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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空间的文化·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陶飞亚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

中国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晚清不平等条约时代后才有反基督教运动，而忽略了清中前期

长期存在的禁教和反教。本文考察了康熙晚年禁教以后的历朝教案和不断强化的禁教措施，说明了清
代在条约时代之前就厉行禁教的事实。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有求于传教士处日益减少，对西方文化也
缺乏兴趣，传教士没有了像过去那样有效的交换传教许可的手段，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统治者担
心远人来华传教的政治动机，对传教士怀疑加剧，对西教误解很深。这些都推动了清廷厉行禁教。近代
之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教传统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一起对晚清政教关系自。’张和冲突产生了重要
影响。直到戊戌维新和庚子事变后，这种传统才为新的认识所ｔ肖解。
［关键词】清朝查禁天主教教案西方宗教

自明末起，基督教就以不间断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但治晚清基督教史者，由于古代与
近代的历史分期，往往以鸦片战争为界腰斩这段历史。这导致了在近代史叙述中，基督教问题似乎

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反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不平等条约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因果关
系。如果仅以近代历史论，这个解释大致还能说得过去。但问题是在条约时代之前，天主教已在中
国传播一个半世纪，而这一时期恰恰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查禁天主教案件。这显然不能用不平等条
约来解释。进一步的问题是，清前近代时期厉禁天主教的做法，究竟是出于防范外患的先见之明，

还是出于缺乏准确知识的过分猜疑，也值得探讨。清廷在没有条约束缚时独立自主处理天主教问
题的一些做法，也许更能反映出中国传统中对待外来宗教的本质态度，对认识中国与外来宗教的相
遇与互动更有普遍意义。因此，本文将考察近代以前清廷的反天主教事件，分析这种政策的前因后

果并兼述其对近代教案的影响。

一、清前近代的禁教与教案
不少研究已经对清中前期的教案做过个案分析，①但如果联系起来看，清代在康熙朝以后禁教
是一项持续的国策。清初康熙三年（１６６４）的“历狱”，导致清廷“永远禁止传习”天主教。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历狱案平反，但传习天主教仍然是犯禁的。尽管康熙本人与传教士关系亲密，默许传教，但
不准西士传教、不准华人信教“载在明谕，尽人皆知”。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２）浙江巡抚张鹏翮出示禁
习天主教“以致民间教案繁兴”。②但恰恰是此案导致著名的康熙宽容天主教的敕令。然康熙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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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而明确宣布对天主教“禁止可也”，清代再度禁教。不过康熙一生与传
教士关系密切，真正的禁教行动始于雍正朝。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禁教。当年七月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报，福建福安县有两
名西洋人传教，城乡男女数百人人教，认为“男女混杂一处”、“习俗甚恶”，下令将西洋人解往澳门，
民间厉行禁教。他还请朝廷，除北京之外将地方上西洋人全部遣返广东、澳门。①礼部议复满保奏
议提出的禁教措施：（１）除了精通历数和有技能的西洋人可居留北京外，其他西洋人一概送到澳门

安插。（２）废除康熙朝发印票给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允许传教的制度，康熙朝所发印票尽行
作废销毁。（３）所有天主堂改为公所。（４）严令信教民人改易信仰，如再聚众诵经从重治罪。（５）

地方官如不实力禁教将被严加议处。②这些措施均获雍正批准，全国范围开始禁教。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全国约三百所教堂纷纷被改为学校、祠堂、庙宇、粮仓或被完全拆毁。经像文书被焚，信教

民人不敢公开奉教。约有５０名教士先后被驱逐至广州。③其间亲王苏奴及其信教子孙受到严
惩。④葡籍耶稣会士穆经远与苏奴家族过从甚密而瘐死狱中。⑤
乾隆即位初期禁教并不坚决，有过两次地方官发动在北京和各地查拿教民，但耶稣会士画家郎

世宁以接近皇帝之便呈递奏疏，乾隆因而答应不禁天主教，只禁旗人信教。４０余名传教士陆续自
澳门潜入内地再行传教。㈣乾隆不喜西学但好西技与西艺，有建筑和绘画专长的传教士继续在宫廷
服务。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在京有耶稣会士２２人，其中６人供职宫中。清廷对宫中和京城的传教士
较雍正朝宽松，对北京地区宗教活动没有限制。⑦乾隆五年（１７４０）河南查获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编

纂的传教书籍《睿鉴录》，朝廷未置如何。⑧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在京西洋神父仍能照常宣教和吸收信
徒。但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福建福安县拿获在当地传教的西洋教士白多禄。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
福安一县有教徒两千余人，全国各省信徒“何能悉数。”⑨危言耸动朝廷下令在全国查拿天主教徒，
分别首从按法惩治。西洋教士递解广东勒限回国。地方官如不实心查拿，由督抚参处。④但朝廷
对洋人驱逐了事的做法遭到周学健抵制。周认为洋人“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有政治目的，坚

持处死白多禄。＠最后获清廷批准，开了公开处死西洋教士的先例。同时，在全国加紧查拿教士、
销毁经书和查禁信教活动。先后有７名西洋教士被处死或瘐毙狱中。中国信徒被逼令出教、或被
关押枷责、流放为奴直至处绞。四天主教公开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在禁教中朝廷对外国与中国天主教的联系极为警觉。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在答复福建将军新
柱奏称吕宋夷商请求运走在福建被处死的传教士遗骸时，上谕第一次称天主教为“邪教”，＠并要严

防内地民人因为信仰天主教而潜往外国的“透越之弊”。＠同年，乾隆密谕公开处决传教士会引起
外人猜疑清廷，长期监禁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狱中清除“隐患”。＠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清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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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禁止从澳门向华人传教。①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清廷实行闭关，禁止一切西方人人中国，并
令两广总督李侍尧防止外商设立天主堂。②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江西巡抚捕获企图赴粤寻觅洋
人到内地传教的江西庐陵民人吴均尚。朝廷认为吴是不安本分，免死发配伊犁。对潜入内地的传
教士安当、呢都等驱逐回国，如再重犯则予严惩。③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直隶宝坻县自幼入教的李

天一、张全等，因与京师天主堂西洋人熟识，向洋人讨买瞻礼单、天主图像及经卷乐器等物，进行宗
教活动，被清廷查获。李天～照左道惑人为从例，发边充军，张全等按例杖责，经像乐器等一概销
毁。④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赛利斯等四名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从广东潜往陕西传教，在襄阳被

湖广总督特成额查获。时值陕甘回民起义，清廷怀疑西洋人与回民同属一教，下令两广官员传讯安
排传教士人内地的驻澳门西洋人铎罗，并严拿为外人送信和引导外人到内地的中国民人蔡伯多禄。
同时，传旨申饬两广总督舒常和广东巡抚孙士毅，惩办失察地方官。⑤由此又一次引发全国性搜拿
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风波。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两广、湖广、陕西、河南、四川、山西、山东、直隶、闽
浙、江西、安徽、贵州等十四省，查获隐藏内地传教的西洋神父二十余人，中国神父和信徒数十人俱
押往北京监禁。

但禁教过程中，乾隆时有宽松之举。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清廷在否定福建巡抚陈宏谋要严拿
信教民人的奏议时，称西洋人崇奉天主教是其国家风俗，于整饬人心风俗有利。福建、广东沿海人
民“多有习其教者”，毕竟与“邪术煽诱有间”，“当以不必深究为是”。⑥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北京天

主教南堂失火，乾隆拨银万两重修，并重题“万有真元”匾额。这种“表彰圣教，宠眷西士之盛举”，
实际上“与禁教之文诰相抵”，大大减弱了禁教力度。⑦更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十年冬（１７８５），乾隆
帝于塞北还朝，钦天监监正法国修士罗旎阁率传教士出迎于道，乾隆甚喜。⑧随后将上年被囚西人
悉数释放，或准其赴堂安分居住，或派员押送回粤，返回西洋。⑨对中国信徒清廷也认为，如果只是

祖上传习供奉，与现在西洋人并无关系者，就不必深究。＠尽管乾隆不欲禁教行动过急过严，但一
直维持禁教政策。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向乾隆提出解除教禁，遭乾隆拒

绝。＠乾隆朝禁教使信徒数量大幅下降，乾隆末年全国信徒约１５万，比康熙晚年少了一半。＠
嘉庆即位后，延续前朝政策，“禁止传教甚严”。然嘉庆初年，清廷没有采取全局性行动，信徒
人数有所增长。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全国信徒达２１５，０００人。＠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四月，官府查获广东
民人陈若望，帮助在京供职的西洋人德天赐向澳门递送地图书信。此事引起清廷警惕。所有涉案
的满汉军民均受重惩。＠清廷撤换管理西洋堂事务的常福，改派协办大学士禄康等管理，并下令
“设立章程、严加管柬”。禄康等提出要“彻毁堂额天主字样、禁止旗民彼此往来、封禁该堂女堂房

屋、稽察海淀各堂寓所、译验该国投寄书信、编造服役人数册档、示谕习教治罪条款、禁止收买药材

张泽：《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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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六）／卷一千二百十三／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下，２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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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草”等全面限制在京西洋人活动的措施，均为清廷批准实施。①御史蔡维钰还奏请严禁西洋人刻
书传教。清廷下令提督衙门在北京全城“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②杜绝传教经书从北京流
向民间。同时，清廷重点清查北京的天主教活动，将旗人信教且任职官的佟澜等交刑部审办。③并
连发上谕，警告旗民“如敢复蹈故辙，私行习教，或与西洋人往来交结，……交刑部加倍治罪”。④

刑部查获魁敏、窝什布图钦、图敏等皇族习教。虽经官方反复开导，魁敏等坚不出教。嘉庆震怒之
下，将魁敏等发往伊犁，充当折磨差使。图钦、图敏等被革去红带子。⑤
除在北京采取行动，清廷还认为“西洋人蔓延数省，皆由广东地方官未能稽察防范所致”，要求

严查澳门西洋人“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防止他们“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并要官府晓谕民
人，朝廷严禁“西洋邪教”，百姓“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网”。这样人民“迁善远罪”，西洋人“白无
所肆其簧鼓”。⑥在这种严查之下，天主教活动只能更加趋于隐蔽。但北京西洋人和西洋堂的公开

存在，对严查天主教无疑是一种障碍。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
专条”，使禁教制度化。刑部随即规定：第一，严办传教的洋人和民人。第二，对信教者采取规劝和
惩罚相结合的办法。第三，严密监管在京丙洋各堂和西洋人。第四，合并在京西洋堂和驱逐其他省
份的西洋人。⑦这一决定得到嘉庆批准，⑧首先在京付诸实施。嘉庆十六年七月在京外国传教士由
士兵遣送澳门。⑨

嘉庆还严惩禁教不力的官员。嘉庆十六年七月上谕批准吏部兵部上奏中规定对官员的各项惩
罚措施，并加重处罚失察旗人潜习西洋教的有关官员。＠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贵州巡抚颜检因失察
地方民人传习天主教并拐卖妇女，“着实降二级以京员用”。⑩满人魁敏世习天主教而不肯悔教，被
流放伊犁后表示改悔，伊犁将军松筠试图给其减罪，被嘉庆严厉批评。＠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通州牧

俞颖达在任学政考试时发现教徒，未能及时上报被马上革职。＠同年九月上谕表彰拿获潜入川境
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的四川总督常明及四川新津县知县王衡。＠嘉庆朝的禁教措施之严密超过前
朝。
道光朝沿袭嘉庆禁教政策，最初重点是彻底消除西洋传教士在北京的踪迹。在嘉庆多年限制

传教士进京后，道光初年在京西洋人仅有四名。清廷派差官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其外出传教。＠
道光四年（１８２４）传教士福文高去世。另一传教士高守谦托言西归侍奉母亲，借机想招法国会友来
京，但道光只许其归养，不准来人。道光六年（１８２６）清廷催令高回国，一路派员严密监视，不准在

各地逗留借机传教。＠传教士李拱辰于当年去世后，次年道光随即下令籍没北堂，卖于于姓官员。＠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毕学源去世，道光下令南堂附属建筑入官，只余空堂一座。自此，钦天监无西人
服务，京师西洋人绝迹，天主教公开活动不复见于京城。

①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嘉庆十年五月上，９５４—１
②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二／嘉庆十年四月．９４５一１．９４５—２。
③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四／嘉庆十年五月下，９６３—２，９６４—１。
④仁宗睿皂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五／嘉庆十年六月，９７９—１
⑤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六／嘉庆十年闰六月，１００７—１。
⑥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五十二／嘉庆十年十一月上，１０９８—２。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２册，第９１７—９２３页。
⑧ｆ＝宗睿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四十－Ｚ／嘉庆十六年五月．２８８—２，２８９—１。
⑨＠⑩樊国棵：《燕京开教略》，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４０３、４０７、４０５页。
＠仁宗睿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四十六／嘉庆十六年七月，３２６一ｌ
⑩仁宗容皇帝实录（四）／卷二百五十七／嘉庆十七年五月。４７７—２。
＠仁宗睿皇帝实录（四）／卷三百／嘉庆十九年十二月上。１１３０—２
＠仁宗睿皇帝实录（五）／卷三百Ｚ．／嘉庆二十年正月。５—２
＠仁宗睿皇帝实录（五）／卷三百十／嘉庆二十年九月．１２０—２。
⑩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百六／道光六年九月下。７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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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道光继续采取严厉打击信教的政策，督促各级官员主动查禁天主教。查拿天主教信
徒成为地方官的经常性行动。对查拿出力者，清廷还予以奖掖。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四月，贵州知

县冯绍彭因拿获鸦片烟土及传习天主教者被加衔升用。①对信教老百姓，道光采取允许悔过出教
的政策，并发明了把从十字架跨过作为真心悔过出教的特殊仪式。②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朝廷进一
步总结各地做法，规定刑部审办教案，均采用跨十字架办法来确认信徒是否背弃宗教。③同时朝廷
重罚悔过出教再度习教者。道光八年（１８２８）顺天府传习天主教的张成善等于改悔后，仍用旧时天
主教音乐并收藏经卷，清廷均加判重刑。④对敢于私自潜入内地传教的外国人也予以重惩。道光

二十年（１８４０），传教士董文学被处死。⑤
即使仅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算到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清廷也在１２２年间实施了禁教政策。在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有这一时期清廷与省级大吏关于禁教事务的奏折和
上谕约５６８件，涉及的案件数以百计。我们可以推测在基层得到处理而未报朝廷的案件也有一定
数量。所以，教案或者反教并非仅仅是晚清有了不平等条约后才有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问题在
于，在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无非传教”、“并未滋事”的情况下，朝廷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禁教和抓出
一系列教案呢？

二、清廷禁教之原因
要理解禁教，先要理解清政府为什么会在顺治、康熙时两度许可传教。实际上，传教士来华传
教对清王朝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对外交往关系。对外交往本质上受利益交换制约。传教士要求中国
政府允许传教，必须具备与中国政府交换这种权益的能力。利玛窦时代用西洋礼品和西学换得明
朝官方的传教许可。清初汤若望为清廷治理历法，换来顺治允许传教。⑥康熙朝传教士在为清廷
制历造械和与俄罗斯交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解除禁教是给传教士报效清廷
的一种回报。⑦终康熙一朝传教士始终在朝廷中发挥影响，所以“礼仪之争”后康熙对教会也只有
禁教之名而已。但雍正以后，传教士为清廷的服务大大减少。⑧到雍正晚年传教士巴多明在上雍正
的奏折中说“在京西士，为国家效力者，历年既久，死者死、老者老，深恐数年之后，继续无人。”⑨与
康熙年间传教士为朝廷奔走忙碌已今非昔比。乾隆年间传教士为朝廷服务也仅在钦天监和建筑圆
明园方面。嘉庆朝时“得进京效力者，只二三人，而且死亡相继，致西士渐绝迹于京师。”ｑ９道光继位

后，延续嘉庆政策，到道光十七年“钦天监不复用西洋人”。次年传教士毕学源去世后，“北京西士、
踪迹遂绝”。㈣随着皇帝个人对外国新事物的冷淡，朝廷对传教士制造军器、协助办理外交的需求不

断降低，再加上钦天监的中国入学会了以西洋方式来推演历法，传教士的服务对清朝变得无足轻重
了。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军事外交再无昔日的影响，背后也无国家力量的直接支持，因此失去了与清
廷讨价还价的能力。清廷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根据自身对天主教的认识甚至想象来决定对天主教
的政策。而到那时为止的中国主流社会与文化，对来自远方的天主教仍然很生疏，因生疏而猜疑，
所有评估都是负面的甚至是令人恐怖的。
首先是朝廷对宗教团体的政治性和中国信徒身份认同的猜疑。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中
国人总要问目的是什么？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沈榷发动南京教案的三封奏疏是最早从目的论

①宣宗成皇帝实录（五）／卷＝三百二十一／道光十九年四月，１０４０—２。
⑦宣宗成皇帝实录（一）／卷三十四／道光二年四月下，６１４—２。
③宣宗成皇帝实录（五）／卷ｉ百ＪＬ／道光十八年圈四月。８０８—２。
④宣宗成皇帝实录（三）／卷一百四十八／道光八年十二月上，２６７—２。
⑤樊国探：《燕京开教路》．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４０８页。
⑥⑨④⑨萧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２０５、２２２、２２３页。
⑦⑧黄伯禄：《正教奉褒》，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５５２、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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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天主教在华传教。他认为天主教一是“暗伤王化”，会破坏儒家学说的权威，破坏封建统
治的思想基础。二是“诳惑愚民”，要防范天主教成为历史上有过的以宗教动员民众对抗朝廷的政

治力量。三是引用天主教国家夺取吕宋国政权的例子，认为传教士会里应外合威胁国家安全。①
这种以动机或者目的立论的假设，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尽管缺少知识上的价值，但在国人不了
解传教士究竟来自世界何方，也不了解西方宗教文化实质的时代确实耸人听闻。
在顺治、康熙年间，因传教士以事实证明自己对朝廷有用，并且由于与皇帝亲密接触，目的论难

以发挥影响。如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即宣布禁教这一年，康熙给西教士苏霖等人的谕旨中说：“自
从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污淫乱，无非修道，平常无事，未犯中国法度。”②这是康熙依据两
百年的事实对传教士活动做出的结论。但目的论者认为传教运动可能在将来导致政治危机的预
言，足以使皇帝们放心不下。就是康熙本人对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放心的。

雍正对传教动机的怀疑始终不渝。尽管他本人对天主教有一定的了解，不止一次地对耶稣会
士承认他们的宗教是好的，但他还是要查禁天主教。因为在雍正时代满洲贵族已确立儒学为主的
价值观，在他看来什么宗教也不能与儒学相比，儒学的权威不容置疑。而且在他的经验中宗教之间
会发生纠纷，不利于统治稳定。宗教还会被坏人利用，如喇嘛教与罗卜藏丹津的叛乱。③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大规模禁教时，传教士巴多明、白晋和戴进贤通过种种努力向雍正辩解求情。雍正还是坚

信传教士是为了自己的“国王”来与中国皇帝争夺人民的，甚至批评康熙当年是受了传教士的欺
骗。他在这里也提出了后来被人一再引用的一旦中西冲突，信仰西洋宗教的中国人会支持同宗的
外国的著名猜想：“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

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
吹草动，他们可能唯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
可能出乱子。”④就这点看，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影响了雍正的天主教政策。他看到了宗教忠诚与政

治和文化忠诚可能分离的危险性。他确信宗教忠诚的不同会带来政治认同的异化，在宁信其有不
信其无的防范心理下厉行禁教，这在思想上对后来的皇帝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乾隆也对中国人信西洋天主教深怀戒心。乾隆二年（１７３８）禁教时，乾隆宠信的传教士画家郎
世宁跪求皇帝不要禁教，乾隆回答说：“就你们而言，朕丝毫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你们可以自由
地修习它，但我们的人不应该信仰它。”⑤他是希望“我们的人”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应该保持一致。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汪达洪在信中写道：“皇帝和大臣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
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那只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
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⑥乾隆不仅担心西教与外国的串
联，还担心这种宗教社团也会从内部威胁到其统治秩序。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陕甘回民起义爆
发，乾隆对于外国传教士深入陕甘内地的动机大起怀疑。同年十一月的上谕中更说：“各省西洋人

及内地人辗转传教，最为人心风俗之害”，⑦害怕因宗教传播而引起社会动乱。
嘉庆皇帝与乾隆一样，更多的不在于担心传教士与外国势力里外勾结，而是怕天主教类似民间
邪教一样引起社会危机。嘉庆十年四月，在审理广东人陈若望代递书信地图一案时，嘉庆声称“西

①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宣道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８—７页。
②中困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ｌ册，第３４页。
③［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１７１６一１７３５）》，郑州：大象ｍ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９页。

④［法］杜赫德著，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Ⅱ，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⑤［法］杜赫德编，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５页。

⑥［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Ｖ，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１３页。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５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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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该国习俗相沿，原所不禁”，但“不准与内地民人往来滋事”。①尽管天主教在嘉

庆与康熙年间所做的“无非修道”都是一样的，但由于川楚白莲教起义的震动，使朝廷对天主教也
越来越担心，不断加强打击力度。

其次是对宗教尤其是西洋宗教的负面看法。清前近代时期的帝王，对宗教仍是采取历来的
“神道设教”的态度。顺治和康熙因宠爱传教士而对他们的宗教有一定了解和好感。②但在公开谈
论天主教时通常相当谨慎。③当康熙在五十九年（１７２１）读到译成中文的罗马教皇的《自登基之日》
时，朱批“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④可见在康熙内心中国“大
理”的优越是西洋宗教不可比拟的。

雍正对天主教看法也有矛盾的一面。雍正二年十－－７１他在批复礼部奏疏时说：“朕于西洋教
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⑤但雍正对天主教的
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冯秉正在一封信中提到：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３），皇帝召见传教士，指责传教士
不孝敬父母。教士们向雍正辩解人们对传教士的指控出于杜撰，当雍正听到传教士们讲基督教的
十诫中有孝敬父母，传教士已经拜过清帝的陵寝，并得知传教士也有“先祖的灵牌”，并且还有“他

们的画像”时，“显得很惊奇”。他下令大臣了解基督教的教法，此后雍正不再重提类似批评。但在
《圣谕广训》中雍正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天主教归入异端邪教一类。⑥
乾隆对天主教的看法与雍正有相似之处，乾隆二年他在谈到有地方官要禁绝僧道时认为禁绝
是做不到的，“且如星相杂流，及回回（僧道徒天主）等教，国家功令，原未尝概行禁绝。彼为僧为
道，亦不过营生之一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⑦这种现

象与传教士继续与皇帝的密切接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乾隆对天主教的性质应该有所了解。
《四库全书》还收入了《天主实义》、《七克》和《教要序论》等天主教义的重要著作。但《四库全书总
目》对天主教的评价是“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拜天主以炫惑人心。……即欲人舍弃父
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
哉！”⑧

清代皇帝讨厌天主教的情况越到后来越突出。嘉庆是清代诸帝中唯一的亲自批驳天主教教义
的人。他颁布上谕批驳《教要序论》、《圣年广益》。他认为书中所提天主和耶稣是万邦之“大君”，
只有“圣教大行”，才能长治久安，并把不信教者看成“魔鬼奴才”等等说法是“支离狂妄怪诞不
经”。书中所举神迹“皆系凭空捏撰”。他告诫“旗民人等，务当恪守本朝清语骑射，读圣贤书，遵守
经常”，“勿再听信邪言，执迷不悟，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⑨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的道德价
值。道光对天主教不似嘉庆深恶痛绝，但也绝无好感。⑩

近代以前清的禁教实际上还与天主教的社团性有关系。天主教与中国佛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
突出差别在于，教会就是一个以神职人员为中心的社会团体，在地方社会的活跃性与中国传统宗教
不可同日而语。在只有官府或者宗族才有集合和动员百姓之权的中国社会，确实会使官府和地方

社会感到紧张。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七月广东巡抚鄂弥达报告当地天主教会活跃情况的奏折中说，

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二／嘉庆十年四月，９５１—２，９５２一ｌ，９５２—２，９５３一ｌ。
康熙对天主教教义有较深的了解。
黄伯禄：《正教奉褒》，见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４８８－－４８９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两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ｌ册，第３６页。
雍正朱批谕旨，转引自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３３页。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９０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卷三十／ｋ／乾隆二年ｉ月上，６９４—１，６４９—２。
永睿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１３６页下。
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四／嘉庆十年五月下，９６６—２。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萧静山ｉ《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４９

万方数据

“倘仍因循延缓，恐为人心风俗之忧”。①乾隆朝以后地方官对教会的结构有更多了解。乾隆十一
年六月在处理福建福宁教案时，乾隆说：“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礼
拜诵经，又以番民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
害。”②而嘉庆更担心天主教“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父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
纪。”③实际上，在清代统治者看来，天主教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与佛道不同，而与政府一向查
禁的民间宗教有更多相似之处。
另外，朝廷的查禁也迫使西洋宗教日益隐秘化和神秘化。英国学者劳曼认为，长期禁教使天主
教转入秘密状态，同时在性质上也从明末清初以上层士大夫为主的“精英基督教”演变成以下层群
众为主的“大众基督教”或者“草根基督教”。这种基督教与欧大年总结的民间宗教即官方眼中邪

教的特征日益接近，即“平信徒占绝大多数、等级制的组织、积极的布道、定期履行宗教仪式、拥有
自己的经文，一种集体安全和行动的倾向。”④它活动越神秘越引起怀疑，各种关于天主教的谣言广

泛流传。甚至在解释《圣谕广训》的“广训通俗”中，也把入教吃“丸药”，天主教挖眼挖心说得信誓
旦旦。⑤

因此，清前近代时期由官方发动对天主教的查禁是由于天主教可能产生国内外政治影响以及
对宗教自身性质的认识等一连串的原因和结果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讲，古代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
环境中，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惧怕和防范是司空见惯的。另外，在中国统治者看来，
“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以同通有无”，也包括了宗教文化在内。他们都不希望看到“非我族

类”的西洋传教士输入一个与中国文化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⑥因此，在清廷可以决定
对西洋宗教的开放和查禁时，它显然会觉得开放后会有风险，查禁是一了百了的做法。然而，历史

表明了清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尽管遏制了康熙时代天主教的发展势头，但已经不可能彻底禁
绝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天主教传播了。但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至少在官绅阶层中
形成了一个反教传统，影响了晚清与基督教之间的政教关系。

对鸦片战争后教案的影响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是鸦片战争后法国公使拉萼尼与耆英双方谈判天主教问题时，一切都是在
历史前提下展开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拉萼尼在谈判《中法黄埔条约》要求天主教弛禁时，援引的
是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康熙给礼部允许天主教传播之上谕的碑模。而耆英在请求弛禁时说：“天

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人中国，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难免。唯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
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用的也是康熙的语言。⑦
但禁教传统留下来的更多是对基督教的因疑而惧。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事实表明，中国被
英国入侵与西洋宗教没有瓜葛，但朝廷上下与当年的雍正一样仍然深信西洋宗教的传播对国家安
全有极大的危险性。⑧清政府在公开的弛禁上谕中宣称天主教与其他“邪教”不同，但它始终把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ｌ册。第６８—７ｌ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六十，九／乾隆十一年六月下，５０２一ｌ。
《仁宗实录》卷二四ｉ，转引自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１８９页。
①②③④

ｌａｉｒｓ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ａｎｍ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ｒ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ｍ删Ｃｈｉｎ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７２０－－１８５０（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３．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第３１５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九）／卷一四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下，１８７—２，１８８一ｌ。
中围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９７页。
⑤⑥⑦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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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看成是和自己争夺民心的异己的“彼教”。①到咸丰朝有一段时间又把天主教称为邪教。②咸
丰元年（１８５１）咸丰接受两江总督陆建瀛建议，下令将《圣谕广训》颁行天下，从思想上抵制西方宗
教“邪说”。③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得知太平军也信仰上帝后，对基督教的疑惧之心更强
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些地方大吏在实际接触中已经发现基督教与传统的邪教是不一样的。咸
丰三年五月（１８５３年６月）已经有处理天主教事务经验的讷尔经额表示“邪教惑人，大率意在敛钱，
独天主教向不敛钱，设堂习经，主于广行其教。”＠差不多同时察哈尔副都统盛桂也发现习教旗人泰
保“该犯等只学念经，并不为匪。”⑨后来咸丰七年十二月（１８５８年１月），热河都统英隆搜查朝阳县

松树嘴子教堂，结果是“搜出教书二本，均系劝善戒恶，……并无邪术情事。”㈣说的最清楚的是咸丰
十年七月二十八日（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３日）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奏折：“天主教流人中国有年，愚民被惑
人教，所在多有，不独陕西为然。……唯天主教向不敛钱，并无托言邪术，煽惑夜聚晓散等事，民间
不以为怪。”④但传教不以谋利为目的反而使清廷更加担心。咸丰末年十一月（１８６１年１２月）刑科

给事中高延佑在奏折中表示与各国通商贸易“事止逐利，彼此可以相安。然其深谋诡计，专在传
教，将来为中国患者必在于此，不可不虑”，对天主教流传表现出挥之不去的忧虑。㈣

禁教以来对天主教的谣传在近代坚不可破。道光年间弛禁谈判时，《圣谕广训》中所谓天主教
“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的指责，反复出现在耆英奏折中，⑨造成似乎确有其事的印象。这一说
法流传相当广泛。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南昌流传湖南全省反洋教公檄二纸，痛诋天主教不敬祖宗、不
分男女和采生拆割，又把这点描绘得煞有其事。∞朝廷高官也对这种说法推波助澜。＠众所周知的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的爆发与“挖眼剖心”的流言也有很大的关系。对此英署使威妥玛致奕欣照会

中表示“乃以绝无影响之事，竞尔深信不疑，”如果“官长不能设法为之解释，其贻害于中华，伊于胡
底”。＠但一些中国官员对此仍深信不疑。＠以致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出使外国后对英法教会有直接

观察的薛福成，专门对此解释说：“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
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儿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
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之笃信者众”，凹可见这一说法影响之深远。
鸦片战争前长期禁教政策的实施，还在朝廷与各级地方官府中培育了一种习惯性的反教情绪。

这种反教冲动使朝廷和官员漠视现实中力量格局，不计后果地极度仇教。尤其咸丰即位之后，公开
表现出对限教和反教的支持。⑩咸丰批评和处罚按约办事的原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
和两名知县。够褒奖抵制传教的浙江巡抚常大淳和两江总督陆建瀛。＠种种做法实质上正是前朝的
老路子。在咸丰中后期发生的官府～手组织发动的西林教案、贵州系列教案等几乎就是禁教时期
教案的翻版。⑩也正是这种仇教情绪，导致了官方千方百计地限制教会。＠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御史

袁方城在《奏为密陈心腹隐忧禁约教民折》中，想象教会发展的可怕前景，说：“臣尝深推其故，恍然
于夷人之传教，并非劝人为善也，其意欲借此广聚党羽。平民之从教，亦非能守戒律也。其实皆假
此以显傲王章，若不明发其履而力遏其流，数年之后，害有不可胜言者。”田这种纯属想象和缺乏依
据的对基督教的过分担忧，一直盛行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晚清官吏们对此惊惧交加的抨击大多
可以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根源。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有鉴于此的李提摩太等英美新教传教士们，专门赴总理衙门向恭亲王递

①文宗显皇帝实录（一）／卷十一／道光三十年六月上，１８２—２。
②文宗显皇帝实录（一）／卷二十２ｋ／咸丰元年二月下３９９一ｌ，３９９—２。

③④⑤⑥⑦⑧⑨①⑩＠＠＠⑩⑩⑩固《清末教案》第一册，第１３１、１５０、１５ｌ—１５２、１７ｌ一１７２、１７９一１８０、２０９、２＿４，９一ｌＯ、２１９—
２２３、２２９、７９８－－７９９、４８５、４９０－４９ｌ、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８、５０８、６８５页。
＠Ｋ．Ｓ．１．，ａｔｏｍ＇ｅＲｅ，Ａ Ｈ／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２９）２４５．
④《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４１２页；《清末教案》第一册，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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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陈管见以息教案疏》，请求清廷肃清禁教时期的影响，下令各省督抚销毁《海国图志》、《经世文
编》中记载的诬蔑教会的不实之词。①有鉴于此的还有张之洞。他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的《劝学

篇》特辟一章“非攻教”。他对所谓民教冲突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所谓“教民欺压平民”的认识，而是
国人在“攻教”而已。他承认中国有“异教相攻”的传统，以往的教案“徒诟厉以求胜，……学士倡
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兵借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中国的有
志之士应该是“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

也，何能为害？”②尽管张之洞和传教士把教案都归结为“异教相攻”的传统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但
这毕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更有价值的是，张之洞的从政经验已经使他相信，国家搞好了，基督教
就是和佛教、道教一样的宗教而已，并不可能“为害”国家的。这就破除了雍正猜疑中不适当地夸
大宗教威胁的迷思，使宗教回归到宗教的地位而已。
但破除对西来宗教的猜疑仍是不容易的。直到在庚子之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秋，亲身参加

辛丑谈判和处理顺直教案的周馥，目睹民教冲突、两败俱伤，深感要做正本清源的补课工作。他请
天津进士李刚已编《教务纪略》，“非劝人人彼教也，要使先知彼教大旨，与夫各国政教之所出尊奉
之所由，而后廷旨弛禁，听其内地传教之大意，亦昭然共白于天下。……冀当世读书明理之士，咸览
是编而知源流，则凡乡曲无知一切猜疑之见，自可涣然冰释”。③周馥还比较了基督教与儒学的共

性：“孔孟言人性皆善，《尚书》言作善降之百祥，大旨略同。虽其言天堂、言地狱，言灵魂稍涉悠渺，
要亦神道设教之意。至若十诫七克之旨，与吾儒克己之功弥近，果能躬行实践，笃信谨守，要不失为
儒教中之正士，似其劝善惩恶，较之释道二氏之教，尤为切实。乃缁流羽衣遍行各省而莫之怪，独于
西教而疑之斥之耶。且或逞一时之忿，而贻君围之忧。”（垒）周馥显然比张之洞进了一步，他不仅要破

除“乡曲无知与一切猜疑”，而且承认了基督教“劝善惩恶”有佛教、道教不及的地方。中国政要的
西教观又回到晚明徐光启和清初顺治、康熙的认识，但这是在晚清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迟到的醒悟。
因此，有清一代与基督教的关系，虽然有前近代与近代之分，但历史其实难以骤然割断，晚清的
反教无疑深受清中前期禁教传统的影响。而这种禁教传统在封建专制时代又与清代统治集团尤其
是皇帝们对西洋宗教的认识有关的，尽管皇帝也要受臣民的影响。倘若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一直闭

关下去，清代一直维持严禁政策的话，天主教重蹈前几次来华覆辙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历史毕竟不
能假设的。西方入侵之后，激起国人对两教更大的反感是事实，但与西教携手的西方文化传播，也

逐渐化解了历史的疑忌。⑤结果是晚清最后十年反教事件比率大幅下降，为孙中山在民国约法中
写入宗教信仰自由作了铺垫。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仅仅把晚清反教化约为与不平等条约的因果关
系并不符合实际，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与基督教之间的曲折关系，实际上包含了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等
更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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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刘冉冉.LIU Ran-ran 试论清朝政府对澳门的贸易管治——以查禁澳门鸦片走私贸易为中心 -唐都学刊
2008,24(5)
从乾隆末年至道光中期,在查禁以澳门为基地的鸦片走私贸易方面,清朝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并不断加强禁烟力度,这是1849年以前中国政府在贸
易方面拥有对澳门管治权的一个重要证明.根据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澳门同知、澳关委员、香山知县及县丞等地方官员在严格执行朝廷禁烟旨令、严厉查
禁鸦片走私贸易、全力维持对澳海关管理权方面,是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并为之付出过巨大努力的.

2.期刊论文 林日杖.LIN Ri-zhang 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海两路贸易的相继发展,大黄发展成为"控
驭外夷之具"而付诸实践.在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关闭恰克图贸易期间清朝实行大黄制俄.在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从而引起了系列连锁反
应,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大黄由对付陆路之夷扩展为对付陆海两路之夷,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付诸
于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
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3.学位论文 王巨新 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为中心 2007
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涉外法律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涉外冲突的频仍，清政府规范调整中外关系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由简单
到系统、由缺漏到完备的发展态势，逐渐形成了包括朝贡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在内的涉外法律体
系，可以说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是中国古代涉外法律发展的顶峰。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是来华外国人最多的地区，也是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最为集中的地区
，因此本文主要以广东地区为中心，深入探讨清朝前期针对来华外国人的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论文分为绪
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古代对外政策和中国古代涉外法律的
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又对我国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涉外法律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同时，绪论中总结了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概况，并指
出研究不足主要是缺乏对涉外法律的专题研究，缺乏对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缺乏对中外史料的对比互证。据此，本论文将采用案例分析、互证研究、
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清朝前期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展开专题研究。
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叙述清朝前期对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与涉外法的渊源。其中第一节介绍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概况
，主要叙述了清朝前期来到或经过广东的使节、商人、士兵水手、西洋教士、飘风难民、驻澳葡人等六大群体的规模、特征及发展变化。第二节以广东
地区为中心探讨清朝前期对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与涉外立法情况，具体以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为界限分两个阶段展开叙述。第三节论述清朝前
期涉外法的渊源，指出争帝谕旨、成文法典、判例成案、习惯法和双边条约等都是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重要渊源。
第二章主要论述清朝前期涉外经济法律。其中第一节讨论清政府对来华外商的管理法令，分对外国商船之管理法律、对外国商民之管理法律、对进
出口商品之管理法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节阐述海关法律，介绍了粤海关的口岸和人员组成，探讨了海关的主要职权，包括征收关税、稽查走私、
管理贸易及其它管理职权，论述了海关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走私行为的法律责任、其它违反海关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海关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
。第三节论述涉外税收法律，包括海关税则的演变，海关税的组成即商税、船料、附加税三个部分，海关税的减征与免征等。第三章主要探讨清朝前期
涉外民商法律。其中第一节介绍涉外物权法律，指出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物权法律并不健全，其对涉外所有权关系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规范不动产即

土地和房屋所有权方面，对涉外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调整以涉外典权、涉外质权和涉外抵押权较为常见。第二节叙述涉外债权法律，清朝前期广东地
区的涉外债权法律较为完善，特别是调整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是非常发达的，据此，本节着重探讨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合同之债，对最为常见的涉
外合同关系如涉外买卖关系、涉外租赁关系、涉外承揽关系等展'开详细论述，还专门讨论了涉外合同之债中影响重大的商欠问题。第三节论述涉外婚姻
与财产继承法律。总的来看，清朝政府关于涉外婚姻与财产继承的法律政策并不多，且经常与查禁天主教纠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采取不
同法律政策的特点。第四节论述涉外民事诉讼法律，探讨了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起诉、审理、判决、执行情况，也分析了涉外民事诉讼与国内民事诉
讼的异同之处。
第四章主要考察清朝前期涉外刑事法律。其中第一节依据犯罪主体、犯罪对象不同对中西方档案文献记载中的涉外刑事案件分三类进行叙述：外国
人对中国人的犯罪案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外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在叙述中特别注意对中西方档案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考证。第二节
研究涉外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分别讨论了上述三类犯罪案件的司法管辖情况。清政府一直强调对外国人杀死中国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但随着历史的
发展却越来越多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到19世纪上半期清政府已经很少能够对外国国籍的杀人凶手进行审判处刑。与此相对比，清朝政府对几
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都积极实行司法管辖并严格审判、认真执行。另外对纯粹外国人之间的犯罪案件，清政府更多的是调解干预，而不是
审判处刑。第三节介绍涉外刑事案件的审判执行，论述了涉外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参加人，涉外刑事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情况，也注意考察涉外刑事
诉讼与国内刑事诉讼的相同与区别之处。
第五章主要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看清朝前期涉外法律。其中第一节是从中西法律观念比较看清朝前期的涉外法律，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了以“天
下共主”为核心的天下观，而在近代欧洲则形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平等意识，这种天下观和主权观的差异在礼仪之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另
外，义务本位观是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特征，而近代欧洲则形成强烈的权利本位观念，这就造成中西法律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必然冲突。通对中西方
法律观念比较，可以看出清朝在法律观念方面存在的缺陷与问题。第二节是从中西实体法律冲突看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清朝前期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最
突出的是刑法中关于外国人犯与墨刑事责任的问题。连带责任原则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要原则，而近代西方则孕育出个人责任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精神。另外清朝法律虽然规定防卫杀人和意外事件可以减免刑事处罚，但在涉外案件中却极少适用。第三节是从中西程序法律冲突看清朝前期涉外
法律，清朝法律继承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传统，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中则一直强调通过程序上的公正实现公平和正义。中西诉讼程序
法律之争主要集中在对外国被告人的辩护权、上诉权和刑讯问题上。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对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思考。首先总结了清朝前期涉外
法律的总体特征，指出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经历了由缺乏到完备、由简单到系统的发展过程，但也表现出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国别地区差异性。其次，在涉
外经济法律方面，清朝政府对来华外商制定的法律政策表现出强烈的限制与防范特征，但与清政府对本国商民的限制措施比较，对外国商民的限制措施
是相对宽容的。这些说明，清廷对于来华外商既持有防范限制的一面，也抱有“怀柔远人”的一面。第三，在涉外民商法律方面，清廷对破产行商进行
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华商债务不闻不问，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第四，在涉外刑事
法律方面，大清律例虽然规定了“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的法律原则，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严重的挑战与反对。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
人自始就不想服从于东方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政府缺乏坚持涉外案件司法管辖权的意识。第五，尽管清朝前期涉外法律在许多方面
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法律的执行状况却非常糟糕，虽然有法可依，但经常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第六，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看，以清朝前期涉外法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涉外法律与西方法律的区别与冲突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基本的价值理念。西方国家对清朝涉外法律乃至整
个大清律例的意见与批评有其深刻与合理的一面。这些深刻与合理的东西，是西方法律文化长期历史积淀的精华所在，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法制建设是有
借鉴意义的。

4.期刊论文 毛瑞方.Mao Rui-fang 王徵著述考 -历史档案2008,""(3)
晚明会通中西的天主教学者王徵,一生著述很多.根据他的七世孙、清朝嘉庆年间的王介所记,"有数十种,累百万言".王微著述在王徵研究、中西文化
交流史、中西文献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中国语言学史等领域的学术价值很大.因王徵忠于明朝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著述遭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查禁、损毁
,加上历史上的损佚,其著述所存仅十之一二.但历代学者对于王徵著述的搜集和整理却没有间断过.本文将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全面梳理王徵著述,以飨学
界.

5.期刊论文 余三增 虎门销烟感怀 -档案时空2010,""(3)
虎门地处珠江口,因为有大虎小虎两山雄踞珠江口内,形成祖国南大门的天然屏障,故名虎门.
1838年,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将士,加固和修建了虎门的沙角、靖远等10个炮台,并在滚
滚珠江上立木排铁链,江底打上木桩,把虎门建成易守难攻的要塞,防御外国侵略,严拿鸦片烟贩..

6.期刊论文 林日杖.LIN Ri-zhang 试述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变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本文叙述了大黄制夷观念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不同时期大黄制夷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本文认为,在乾隆五十一--乾隆五十七年关闭中俄恰克图互市
中,清朝所采取的种种查禁大黄的措施,推动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化.大黄制夷观念出现了多种演进模式,到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盛极而衰.随着道
光九年至十年茶黄制夷(浩罕)的失败,大黄制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动摇.鸦片战争时期茶黄制夷(英)的失败促成了大黄制夷观念全面衰微.五口通商时期
,大黄制夷观念仍不时沉渣泛起;咸丰七年,终成绝响.此后,大黄仍是重要的药材及出口商品,并在文化的意义上屡为清人提及.

7.学位论文 王志国 《清史稿》的编修情况及其史学价值 2008
中国有易代官修史书的传统，《清史稿》是北洋政府组织学者所修纂的一部史著。《清史稿》包含纪、表、志、传四部分，共536卷，是研究清代历
史的大宗史料。欲读《清史稿》，就需要了解《清史稿》编纂及流传经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查证清史馆的设立过程、工作机制及馆员的聘任和工作情况：着重分析史稿被国民政府查禁的原因与其流传过程，揭示
史稿复杂命运产生的原因；结合史学家对《清史稿》的认识、研究，探讨《清史稿》的史学价值与史学地位，总结史馆修史的经验教训。
当时社会上十分关注《清史稿》的编纂，从史馆的建立、赵尔巽来北平任职到史稿完成的情况，各大报纸《大公报》、《申报》、《盛京时报》等
都作过报道。《清史稿》历经十四余年，仓促成书，待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完成后，清史馆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史稿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内容“有违民国
”等进行了查禁，并令南运，几经周折，始得保存，其命运可谓扑朔迷离，历经磨难。
清史馆的建立从延聘官员，到征集史料、撰写文稿，以至于最后的校对和审阅，对《清史稿》的编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清史馆最终并没有编
纂出令人满意的清史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史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另一方面修史者大多为清朝遗老，对民国的认同度和工作积极性都
不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就是当时政局的变动，导致了史稿的命运多舛。
《清史稿》是一部重要而不可废弃的史料，然而它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史事记述、史实、人物评价上存在错误，对历史进程的撰写不够清晰
等。《清史稿》的撰修过程及流传涉及人事浩繁，错综复杂，对其评价更是褒贬不一。客观地讲，在历史评论方面，《清史稿》中的评论还是公允的。
《清史稿》作为一部未定稿的史书刊印，在中国的历史中绝无仅有。《清史稿》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的史学价值自不用多言。它是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本身流传过程就是一部史学史。
《清史稿》是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清史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近代史馆机制的了解，把握史馆机制演变过程；通过对《清史稿》
编纂流传过程的研究，对认识《清史稿》的史学价值、《清史稿》与清史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及为后代修史提供资鉴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
义。

8.期刊论文 王国华 嬗变中的二人转 -大舞台2003,""(6)
从沿革看二人转的夹缝生存
关于"脏口"与"净口"的争论,几乎贯穿了二人转的整个发展史.这种争论也使得二人转艺术时时面对生死存亡的处境.在清朝末年,当时的政府就以"淫亵
"为由多次取缔走街串巷的民间二人转表演,及至民国和伪满时期,执政者也因二人转"有伤风化"而屡屡查禁之.

9.期刊论文 张艳.ZHANG Yan 略论咸同时期清政府的道德教化政策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9(2)
清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清王朝危机四伏.为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统治者极力推行道德教化政策,这主要包括有:强
化传统忠孝观念;反复重申宣讲《圣谕广训》,推行乡约教育;查禁小说传奇,厉行文化专制等.通过这些政策,清政府加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为

"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政策已不适应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也就无法挽救清朝衰颓的大趋势.

10.期刊论文 李明山 北洋官报局盗版与晚清版权律的制定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3)
1902年,文明书局在建立之初就以编译出版新学教科书而著名.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没有版权立法保护,图书盗版现象比较严重.文明书局总办廉泉为了
杜绝本局印书被盗印,便上书清朝学部和北洋大臣请求版权保护.管学大臣张百熙批示,同意对文明书局印书审定后加盖图章,予以版权保护.北洋大臣袁世
凯也表示,愿意保护文明书局印书的版权.但是,封建势力强大的北洋官报局,以北洋政府为靠山,公然盗印文明书局印书.廉泉上书维权,并多方交涉,要求
学部和北洋政府出面查禁盗版.北洋官报局不仅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版行为,还反咬一口,说文明书局印书有维新"谬妄"倾向.袁世凯更是出尔反尔,偏袒官报
局盗版,并要商部及学部撤销文明书局的版权.文明书局据理力争,进而上书商部说明情由,并请求制定版权律,有效保护版权.商部对此表示赞同,于1904年
拟订了中国近代最初的版权律草案.因此可以说,文明书局廉泉上书是清末版权实施立法保护的一个最重要而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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