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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划时代的新起点。１６１１

年李之藻邀请西方传教士来杭州传教，是天主教杭州开教之始。此后，杭州的天主教在全国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着重对杭州开教之前的十年间，天主教渗透传入杭州的途径、天主教思想
在杭州文人中引起的反响、天主教与杭州佛教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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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１年５月，杭州籍官员李之藻邀请天主教传

之藻１６０１年时是北京工部主事，据他自己说：“万历

教士郭居静、金尼阁、钟鸣仁来杭州传教。５月８

辛丑（１６０１），利氏来宾，余从寮友数辈访之。”…（眯）

日，神父们在李之藻家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弥

也就是说，利玛窦到北京的第一年，李之藻就与他交

撒。这是公认的天主教杭州开教之始。从此之后，

往了。初到利玛窦寓所，李之藻一下子就被一张世

天主教在杭州扎下根来，绵延至今。但实际上在

界地图吸引住了，当即向利玛窦请教了许多有关西

１６１１年５月之前，杭州其实并非是天主教传播的空

方地图的知识。李之藻在《（职方外纪）序》中讲了这

白，那时杭州人对天主教已经并不陌生。本文试对

个过程。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也

天主教在杭州开教前的传播情况，作一个考据。

专门提到过这件事。后来李之藻又对利玛窦讲述的

一、天主教文化渗透杭州的最初渠道
众所周知，明朝万历年间最早来华传教的西方

天文、数学等知识十分着迷，三天两日地往利玛窦那
里跑，向他学习讨教，是当时与利玛窦关系最密切的
中国人之一。

传教士是罗明坚与利玛窦。罗明坚后来半途而废回

第二个与利玛窦交往有据可查的杭州人是葛寅

欧洲了，而利玛窦则坚持下来，成为当时来华最成功

亮。葛寅亮是杭州龙坞乡人，１６０１年正好在北京参

的传教士。利玛窦从１５８３年进入广东开始，到１６０１

加科举考试，得中进士。他与利玛窦的交往不如李

年初进驻北京，化了整整十八年时间。进京后的利

之藻深入，可能是参加过几次聚会，听过利玛窦谈论

玛窦由于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擅长与中国的官员、士

西方社会的各种知识。因为葛寅亮的恩师是礼部尚

大夫交往而誉满京城。利玛窦的寓所常常高朋满

书冯琦，而冯琦是当时与利玛窦交往较多的京城高

座，来访者络绎不绝，他的影响由此辐射全国，直到

官之一。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中，有一篇就是专门

１６１０年５月去世。据目前史料来看，杭州人最早是

记录与冯琦讨论人生之苦问题的。葛寅亮很可能就

在这个时候与利玛窦开始交往的。

是作为冯琦得意门生参与了与利玛窦的聚谈。葛寅

第一个接触利玛窦的杭州人大约是李之藻。李

亮后来在其所著的《四书湖南讲》里，记录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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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话：“予往日于都中，见利马窦述其国主，皆系传

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是当时也闲居杭州的另一个著

贤，号为教化王。其人必不娶无子，而又不必居相

名的佛教居士；“何使君”应是何士抑（三畏），是与

位，但有德者授之，迄今不改，永永无争。其教如不

虞、冯来往密切的友好；“张平子”即东汉张衡，以懂

祀祖及杀食之说，虽大背谬，而国主相传之法则甚

天文等科学技术出名的方士。虞淳熙的这段话表

善。世人见囿隙中，情量自想不及耳。盖所传之贤，

明，当时杭州文人之间对利玛窦的评判是将他看作

惟无子则不萌启衅之端；不居相位，则不成逼上之

类似张衡之流的西方方士。这些方士，在儒家士大

渐，法密防严，所以行之可久。”［２】这段话表明，葛寅

夫眼里地位并不高。

亮不但在利玛窦那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而且
还将这些西方的知识融入到自己思想之中，并在后

二、李之藻重刻《天主实义》引起论战

来的讲学中向学生们传授。《四书湖南讲》中的“湖

１６０５年，明朝廷对京官进行考核（京察）。李之

南”是指杭州的西湖之南，葛寅亮在那里聚徒讲学近

藻被人指控，说他过分沉湎于宴乐和玩棋，在考核中

三十年，才积稿成书。这种讲学过程，正是天主教文

受到降职处分。他没有立刻就任新的职位，而是回

化传人杭州的重要渠道之一。

到了杭州。李之藻受利玛窦熏陶几年，此时对天主

再一个与利玛窦有过交往的杭州人是杨廷筠。

教已经深有好感，回到杭州后必定要大力宣扬天主

杨廷筠当时是在湖广、四川等地任职的官员，趁几次

教思想，把天主教的火种引进杭州思想界。我们现

入京述职和接受任命的间隙，拜访过利玛窦。杨廷

在明确知道的李之藻的一个重要举动，是把利玛窦

筠后来回忆说过：“往予晤西泰利公京邸，与谭名理

的《天主实义》在杭州再次印刷出版。利玛窦的《天

累日，颇称金兰。独至几何圜弦诸论，便不能解。

主实义》在北京正式出版是在１６０４年，杭州重版是

……未几余有事巡方，卒卒未再叩，而公已即

在１６０７年。出钱刻书的汪汝淳（盂朴），是李之藻在

世。”［３］（ｒｉＢ５）杨廷筠与利玛窦的交往也不算深，但受

杭州的朋友。李之藻为这一杭州版《天主实义》写了

到影响是无疑的。可以说是利玛窦在杨廷筠的心中

一篇序，大力赞扬此书对中国社会之利。（Ｉ）（ＰＦ９９－１０１）

种下了天主教的种子。后来郭居静、金尼阁等人到

李之藻所以要在杭州重刻《天主实义》，一个重

杭州开教，杨廷筠很快加入教会，成为坚定的天主教

要原因是他对当时士大夫中间流行的崇佛风气非常

徒，与前期思想上的孕育不无关系。

不满。李之藻一路的士大夫重视实学，而崇佛的士

在北京的利玛窦，除了与中国士大夫交谈，还编

大夫们喜欢谈禅论空，两派之间当时在朝野展开了

印出版了几种中文教理书，通过书籍将西方天主教

明争暗斗。在朝廷，崇佛派官员一度遭到沉重打击，

文化传播到中国各地，其中包括杭州（这一点后面还

重实的东林党人占了上风。而杭州当时是晚明佛教

要提到）这种间接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中兴的一个重镇，教内有莲池大师为支柱，教外则有

那么当时杭州的文人、学者对利玛窦及其学说

虞淳熙、冯梦桢、黄汝亨等一批士大夫居士相呼应，

有没有议论、评价呢？当然是有的，这里先举一条史

势力强大。李之藻从北京回到杭州，顿时有势单力

料加以证明：

薄之感。为了对抗崇佛派的气焰，李之藻想到了刻

“西泰始人中国，喜论交，遍交中国土，士以此附
之。冯司成、何使君，为余言西泰，盖此方张平子之

印出版《天主实义》。因为《天主实义》一书对佛教理
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流云。”【４ｊ虞淳熙是当时杭州极有名望的佛教居士。

杭州版《天主实义》１６０７年出版，其影响如何呢？

他曾是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的进士，出任过兵部职

利玛窦曾经在１６０８年８月２２日写给罗马耶稣会总

方司主事、礼部主客司员外郎等职。万历二十一年

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谈到过这一点：

（１５９３年），虞淳熙因卷入党争罢官，此后长期在杭州

“另一位朋友（指李之藻），虽然不是教友，却在

闲居，与云栖莲池大师交往甚密。他是最早对利玛

他的故乡浙江杭州，以美丽的文字重刻此书（指《天

窦天主教进行正面批驳的中国士大夫之一。虞淳熙

主实义》）。籍此书为媒介，天主教在这个文风鼎盛

这篇《（畸人十篇＞序》约写于１６０７至１６０８年。其中，

的省份相当知名，他们希望有神父到他们那里去，仔

“西泰”即利玛窦，是利的字；“冯司成”即冯梦桢，曾

细给他们讲解。有人告诉我，那里许多回教人也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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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此书，认为那是中国书籍中最佳的一本。”［５】（Ｐ＇３Ｓ６）

持与对真理的执着，我们的教友也因此感到愉快与

《天主实义》对杭州学界造成的影响的确是巨大

安慰。这位学者把上言两封信印刷出版，因此人们

的，有人还拿着此书去向虞淳熙等崇佛派索辩，要他

争相拉拢我们……”【５】（ｖ３６９）这里利玛窦似乎有意夸

们回应利玛窦对佛教的抨击。虞淳熙不得不对《天

大自己的成功，隐瞒了他向虞淳熙索序示好在先的

主实义》作了一番研究，并写下《天主实义杀生辩》一

情节。而虞淳熙所以要印刷出版两封信，也有一层

．文。其文一开始就说：“利清泰玛窦书来，欲与余辩，

展示利玛窦先向自己示好的意图。虞淳熙在给利玛

一月而阐，实义不得。”【６Ｊ仓促上阵的虞淳熙没有能

窦的信中故意提到：“既而翁太守周野，出《畸人十

力对《天主实义》展开全面的反驳，只好抓住《天主实

篇》，令序弁首。”［７］（Ｐ６５７）虞淳熙透露这一细节，也大

义》中有关“杀生”的论点，进行攻其一点的反击。这

大地挽回了崇佛派的面子。所以。利玛窦与虞淳熙

样的反击，应该说力量有限。

这一番书信往来，双方是各有所得。

正当杭州的崇佛派陷入窘境之时，事情发生了

１６０８年年底李之藻被任命为开州（今河北濮阳）

戏剧性的变化。利玛窦主动向虞淳熙示好，请人向

知州，离开杭州上任去了。于是，由他引发的一场杭

他索序。原来，利玛窦于１６０４年公开出版《天主实

州天、佛两教之间的争论暂时偃旗息鼓了。

义》之后，因为其中对佛教、道教和宋明儒学都有批

三、杭州佛教徒对天主教的最初定位

判，引起了部分中国文人的不满和反击。北京、南
京、江西等地，甚至还有人状告天主教谋反，这使利

当天主教思想侵入杭州之时，杭州的佛教信徒

玛窦感到了压力。于是他又编写了一本《畸人十

并非只有虞淳熙一人出来抵抗。虞淳熙的背后还有

篇》，通过中西人士之间的对话来阐述天主教理，同

其他同好在支持着他，虞淳熙的师傅莲池大师就是

时不再攻击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理论。利玛窦想以此

其中之一。有关这方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虞淳

来缓和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反感。此举果然取得了效

熙收到利玛窦的回信后，他曾把信送去给莲池大师

果，利玛窦１６０８年３月６日写给罗马高斯塔神父的

看，其中有请教对策之意。莲池看后，回了这样一

信中说到：

信：“利玛窦回柬，灼然是京城一士夫代作。向《实

“有人以为本书（指《畸人十篇》）所讲的恐无人

义》、《畸人》二书，其语雷堆艰涩。今柬条达明利，推

相信。进士徐光启却以为藉此书可平服在北京日渐

敲藻绘，与前不类，知邪说人人，有深信而力为之羽

引起的对教会的反感。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自此书

翼者。然格之以理，实浅陋可笑，而文亦太长可厌。

出版后，学者已开始访问我们，有些且巳皈依

盖信从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韩、欧之辩才，程、朱

了。”［５］（１＇３５９）利玛窦向虞淳熙索序，正是《畸人十篇》

之道学，无能摧佛，而况蠢尔么魔乎！此么魔不足

之序。虞淳熙是何等聪明之人，见利玛窦示好，顺势

辩，独甘心羽翼之者可叹也。傥其说日炽，以至名公

给利玛窦去了一封信，信中婉转地指出利玛窦并不

皆为所惑，废朽当不惜病躯，不避口业，起而救之。

了解佛教，建议他先好好地读几本佛书。利玛窦得

今姑等之渔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７］（ＰＳＳ３）从这封

信后，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分辨了天主教与

信件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本人对利玛窦的《天主

佛教的差异，但又表明自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来

实义》、《畸人十篇》等书是认真研读过的，而且与虞

“交友请益”的，不是来与人对立的，双方表现得一团

淳熙等人还有过一定的讨论分析。《天主实义杀生

和气。利玛窦１６０８年３月８日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

辩》，很可能就是他们讨论的结果，由虞淳熙执笔而

信里说到此事的经过和结果：

已。

“浙江省佛、道都很盛行。有一位学者（指虞淳

二是杭州佛教界反击天主教行动的定调之人。

熙）曾多年在北京朝廷中担任要职，目前返回故里，

以莲池当时在国内佛教界的名望，每遇重大的事件

大力推动佛教，看了我的《畸人十篇》，给我写了一封

由他来定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此么（小）魔不足

长信，盛赞内容丰富，有益人生，但请我不要反对佛

辩”，“今姑等之渔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直接影响

说，很客气的劝我，否则将有祸患产生。为回答他，

了虞淳熙对天主教反击的力度。

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有关我们的立场，对上主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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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十分敏锐地从利玛窦的来信中嗅出利玛窦

。李熊熊：天主教杭州开教前史
背后有京城士大夫为其撑腰，“知邪说人人，有深信

一段话：“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日，天之小

而力为之羽翼者”（当时为利玛窦提供意见、修改书

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所以，“畸人”

信的士大夫。至少包括已经人教的徐光启）莲池担

在中国古代是专指不同于一般人的“君子”。利玛窦

心，“傥其说日炽，以至名公皆为所惑”，那时佛教徒

将自己的书起名《畸人十篇》，有夸耀自己的意思。

将不得不起而抗争救世。几年之后，莲池担心的局

而虞淳熙说“安得称畸哉，安得称畸哉！”则有讥讽之

面果然出现。从而在佛教与天主教之间激起了一场

意。

更大的风暴。那是后话，这里暂不多说。

虞淳熙的《＜畸人十篇＞序》属于借题发挥，重在

虞淳熙依照莲池的意见，将自己与利玛窦的两

表达自己对天主教思想的贬抑。所以，利玛窦也不

封信件出版．杭州思想界天主教与佛教之间陡生的

会把这样的序放在自己正式出版的《畸人十篇》之

矛盾终于有所缓和。但是，文人们私下里对天主教

内。１６０８年正式出版的《畸人十篇》，用的是李之藻

的讨论一定还在继续。特别是佛教信徒，对天主教

写的序。李之藻在序中说到自己认识利玛窦的过

排佛的论点必须有个有说服力的回应，才能让大家

程，是先把他看作“异人”，然后看作“独行人”，再看

悬起的心平复下来。这项工作也是由虞淳熙来完成

作“有道术之人”，最后认识到利玛窦称得上是“至

的。

人”。“至人侔于天，不异于人。９９［７］（Ｐｓ０１）李之藻把利
利玛窦向虞淳熙索《畸人十篇》之序，虽说是一

种示好的姿态，此后虞淳熙与利玛窦一番书信往来，
也已经把双方要达到的主要目的都实现了，但虞淳

玛窦抬得很高，这样的序，利玛窦当然乐意采用了。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一段纠葛，才引出了李之藻
１６１１年决意邀请西洋传教士到杭州来开教的举动。

熙不久却真的为《畸人十篇》写下一序。此序向来不

１６１１年四、五月间，李之藻的父亲在杭州去世。

为学界重视，其实序中内容也很重要，从中可见杭州

按惯例，李之藻必须回杭守孝三年。此前，李之藻已

佛教徒给天主教的最初定位究竟如何。且引序中最

于１６１０年由利玛窦施洗加入天主教会，并被调到南

后一段话，稍作解读与分析：

京工部任职。丁忧回杭时，李之藻邀请在南京传教

“我国日之升也，春之阳也，生道也，滋生者敷泽

的郭居静、金尼阁等人一起来到杭州，传播天主教信

远；西域月之出也，秋之阴也，死道也，候死者归源

仰。从此，杭州天主教与佛教之间，掀起了新一轮直

速。归欤归欤，潜神後命，爰反帝乡，洵我国之益友

接的摩擦。

欤。若乃夫南乐、回历、象胥之所鼓，保章之所挈，即
礼厚于献琛，均非华夏之乏也。请得神交西泰，各操
东西之券，安得称畸哉，安得称畸哉！”【４Ｊ
原来，虞淳熙用阴阳划分的方法，将中国的文化
归结为“阳”，将利玛窦所传的西方文化归结为“阴”，
并由此推论：中国“春之阳”讲究的是生生之道，西方
“秋之阴”追求的是死亡之道。然后虞淳熙一语双关
地说：归去吧，归去吧，集中精力去完成你们死亡的
使命吧，（虽然我们的文化很不相同，）你们实在也是

注释：
①李之藻写的序和汪汝淳写的跋，见朱维铮主编．利玛
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参考文

献

［１］李之藻．（职方外纪）序．明清问耶稣会土译著提要．
［２］葛寅亮．四书湖南讲．卷二．“孟子湖南讲”．

［３］杨廷筠．（同文算指）序．转引自赵晖．耶儒柱石——李之
藻杨廷筠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我们的益友。至于说你们所传来的音乐、历法，进献

［４］虞淳熙．（畸人十篇）序．虞德园先生集．卷六．

的珍宝，都不是我们华夏所缺乏的东西。虞淳熙接

［５］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光启出版社，１９８６．

着总结道：我与你利玛窦这一回“神交”，其实是“各

［６］虞淳熙．天主实义杀生辩．虞德园先生集．卷二十．

操东西之券”，道不相合，难分高下，故你不能以“畸

［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人”自居。
所谓“畸人”，出典是《庄子·大宗师》里孔子说的

（责任编辑：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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