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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复著译的回应：以上海《汇报》为例
张

军，

石

涛

（苏州大学历史系，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２１）
摘要：１９０１、１９０６年，上海《；ｒ－报》先后刊载了《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和《天演论驳
义》三篇文章，对严复的相关著译作了详细的回应。首篇，对严译《支那教案论》所持观点的评价是“优劣相
参”；次篇，对严复《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一文进行了通篇驳斥，但它却是一篇意气之作；末篇，主
要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批判。这三篇均是为维护天主教的自身利益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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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Ｋ８２５．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４３２（２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８－－－－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Ｆｕ§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Ｉ Ｔａｏ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５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１９０１ ａｎｄ １９０６，ｔｈｒ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Ｈｕｉ Ｂａｏ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ｅ．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Ｙａｎ Ｆｕ

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ｗｈｉｃｈ ｍａｄ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ＹＡＮ Ｆｕ．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ｏ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ｏｔｈ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ｓｅｅｏｎｄ 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ｌｙ ｏｐｐｏｓ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ｔｙ，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ｔｈｉｒ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 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ａｎ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ｅ；ｔｈｅ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ＡＮ Ｆｕ；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Ｈｕｉ Ｂａｏ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ｔｙ

《汇报》，全称为《格致益闻汇报》，于１８９８年８月１７

１３在上海徐家汇创办，是由《益闻录》和由《格致新报》合
并而成，一周两期，全年总共发行１００号，并从第１００号
起，始称《汇报》。１９１１年《汇报》停刊。次年，由潘谷声
主办的《圣教杂志》取而代之，并一直延续到１９３８年。

后两篇是出自李问渔的手笔无疑，由于前一篇没有署名，
因此只能存疑。

一对严译《支那教案论》的回应
当初严复之所以看中宓克的《支那教案论》，盖因为

１９０１、１９０６年，《汇报》先后刊载了《支那教案论提要书

此书持论较为公允，没有偏袒之意，这也让《书后》一文的

后》（以下简称《书后》）、《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和《天演

作者在阅后掩卷之余，感叹“译者之苦心”和“立论者之心

论驳义》，对严复的相关著译作了详细的回应。后两篇均

气平和”。¨ｏ不过，对于严复译著中“吾华崇尚虚无，散布

署名为“大木斋主”。据台湾著名天主教研究学者方豪先
生介绍，大木斋主其人，原名李浩然，字问渔，后改名为李
扶，号大木斋主，是一位较有名望的天主教司铎，圣名劳
楞佐（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ｕｓ）。…㈣“’《上海传教史》中说道：“从《益
闻录》到《汇报》，主笔一直是李问渔。”［２］（Ｐ７１∞由此断定，

流言之积习，实为教案之媒，而要无非教士措施之失当，
亦有推其波而助其澜”‘４］‘龆”一段论述，《书后》作者认为
应该分开而论。总体上说，他对此书的评价是“优劣相
参，如圭有玷”。［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０４
作者简介：张

军（１９７９一），男（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苏州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２级硕士研究生，Ｅ—ａｍｉｌ：ｘｕｅｓｈａｎ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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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１９８０一），男，陕西白水人，苏州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２级硕士研究生。

张军，石涛：对严复著译的回应：以上海《汇报》为例
《书后》作者对宓克下述观点是基本赞同的：（１）景教

（一）驳严复的教案观

的行废，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讲求世务休戚相关。Ｈ儿“’

严复在《续论》一文中首先指出，１８９７德国强占山东

（２）中国“学士文人，疑忌传教”，¨Ｊ（”’因而经常撰写谤教

胶州军港，以及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不可谓其事非由

之书。（３）罗马教士“其会事属一尊，制归一律……不容

于教案也。”［５］（ｎ９１’对此，李问渔提出了不同意见：胶州之

奇邪诙诡杂于其间。至英美所遣路得一宗，派别支分，自

失，实始于德国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事后曾两次向清

为约束，名称繁众”ｏ［４Ｊ（Ｐ３９）但《书后》作者又对基督新教表

政府索酬未允，于是才决计侵略，山东巨野教案只是一个

示不屑。在他看来，基督立教已有１９００年的历史，而路德

借口，即使山东没有教士，德国仍会加以强占；而庚子之

生于１４８３年，怎能得基督真传呢？因此，“路得一宗，不

乱，则是由清廷误任端王、刚毅二人，轻信义和团民能够

特散而元统，抑且浮泛无根。”ｐ１

“避火却弹”的谣言，遂起排外之心所致。【６儿２８号’

可是对宓克下列说法表示反对：（１）西人传教，不应

平心而论，李问渔此番言论，确有与事实相符之处。

该以条约为保护伞，因为“教者天道，当有天助，护以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其实严复很早就注意到了列强利用

适以阻其传”；１ ４］（Ｐ５）（２）天主教堂应停止收养弃婴；【＿４］（ｎ３’

教案侵略中国的事实：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德国以山东巨野教

（３）教士不应当干预讼事。［４］（聊’

案为借口，派兵在胶州湾强行登陆，并占领了胶州府城。

《书后》作者认为：（１）中国自乾隆年间降旨明令禁止

事后，严复立即在《国闻报》上发表评论，抨击德国此举不

传教之后，中国人皆以天主教为邪教，搜杀教士，占夺教

啻为野蛮行径，他说：“德人借端教案，突据胶澳，此不特

堂，时间长达百余年，因此不得不于道、咸之际签订“保

野蛮生番之道待吾中国，直以野蛮生番之举动自待而已

教”之约；（２）中国溺女现象成风，天主教对此不能坐视不

矣。”ｐ儿聊’然而，李问渔认为严复将教案全部“归咎于

顾；（３）在中国，“大抵一人人教，合族恶之，其始辱以言，

教”，【６ Ｊ（２８引却有失偏颇。因为严复并未说教案皆由教士

其继害于事，甚而拳足交加，直欲置之死地，……若教士

引起，而且，严复也不主张盲目排外；关于教案的处理，认

始终不能代白于官，则中国必无人教之人，教士可束装归

为只要“吾政府地方，持至公之法，守至坚之信，决而行

国矣。”…

之，而勿任莠民以排外之宿愤，致滥及于无辜”，［５］（ｎ㈣就

从上述对《支那教案论》一书的评价来看，《书后》的

不会授人以柄。既然如此，为什么李问渔仍然要批驳严

作者应是一位天主教教徒。虽然他对宓克的部分观点表

复呢？这是因为在李问渔看来，严复这篇关于天主教历

示首肯，但他基本上还是以天主教士的身份加以评价，评

史与现状的文章，有计多“不实之辞”，必须通篇驳斥。

价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天主教的自身利益。值得注意的

其次，对于近代在华天主教的种种不法活动，严复有

是，《书后》这篇文章恰好是在《辛丑条约》正式签订一个

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教案固新旧二宗所互有，而其出

月之后发表的，文中在评价严复译著的过程中，还流露出

于旧宗天主一派者为多，其侵吾地方官吏之权为重，且事

撰者对条约内容的某种赞许。他说：“教民去夏之难（即

起之后，其弥缝收拾，亦较他宗之教会为难。使中国而求

庚子之变），近日渐有转机，然使和约无保教一条，即使教

自存，是不可不急求所以处置之者。”［５］（Ｐ１９１）正如严复所

民杀尽，谁肯垂怜，谁复赐恤？”¨１这大概也是当时在华传

说，近代教案纷起，其中大部分都与天主教有关，他们往

教士的普遍心理吧。他同时又说：“倘中国早许租界，虽

往以教堂被毁、教民被杀、教财被掠为由，要挟官绅，借此

杀数十教士，亦惟赔款而止。”【３１这说明他只考虑教士自

索取巨额赔偿金，并要求划地修建教堂。对于这一事实，

身利益，对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却漠然视之。

李问渔也并不否认，他列出了三条理由加以辩护：天主教

二对《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
的回应

“人数既众，交涉自繁”；１６ Ｊ（２８县’中国人经常反对其亲友入
教，教士与之理论不谐，往往会求诸官吏，“事既关于传

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９日，严复在《外交报》上发表《论南昌

教，其成讼未可非之”；“天主教进款无多，经费反巨，其索

教案》一文，对同年年初发生的南昌教案加以评论。此

偿所失，情有可原。”１７］（２９ａ８－ａ）不难看出，李问渔的所谓“理

后，严复又撰写《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以下

由”没有多大说服力，它完全是为天主教的自身利益做强

简称《续论》），于１９０６年４月８日至２８日在《外交报》上

行辩解。

连续刊载，后来《中外日报》对《续论》一文加以转载，将原

再次，严复认为在华天主教耶稣会“祸于我国而害于

题改为《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这篇文章，引

治安”，只需将他们“聚而逐之，使出吾国，抑禁之使不得

起了《汇报》主笔李问渔的高度关注。稍后不久，他即撰

更收新徒”即可。［５］（Ｐ１９２）严复的这一论述，直接触及到了

《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一文，并在上海《汇报》１９０６年

在华天主教传教的前途问题，致使李问渔对于这一说法

（即《汇报》第９年）第２８、２９、３１～３４号连载（《汇报》独于

大为不满，他列举出顺治、康熙年间汤若望、南怀仁、徐日

１９０６年无具体出版日期。笔者根据此报前后发行日期的

升等传教士造器皿、修历法、管理钦天监，以及天主教堂

规律推算，《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一文连载的迄止时间，

设学堂、收养贫苦小孩，而且中国现在已是测侯有台、养

应大致是从１９０６年５月中旬开始到６月初结束），对严复

老有堂、习艺有局、印书有馆、施医有院，这一切受益的都

的教案观及所述天主教历史加以反驳。

是中国人，怎么能称得上是“祸害”呢？另外，李尤其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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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而逐之”极为反感说：“幸中国尚有明人，未必以君言
为是，否则庚子之祸，将复见于今，茈可不畏欤？”［８］（”县）

驳，其辩驳也欠说服力。不仅如此，文中还夹杂着对严复
的挖苦和漫骂。与此相反，严复的《续论》则显得文气舒

然而问题是，既然反对盲目排外是严复的一贯主张，

缓，毫无偏狭之意。严复是否留意过李问渔的这篇文章，

那他为什么会对天主教耶稣会另眼相待呢？可以说，这

我们不得而知，但李问渔此文毫无疑问是一篇意气之作，

正是严复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严复早年曾经留学

其思想性自然也就不能与严复相提并论。

英国，对基督新教有感性认识。严复认为基督新教对于

三对严译《天演论》的回应

启迪民众道德观有积极作用，而基督新教所提倡的自由、

继《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之后，同年上海《汇报》从

平等思想，与当时西方流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相吻合

第５４至６５号又连续刊载了由李问渔执笔撰写的《天演

的。另一方面，严复又深谙天主教耶稣会的历史与现状，

论驳义》。与他的上篇不同的是，李问渔此文显然是经过

认为耶稣会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势，可以不择手段，“虽用

较长时间的准备后写就的，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严译《天

至恶之术，亦可为之。”［５］（Ｐｉｇｓ）正是这一原因，才导致了耶

演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无裨益。

稣会与各国政府甚至与教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并遭到

１９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抛出生物进化论

驱逐。所以，将耶稣会驱逐出中国，并不会引起各国的反

之后，对基督教教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进化论不

对。虽然严复的这一主张并不一定行得通，但能像严复

仅从本体论上动摇了传统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

这样分清各教派之间差别的，在当时中国却为数不多，民

在认识论上直接打击了神学目的论体系。”¨ｏ １９世纪末，

众多一味排外，以致酿成不必要的交涉。有鉴于此，严复

随着进化论传入中国，尤其是１８９８年由严复翻译的《天

才决定撰写此文，将经常与教案有瓜葛的天主教耶稣会

演论》正式出版后，给在华中西教士以同样的强烈震撼。

的详细情况告诉国人。

一方面是由于严复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享有崇高威望，但

（二）驳严复所述天主教历史：

更重要的是因为《天演论》本身的反基督教思想。为了维

在涉及有关天主教的术语时，李问渔指出了严复在

护基督教神学体系的至上性，并试图抵消严译《天演论》

翻译方面的一些错误：如ｃｏｍｐａｎｙ为“齐集”之意，因此

给宗教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中西教士纷纷着手著书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说，对《天演论》从理论上进行回击。这方面，李问渔的

Ｊｅｓｕｓ应译为耶稣会，而不是“耶稣军”；［７］（２９号’

英文ｎｏｖｉｃｅ源于拉丁文ｎｏｖｕｓ，所以“ｎｏｖｉｃｅ者，新徒也，非

《天演论驳义》堪称代表。

幼徒也”。［９］０２剐毋庸讳言，严复虽然精通英文，但对天主

《天演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李问渔的内心深处

教的某些术语可能不太娴熟，而李问渔却是通晓英文、法

极度不安，他说“天演之说，大不合行上之理，大不合实验

文与拉丁文的天主教司铎，他在指出严复的瑕疵之后，也

之迹，大不合万民之论，要皆信口胡言，绝无确

不忘讥讽一番：“君系译家翘楚，何竟昧之，……恐呼者不

据”；【８】（“号’“欲去其毒，不得不驳严氏之书。”【ｓ］（６３号１可以

察，而听者失笑，非君之荣也。”［９】（３２号）

想象，《天演论》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洪水猛兽。

ｄｅ Ｌｏｙｏｌａ）所创耶稣会与原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最初形

罗马旧公教之间的不同点分为五种：（１）耶稣会已经世俗

态——“元质”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一直在“自有”与

化，“宁减损宗教威仪，而不可不混迹人间，向同于众”；

“受生”之间摇摆。在《天演论驳义》中，李问渔对“元质

严复将罗耀拉（Ｄｏｎ

Ｉｎｉｇｏ

（２）罗马旧教法度虽严，但崇尚平等，而耶稣会则“纯于专

自有说”提出质疑。他认为“元质”如果是自有之物，则应

制”，等级分明；（３）罗马旧教主张在本地传教，而耶稣会

该卓然独立，亘古不变，但“元质”却是变化无常的，“合于

却风行字内，且每到一地，还要学习该国的语言文字；（４）

此为此物，合于彼为彼物，既合矣，犹可离之，既离矣，犹

罗马旧教修行主张先个人，后群体，由散而合；耶稣会则

可合之”；所以，“元质”并非自有之物。既然不是自有，那

是“有全体，无个人，修个人者所以为全体，个人之善以有

么“必有生之者，生之者伊谁？造物耳。”［８］（５４－５５ｖＪ）客观地

利于全体而后善”；（５）罗马旧教倡导守贫清修，“于权势

说，李问渔已经触及到了进化论的盲区。达尔文进化论

名位，本无所争”，而耶稣会则追求财富与权势。正是由

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对“元质”的起源问题避而不谈。事

于耶稣会的这些特点，才导致许多国家的憎恶，并将其驱

实上，达尔文并不主张无神论，晚年他曾明确表示：“我不

逐出国ｏ Ｃｓ］（ｐ１９２“９４’

是反对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９１他只是反对上帝特创

对此，李问渔也针锋相对：（１）天主教无新旧之分；

论，而相信生物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李问渔

（２）耶稣会既不经商，也不为官；（３）会中掌阁之人称ｇｅｎ．

仍然没能跳出基督教神学的设计论框架。不仅如此，李

ｅｒａｌ，是“总裁”之意，不能译为“将军”；（４）“耶稣会人先

问渔在《天演论驳义》中，几乎处处都在论证天主真宰的

修己而后淑人，未尝抑制牵合，先全体而后个人也”；（５）

存在。

教中修道之徒，分为两类：无私财、无公产者，此类较少，

为了证明天演进化的“荒谬”，李问渔将万物分为四

而以有公产、无私财者居多。［６］ｏ。３２号．李问渔的这篇反驳

种：无生、有生、有觉、有灵。这一分法本身无可厚非，而

文章，其内容长短与严复的《续论》不相上下，但它并没有

且在客观上还与进化论的演进程序相吻合，但李问渔之

多少独到的见解，只是对一些具体的细节性问题加以辩

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证明进化论的科学性，而是为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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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推翻进化论打基础，并最终论证造物主的存在。首先，

契合。与天主教徒不同的是，某些基督新教教士在读完

关于生命起源问题，他不惜花费大量篇幅说明“无生不能

《支那教案论》之后，则十分坦诚地承认“教会之失，诚有

变有生觉物”；其次，他认为生物之间“不能越类传生”，即

不可掩者”，并且还呼吁“中西教士读此书而自反”。【ｌ引能

生物的延续只能在同一物种内部进行；再次，关于人类灵

够促成传教士的自我反省，这也可算作是严复翻译此书

魂的来源，他认为“无灵不能变有灵”，无论是渐变还是骤

的一种收获吧。

变。［８］∞５ｊ７踟为此，他还特意批驳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祖

虽然李问渔是一位十足的反进化论者，然而随着时

猴之说”：“人为万物之灵，知是非，辨邪正，具主权，能笑

间的推移，不少人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待进化论，他

言，嗜学问，猴则异于是，骂之不答，敬之不知，人灵而猴

们或是试图在进化论与基督教之间寻找二者的平衡点，

不灵，明如观火，既如是，人不必生于猴，何也？生者传其

或是利用基督教教理来诠释进化论，试图将科学纳入宗

性也，无灵性，不能传灵性于人，……祖猴之说，岂通论

教体系，认为进化论不但不会威胁基督教的神学体系，而

哉？”¨Ｊ（５８引这样，李问渔就彻底斩断了“无生——有

且还会证明《圣经》中的语言是字字真理。例如美国人纽

生——有觉——有灵”这一生物进化链条，从而否定了生

曼（Ｈ．Ｈ．Ｎｅｗｍａｎ，Ｐｈ．Ｄ）在《天演与宗教》中就主张“宜视

物由低级向高级漫长演进的科学论断，并最终为上帝的

天演为正当，不惟不反背宗教，且辅翼宗教有扩展之余地

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生命不能由非生命物质产

也……由此观之，天演与宗教为同盟之良友”；ＬＩｕ有人则

生，既然人不是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那它们是从何而来

更为理性，干脆坚持宗教与科学各具其利，认为“科学的

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

目的在扩充知识，宗教的功用在慰藉情感”，因此，“宗教

李问渔的这番推理看似颇具说服力，但实际上他却

与科学应当相辅相行，不该相互攻击。”【ｔ２］今天回过去

人为地割断了生物之间的连续性，并将不同物种之间的

看，严复只不过在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的纷争中，不自觉

差别扩大化、绝对化，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站

地为后者扮演了一个传播者的角色。令严复意想不到的

出来批判严译《天演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却被动地、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一论争中去。由于

进化之所以进化，进化的原动力从何而来，达尔文将

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双

其解释为“物竞天择”，即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对此李

方之问已经斗争了数个世纪，并一直延续到当代，这更是

问渔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外部环境的作用极其有限：对

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于植物而言，“人之培植，地之丰肥，时之调顺，能使物品
加美，总不出本类之外”；对于动物而言，“境惟能改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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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改其性。””］（“埘剐李问渔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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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进化论之不足，而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自
然界之所以存在形形色色的生物，并非天演之功效，而是
“化工之巧妙”，而万物又之所以能如此美妙的和谐共存，
是造物主的智慧使然，而非“无知之物自然成之”。【８

Ｊ（”引

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清代卷［Ｍ］．台北：明

文书局，１９８５．
［２］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
［３］佚名．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Ｎ］．汇报，１９０１—１０—
１２．

［４］宓

克．支那教案论（铅印本）［０］严复译．南洋公学

译书院刊印，人大图书馆藏．

这样，他将进化论者呕心沥血由大量实验得来的科学论

［５］严复集（一）［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断，用一个造物主就轻而易举地给代替了。

［６］大木斋主．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Ｎ］．汇报，１９０６．

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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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天主教之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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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和官员能够熟悉来华传教士的具体情况，做到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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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ｒｗｉｎ，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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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排外，也不惧怕外国势力的恫吓，从而尽量降低教案

［Ｍ］．Ｄ．Ａｐｐ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发生的可能性；而严复翻译《天演论》，目的是为了将生物

２４７．

Ｃ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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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中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观念输入到中国，

［１０］佚名．新刊介绍［Ｊ］．教保，１９０１，（２３）．

以此来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将其运用到反帝斗

［１１］纽曼．天演－９宗教［Ｊ］文社月刊，１９２７，２（４）．

争中去。出乎严复意料之外的是，他的这三篇著译，却引

［１２］佚名．科学与宗教［Ｊ］．文社月刊，１９２６，１（１１—

起了宗教人士的高度关注。近代教案的频繁发生，迫使

１２）．

一些较为开明的传教士已经开始思考在华传教方式的得
失，而严译《支那教案论》的问世，正好与传教士的反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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