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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天主教士中国交游考
张永刚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
［摘

要］明嘉靖间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利玛窦等天主教士和素有“天主教三大柱石”

之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东林党人的共同努力，中西两大文明有了
短暂的交流，但“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短暂的消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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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A!>
（!$$%）$# ; $$A= ; $>
#% 世纪中叶，当大明帝国步入嘉靖时代以后，中国的封
建社会已走近了垂暮之年，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封建王朝丧

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沙勿略因此决心进入中国传教。嘉靖

失了冒险和进取精神。催生社会巨变的因子———资本主义

海外的上川岛，但明帝国的海禁使近在咫尺的三十里海面

的萌芽在手工业发达的江南滋生暗长，古老的中华文明面

却象难以逾越的屏障，令他只能望洋兴叹，他虽千方百计托

三十一年（#""!），这位享有宗教特权的传教士登上了广东

临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在西方，近代化的科技文明以冒

人要求谒见广州提督，结果证明确是徒劳的。饥寒交迫、身

险和积极进取的姿态迅速向全世界扩张，中西两大文明的

心交瘁的他于同年 #! 月 ? 日晨怀着永远的遗憾死在了这

碰撞在所难免。在这中间扮演重要角色的一方是以利玛窦

［?］
个岛上。留下的是他致“欧洲同会士”的六札信函。

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而另一方则是明王朝内部具

第一函，致欧洲同会士，#">% 年 " 月 #$ 日作于满

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开明的知识分子，而这其中东林党人成

剌加之安倍那。“满剌加有一葡商，新从名为支那的大

为勇立时代潮头的急先锋。他们的交往促进了中西两大文

国归来……”

明的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却不得
不面临来自各自一面所带来的阻碍，这就是“将欧洲文明视

第二函，致欧洲同会士，#""! 年 # 月 != 日发出。
“日本所有宗教皆自邻国传入，国名支那。”

为文明终结，将一切非天主教民族都视为魔鬼的‘欧洲人主

第三函，同日致欧洲同会士。“日本有一板东大

义’者和狭隘的亚利安‘民族主义’者”以及“将宋明理学当

学，
（按：板东今名关东），规模宏大，僧侣颇多，研究教

作唯一真理，主张‘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

义和各宗派学说，但所有宗派与教义无不传自中国”，

人’的顽固卫道士”。归根结底，焦点在于“要使中国的天主
教信 徒‘西 方 化’，还 是 要 使 在 中 国 的 欧 洲 传 教 士‘中 国
［#］

“我准备今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
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

的传教士沙勿略、范礼安和罗明坚都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利

第六函，#""! 年 #$ 月 !! 日自上川岛发出。报告
安抵上川岛。上川离广州三十里。广州人纷来访问，

玛窦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开明士人的共同努力下，这块

他一再请求广州人带往广州，均遭拒绝，因广州提督严

坚冰终于被突破了。

禁通番。

化’”。 这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变的异常艰难，在利玛窦之前

沙勿略（#"$% ; #""!），西班牙人，#">$ 年入耶稣会。嘉

沙勿略于 ## 月 #! 日再发出一函，也是他去世前的最后遗

靖年间，他在日本传教，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人问他：
“ 如果

札，函中略说：
“闻中国皇帝有意改行新政。又明言由此岛

你们的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作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国人没

前往中国，困难万状，且极危险，亦不知是否能成功，但希望

［!］
（ BA）

听到它呢？”

这使他意识到中国的儒学对东亚文化圈

能顺利达成。倘若今年不能赴广州，即往星罗；如明年仍不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张永刚（#=<< ; ），男，山东枣庄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晚明政治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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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中国，当返回印度。然而我渴望到中国去。”

窦后来写道：
“我们的朋友们也非常高兴。”与中国知识分子

范礼 安（ !"#$—!%&%）意 大 利 人，耶 稣 会 印 度 巡 察 使。

的交往，利玛窦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以此，他得到了士大

!"’( 年，他来到了澳门，经过九个月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
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新的构想。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

夫们的好感，与他们展开了积极的交往。他逐渐意识到要

他说：
“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

［%］
否则不能进入内地”。
而上层的官员都是信奉儒教的。因

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他

此，他采取以儒学传教，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万历十六

认为，必须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代之以外

年（!""$），利玛窦接任罗明坚主持耶稣在华事务，开始全面

［!］

国传教士的“中国化”。

想在中国传教，
“必须先得到皇室或其主要顾问官的许可，

实施他的以儒传教的策略。

罗明坚（!"(# ) !%&%），意大利人，!"$& 年（万历八年）来

万历二十三年（ !","），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长的信中

华，距沙勿略卒年已有二十八年，但早于利玛窦二年。罗明

（时利玛窦在南昌），利玛窦总结了中国人访问其住所的五

坚是外国传教士中首先到内地居住的。他先到了广州。万

个原因：一、他是从欧洲来的外国人；二、他有惊人的记忆

历十年十二月到肇庆，住东关某佛寺。这里可称之为中国

力；三、瞿太素到处宣扬他是位大数学家；四、他带来的一些

内地第一所耶稣会会院。万历十二年，他首先以汉字汉文

东西，如三棱镜、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五、最后的原因

撰写《天主圣教实录》宣传天主教义。万历十三年，应两广

才是想听教会的道理，并与之交换意见，但因这个原因拜访

总督郭应聘（字君实，莆田人）之邀同麦安国神父到浙江绍

他的人极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他感兴趣的主要原

兴。郭的父亲也受了洗。地方官宴请二位神父。二神父逐

因还在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肇庆时，知府王泮对利玛

日为大家讲解教义。

窦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颇感兴趣，亲自督印了第一个中文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云：从 !% 世纪中叶开始，
“ 中国”

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地图后来流传颇广。

的国际处境就已经相当尴尬和奇特。一方面，在传教士及

曾自制过地图的李之藻，在北京见到该图后，立即接受了此

其象征的西洋文明面前，汉族文明所设定的“天下”观念逐

图中的地理观，并因此成为利玛窦的密友。通政司许胥臣

渐瓦解，受到“世界”的冲击，中国笼罩“天下”的观念逐渐瓦

是当时新教徒中官阶最高的人。传教士王丰肃为他做了一

解，受到“世界”的冲击，中国正由笼罩“天下”的“中心”变成

架浑天仪，并赠送一幅《坤舆万国全图》。许氏对此颇感兴

了“万国”中的“一国”，而另一方面，在四边强敌环伺之下，

趣，王丰肃进而对他说：
“ 到目前为止，你所学的，与天主教

“中国”又先后受到“满夷”或“辽夷”“
、建州夷”从北方，
“ 倭”

的信德奥秘相比，那真是雕虫小技而已。膜拜天主往往超

从东方，
“西夷”从海上的入侵。说起来，无论在政治上、经

过观赏星辰……”许氏因而入教。对此，利玛窦不无自豪的

济上、还是在知识、思想与信仰上，都已经显露出了岌岌可

说：
“利用科学使中国人入教，这是最好的例子。”在后来皈

危的征候。这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趋势，对于一般思想界

依的教徒当中，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都是当时有

来说，也许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相当敏感的士人来

影响的朝中大员。除此而外，还有一品官员 !( 人、进士 !&

说，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压迫感”或“异样感”，却使他们始终

人、举人 ’ 人、秀才 #&& 人，皇室成员 !(& 人、内侍 (& 人。万

［(］

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中。 与此前的他人相比，利玛窦
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
“ 利用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

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入京，
“ 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带
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像两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

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打开中国人的眼界，破除他们的

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架，
《 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

‘中 国 中 心 论’，进 而 可 以 为 传 播 基 督 福 音 做 些 准 备 工

［’］
物”，
献给明神宗，神宗因而命人以礼宾之，允许其居住在

［"］
（ *%+）
作”。
在利玛窦和“敏感的士人”东林党为代表的开明

士绅的共同努力下，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序幕由此拉开。
利玛窦（!""+—!%!&），字西泰，意大利人。万历十年罗

北京。
利玛窦最初交往最深的是潮州知府瞿太素。艾儒略在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这样评价瞿太素：
“ 姑苏瞿太素，

明坚进入广东肇庆。受范礼安的指示，确立了一条与佛僧

大宗伯文懿公之长子也。适过曹溪，闻利子名，因访焉。谈

认同的传教路线，他让传教士穿上僧服。而他们也自称为

［$］
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劝利子服儒服。”
在离开广州，

“西和尚”，并且用佛教术语“庙”来称呼他们的教堂。因为，

前往南昌时，利玛窦听从了瞿太素的建议，换上了儒服，这

他们就是这样在日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事与愿违，在

是一个信号，是他希望通过崇儒抑道的策略，来获得士大夫

中国却是行不通的。万历十一年，利玛窦随罗明坚入肇庆。

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一点上，利玛窦与当时朝中的重要政

在肇庆的日子里，他努力去掌握中国的语言，去适应中国人

治力量东林党人达成了思想上的协调。李贽主张“三教合

的风俗习惯，努力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利玛窦敏锐地发

［,］
一”“
，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
遭到了

现：必须与统治中国的儒学和士大夫寻求结合点和共同兴

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批判，
“ 孔子道无亏欠，本不须二氏帮

趣。为此，他说服了他的上司，改穿儒服，行秀才礼。当他

［!&］
补”。
东林党人礼部侍郎冯琦在与利玛窦的交谈中，极力

第一次穿上儒家的礼服，与他的中国朋友坐在一起时，利玛

铺陈人世之苦，然后慨叹：
“ 然则人之道人犹未晓，况于他

· ,& ·

道？而既从孔子，复由老氏，又从释氏，而折断天下心于三
［!!］
（ "#）

道也乎？”

利玛窦的崇儒抑佛，与东林党人对佛道的

批判达成了一致，进而将士大夫引向“学上帝正德”的道路，
“于以三从三教，宁无一教可从。无教 可 从，必 别 寻 正 路
［!$］
（ "%&%）

……不学上帝正德，而殉人梦中说道乎”？

利玛窦

窦来自太西，因往候，略问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
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识何解，大以为异。癸
卯（!(&*），又至南都访利先生，时利子已往都门，明坚罗先
生出接，即引瞻天主像。罗子谓天主三位一体，兹则第二位
［$］
降生为人之像，公忽忆前梦，始惊疑……”
在徐光启看来，

与东林党人的交往是保证其在中国传教顺利进行的重要条

“先生（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

件。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有很多与利玛窦有过交往。他们

［!+］
理，物理之一端则为象数”。
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

或为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撰序（如叶向高、曹于汴、冯应京），

郎沈榷连上三疏，要求排天主教，驱洋人。徐光启上《辨学

或引传教士至各地传教（如叶向高、徐光启、杨廷筠），或在

疏稿》为天主教辩护，对天主教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臣累

一片排外禁教声中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使“稍宽其禁”

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

（如蒋德），表现出开放和自信。

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

李日华（!’(’ ) !(*(），字君宝，浙江嘉兴人，万历壬辰

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

（!’#$）进士，被誉为万历、天启年间仅亚于董其昌、王惟俭
的博物君子。他曾于丁酉（!’#+）秋在南昌见过利玛窦。李

［!,］
（ "$$）
之英，万人之杰。”
!(&’ 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

氏称利玛窦为善人，并叹利氏之奇，云：
“ 彼真以天地为阶

锐，余曰：
‘止，请先传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

［!*］

何原本》。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译完前六卷，
“ 太史意方

闼，死生为梦幻者，较之达磨流沙之来，抑又奇矣。” 邹元

［!#］
计其余’。”
《几何原本》于万历三十五年（!(&+）刊行。利

标（!’’! ) !($%），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东林党重要成员，
《东

氏死后，
《几何原本》甚至成为他在北京得到墓地的理由，

“ 时（利玛窦卒
林点将录》称之为天伤星武行者。在稍稍了解天主教之后，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对此有一段描述：
便作出了一种“古已有之”的判断，
《 答西国利玛窦书》云：

后），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向高）曰：
‘ 诸远方来宾者，从

“得接郭仰老（郭居静），已喜出望外，又得门下教，真不啻之

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
‘ 子见从古来宾，其

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

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

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

［!#］
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

发挥更得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

李之藻（!’(’—!(*&），字振之，号凉庵，浙江仁和人。万

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不知门下以

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工部水司郎中。李之藻与利氏交游

［!%］

为然否？”

较徐 光 启 早，
“万 历 辛 丑，利 氏 来 宾，余 从 寮 友 数 辈 访

冯应京（!’’’ ) !($%），字可大，安徽盱眙人，万历二十年

［!+］
之”。
阮元《畴人言》“
：西人书器之行于中土也，之藻荐之

进士。冯氏耿介不阿，任湖广佥事时，与税监陈奉进行坚决

于前，徐光启、李天经译之于后。三家者皆习于西人，亟欲

斗争，后被诬入狱。冯氏“学求有用，不事空言”。在湖广任

［$&］
明其术而惟恐失之者也”。
万历三十三年，李之藻较徐光

职时，曾派学生刘氏去江西、南京寻利玛窦为师，研习数学。

启译《几何原本》早一年开始从利玛窦译《浑盖通宪图说》。

当冯氏被诬入狱，利玛窦去看冯氏，二人之交从此开始。冯

李之藻还编印了《天学初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

应京曾自费刻印利玛窦《交友论》，并为之撰序，尊称利玛窦

介绍西学的丛书。利玛窦曾对杨廷筠赞赏李之藻与徐光

为利子、西泰子。还曾为《天主实义》和《二十五言》撰序，并

启：
“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之士，唯李振之、徐子先二

于 !(&$ 年入教，
“!(&! 年偶读《天主实义》，大为感服，代为

［!+］
先生耳。”

［!’］
（ "$$!）
作序，次年受洗”。
还令全家人信教。

杨廷筠（!’($—!($+），字仲坚，号淇园，仁和人，万历二

叶向高（!’’# ) !($+），子进卿，福清人（今福州），万历十

十年与沈榷同年进士，累官顺天府丞。万历三十年，杨氏奉

一年进士。曾任万历、天启两朝之内阁首辅。《东林点将

诏入京，除四川掌道事湖广道御史。在京都与利玛窦一见

录》列其为“天魁星及时雨”，为东林党在朝的代言人。叶向

如故，
“往 予 晤 西 泰 利 公 京 邸，与 谭 名 理 累 日，颇 称 金

高曾为利玛窦在北京获得葬身之地出力。归田时（ !($%），

［$!］
兰”。
万历三十九年，李之藻请郭居静、金尼阁入杭州传

他途径杭州，此年引艾儒略入福建传教，且与艾氏论道。

教，杨廷筠晤见两位传教士，遂受洗，
“ 欣然叩其宗旨，既而

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号称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

恳觌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临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

启、李之藻、杨廷筠功不可没。《明史》有云：
“ 一时好异者咸

［$$］
厚礼之”。
“三大柱石”中，杨廷筠传教著作最多，主要有

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

《代疑篇》《
、代疑续篇》、
《 天释明辩》、
《 枭鸾不并鸣说》、
《西

［!(］

文词，故其教骤兴。”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

学十诫诠解》《
、圣水纪言》等。

人。万历三十一年（!(&*）入天主教，次年成进士，累官至礼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的，
“ 南京教案”的

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柏应理《徐光启行略》对徐氏入教进

发生是天主教义与本土思想伦理相激化的结果，几乎使利

行了神喻式的解说：
“庚子（!(&&），
（ 光启）再入南都，知利玛

玛窦等人所作的努力化为乌有。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吴尔
· #! ·

成上《移南京都察院咨》“
：南北礼卿参之，北科道参之，而南

［"］方豪 +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 北京：
中华书局，
#-’’+

［!"］
可见，天主教在中国所
卿寺等巡视等衙门，各有论疏。”

［*］葛兆光 + 中国思想史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遭遇的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已然到了危机四伏的境地。而

［%］李文 潮 + 莱 布 尼 茨 与 中 国［ ,］+ 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

作为反对派，沈榷对天主教的攻击是最为激烈的。他前后
上《参远夷疏》三通，从皇权与政治、地方秩序的维护等高度
抨击了天主教，成为“南京教案”的发起者。从 #$#% & #$#’
的三年间，负责“南京教案”的官员写了大约 !( 个文件来批
判天主教。在 #$#) 年，沈榷在南京郑重宣告禁止崇拜耶
［!*］
稣，
“该教的野蛮传教者称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
虽然

“天主教三大柱石”起而为天主教辩护，然而万历四十四年

!((!+
［$］裴化行 +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教志［ ,］+ 上海：商务印
书馆，
#-"$+
［)］张维化 +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
［’］艾儒略 +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 北京：上智编译
馆，
#-*)+
［-］李贽 + 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
#-)%+

腊月十二日，来自皇帝的诏书，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王

［#(］高攀龙 + 高子遗书［,］+ 无锡刻本 .

丰肃和庞迪我及他们的同伙将被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因

［##］利玛窦 + 畸人十篇［,］+ 台湾影印《天学初函》本 +

为他们传播不为人知的教义；因为他们以宗教为借口，图谋

［#!］利玛窦 + 天主实义［,］+ 台湾影印《天学初函》本 +

扰乱我们百姓平静的生活，煽动臣民造反，鼓动百姓与国家
作对。基于上述原因，朕命令南京礼部告知应天府官员：对
于这些外国人，无论在何处找到他们，都要在卫兵严密护送
下，送到广东省的广州，从那里让他们平静的离开中国，回
［#］
到自己的国家。”
在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和熊三拔被护送

出北京，而龙华民和毕方济则躲进了徐光启的府中避难。
在南京，传教士遭到了非人的待遇，沈榷抓捕了病中的曾德
昭，并拷打了王丰肃，然后用囚车将他们解往广州。沈榷还
彻底摧毁了南京的教堂和会院。在南昌的传教士也转移到
了建昌。而这时唯一安全的是在杭州，由于杨廷筠的庇护，
杨廷筠的家成了几年内天主教希望的中心。“南京教案”发
生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暂时告一段落，说明西方的思想
和文明要想对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造成冲击和影响还需一
段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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