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论道

明代的中国天主教徒中，以徐光启（１５６２—

（１６００年），他赴北京参加会试，途经南京时结

１６３３）的影响为最大。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

识了利玛窦，这次交往对他的一生带来重大的影

谥文定，上海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研

响。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再到南京，利玛

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为突出。较

窦此时已去北京，于是与另一名传教士罗如望

早从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

（Ｊｏａｎｎｅｓ

ｄｅ

Ｒｏｃｈａ，１５６６—１６２３）会面，罗

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是介绍

如望以利玛窦的Ⅸ天主实义》相赠，徐光启阅读

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他所编著

后，不明之处请罗如望详加讲解，并取教名保禄

的《农政全书》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百科全
书”，译著《几何原本》，被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誉

（罗）。
皈依基督并未使徐光启放弃仕途，修治齐平

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２。此外，

的理想是那一时代文人的必经之路。万历三十二

还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等。徐光启不仅在科

年（１６０４年），他进士及第，获授翰林院庶吉

学成就上建树颇丰，而且也是明代士大夫中最坚

士，由此开始官宦生涯。自任职翰林院起，徐光

定的基督信仰者，与李之藻（１５６５—１６３０）、杨

启与利玛窦认真探究天文、地理、数学、水利

廷筠（１５５７—１６２７）一同被称作明代“中国天主

等，他热心学习西洋科技，尤其在历算方面。

教三大柱石”３。

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
了《几何原本》４，次年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

一、从孑Ｌｆ－］弟子到基督门徒

中，他谈到利玛窦的影响时说：

“顾维先生（指

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皈种：大者修身事天，小
徐光启是一个受着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他

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

的祖父早年经商使得家中殷实富裕，后由于受

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

倭寇之害，庐合尽毁，祖母带着子女流离失所

疑”ｓ。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ｆｆ），徐光启充任纂

避难，从此家道中落，父亲后来弃商务农，这

修，参与历事，和熊三拔（Ｓａｂａｔｉｎｏ

影响徐光启后来对农学产生了兴趣。万历九年

１５７５－１６２０）等一同制造了天盘、地盘、定时衡

（１５８１年），１９岁的徐光启考中金山卫秀才，之

ｄｅ

Ｕｒｓｉｓ，

尺、璇玑玉衡等ｌ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

后在乡村边学习边教书。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

重任翰林院检讨，次年升左春坊左赞善，万历

年），在路过龙州时，平生第一次遇到传教士郭

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九月升詹士府少詹士，兼河

居静（Ｌｆｉｚａｒｏ

Ｃａｔｆｉｎｏ，１５６０—１６４０），初次听

南道监察御史，练兵于通州。天启元年（１６２１

到了天主教理和西洋科学。次年（１５９７年），他

年），因朝臣陷害，告病还乡。崇祯元年（１６２８

以顺天乡试第一的成绩成为举人。万历二十八年

年），先是官复原职，后充经筵讲官，次年升左

３８ Ｎｏｖ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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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论道久出Ｌｌ

侍郎，回部管事；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升礼部

【２】圣母赞像，

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协理院事；崇祯五年，

作造物之尊母，

造物主圣子尊荣的母亲，

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军机，知

为圣洁之贞身．

嫁是圣洁的童女。

制诰，次年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

原之于胎无罪，

无原罪怀胎系圣灵感孕，

士（相当于宰相），该年逝于任上。从徐光启

秉之于性全仁．

持守道德品行全然仁爱。

的官宦历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明末最后

频施光兮照世，

不断发出圣洁荣光啊普照世界，

三朝的重臣。

职恩保兮救人．

担当救恩中保啊拯救世人。

义镜垂而群法，

嫁的义行如明镜高悬而使众人效法，

天门启而众臻．

开启了天上的恩门迎接蒙恩的众人。

二、徐光启所作的赞美诗歌

位越诸神兮益上，女６：的地位超越天使而更高，
通常说来，徐光启的宗教著作有下列
十三种：即【ｌ】耶稣赞像，１２１圣母赞像；
１３１正道题纲ｌ

１４１规诫箴赞ｌ［５１十诫

德超庶圣兮特张．弥的道德超过圣徒而显彰。

福既极而难并，

万代称女尔有福无人能相提并论，

美非常而莫伦．

贤德美丽非常而无与伦比。

箴赞，１６１克罪七德箴赞Ｉ［７１真福八端箴
赞，

［８１哀矜十四端箴赞；

１９１达乡人书，

【３】规诫箴赞８

【ｌＯｌ造物主垂像略说；【１ｌｌ辨学章疏，

维皇大哉，万汇原本。

【１２】辟妄Ｉ

大哉全能的上帝，万物产生的本源。

【１３】谘诹偶编。除上述作品

外，还有两件作品也应归入这类作品，它们

巍巍尊高，造厥胚浑．

是：［１４１跋二十五言ｌ

至高无上的主宰，混沌中孕育万有。

［１５１景教唐碑记。

过去，国内学者多重视徐光启的科学著

博刮众有，以资人灵．

作，忽视其宗教著述，甚至认为徐氏的宗教著

创造广博芸芸众生，都归灵性之人管理。

作多系伪作，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经得起推

无然方命，忝尔所生．

敲，但要证明上述著作大多是伪作绝非易事。

没有名字随意起名字，生生不息遍满地面。

这里我谨列出其诗歌体裁的作品，以飨读者，

蠢蠢黔首，云何不淑？

每首诗均由笔者自译。

愚蠢的百姓犯罪，为什么不遵守神的诫命？
曾是群愆，上参下黩。

【１】耶稣赞像６

众人都犯了罪，上下推诿责任。

立乾坤之主宰，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

帝日悯斯，降于人间．

肇人物之根宗。人与万物肇始的本源。

上帝爱世人，独子降人间。

推之于前无始，往前推袍是没有开始的开始，

津梁耳目，卅有三年．

引之于后无终；往后算袍是没有终级的终极；

来到世间传道，计有三十三年。

弥六合兮靡间，袍充满六合之间，

普拯广流，诞彰精奇；

超庶类兮非同．超越有形体的存在于他们完全不同。

袍普施救恩光传福音，医治疾病广行奇事。

本无形可以拟，袖自身无形无相难以模拟，

舍尔灵躯，请命作仪。

乃降生之遗容。却降生来到世间留下音容。

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成为被杀羔羊。

显神化以博爱，彰显福音的教化使我们懂得博爱，

粤有圣宗，十又二子；

昭劝惩以大公．显明大公的奖惩使我们知道公义。

基督传播圣教，设立十二使徒；

位至尊而无上，袍的地位至尊超乎万物之上，

述宣宏化，以迨亿祀。

理微妙而莫穷。袍的真理奇妙无穷。

讲述宣传福音直到地极，以致亿万百姓皈依信靠。

万方数据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刊３９

姒。学者论道
鞠蔓—’啊

如日之升，逾远而光，

矢志崇宏，以隆德馨。

就像初升的太阳，

坚定不移敬拜真神、宏扬福音，美名远扬、德誉馨香。

带来遥远的天光，
千六百载，迭于兹方．

【４】十诫箴赞９

一千六百年后，

人心大正，陨自初民； 上帝造人内心纯正， 始祖犯罪堕落被逐；

福音临到中国。

欲横理危，迩以魔妄． 人欲横流真理倾危， 魔鬼诱惑自大狂妄。

兹方云何？膺受多祜。

惟皇悯斯，垂诫贞民． 全能上帝怜悯世人， 赐下诫命教导选民。

为什么来到这里？

其教有十，总以三纲。 诫命之数共有十条， 概括要旨可称三纲。

为的是使人蒙福。

以迪民彝，以弃民咎，

正教西来，大眷东顾。

以享天衡，以绝天祸。 明白天理享受天恩， 杜绝天弃逃避天祸。

正教来自西方，

乃命明神，传之邃圣， 光明之神奉命传诫， 荆棘火焰摩西领命。

眷顾东方百姓。

昭示万民，谨守勿绎。 彰显启示万民景仰， 谨慎持守不要忘记。

启迪民智教导常理， 抛弃陋习知晓罪责，

凡我人斯，仰瞻辽廓。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

【５ｌ克罪七德１０箴赞１１

赶快敬拜了解福音要义。

凡遏横流，务塞其源；遏制横流的恶水，务要堵塞其源头；

敢曰无主，敢日不若。

凡除蔓草，务除其根。除掉蔓延的野草，务要拔除其根茎。

谁能说天地间没有主宰，

君子式之，用涤其心．君子以此操练自己，即可洗涤内心污浊。

谁能说自己不需要袍。

人罪万端，厥宗惟七。人的罪孽千千万万，归根结底七宗大罪。

大文无雕，经涂无诡．

七德克之，斯药斯疾，用七种美德克除它，如同什么病用什么药，

好的文章无需刻意雕饰，

如讼必胜，如战必捷。就像诉讼的取胜，如同战场上获捷。

真的经典无需盗世欺名。

有佑自天，勿诿勿怯。来自天上的眷佑，不再推诿与胆怯。

秉·ｃ２－－＿德，守诫二五．

七克ｇ，ｇ，万端并灭．七德克除大罪，各种罪孽全消。
（未完待续）

用心牢记信望爱三德，
真诚持守西乃山十诫。
注

若罔不升，违罔不堕；
如果违背就不能升入天堂，

释

不去违背也不会坠入地狱。

１．见《辞海》（１９９９－ｕｆ－／／ｘ），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月，第１版．第９６７页．
２．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ｉＦｌ０）日，第１版．

勖矣前修，无作后悔。

３．参方豪：

勉励前来修行真道的人，
不要做出后悔莫及的事。
后悔则那，亟其改旃．
后悔之事岂能奈何，
立刻易帜才是出路。
鉴尔一息，贵尔百年．
察看你的一生，
富贵不过百年。
如山匪嵬，如海匪渊．
如同山的巍峨不一样，
就像海的深广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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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３页．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３月，第１版．

第９９页。

４．该拳泽著是根据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Ｅｕｃｌｉｄ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约公元前３２心》元前２８３）的几何学著作翻译而成，笔者注．
５．方豪： Ⅸ中国夭主教吏人物传》（上），第１０６页。
６．李杖、徐允希： 《增订徐丈公集》，转引自王晓朝：哟０瞥教与帝国文化》，北京：
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第ｌ版．第１４％１５０页。
７．李杖、徐允希： 《增订徐丈公集》，转引自王晓朝：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８．李杖、徐允希：
第１５卜１５２页．

《增订徐文公集》，转引自王晓朝：（Ｃ－ｔ－督－教与帝国文化》，

９．李杖、徐允希：

饼订徐丈公集》，转引自王晓朝：

ｇ，ｔ－Ｃ－ｌｔ－与帝国丈化》，

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１０．这里指的是传教士庞迪我（Ｄｉｅｇｏ ｄｅ Ｐａｎｔｏｊａ，１５７１－１６１８）所著的《七克大全》，
书中主张：以谦伏傲、以仁平妒、以施解贪，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贞防淫，
以勤策怠，故称“克罪七德”，笔者注．
１１．李杖、徐允希： 《增订徐丈公集》，转引自王晓朝：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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