾“面ｍ。
还有，个别贞女帮助外籍传教士练习口语，
掌握方言，消化及运用学习的内容，起到辅导员
的作用。如传教士马赖（Ｃｈａｐｄｅｌａ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在贵州、广西活动，聘请的教师发音不够标准，
接受知识与表达思想受到影响。当林昭返乡，马
神父便请林贞女教授语言，练习口语。“贞女回

我们知道，除天主教会的贞女、修士外，中
国社会还有诸如和尚、道士、尼姑、道姑等男女
独身者。他（她）们的处境如何呢？一般而言，
和尚与尼姑的修行地相隔较远，多不串连，更谈
不上同居一处，共同生活。即使如此，民间还制
造不少有关他（她）们“性行为”等的流言蜚
语，甚至撰写话本，广泛流传，混淆视听，滋生
抵制情绪。翻开诸如“三言两拍”等话本及小
说，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清代晚期之前，清政府厉禁天主教，传教环
境恶劣，传教士及贞女等小心翼翼，自我保护。
因其行动诡秘，容易引起教外人士的好奇，好奇
产生猜疑，遂有制造及传布谣言的可能。不过，

家后，亦多次教马神父之中国话。然只立于门

当他（她）们不在一处时，外人不便多言，言之

外，因所用之先生口音不甚清白之

亦无用，毕竟缺乏“证据”加以佐证。倘若他

故”Ⅻ＊珊－２‘“№，保持有距离接触。

（她）们一起活动，便会有人无限联想，牵引到

（四）贞女积极活动的部分后果

所谓性关系上。如１８５６年（咸丰六年），广西西

由于天主教会根据形势，采取对策，鼓励守

林知县张呜凤抓获法籍传教士马赖，见其身材高

贞姑娘走出自闭步人社会，变单纯的禁欲苦修为

大，体质强壮，又有节妇、贞女等为之服务，且

积极的参与行动，以传道员、教师等角色对妇

中年独身，不能理解，便污蔑马赖奸污白某某；

女、女童传授教理、讲解教规教仪等，从而增加

接着，张鸣凤抓获贞女曹依搦斯，污蔑她是马赖

传教力量，扩大传教对象，一些妇女及女童受到

之妻，否则他（她）们不会生活在一起，等

①林昭系安龙县马场人，此地与广西隆林接壤。
②节妇指愿意为教会传播活动献身而不再嫁的寡妇。
＠
她们是真福王宾的二姐、遵义龙平刘姓两女及袁依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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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２３日，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与新闻
学院联合主办的２００４年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的９０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年会，２５位
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并宣读了论文。这些论文在主题上涵盖了俄罗斯作家作品研究、俄罗斯文论研究、文学思潮与流
派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等多个方面，在时间跨度上则上溯俄罗斯１９世纪文学，下及当代俄罗斯最新文学现象。
与会学者针对近年来研究中的一些热点和前沿性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其中，对巴赫金诗学理论的再审视，对文学研
究中文化视野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等问题进行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
１．文化视野下的俄罗斯文论、文学在对俄罗斯文论的探讨中，邱运华教授从“文化诗学”逸一术语切人，并
于其中理出三条理路。邱教授指出，巴赫金把文学放在文化和民间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诗学研
究范式。在今天，“文化诗学”空间的再度开掘，是俄罗斯诗学２０—２１世纪诗学研究许多趋势中的一个共同点。吴晓
都研究员就“记忆”这一关键词在俄罗斯文化诗学中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强调，“记忆”或“追忆”是俄罗斯民族文
化生活的重要构成，可以将“忆旧是一种审美”或“回忆就是诗意的创造”的诗学观念，确立为俄罗斯文化诗学的本
质命题之一；在讨论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学时，王志耕教授针对俄罗斯作家的圣愚品性及创作特征指出，圣愚作为一种
精神文化对俄罗斯作家的精神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作家的圣愚品性使得他们具有“第二视力”，能超越众
人包括自己用旧眼光所见事物之上的东西，于是这种圣愚精神文化造就了俄国文学的独特品格；关于２０世纪俄罗斯
文学，刘亚丁教授指出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主流文学是一笔不应该遗忘的资源，但自苏联解体后，先前的主流中心文
学受到全面抨击、否定，这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这导致中心文学在其后和当今俄罗斯学术界的消失。刘教授强
调，２０一３０年代俄罗斯中心文学个人消泯产生英雄的主题与现实的伦理，政治进程的互动关系值得深思。祖淑珍教授
通过对俄罗斯行吟诗歌的社会文化解读来考察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行吟诗歌产生于６０年代短暂的解冻时期，
具有暴露社会阴暗面的勇气，其表现具有独到之处，但有些在形式上难以接受，尤其是外国读者难以解读，需要对其
文化的深入了解。

２．文化视野下对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构思和实践何云渡教授在文化视野下对俄罗斯文学研究进行构思。他指出，
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是一个不断意义重构的过程，是不断地主流对边缘的遮蔽过程。所以哪些被遮蔽，以及为什么会
被遮蔽，有其文化原因，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刘云飞研究员就俄罗斯社会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对于文学的影响
进行了探讨，指出，东张酉望、瞻前顾后是俄罗斯文化的处境。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文化之争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表现
为：（１）是俄罗斯文学的分水岭；（２）使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思想道德的文学；（３）使俄国形成现实主义传统。
（扬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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