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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陆耿
（淮南师范学院，安徽淮南２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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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
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
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Ｂ ９７５文献标志码：Ａ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明末清初基督教文化的传人

道，他们将孔孟儒家学说比附天主教义，使二者仿佛有了

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这－－Ｓｔ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传教

同宗同祖的血亲关系，于是一些文人学者冰封的思想开始

士起着重要的作用。传教士赞叹中国地大物博、政治良好、

被打破。走上层路线的成功使他们得到一些统治阶级的庇

秩序井然，文化灿烂，是一个礼仪之邦；也批判中国科技

护，也使传教士的生活局限于中国社会上层人士之间，特

落后，迷信盛行，中国人妄自尊大等。

别是早期，由于没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更不敢轻举妄动，

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是不断发展的，他们以基督
教文化为基准看中国文化，关注的多是中国的精英文化，

否则就有可能被遣送出境，因而他们笔下的中国文化多是
这一阶层人士的文化生活。

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褒贬不一。由于个人、组织、国籍及传

在“适应”政策下，利玛窦在“礼仪”问题中，采用

教活动情况的不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及理解也有

了迎合中国文化的态度。在中国的传教经验使他明白，孔

差异，发生于清初的“礼仪之争”则是其集中体现。探索

子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维系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可以发现影响

管理秩序的基石，若想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来代替中国儒

其形成的一些因素。

教地位，一概否定祀孔，必然会激起士大夫的愤怒，天主

一

受传教士传教目的、传教政

策的影响
１６世纪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给天主教以沉重打击，天
主教失去了宗教世界的半壁江山。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天
主教进行了改革。耶酥会成立即是天主教回应宗教改革的
一大举措，其宗旨是让天主教灵光遍布于世界各地，要求
开拓海外的宗教市场，所以耶酥会士奔赴四面八方，开始
了艰难的海外传教生涯，其中的一些来到中国。他们定期
向欧洲天主教教会总部报告传教情况，曾德昭《：大中国
志＞式的作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由于明朝政府实施海禁，初始来华的传教士传教不利，
“借佛传教”策略失败后，利玛窦秉承范礼安政策，制定
“适应”传教路线，尊重中国文化，他们学汉语，着儒服，
结交文人学士，走上层路线，不直接发展信徒，而是先争
取统治阶级的好感，再通过与中国文人学士的讨论，达到
宣讲天主教教义的目的。他们尊重孔子，遵守孔孟儒家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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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中国便无法立足，他苦心经营的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
影响必将荡然无存，传教必然失败。所以他指出中国人祀
孔具有社会伦理的含义，而不是宗教仪式。张凯在《庞迪
我与中国》一书中就指出，关于“Ｄｅｕｓ”的翻译，利玛窦
译出了中国典籍中关于“上帝”的语句，使入觉得天主一
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具有一致
性，其实利氏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巧妙地回避了中国“天
主”的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内涵的关键性变化。裴化行认为
利玛窦了解到要想得到这个也许是世界上最骄傲的民族的
信任，就要克服这样一个民族对传播一种新教的抵抗，一
方面要用西方的科学异彩来降低和消除他们对抗洋人的仇
恨和轻视，另外还须细心照顾他们的这种虚荣心，对某些
敏感之处尤其不能攻击，否则就会立即断送任何成功的希
望。所以“无论是历史性《札记》，还是这位传教团奠基
人迄今发表的书信，都只是不加区别地说到庙宇、圣徒、
神坛、祭祀、献祭，或相反，说到殿堂、先贤、供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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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者、供品，并未就某些礼仪的迷信性质确定地表明态

记载，“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

度。”ｆｌｊ

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

利玛窦时期的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赞赏有加。康熙时

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６Ｊ

期一度对传教士“重用”，传教活动得以展开，人教人数

我们在探究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时，不能忽略一些传

增多，传教士认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春天来临了，他们

教士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优越感的影响。同一时期在亚洲、

的言论及主张也开始活跃，引起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

非洲的一些传教士多蔑视当地的土族文化，虽然当时在中

最终使天主教难逃在中国被禁的厄运。

国传教的传教士，并未极力主张用西方语言举行天主教宗

关于中国的一些礼仪是否为偶像崇拜、宗教迷信？他

教仪式，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们指出中国人祭祖是为了维系中国伦理纲常中的孝道，而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有一定

不是什么偶像崇拜，与天主教并不抵触。关于祭孔，传教

的关系。利玛窦较早进入中国，后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士也持类似的态度。至于中国文化的祭祖是否含有宗教色

并且死于中国，葬于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较多；庞

彩，他们宁愿趋同于中国无神者的解释，认为这只是为了

迪我是追随利玛窦时间最长，对利氏传教策略了解最详的

教导子孙和无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他们之所以这

人，因而利氏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无疑会影响到他，他的中

样评价中国孺学，目的有二：～是消除传教士彼此间的意

国文化观和利氏的基本一致。曾德昭也来华较早，与利氏

见分歧，利于在中国的传教，及争取欧洲天主教会对来华

也有着较一致的认识。有“国王数学家”之称的传教士李

传教的支持；二是迎合中国人的习惯，拉近与中国人的关

明和自晋对中国的文化也持赞赏的态度，他们进入中国后

系，使中国人抛开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印象，降

由于康熙对科学的热情，对他们看重，他们来到中国后就

低中国人加入天主教的顾虑，减少在中国传教的阻力。因

住在皇帝身边，周围的人自然会尊重他们，他们在这样一

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要受到其来华目的及传教政策

种环境下生活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而特殊的待遇和

的影响。

地位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不同子传教处处艰难的其他

二

受传教士个人条件、在华活
动情况影响
考察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个人条
件。以学习汉字为例，利玛窦通过两三年的汉语学习，到
１５８５年底，他已能流利地说汉语。他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是
单音节字，而且汉字的音节组合种类不多，便于掌握。但
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同音字，因为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
写出来的字却不一样，意思电不同；再加上，同一个音的
字加上不同的音调又可以表示不同的字。不同的意义，对
于传教士而言很难掌握。他们认为这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

传教士。费赖之曾指出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饶有兴
味，足广异闻，但关于华人的描述不无溢美之词。
对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不同态度与每个人的价值取向有
一定的关系。“在中国教民祀天、祭祖和参拜孔子等仪式
上，庞迪我和利玛窦一样采取一种通融和默认的做法。”【＿７Ｊ
而龙华民则极力反对，张凯认为，龙华民“是一个对救世
功业充满必胜信念和怀有狂热激情的人，对基督教千年王
国的渴望使他内心充满一种痛苦的张力。”【８’这样在传教的
过程中就可能无视中国的国情而盲目地追求宗教教义的纯
洁性，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歧较大的地方容易产生
偏激的看法。

不便，“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

三

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他们的意义分辨清楚。
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

受传教士所属的不同教会组

织的影响

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１７世纪３０年代前，中国天主教几乎由耶酥会垄断，

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过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甚至得把它

但也有其他修会来华，毕诺指出，１３、１４世纪时教皇英诺

写出来才行。”¨１玛窦掌握了快速记忆的方法，加之他个人

森四世曾派遣柏朗嘉宾出使鞑靼地区，圣一路易派遣鲁布

的勤奋努力，能说汉语，因而他对汉语的评价较中肯。

鲁克出使蒙古王公，他们都是方济各会士，但影响不大，

由于对汉语掌握的情况不同，所以传教±对汉语的看

直到耶酥会士进入中国才打开天主教在中国的局面。“明崇

法有异。“近八万字，每一个字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

祯年间即有自吕宋，搭商船来者，然只在附近海岛传教，

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７＇’＂ｏ安文思神父认为，“中国语言比

未尝入内地，及迁民令下教友纷纷内迁，会士因不忍离弃

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ｊ对汉语的评价与

教友同入内地，从此会士由吕宋来福建者源源不绝，耶酥

每人在中国学习中文的情况有关，安文思“十分勤勉地学

会士渐不复来福建一省。自当日至今为多明我会修士所

习中国语言文字，并很快地学会了它。”１５１很多神父经过学

传’’［９】

习已能撰写和翻泽中国书籍了，但他们对汉语掌握的流利
程度不同，对汉语的评价也不同。

这一时期，耶酥会的传教范围超过其他各会，其他各
会主要在中国沿海城市或者交通较发达的地区，而中国内

学习汉字的困难，使传教士对汉语有了微薄之词。同

地主要是耶酥会的传教范围。由于同属于一个修会组织，

样，他们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也会影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

早期来华传教士意见较一致，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权完全

看法。在金尼阁编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有类似的

由葡萄牙～国控制，罗马教廷也因东方传教区初辟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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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干涉。自从１６４０年开始，西班牙与葡萄牙分治，两国

酥会的折中态度不满，力争维护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他

政治关系解体，开始争夺对于东方殖民地的经营。同时由

们对耶酥会士容忍中国基督教徒祭祖、敬孔大为不满，终

于保教权的日益膨胀与教皇权威相冲突．所以罗马教廷传

于导致了礼仪之争。【ｌ虬耶酥会士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他们

信部也宣布了对所有已建传教区的控制权，而将传教区的

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解比其他修会深刻。方济各会深入劳

领导权赋予直属于传信部的主教——宗座代牧主教，并委

动人民中间传教，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一些体会，他们所

派方济各会士为中国的宗座代牧，这遭到葡人的反对，无

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层面不同，他们的中国文化观存在差异。

形中造成了耶酥会与方济各会之间的矛盾，而传信部后来

即使同一修会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也并非完全一致。

委任的宗座代牧主教都是法国人。１６６３年，巴黎成立了

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都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方传教会”，并派传教士来中国，他们站在西班牙教士

对于异质文化的看法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传教士身份

一边，加深了与耶酥会士的矛盾，这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

特殊，他们看待中国文化所要受到的影响更多，从而形成

礼仪问题不同的两派。

了带有自身色彩的中国文化观念。

１２０９年，方济各修会成立，其会规“特别强调布道活

传教士带着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来到中国，他们看中

动与实践的结合，如参加劳动、行医和行乞。”Ｈ叫该修会后

国文化有自己特有的角度，每个人的资质及在华活动范围、

来虽分裂为几个修会，会规也有改变，但大部分会员认为

情况不同，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存在差异。传教士

与下层劳动人民交往，在劳动人民中传教是其主要布道方

的中国文化观受到当时因中国形势、政策限制而采取的传

式。１３世纪方济各会士曾来中国传教，但由于元朝的灭亡

教政策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具有不同的国籍、属于不同的

而中断。１５７９年方济各会士再次来华，他们在中国传教走

修会组织，由于他们的国家在争夺宗教权力的过程中产生

“下层群众路线”，主要在劳动人民中发展信徒。

矛盾，自然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感情；加之

１２１７年多明我会在西班牙正式成立，其会规是天主教

不同的修会的会规、仪式等的不同，也影响他们对中国文

各修会中“第一部没有规定其成员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会

化的看法。

规。但是对会士从事研讨学问的活动，作了明确的规定和

参考文献：

安排”。ｕ１’多明我会士分布区域广，崇奉教义的纯洁性。

［１］

１６３１年多明我会士高奇首次到我国福建传教。

［２］［６］

裴化行．利玛窭评传［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
（意）利玛窦，（比）金尼阎．利玛窭中国札记［Ｍ］．
何高济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１．

耶酥会的活动方针不同于其他修会，它主张深入社会
各阶层，耶酥会士可以不着僧衣，也可以不必过严格的修

［３】

（法）杜赫德．耶酥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二
集）【Ｍ］．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７５·

道生活。它鼓励会士渗人上流社会以至宫廷，对当权者施

２７６．

加影响，尽力争取知识分子，特别致力于争取上层人物的
子女，以便将来施加政治影响。耶酥会对教育和科学的热

［４］［５］

（葡）安文思．Ａ
国新史）

衷在当时的宗教团体中是出了名的，这是耶酥会与其它宗
教团体的不同特点乃至冲突，“强调自由意志，反对普遍适

张铠．庞迪我与中国［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海：上海书店（影印）１９３１，２５９．

中国文化的认识。耶酥会士来华较早，深知传教不易，“适

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反感于耶酥会传教士的传教路线，对耶

万方数据

Ｄａｗｓｏｒ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ｍｅｌｅｏｎ：８ｒ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Ｅｕ—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ａｔｉｏｎ［Ｍ １．Ｌｏｎｄｏｎ，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４１．

［１３】

（美）苏尔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

（１“５——１９４１）＞，沈保义等译［Ｍ］．上海：上海古籍

化背景下传教提供了便利，使某些对立不至于尖锐。

应策略”赢得了中国士大夫的同情，统治阶级的好感。方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ｒｏｐｅ．¨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们表面上在祭坛前做所有这些表示崇敬的跪拜行礼时，他

由于各修会的会规、活动范围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对

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Ｍ］．长沙：湖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７５－．８０．

［１２］

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把这些举动作为对基督十字架的崇
拜。”¨副这种通过巧妙表达造成词义模糊和含混为在不同文

萧若瑟．民国丛书天主教传行中嫡考（第一编）［Ｍ］．上

［１０］【１１］

两可”，即用意义不明确的语言使听者混淆，利玛窦关于中
国经典中天主的解释就利用此法。二为“保存心理”，“他

ｏｆＣｈｉｎａ（中

社，２０５，２０７．
［９］

各种手段、策略的高度灵活性的重视。¨”ｏ耶酥会士认为为
了传教的需要，甚至可以允许两种欺骗形式：一为“摸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２００４．

［７］［８］

用的伦理原则而倾向于在不参照任何抽象、理想化的前提
的情况下处理单个具体事例的做法，以及对为达目的采取

Ｎｅｗ

［Ｍ］．何裔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

出版社。２００１，２．
［１４］

赵殿红．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
［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

２４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第１０卷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ｉｅｗ

ＬＵ Ｇｅｎｇ

（Ｈｕａｉ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ａｉｎａｎ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２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ｉｅ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Ｑ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Ｏ－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ｉｅｗ．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ｒｋ，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上接第２０页）

Ｔｈｅ Ｔｏｔｅｍｉｓ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Ｙａｎｇｔｚ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４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ｏｔｅｍ ｗｏｒｓｈｉｐ；ｔｏｔｅｍ；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ｏｔｅｍｉｓｍ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Ｔｏｔｅｍｉｓｍ ｉｎ“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ｓｕｎ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ｅＸ ｗｏｒｓｈｉｐ．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ｅｍ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ｏｔｅｍ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ｙｓ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ｃａｌｉｔｙ．

万方数据

ａ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ｎｔａｓｉｅｓ，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ｌｏｇ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陆耿， LU Geng
淮南师范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10(3)
0次

参考文献(10条)
1.裴化行 利玛窦评传 1993
2.利玛窦.(比) 金尼阁.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 2001
3.杜赫德.郑德弟 耶酥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2001
4.安文思.何高济 中国新史 2004
5.张铠 庞迪我与中国 2005
6.萧若瑟 民国丛书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31
7.于可 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 2001
8.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iation
1967
9.苏尔诺尔.沈保义 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 2001
10.赵殿红 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期刊论文]-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1)

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马少甫 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以裨治文为中心的考察 2007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文中将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放在来华传教活动的大背景下，以早期传教士裨治
文E．C．Bridgman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为考察中心，对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特点、成因、影响以及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展开具
体研究。
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除绪论和结论之外，主体部分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考察裨治文之前的美国中国观，具体分二节展开。其中第一节主要考察美国早期商人、外交官的中国观；第二节考察传教士雅裨理
D．Abeel的中国观。以此作为下文的铺垫。
第二章主要考察裨治文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本章分三节。第一节为裨治文的中国观研究；第二、三节为裨治文的中国研究。其中第二节重在考察
裨治文的中国历史研究；第三节考察裨治文有关中国现实的报道。文中一方面将裨治文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置于早期传教士传教活动背景下予以考察
，旨在揭示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和传教活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通过分析裨治文中国研究的特点，力图通过纵向考察来把握美国中国学的源头
。
第三章考察裨治文事业的重要推进者——卫三畏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本章分三节。第一节关于卫三畏S．W. Williams《中国总论》的特点；第二
节考察卫三畏的中国观；第三节略述卫三畏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本章重在考察卫三畏与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文中认为卫氏的中国研究是对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卫氏的《中国总论》标志着美国中国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初步定型，对后来的美
国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卫氏中国观客观上也为后来美国中国研究提供了多重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径。
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认识是在华传教活动的产物。在华传教活动在推动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的同时，也造成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中自身
无法超越的内在矛盾。

2.期刊论文 李浩.梁永康 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2)
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1860-1894年),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体作用.他们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经济
学课程教育,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20世
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丧失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中
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开始进入到后期并最终形成的阶段.

3.期刊论文 姚斌.YAO Bin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3)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
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
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4.期刊论文 刘景 早期中美文化外交中美国传教士的角色探析 -考试周刊2010,""(41)
从1830年第一批美国传教士来华到1912年清王朝灭亡,美国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教.从事了一系列的世俗活动,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早期文化外交
的发展.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5.期刊论文 马明忠 早期进入青海的天主教传教士考述 -青海社会科学2009,""(6)
早期进入青海天主教传教士活动情况文字记录较少,比较零散,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有助于青海天主教历史的研究.

6.学位论文 周岩厦 早期新教传教士以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促进传教事业述论——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2006
本文以《中国丛报》刊登的论述新教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的文章为主，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就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对华文化
传播活动的整体情形和演变趋势，进行探讨与论述，并阐明其在传教过程中探索出的以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等方法对消除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偏
见与对基督教的冷漠以促进在华的传教事业的作用，及其因此而在“西学东渐”历史潮流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本文通过深挖史料，在前人立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阐述。第一章就早期新教传教士来华前的历史背景及传教士来华后在传教事业遭遇到的困难
加以探讨，尤其对传教士遭遇到的传教困难及其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第二章就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与教育主张的演变，在充分
利用西文史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论述，其中有关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观的演进，超过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对英华书院与马礼逊教
育会以及马礼逊学校教育活动的论述中，用了大量前人所未曾涉及的史实。第三章对基督教文明的传播活动与传播目标的演进过程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其中对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宗旨的演进及该会有关西方史地书籍撰写与出版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所超越。第四章对医务
传道会宗旨与医务活动过程的阐述，用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对伯驾医术的评述与传教医生对中医的评价及医务活动过程中的传教活动，是前人所殊
少论及的。在结论部分，就新教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进行了综述。

7.期刊论文 程艳.刘浪飞.CHENG Yan.LIU Lang-fei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14(3)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
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
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8.期刊论文 吴宁.WU Ning 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7(3)
澳门是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的重要基地.传教士夫人们1842年前在澳门的传教事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期来华传教士夫人们具有一些共
同的特点,她们对晚清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冲击力.

9.学位论文 蒋旻 早期来华传教士传译故事述考 2006
从1 552年西班牙耶稣会士沙勿略受教会派遣来华开始，一直到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华传教时间长达二百
余年，他们在宣传天主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西方文明。本文以传教士宣传教理时为证道而译述、引用的各类故事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考察传译故事的
类型、出处、翻译后的变化，给出传译故事的大致轮廓。
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节对现存收有传译故事的史料与学界对传译故事的研究现状作了梳理。第二节将传译故事从内容上分三种类型进行探讨
：道德劝戒类、教义阐释类和圣象圣迹类。第三节通过早期传译故事的明清翻译与这些故事的现代译本进行比照，指出明末清初传入故事的原型出处
，以及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与现代翻译间的差别。第四节探讨了传译故事传入后的影响，主要分析对中国寓言创作的影响。
论文最后附有传译故事目录，目录以《天主教东传文献》及其《续编》、《三编》，《天学初函》这两套丛书为对象，列出其中的传译故事。

10.期刊论文 泽拥.Tse yung 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中国藏学2009,""(2)
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
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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