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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第三次人华与康熙末年的禁教
陈

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明清之际基督教继唐、元代之后第三次入华，来华的西方天主教各修会之间为是否遵行中国传统礼
仪的问题发生争执，即所谓“礼仪之争”，这种争执最后发展为中西意识形态的对抗。康熙皇帝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
化的立场上，反驳西方天主教对于中国文化的指责，并由此决定全面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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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最为强大。教皇

一、基督教第三次人华

亚历山大六世应邀划分西、葡两国势力范围，即
１４９３年划定“教皇子午线”。１５２９年西、葡两国又

基督教于唐、元曾经两度入华，在唐代称为景

签订《萨拉戈萨条约》，至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

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教，但都相继中绝。十五、六

了世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包括南美洲的巴西、非

世纪，西方国家开始航海冒险和海外扩张，天主教

洲诸国、远东的印度、日本、中国和菲律宾；西班牙

传教士也随着进行海外传教。这样，基督教于明清

获得了除巴西以外的美洲。

之际第三次人华，时间为，从１５８３年意大利耶稣会

１６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罗马天主教会在欧

士利玛窦奠立基督教人华基础至１８３８年供职清廷

洲受到极大打击后，便积极向海外扩展势力。由

钦天监的最后一名西方传教士葡萄牙耶稣会士毕

此，罗马教皇在划分西班牙与葡萄牙海外势力范

学源逝世，前后约分为三个阶段：１５８０－－１６３１年，

围的同时也划分了他们的传教责任。这种传教的

为葡萄牙在“保教权”保护下的耶稣会士独自在华

责任由国王担任，由此就产生了西、葡国王在各自

传教阶段；１６３１—１６８４年，为西班牙多明我会士、

势力范围内的“保教权”（Ｐａｄｒｏａｄｏ），即不仅有权

方济各会士、奥斯定会士打破葡萄牙“保教权”加

向教宗提出派往海外的主教及神职人员人选，有

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阶段；１６８４－－１８００年，为罗马

权管理传教士；而且有义务支付宗教官员的工资，

教廷派遣其他修会传教士来华传教阶段。【１］（ｐ

２９６’

１６世纪末，西方国家开始航海冒险，当时只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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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修复大小教堂、修道院，并提供必要的宗教
用品。
随着葡萄牙人的路线去传教的只有耶稣会

士，耶稣会即是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以反对

西班牙籍会士终于能够在中国大陆上传教应归功

宗教改革为目的的天主教修会，由西班牙贵族伊格

于两位意大利籍多明我会士：安吉罗·高奇

ｄｅ

Ｌ０ｖｏｌａ）创立。开始，

（Ａｎｇｅｌｏ Ｃｏｃｃｈｉ）与谢道茂（Ｔｏｍａｓ Ｓｉｅｒｒａ），他们经过

葡萄牙王廷只允许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前往辖区

台湾前往福建，谢道茂在海中遇难身亡，只有高奇

传教。但是，葡萄牙小国寡民，葡萄牙籍耶稣会士

于１６３２年进人中国大陆。１６３２年西班牙方济各会

不足敷用，于是取消限制，其他国籍耶稣会士也可

士利安当（Ａｎｔｏｎｉｏ

传教，但规定前往葡萄牙辖区传教之前，他们须宣

（Ａｌｍａｄｅｎ）由菲律宾到台湾，１６３３年利安当与西班

誓效忠葡萄牙国王，并且须到里斯本乘船前往目的

牙多明我会士黎玉范（Ｊｕａｎ

地。在亚洲，１５０５年葡萄牙到达了印度并于１５１０

湾到福建，１６３４年亚玛丁亦由台湾到福建。两会经

年攻陷印度西岸的卧亚，法国耶稣会士方济各·沙

过商谈在福建划分治区。

那提·德·罗耀拉（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ｄｅ

Ｓｔａ．．Ｍａｒｉａ）、亚玛丁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Ｍｏｒａｌｅｓ）由台

勿略即受命赴远东开教，１５４３年１１月３日教宗保

从１６３１年至１６８４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方

禄三世宣布在葡属印度果阿设立宗主教区，总辖远

济各会士、奥古斯丁会士先后来华传教，打破葡萄

东传教事务。１５５３年葡萄牙人租澳门，建立居留

牙“保教权”，以及耶稣会士对华传教的垄断，由此

地，１５７６年１月２３日教宗额我略十三世宣布澳门

在中国出现了不同国籍、不同修会、不同传教策略

教区成立，领辖中国、日本、安南等处教务，澳门教

的传教士。

区隶属于果阿宗主教区。１５８３年服务于葡萄牙王

由于西、葡拥有“保教权”，罗马教廷只能通过

廷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就从澳门进

两国政府间接地管理海外各国的教务，德国历史学

入中国，抵达广东肇庆并建堂开教。基督教从此第

家施密德兰称此为殖民传教。近代开始，世界传教

三次进入中国。

中心不在罗马，而在马德里和里斯本。罗马教廷为

从１５８３年至１６３１年，在华的传教士都属耶稣

了自由和直接管理世界各传教区的教务，摆脱殖民

会。在利玛窦之先，共有３２名耶稣会士、２４名方济

国家的影响，１６２２年，教宗格利高列十五世设立了

各会士、２名奥古斯丁会士和１名多明我会士试图

教廷传信部，建立对全球传教事业的管理。但是，

在中国定居［２１（Ｐ７９４），但都未能成功。利玛窦成功地

罗马教廷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可供派遣的

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实得益于他的传教策略，即对

传教士以及为传教士提供的物质帮助。此时，葡、

于中国文化采取包容的方式，对中国礼俗采取宽容

西海外扩张已逐渐衰落，荷兰、英国、法国势力蓬勃

的态度。在利玛窦之后，其他修会的传教士难于进

兴起。由于法国属于旧教（天主教）国家，因而随着

入中国，这主要是由于葡萄牙掌握着教皇赋予的

法国积极开展对外扩张和传教，罗马教廷直接管理

“保教权”。

传教事业的愿望借助法国人的力量得以实现。

随着西班牙人的路线去传教的多是西班牙人，

１６５８年教廷传信部在中国、安南东京、暹罗另设宗

有奥古斯丁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西班牙在完成

座代牧制，委派直属罗马教廷的主教，以教宗代权

了对于美洲的征服之后，于１５６５年派海军上将加

名义治理隶属教廷的宗座代牧区，首次任命的宗座

斯波（Ｍｉｃｈｅｌ

Ｌｅｇａｚｐｉ）从墨西哥远征菲律宾群岛

代牧是两名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巴禄（汉

成功，建立在远东的第一块根据地；１６２６年５月西

名陆方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Ｐａｌｌｕｓ）安南东京宗座代牧，

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又命瓦尔德斯率远征军入侵

兼理中国南方滇、黔、湖、桂、川五省教务，拉莫特

中国台湾。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侵入中国台湾，继而

（Ｌａｍｂｅａ

派传教士前来传教，不仅破坏了西、葡之间的《托尔

闽、赣、粤四省教务。１６８４年巴禄由菲律宾搭船经

ｄｅ

ｄｅ ｌａ

Ｍｏｔｔｅ）交趾宗座代牧，兼理中国浙、

德西拉斯条约》，而且挑战了葡萄牙在远东的“保教

台湾到达福建，进入中国大陆。１６８７年传信部将原

权”，引起葡萄牙王廷不悦，“使葡萄牙人始终怏怏

安南东京宗座代牧、交趾宗座代牧所兼的中国九省

不快的是西班牙人继续在远东逞强。这些在菲律

教务的辖区又重新进行了划分，任命巴黎外方传教

宾的殖民者不承认教皇的诏书，他们以没有一份俗

会士颜趟（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ｉｇｒｏｔ）为福建代牧，管理福建；

人的文书为由，坚持欲重开关于分界线的争论。他

任命平若望（Ｊｅａｎ Ｐｉｎ，Ｍ．Ｅ．Ｐ）为江西代牧，管理

们不仅企图把日本划归己有，并且还包括中国大

浙、赣；任命华洛（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ａｒｏ Ｏ．Ｐ．）为广东代

陆、朝鲜、台湾、马鲁古群岛和马六甲。”【４】（ｐ２７”。结

牧，管理粤、桂、滇；任命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伊大仁

果，西班牙籍传教士最终经由台湾进入中国内地。

为浙江代牧，管理两湖、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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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教廷派遣的宗座代牧到来之前，葡萄牙

利耶稣会士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首先提出，他建

在中国只有一个澳门教区，由澳门主教管辖，隶属

议传教士们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应该适应传教对

于葡属印度卧亚宗主教。由于罗马教廷不顾葡萄

象文化上的外部特征，但不能改变基督教正统的信

牙的反对，在中国另设教区（宗座代牧区），任命新

仰。利玛窦将这一政策在中国付诸实践，利玛窦认

的主教（宗座代牧），引起葡萄牙王庭不悦，以为有

为中国人遵行传统的对孔子的尊崇和基本的对祖

损该国保教权。为了解决争端，１６９０年传信部下

先的崇拜是合法的。允行这些礼仪是因为它们本

令，将北京、南京升为教区，使之与澳门教区一样，

身不带有迷信色彩。利玛窦将这些礼仪重新定义

永久隶属葡萄牙王国，并划明三个教区的辖域：北

为非偶像崇拜的或宗教的，而是“文化”的和“政治”

京教区辖管直隶、山东、辽东；南京教区辖管江南、

的，因而是应该被基督教所接受的。调和政策的另

河南；澳门教区辖管两广和附近岛屿。其余各省分

一个重要方面是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传教，这涉及到

隶直属罗马教廷的九宗座代牧：福建代牧，法国巴

重要的神学用语如何翻译问题。是否选择一个拉

黎外方传教会士颜趟；浙江代牧，西班牙多明我会

丁音译还是使用一个中文词语表达基督教中的造

士希氏（Ｐｅｔｒｕｓｄ’Ａｌｃａｌａ）；江西代牧，西班牙奥斯丁

物主Ｇｏｄ，最终选择使用中文词语，接受中国古书

会士贝纳文；湖广代牧，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余宜阁

中的“天”、“上帝”等词表达基督教的Ｇｏｄ（天主），

（Ｊｕａｎ

Ｌｅｏｎｉｓｓａ）；四川代牧，法国巴黎

其原因是这些词包含了一个相对纯粹的一神论的

外方传教会士罗萨里（Ｒｏｓａｌｉｅ）；贵州代牧，法国耶

含义。利玛窦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容的传教

稣会士都加禄（Ｔｕｒｃｏｔｔｉ）；云南代牧，法国巴黎外方

方法被中国社会所接受，也成为耶稣会最终打开在

传教会士勒白朗（Ｌｅ Ｂｌａｎｃ）；陕西代牧，意大利方

华传教局面的关键，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

济各会士格肋茂纳（叶宗贤）（Ｂａｓｉｌｉｕｓ

矩”。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Ｂｒｏｌｌｏ

Ｇｅｍｏｎａ）。

利玛窦的解说并不足以折服其他教士，耶稣会
士内部看法就不一致，“利子去世于１６１０年，次年，

二、“礼仪之争”

利子的继任管理中国教务人龙华民，便发起反对利
子所用‘天’和‘上帝’两称呼的运动”【５］（ｍ ８８娟引。然

“礼仪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有关Ｇｏｄ

而，由于当时在华的唯有耶稣会传教士，况且基督

一词的翻译，主要问题在于中华的“天”、“上帝”等

教人华基础初定，因而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在其

词是否可以表达基督教中的造物主Ｇｏｄ的概念？

修会内部得到遵行，罗马天主教会也未予以禁止。

或从另一方面讲，这些词没有或很少带有一神论的

后由于不同国籍和修会的传教士入华，他们不赞同

意义，而必须寻找另外一个词或创造一个新词？一

耶稣会接受某些中国儒家礼仪，不赞同用中国词语

是有关中国文人阶层在参加敬孔祭孔仪式以及中

意译Ｇｏｄ（天主），认为这样有背于基督教教义，中

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在亡者或纪念牌位前磕头、烧

国礼仪是迷信，“天”、“上帝”不能代表基督教的

香、上供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是

Ｇｏｄ（天主）。由此，发生“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是

否应该被禁止参加这些活动？或这些活动应该被

从不同的宗教修会会士（一方是耶稣会土，另一方

视为没有任何宗教意义，或至少与基督教信仰不矛

是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同时出现在中国的那

盾，而可以容忍？或者传教士在一方面谴责这些活

一天起发生的。”【６］（ｐ·１’

动的一些特色的同时采取第三种立场，允许归教者

“礼仪之争”不仅是传教方法的争执，更是这些

举行仪式时做些变通，以期归教者最终放弃这些活

修会之间传教范围的争夺。如前所述，中国属于葡

动或做出更大的变更？¨］（－６８０）

萄牙“保教权”范围，刚刚到来的不同国籍和修会的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敬天、祭祖、祀孑Ｌ是重要

传教士没有各自的传教区，并且受到耶稣会的排

的社会礼俗，如有不从，即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就西

挤，为了能够在华立足，他们需要与耶稣会士争夺

方基督教义而言，天主十诫的第一条即是：“吾为天

传教范围，因而极力攻击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传

主、尔主。吾以外，毋以他物而更为尔天主也。”拜

教范围的意义不仅仅是各修会传教的需要，还是支

偶像即是触犯十诫之一，为天主教所绝不允许。利

持他们的各欧洲国家商业利益的体现，葡萄牙对于

玛窦为了减低入华开教的困难，使基督教易于为中

在远东拥有的宗教特权，他们“准备以获得巨额商

国人所接受，采取了调和政策。这一政策是由意大

业利润那样大的精力来捍卫它。在这个时代，如果

１６

万方数据

说贸易已经按照国籍展开了，那么它却主要还是追

争执也由此转变为中西双方意识形态的冲撞。

随传教区而进行的”【７】（ｐ２４引。因此，国别之间的矛盾

１７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谕

加之现实利益的冲突，终于以所谓“礼仪之争”的形

再次作出答复，正式禁止“中国礼仪”，并且派遣特

式表现出来。

使多罗（Ｃａｄｏ

Ｔｏｍｍａｓｃｏ Ｍａｉｌｌａｒｄ ｄｅ

Ｔｏｕｍｏｎ）前往

刚进人中国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

中国执行。１７０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多罗到达北京，见圣

士将争执带到了罗马教廷。多明我会士有三人分

谕未得公布，于１７０７年１月２５日南下到达南京，２

别在不同时间前往罗马，向教廷和教宗报告中国的

月７在南京向全国天主教传教士发布了教宗克莱

情况，要求教廷对于这场争论下确定的结论。黎玉

门十一世颁布的禁止“中国礼仪”的公函：禁止敬孑Ｌ

Ｆｅｒ－

祭祖，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如有违反，

ｎａｎｄｅｚ 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于１６７２年到达罗马，罗森铎

受“弃绝”处罚，教宗与特使保留赦免权。由于罗马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ｄｅ Ｓａｎ Ｐｅｄｒｏ）于１７０７年来到罗

教廷政策突然转变，康熙皇帝对此并不相信，也不

马。与此同时，耶稣会也推代表卫匡国前往罗马，

愿意相信，于是，一方面下令拘禁多罗，监禁澳门，

陈述耶稣会关于准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的主张。

以免其返欧之后不能如实转达中国方面立场；另一

１６５４年６月卫匡国来到罗马。方济各会士也有三

方面与罗马教皇多方联络，三次遣人及四次寄信罗

人分别在不同时间前往罗马，１６４０年利安当与多

马教皇，申明中国立场，争取双方和解。但是，教宗

明我会士黎玉范前往罗马，中途利安当留在澳门，

克莱门十一世得知多罗被禁消息之后，于１７０９年

未能到达；１６６２年文都辣（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ｒａ Ｉｂａｎｅｚ）去罗

致函康熙皇帝，为多罗开脱，并于１７１１年３月１５

马，１６７２年回到澳门，后到广东传教；１７３４年传信

日颁布通谕，确认多罗在１７０７年２月７日关于“礼

部方济各会士康和之（Ｃａｒｏｌｕｓ Ｏｒａｉ）前往罗马。

仪之争”的教令。由于康熙寄给罗马教皇信件曾经

范于１６４３年２月到达罗马，闵明我（Ｄｏｍｉｎｇｏ

最初，罗马教皇对于“礼仪之争”态度不一。当

命在京的教廷传信部遣使会士德里格起草，而德里

黎玉范前往罗马控告耶稣会时，１６４５年９月１２

格并没有按照康熙皇帝的旨意将中国方面的观点

日，传信部经教宗英诺森十世批准支持黎玉范；但

立场传达给教皇，德里格说，禁止中国礼仪并不会

是，当耶稣会代表卫匡国前往罗马陈述耶稣会主张

有任何危险，因为康熙皇帝并不关心此事；这就成

时，１６５６年３月２３日，圣职部经教宗亚历山大七

了克莱门十一世１７１５年３月１９日发布《从登极之

世，又批准了卫匡国所请求容忍祭祖祭孔做法，对

日》通谕的间接动因，通谕重申了１７０４年和１７１ｔ

以前教宗英诺森十世禁令亦未废止。

年对中国礼仪的禁令。

几十年后，“礼仪之争”再起。１６９３年３月２６

此后，《从登极之日》禁令于１７１６年８月秘密

日颜趟在其代牧区福建公布一条禁令，禁止传教士

传到广州，１１月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在得知由于德

在其代牧区内举行中国礼仪；并且巴黎外方传教会

里格传信不实而造成罗马教皇再颁禁约之后，一方

士四川的梁弘仁（Ａｒｔｕｓ

面于１７１６年１１月１２、１３日召集在京西洋教士，当

ｄｅ

ｌｙｏｎｎｅ）前往罗马控告耶

稣会士。耶稣会则派原在江西传教的魏方济

面痛斥德里格：“……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Ｎｏｅｌ）神父和负责佛山教堂的庞嘉宾

规矩，并利玛窦二百年以后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

（Ｇａｓｐａｒｄ Ｃａｓｔｎｅｒ）往罗马说明情况。在华耶稣会士

洋人也留不得。朕数次与你说多罗与颜趟的坏处，

还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

尔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给教化王去？倒将相反

十日（１７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京耶稣会士闵明我、

的信写与教化王。尔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依

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上奏，请求康熙皇帝声明敬孔

中国的律例，岂可轻饶？”［９１（ｐ １７’并且视此禁约为不

敬祖的意义，“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

合法，下令将所有复写件收集起来，退还教皇；另一

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原闻其详。臣等

方面，于１７１６年１１月初另书一封致教皇的信函，

管见，以为拜孑Ｌ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

命广东督抚用满、汉、拉丁文刊印，盖有广东巡抚

明、爵禄而拜也。祭礼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

印，不封缄，故称“红票”，凡来华的西洋人多发与带

亦无求佑之义，惟尽忠孝之念已……”康熙阅后朱

去，交给教宗。内容如下：“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

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

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

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８１至此，

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

康熙帝也卷入了西方来华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

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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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

特赐信票，在中国内地居住；无票者，押往广州，或遣

有乱来之信。因此，与俄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

回西洋。康熙四十七年四月（１７０８）“由武英殿议得，

到去了。毕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

各处天主堂居住修道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

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

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

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

住，往澳门驱逐。”ｎ叫（ｐｉ㈦由此实施部分禁教，只允

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

许遵守利玛窦规矩并且领票的传教士留居中国。

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
１３。’’Ｄｏ】（ｐ１５３）

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由于罗马教皇《从登极
之１３》禁令于１７１６年８月秘密传到广州，因而怀疑

由于教皇禁约在华始终不得执行，并且１７１８

有无票传教士潜入内地，清廷乃下令再次禁教。这

年克莱门十一世见到了“红票”，决定另派特使前往

一年，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上奏：“天主一教，各

中国向康熙皇帝回复礼仪问题。１７１９年９月１８

省开堂聚众，在广州城内外者尤多。加以洋舶所

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再派嘉乐（Ｃａｄｏ Ｍｅｚｚａｂａｒｂａ）

汇，同类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严

为特使出使中国，正式带来了《从登极之１３》禁约。

禁，勿使滋蔓。”康熙朱批，“从之”【１引。在京的西教

康熙皇帝以为教皇使节既是为禁止中国礼仪而来，

士苏霖、巴多明、穆敬远等立即启奏皇上，询问禁教

便不予接见，而将其安排在北京城外窦店，未允进

之事，“臣等闻禁天主教议得很严，本内引康熙八年

京，并遣四官员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问其

之例，恐地方官见了，有票无票的一概禁止，恳万岁

来华使命，嘉乐答以“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

作主，臣等来历根由，为伪为诚，悉在圣明洞鉴之

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

中。”康熙皇帝回答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

赐允准，中国人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

本内禁的，是不曾给票的西洋人，应照康熙八年之

禁止之事。”康熙见其仍然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主

例禁止，与有票的人无干。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即

张，于是严厉批示：“尔教王所求二事，朕俱俯赐允

将朕所给的票看，就有传教的凭据了。你们放心

准。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

去，若有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钦此。”ｉｔＯｌ（ｐ·１８：）

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

由此看来，此次禁教仍为部分禁教。即是禁止无票

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

传教士居留内地。

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

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两广总督杨琳奏准加强

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

海防并再行禁教，“臣查外国夷商，利与中国贸易，

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

而夷商摄服有素，数十年来，沿习相安，应听其照常

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１嘉乐特

贸易。……请于夷船一到之时，令沿海文武官弁昼

使见康熙皇帝态度坚决，又提出八项妥协，以挽回

夜防卫，使其摄服，无致失所。至于西洋人立堂设

颓势。康熙帝态度有所缓和，于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

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九卿原议禁止，再行严饬，均

１月３、５、１０、１４日数度召见嘉乐特使。但在礼仪问

应如所请。”Ｄ３］（ｐＰ ２¨２”兵部议覆“依议。西洋人之

题上，康熙帝毫不让步。第四次觐见时，康熙说：

处，著俟数年，侯旨再行禁止。”兵部虽同意再行禁

“尔如再辩，朕必与尔辩论至极，据尔所奏之言，事

教，但仍照五十六年一样为部分禁教。

体可以明白。”

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教宗使节嘉乐来华带来
的《从登极之日》通谕，经马国贤、冯秉正、雷孝思、

三、康熙末年禁教

喜大教等传教士译出并进呈御览，康熙阅后朱批：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
由于罗马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禁令既包含了

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干涉，又形成了对中国封建皇权

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

的挑战，使康熙皇帝对于西方来华天主教有了清楚

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以后不必西洋

认识，由此决定禁教。

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１４１至此，康

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由于教皇使节多罗来

熙皇帝感到十数年来对于礼仪问题的努力最终没

华，禁止中国礼仪，康熙皇帝乃决定创立票制，凡来

有任何结果，因而决定禁止天主教，由部分禁教转

华传教士，如遵守利玛窦规矩，可永居中国，由清廷

变为全面禁教，由承认天主教合法转变为指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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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

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１．

综上所述，“礼仪之争”从来华西方天主教各
修会之间的争执发展到中西双方的对抗，而天主

教各修会之间的争执又不仅是关于传教方法上的

【５】罗光著《教廷与中国使节史》【Ｍ】，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６］［法］维吉尔，毕诺著，耿升译．中国的礼仪之争【Ｍ］．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０，《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一编第

争执，还是商业利益上的争夺；中西双方的对抗又
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

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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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文摘·
邓小平是继王洪文之后的又一接班人。但毛泽东无
法容忍邓小平实质上否定“文革”的全面整顿，进而不得

毛泽东与领袖接班人问题

不再次选择接班人。
华国锋是毛泽东在世时选择的最后一个接班人。在
周恩来逝世和邓小平再次被批判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毛泽东一直为接班人问题所

困，但在有生之年，他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正因为如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
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此，毛泽东在世时，党的最高组织也没有就这一问题形成
制度。

刘少奇是党内最早公认的接班人。１９６１年９月，英
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期间，对毛泽东提出继承人问题，毛

从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开始，到最后选择华国锋，中
间变换了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几个接班人人选，可以说，
这是毛泽东晚年经历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有几个比较
显著的特点。

泽东给予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

第一，选择接班人标准是根据毛泽东晚年思想。

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林彪是继刘少奇之后被认定的接班人。在探索中国

第二，选择的接班人是个人，不是集体，而且不断变
化。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不能容忍刘少

第三，毛泽东的个人意志高于党组织集体意志。

奇与他的分歧，最终认定刘少奇不能作为接班人，否则，

毛泽东得以“随心所欲”选择接班人，关键还在于党

中国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党的九

的制度、特别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大，在党章中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面：第一，权力过分集中实际上成为不成文的规矩；第二，

和接班人”。但是，两年后，这个接班人却走上政变的道

民主集中制未能很好贯彻；第三，领导职务终身制；第四，

路，自取灭亡。林彪之后，接班人再也未被写人党章固定

没有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下来。

“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培养对象，

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给党和国

在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排

家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

名仅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

也是党和国家的悲剧，其中没有制度的约束是这一悲剧

文能力有限，担当不起接班人的重任，于是重新考虑接班

的深层次原因。

人的问题。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５年１期作者江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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