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期
２００２年３月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Ｎｏ ｌ

ＪｏｕⅡ１ａｌ ｏｆ ＨａＩｌｓｈａｌ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Ｕｅｇｅ

ＭａＩ℃ｈ ２００２

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
赵殿红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近年来，多数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天主教史的研究作品，多讨论耶稣会士的在

华活动及其“适应”策略，而对其他修会，包括道明会和方济会的研究较少谈及。该文运
用多种中、西材料，将明末清初在华的三个主要修会的来华人数及不同的传教方法进行了简
要比较。并从不同修会间的固有冲突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礼仪之争的部分根源和不同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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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传教团的正式建立，严格说来，是始于１５８３年。因为在那一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画ｅｒｉ）和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才正式获得了官方许

可，在中国内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传教站。①从１５５２年方济各·沙勿略始，直到１５８３
年，有五十位传教士进行了五十九次进入中国的尝试，都无功而返。包括二十五位耶稣
会士（其中有十七位神父），二十二位方济会士（十一位神父），两位奥斯丁会士和一位
道明会士。［２５］（Ｐ３０）从大约１５８０年到约１８００年，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时期：前五十年（１５８０一１６３１）是在葡萄牙保教权之下的耶稣会独占时期；第二个大约

五十年（１６３ｌ—１６８４）西班牙道明会士和方济会士加入其中，１６８０年后又有奥斯丁会士
加入，三会都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从１６８４年始，其它修会的人员进入中国，大多

是由教廷传信部派遣。【２Ｊ（聊）

天主教在中国经过明末清初的发展，到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全国的大小教堂已发展
到３６０座以上，全国教友的人数已超过２５万人。１３Ｊ仅在１６５１年至１６６４年，“全国领洗
入教者，至少有十万零四千九百八十名。”１４ｊＪ｜顷治皇帝去世以后，汤若望被任命为康熙
的老师，传教事业持续发展。到１６６４年杨光先教案爆发前夕，全国有西洋传教士３８
人，其中耶稣会士２７人，道明会士１０人，方济会士１人。㈤

作者简介：赵殿红（１９７４一），男，河南上蔡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生。
①

在此之前，虽然有一些传教士如耶稣会士巴莱多（Ｍｅｌｃｈｏｒ

道明会士克鲁兹（ｃａｓｐａｒ

ｄａ

Ｎｕｎｅｓ

Ｂａｒｒｅｔｏ）在１５５５—１５５６年之间到达广州；

Ｃｎ】ｚ）在１５５６年进入广州；奥斯丁会士拉达（Ｍ龇ｉｎ ｄｅ Ｒａｄａ）在１５７５年曾进入福建，但

都是短时期的停留，并没有成功地建立传教点。
②

关于耶稣会士的人数，可见本人硕士论文附表一“１６６２—１６９２年在华耶稣会士一览表”；方济会士的人数

可见硕士论文附表二“１６６２一１６９２年在华方济会ｊ：一览表”；关于道明会士的人数，则参考Ｎｉｃ０１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ｂｌｄ一
６００＆ｏｒ

ｃｆ蕊ｆ泐出ｙ抽醌ｌ！，ｌｄ，ｐ．３０７之１６６５年传教士人数表格，１６６４年还应加上在山东传教的郭多敏（吣ｎｉ血ｑＩｌｅ

Ｃｏｍｎａ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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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稣会内部的不同意见
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Ｉ印ａｔｉｕｓ Ｌｏｙｏｌａ，１４９ｌ—１５５６）１５４０年创办的耶稣会主张
团结与服从，仿效军队的纪律生活和编制而组织。除了绝财、绝色、绝意三大誓愿之

外，又加上一个新誓愿，即绝对服从教宗。用布道、教育、学术、印刷等各种办法保护
和宣传天主教的教义和道德的修养。耶稣会士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传教事业中，成效最为
显著。他们不但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还确立了在中国的“适应”政策的传教方
法，①并在宫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到中国传教的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

受葡萄牙国王的资助和控制。而葡萄牙政府尽可能少地使用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但葡萄
牙人口较少，他们不得不依靠其它国家传教士的合作。１６Ｊ（Ｐ２４）这些耶稣会士要在科英布
拉大学接受部分的哲学和神学教育，必须经由里斯本，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前往中国。

在从１５８２年到约１６３０年的时间里，只有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同一时期在中国的
传教士总数很少，大部分时间在５人到１５人之间，最后十年才超过了２０人。１７世纪３０
年代道明会士和方济会士到来，同时耶稣会士人数也有所增长，所以从大约１６３０年到

约１６８０年的时间内（不包括１６６５—１６７１年，因为历狱的发生，大部分的传教士被扣押
在广州），外国传教士同时在中国的总人数保持在３０到４０人之间。但在１７世纪末传教

士人数大增，８０年代人数几乎翻了一倍，９０年代又翻了一倍；仅是在１７０１年，就有近
３０人到来。［２］（Ｐ３０１）
康熙初年，在“历狱”爆发之前，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不到３０人。以葡萄牙、意大
利人数为最多。还有法国人、比利时人、德意志人。其中葡萄牙人有：郭纳爵、何大

化、安文思、张玛诺、成际理、利玛弟等。意大利人有：聂伯多、潘国光、利类思、李
方西、毕嘉、殷铎泽、陆安德、瞿笃德、王若翰等。意大利人在康熙前期的耶稣会士中
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对外国文化抱有宽容的态度，尽

可能地适应与妥协。在所有的传教士中，意大利人民族主义最不强烈，他们置身于不同
修会问的对抗之外，“不用打磨殖民主义的利斧，也不是帝国的建造者。而且，他们从
本质上说比伊比利亚人宽宏大量。”【７ｊ（Ｐ６６）法国人有金弥格、汪儒望、洪度贞、刘迪我、
聂仲迁、穆格我、穆迪我、方玛诺等。比利时人则有南怀仁、柏应理、鲁日满三人。比
利时人致力于提倡培养中国本土神职人员，建立中国本土教会。德国人有汤若望与恩理
格两人，他们以及后来的德国人如纪理安（Ⅺｌｉａｌｌ

Ｓｔ啪ｐｆ）等，主要供职于清廷，尤其

是钦天监的工作。
早期的耶稣会士确定了在中国传教方法的基础，这形成了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
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由范礼安（ＡＩｅｓｓａｎｄｍ Ｖａｌｉ印ａＩｌｏ，１５３９—１６０６）最初构
思，并由罗明坚、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们创造性地实施。比利时钟明旦先生将早期耶稣会
士的传教策略归纳为四点：１．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政策；２．“至上而下”的传教策略；

①

关于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适应政策，可参见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土“适应”政策研究），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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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欧洲科学技术吸引有学问的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欧洲文明的先进，从而间接达到

传教目的；４．对中国人的社会准则采取宽容的态度。１２］（Ｐ３１０一３１１）
当时在北京供职的耶稣会士有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他们最重要的工
作部门是钦天监，汤若望和南怀仁还曾为朝廷制造大炮。但耶稣会士在朝廷的任职受到
了其它修会甚至一些同会人物的反对。道明会中国会长闵明我（ＤｏｌＴｌｉｎｇｏ

Ｎａｖ黜ｔｅ）就

认为历狱的爆发是由汤若望的修历工作引起的，“闵明我一直都认为是耶稣会士的修历
工作导致了迫害的发生，这一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他与其它人认为汤若望应该受到指
责。整个传教团流行着一句名言：‘第一位亚当使我们被逐出天堂，第二位亚当使我们
被逐出中国’；另一些耶稣会士模仿圣保罗的话嘲弄地说：‘我们都因为亚当而有罪。’
闵明我注意到杨光生的指难都是针对耶稣会士，他引用一些不寻常的证人的观点，比如
在迫教开始不久到达北京的荷兰人，他们也总结说是耶稣会士们的错。”１７ｊ（Ｐ１４０）再后
来，１６６９年，南怀仁以其天文学才能获得康熙帝的信任，任命他掌管钦天监。①他写信
报告了当时在澳门的耶稣会巡视员伽马（Ｌｕ如ｄａ Ｇ姗ａ），但后者表示斥责与反对，“南
怀仁适当地告知他的上级伽马他重新获得朝廷信任的消息。得到的回信不是祝贺而是斥
责。……他禁止南怀仁在钦天监工作，即使是皇帝本人的命令；他本来就不赞成数学方
法，所以也拒绝更多的数学家来中国。”［７］（Ｐ１５８）后来总会长Ｏｌｉｖａ驳回了伽马的命令，
才使事情没有激化。
耶稣会士内部在传教方法和中国礼仪等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利玛窦去世以后，其
继任者龙华民对“利玛窦路线”表示质疑，会内形成了两派持不同观点的会

士。［５Ｊ（Ｐ２０一２９）“在利氏的有生之年，耶稣会神父们表现得是团结一致的；但等他去世
以后，便出现了公开的裂缝。有三种人持有不同层次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中国礼仪可能
是迷信；有些人认为它们当然不是迷信；另一些人认为它们当然是迷信，反对任何见风
使舵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行乞修道士们的观点。汪儒望（Ｊｅａｎ Ｖａｌｖａｔ）神父被他
同会的同事们所猜疑，但对行乞修道士来说，他成了他们的同盟者和引以安慰的人物，
因为他禁止他的教友举行中国礼仪，如同他是一位道明会士。”【７ Ｊ（Ｐ６０）１６２８年１月，在
龙华民的坚持之下，集中在杭州躲避“南京教案”的耶稣会士，召开了～次著名的“嘉
定会议”，专门讨论“译名之争”。【５ Ｊ（Ｐ２５）后来耶稣会士之间一度形成了表面的统一，还
在一次内部判决中毁掉了反对利玛窦路线的材料。１７ｊ（Ｐ１６０）有的耶稣会士前后的态度不
一，如何大化，他有时激烈攻击道明会士，有时又认为他的耶稣会同事们在寻求“天儒
合一”上走得太远。在广州，何大化与闵明我讨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纂时，抱怨

地表示他的同事们“没有足够的凭据地”使孔子成了一位预言家。１７Ｊ（嗍）鲁日满等人
支持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但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有时则同情道明会士。１７ Ｊ（Ｐ１５４）
清初耶稣会士之间的矛盾有时表现十分激烈。有一段时期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反对汤
若望的一派，其中以安文思为首。他于１６４８年展开了进攻。他这样提到汤若望：“我们

①

关于南怀仁的职位问题，参见范德望（ｗ订１ｙ Ｖｍｄｅ ｗａｌｌｅ），“南怀仁与清朝的官僚体制”，原文为“｝’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 Ｖｅｌ山ｉ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ｒ∞ｕｃｍｃｙ”，由段琦译成中文，收入魏若望（Ｊｎｈｎ ｗ．ｗｉｔｅｋ，ｓ．Ｊ．）编＜南怀仁（１６２３

一１６８３）），社会科学文献＿ＩＩ；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５７６—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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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兄弟，我们共同的母亲耶稣会的一个儿子，一位欧洲人，一位神父，一位发过四
愿的修士，一位福音的传播者，亲爱的汤若望，一位毫无慈善之心、缺乏正义精神和博
爱心胸的人。”④他谴责汤若望违犯了耶稣会的规章；迎合中国的迷信，帮助选择吉日
和墓地；有时拒绝别人进入他的房子；悲愤地说汤若望将集体的财产花在他的仆人身
上，或进行个人的风险投资。１６４９年５月２０日，安文思和傅泛际在龙华民（ＬＤｎ鼬ｂａ卜

ｄｉ）、利类思（Ｂｕｇｌｉｏ）和李方西（Ｆｅ蒯）的支持之下，向在杭州的传教副省会长阳玛
诺（Ｍａｌｌｕｅｌ

ＤｉａＳ）写信，强烈要求将汤若望赶出耶稣会。［９］（愀一柏５）［７］（Ｐ１２６）安文思与

利类思甚至想让卫匡国来代替汤若望的位置；其后二人竟“自行向朝中推荐他们自己充
作数学与天算之职务”。１９Ｊ（Ｐ４０１）不过多数人还是支持汤若望并为他辩护的，如贾宜睦

（Ｇｒａｖｉｎａ）、潘国光（ＢｒａＪｌｃａｔｉ）、穆尼阁（Ｓｍ唧ｌｅ璐ｋｉ）、南怀仁（Ｖｅｒｂｉｅｓｔ）等。魏特称：
“为这位无过失而受攻讦者，一开头就有一批来为他辩护的人物，这些辩护的人物在继

续的年数里，更是愈行增加了的。传教会副省区长之教务顾问——就是潘国光、穆尼各
和贾宜睦等三位教士——在他们对汤若望的意见中不曾动摇过。一六五。年五月间，他
们为汤若望所写的一封上呈的辩护书中曾说：那终究是很奇怪的一点的，就是人们在这
两位教士到北京之后，才把汤若望底这种种劣迹使人们得知。况且他们说这话，他们并
未住在汤若望底馆舍中，而那些在他的馆舍中居住多年的传教士们，对于这一切情形反
而无所觉知了。利类思与安文思应当受严重申斥，因为他们过于轻信中国人们底言词。
在印度人们所应用的原则，是至少须有十二位土人在他们的言词中互相合致，才能作为

有一位证人的效力的。而在中国人，大家还是得要更加多倍小心慎重的。传教士安文思
所提出的凭证，因他心内本已存有成见，所以就决无价值了。他应受谴责，因为他不仅
在传教会上司前提出了他的攻讦，乃竞亦在他的同会会士与会士以外的人们底跟前说道
了他这攻讦的言词。因之各教务顾问便要求，向两方面谕令各息斗啄，从此终止争

端。”［９］（Ｐ钾一４０８）

二、道明会士及其传教策略与方法
钟明旦统计１６６５年在中国的外国道明会士有９位。这里没有包括中国籍道明会士
罗文藻（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Ｍｐｅｚ）和１６６５年５月９日在东堂去世的郭多敏（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ＣｏＩＤｎａｄｏ）。
所以，在１６６４年，中国至少有１１位道明会士。

道明会士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尝试可以上溯到１５５６年，葡萄牙人克鲁兹（‰ｐａｒ

ｄａ

Ｇｍｚ，Ｏ．Ｐ．）成功地进入广州，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ｌｏＪ １５８２年，西班牙道明会士
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会省，其明确目标便是在中国传教。１５８７年，第一批道明会士到
达马尼拉，在那里建立了圣额我略会省。这个会省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满足行乞道士们前

往中国的愿望，以马尼拉作为跳板。因为当时在马尼拉已有不少的中国商人居留，传教
士可以向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学习中国语言。１１１］（Ｐ２８）以后的几十年内，进行过许多

①

Ａｆ氇Ｉ，Ｊａ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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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入中国的努力。有一个人甚至不惜将自己卖作奴隶。①直到他们的第八次尝试才获
得成功，算是站住了脚，即在１６３１年，Ａｎｇｅｌｏ Ｃｏｃｃｈｉ（１５９７一１６６４）从马尼拉到达福建。
随后，在１６３３年，莫若翰神父（ＪｕａＩｌ
ＣａｂａｌＩｅｍ ｄｅ Ｓａｌｌｔａ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ｄｅ Ｍ０ｒａｌｅｓ

ＯＰ）与方济会士利安当（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ａ渤０ＦＭ）到了中国。１６３４年底，ｎａｌｌｃｉｓｃｏ Ｄｆａｓ（１６０６—１６４６）也进入

中国。［１２］

当时的耶稣会欲独占中国的传教事务，歇力阻止行乞修道士进入中国。任何一个试
图进入中国的行乞修道士都备受冷遇，方济会士马丁（Ｍａｎｆｎ Ｉ鼬ａｃｉｏ

Ｄｅ

Ｌ０ｙｏｌａ）早在

１５８５年到达中国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Ｉ印ａ—
ｔｉｕｓ）的亲戚，耶稣会士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对他进行驱逐。他们根据他的经历编造谎言，
宣称他是一位西班牙间谍，为人侵中国收集情报。后来的利安当则在一位耶稣会神父的
默许之下，被后者的仆人粗暴地捆绑起来。数年后这位神父还为此事表示了谦
意。【７Ｊ（Ｐ５５）而在１６００年，克莱孟八世（ＣｌｅｍｅｎｔⅧ）打破了耶稣会的垄断权，允许行乞
修道士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入中国。后来１６０８年和１６３３年的教皇谕令又进一步允许

任何修道士进人中国。正如所料，耶稣会士们坚决抵制这些试图解除他们旧有特权的做
法。直到１７世纪末，他们一直奋力地阻止行乞修道士前去中国。尽管他们自己也相当
缺乏人手。［７］（Ｐ５６）当然，反对其它修会、其它国籍尤其是西班牙籍传教士进入中国，其
中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葡萄牙人企图维持他们的保教权，维护他们在远东的地位。以

至后来的法国耶稣会士，“如早些时候的西班牙道明会士一样，不得不从后门进人中国，
因为前门被他们的卢西塔尼亚兄弟紧紧关闭。德国耶稣会士并不比法国人受欢迎。伊比

利亚人（ｋｒｉａｎｓ）反对说，德国人最好呆在他们自己的海外属地，与自家门前的异教作
斗争，而把向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留给已经冒险将自己的家园建在海外的人
们。’’［７］（Ｐ６６）

道明会士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来自于经验。他们是沿
着西班牙的路线而到达东方的，穿过了美洲和菲律宾，到处看到他们的方法成功的证
据。“方济会和道明会乃是欧洲的老修会，会士在欧洲、非洲、南美洲已经有了传教的
祖传方策。他们的传教方策，是到处持着十字架，宣讲耶稣救世的大事。指责教外人的
愚昧无知，要他们赶快信仰耶稣。他们（莫若翰与利安当）一进福安，检讨耶稣会士艾
儒略在福建的传教方针，评为缺乏传教心火，过于绕弯费时间。他们要直接向中国宣讲
福音，宣讲救世主受难赎世。又加以这两个修会，欧洲素为向贫民宣道的修会，更歧视
利玛窦向士大夫宣教的方策。”１１３］（Ｐ８４）他们更是反对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认为
祀孑Ｌ祭祖无疑是迷信行为和偶像崇拜。“他们首先指责耶稣会士允许中国教徒祭祀祖先

之非和崇拜偶像。其次他们说汉语里的‘天’，是物质天——苍天的意思，决不能代表
天主教的‘天主’。”１１４Ｊ（Ｐ３８）后来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认为道明会士“由于信念和派别

①
Ｄｆａｓ，Ｃ．，ｃｏｎｑｕ衙ａｓ如Ｚ∞厶如“ｆ咖ｉ，Ｍｕ，心ｎｅ ｓｅ卵口“如，Ｖ｛ｉｌｌａｄ０１ｉｄ，１８９０，ｐ．７３９．当时还有两位奥斯丁会的
神父，即拉达（Ｍａｎｉｎ ｄｅ Ｒａｄａ）和马林（ＨｉｅⅢ１肿ｕｓ Ｍ耐ｎ），他们听马尼拉的中国人说，唯一到中国的方式就是扮作

外因奴隶，被贩卖到中国去。二人于是大喜，汁愿以基督的奴隶自居，卖往中国。后来商人害怕，只好作罢。见韩

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页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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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因此他们嫉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１１４Ｊ（Ｐ３８）
在闵明我等人的影响之下，清初行乞修道士的传教方法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有
了很大改变。他们不再冒太多的风险，放弃了以前当街宣教的方法，而将劝人人教局限
于教堂内，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听众自由地讨论和争辩。在星期日弥撒之前，他们将集会
分成两组，高级一些的诵读对话体的玫瑰经。由传道员帮助，对初学者进行问答式的教
理传授。［７］（Ｐ１０３）
道明会士认为科学传教的方法是危险的，因为科学的变化会导致中国人对天主教教
义的怀疑。中国人对传教士的科学技能印象深刻，以致于１９世纪法国遣使会会员到北
京的时候，当地的教徒问他们是制造钟表的神父，还是绘画的神父。１７Ｊ（Ｐ１０８）他们与方
济会士一样，更支持用医疗为手段进入中国社会。早在１６５０年，文度辣（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ｍ

蝓ｅｚ）神父就提出接近中国人最好的办法是作为医务人员。……他向马尼拉的上级写
信，解释说掌握医术的修道士易于进入中国人的家门，得到他们的支持，还可以照顾病
倒的传教士。利安当也请求上级派来精于医术的传教士。１９Ｊ万济国（Ｖａｍ）曾请求

Ｓａｌ锄ａｎｃａ大学的医生来中国发挥他们的知识。１７ｊ（Ｐ１０３）道明会士也采用了一些世俗方法，
他们教授机械知识，建筑方法，农业技术，裁缝技术，装订术，音乐和绘画等。
１６４０年莫若翰回罗马请求教廷作出对中国礼仪的决定，同时为行乞修道士的做法
辩护，并且招募更多的道明会传教士来中国。１６４５年９月１２日，传信部做出中国礼仪
之争的首号文件，是根据莫若翰的十七条上诉，一一做出的回答，所有的回答都对耶稣
会不利。１５ Ｊ（Ｐ４１）１６４９年他带着三位新的道明会士返回中国，其中有万济国（ＦｒａＩｌｃｉｓｃｏ

Ｖａｒｏ，１６２７一１６８７）和Ｔｉｍｏ呦Ｂｏｔｔ触（１６２１—１６６２）。１６５５—１６６１年问，又有一些道明会
士前来，如Ｒａｉｍｕｎｄｏ

ｄｅｌ

Ｖａｌｌｅ（１６１３—１６８３），Ｖｉｔｔ蕊ｏ ｍｃｃｉ（１６２ｌ—１６８５），闵明我（Ｄｏ—

ＮａｖａⅡｅｔｅ，１６１８～１６８９）和巴道明（ＤｏＩＩｌｉｎｇｏ Ｓａｒｐｅｔｒｉ，１６２３一１６８３）等。以及从马尼
拉归来的福安人罗文藻。道明会的传教点一开始是在福建的福安、顶头等地，随着人员

ｒｎｉｎｇｏ

的增加，扩展到浙江的兰溪和金华，以及山东济宁。［１５］（Ｐ“２—１１４）截止到１６６５年，到
过中国传教的道明会士共有２１人（有９人死在中国）。［２］（Ｐ３２３）１６６５年杨光先发起的
“历狱”爆发前夕，共有１１位道明会士在中国传教。其中闵明我、巴道明、费里伯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ｏｎａ耐ｏ）在浙江；郭多敏（ＤｏＩｌｌｉｎｉｑｕｅ Ｃｏｒｏｎａｄｏ）１６５５年７月从马尼拉到达中

国厦门，１６５６年１０月起在浙江传教，１６６４年和１６６５年在山东；［１６］（Ｐ２６８—２６９）福建的６

位道明会士得以幸免（万济国到１６７０年才被捕…（咖一７０））。当时道明会士在中国有１１
个住所、２０问教堂和许多乡村小堂。［７］（Ｐ１４２）同时罗文藻成了中国传教团的支柱，各修
会的传教士都托付他～人帮助视察看望教友。１１７］（Ｐ１４９）
道明会自１６３２年在福安建有一个传教站，１６５８年那里有三位道明会士：Ｊｕａｎ

Ｇ眦ｆａ，万济国（ＦＩ孤ｃｉｓｃｏ ＶａＩＤ）和中国人罗文藻（Ｇ１１ｅ鼬南ＩＪＤ）。当年１１月２日闵明我
到达福安的时候，他差不多已在中国步行了４０天，“当时正下着大雨，天色已晚，城门

已经关上，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在稻草上睡上一晚，依靠城墙挡风避雨。第二天早
晨，当他看到道明会教堂和那里的三个会士的时候，一切疲劳都忘记了：‘见到他们使
我忘掉了漫长的旅行。’他们也为他意外的到来而高兴，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已有了超过
１２个道明会士。”［７Ｊ（Ｐ９３）１６５６年，莫若翰和郭多敏在一个奉教文人Ｌｉｎ Ｔｃｈｏ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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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兰溪建造了一个新教堂：圣约翰福音堂。【７ Ｊ（Ｐ１１５）

１６７１年传教士从广东扣押所奉旨归堂（万济国在１６７２年才被释放），道明会±则回
到了浙江和福建（他们放弃了山东）。闵明我已在１６６９年从广州返回了欧洲。①从１６７６
到１７００年，又共有１８位道明会士来中国，有的人呆的时间很短，有的人死在这里。所

以同时在中国传教的道明会士人数一直不多。例如，在１６８８年有６位，而在１７００年有
１２位。②１６９０年，他们得以在江西建了两个传教站。１２Ｊ（Ｐ３２４）

事实上，道明会与耶稣会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正如卡明斯（Ｃｕｎ，Ｉｎｉ璐）所说，
“（人们说）爱统治万物。但恨也无处不在，正如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注定会与别人发生
冲突一样，一些社会群体也无法同处共存。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各种层次的憎恨代代相
传，从对异端和分裂的公共憎恨，到具体的修会与修会之间、学院与学院之间、会省与
会省之间以及神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嫌隙。”［７Ｊ（Ｐ３）道明会士与耶稣会士之间便是如此。
两会之间早年在三个相互区别又密切相关的方面争论较为激烈：即自由意志、盖然论、

圣母无染原罪。他们面对面的冲突曾～度使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大伤脑筋。在西班牙
无敌舰队覆灭之后，他最需要的是国内的团结与和谐。但争论愈演愈烈，几成蔓延之
势：从智利到菲律宾，甚至到了中国。［７］（Ｐ３６）欧洲的事件为海外的闹剧搭起了舞台，因
为道明会士及耶稣会士们在前往远方传教时，不但带着传教的工具，还带着怨恨的情

绪。从巴西到日本，他们似乎无论在什么地方碰见，冲突都在所难免。在英国，耶稣会
士嫉妒道明会士成功地重建了他们昔日的会省，讥讽他们为“大主教劳德④亲自饲养
的青头苍蝇”。在加拿大，两修会间的敌对状态几乎和新法兰西（Ｎｅｗ Ｆｒａｎｃｅ）的历史贯

穿始终，他们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合作过。那些关于自由意志和圣宠的争论一度传到长
崎，甚至在被送上断头台时，他们还在辨论不休。１７ｊ（Ｐ４６）因此，在中国所发生的冲突仅
仅是一种整体现象的局部表现。换言之，中国礼仪之争是在所难免的，势成必然的。

一些中国教徒成了他们争论的牺牲品。他们对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教所困惑，在精神
上颇受折磨。其中有一个事例：Ｊｕａｌｌ Ｍｉｕ和他的朋友郭邦雍（即郭若亚敬：Ｊｏａｃｈｉｍ Ｋｏ）
从耶稣会控制的地区搬到道明会传教区时，伤心而迷惑地发现以前被允许的行为现在受
到禁止，并伴随着可怕的威胁。Ｍｉｕ向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０ Ａｌｅｎｉ）发出了令人伤感的恳求信：
“若亚敬和我都因为这些烦恼而茶饭不思，辗转难眠……。（修道士们）禁止我们做一些
事情，他们说那是致命的罪过。现在我们期望您将我们引入天堂，但您与他们相反的教
授正在伤害我们，也在伤害您自己。我写这封信时泪眼模糊，茫然无措。请给我指明方
向。盼望早日答复，令我早日安心。”④

①

参见拙文＜关于“杨光先教案”期间扣押在广州的传教士活动之考察＞，２００１年ｌＯ月北京中国社科院宗教

所“基督宗教人学研究”会议论文。关于闵明我返回欧洲的细节，将在下文中叙述。

②曲ｌ妇ｎⅡｎ击∞ｎⅡＩＶ，ＩＪ

１８４一１８５．

③Ｌ丑ｕｄ，即Ｌａｕｄ ｗｉｌｌｉａｒｎ（】５７３一１６４５），英国高级教士，在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问（１６３３一１６４５）曾是查

理一世的忠诚支持者，是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他企图把高教派敦义强加给苏格兰和英格兰新教徒的尝试
把他送进了牢狱，并以背叛国会罪被处死。
④
１６７９，ｂｕｔ

№ｖａｒｒｅｔｅ，Ｄ０ｍｉｎ９０，ｃｏ，盯懒妇Ⅱ，盯泅ｌ删，，，，，跏ｈ榔出如，枢ｓ伽出如ｇｍｎ吼讹．陆ｉａｌｌｙ
ｎｏｔ

ＩＩｕｂＩｊｓｈｅ（１，｝１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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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国内外的学者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耶稣会士身上，尤其是在宫廷的耶稣会
士，得到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在许多人的概念中，行乞修道士们缺乏教育，素质不高。
这其实是一种因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他们多数是优秀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大学讲师、
医生、建筑师，甚至是语言学家。他们在菲律宾和马尼拉的时候就已经刻苦学习汉语。
许多人在自愿加入远方传教团之前就拥有大学讲师的资格；更有许多修士具有在美洲和
菲律宾传教的经验。他们的著作表明他们曾致力于学习研究当地的语言以至方言。一位
颇有雅量的耶稣会士（Ｂｅｍａｒｄ。Ｍａｉｔｅｒ）曾给奥斯丁会士拉达（Ｍ矾ｆｎ

ｄｅ

Ｒａｄａ）冠以“现

代汉学之父”的称誉。④也正是他成功地证明中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

（ｃａ山ａｖ）”。他的对中国的记录成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主要材料来
源。［１０］（Ｐ２６０—３ｌｏ）另一位道明会士Ｂｅｍａ耐ｉｎｏ

ｄｅ

Ｓａｈａｇ缸被认为是美洲人种学的先

驱。１１８］（Ｐ２２）闵明我１６６９年从广州扣押所逃走之后，１６７６年在欧洲出版《中国的历史、
政治、道德与宗教》，一度在西方引起轰动。＠
有些耶稣会士断言他们不懂汉语，部分是策略性的夸张说法，部分是误解的结果。
因为道明会士们一开始的重点在于学习他们的基地福安的方言。这种方言在北京并不易
理解，所以安文思在向耶稣会总长写信时，提到他们对汉语“一无所知”。＠而闵明我

则决心同时学习官话和福建话，他和一位年青的中国教徒Ｍａｎｕｅｌ Ｃｈｉｎ一起，语言进步
很快，这位教徒后来成了一位道明会修±。１７ Ｊ（Ｐ９５）幸运的是书面语在全国通用，所以对
方言的学习并没有妨碍他们学习重要的中国经典。④实际上，１６３１年以来进入中国的２１

位道明会士中，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地掌握汉语。通常情况下，耶稣会士在进入中国传
教之前，要在澳门学习三年。⑤道明会士则在菲律宾或福尔摩沙开始他们的学习，他们
为新手设计了一些必修课。黄昏前做祷告和集体弥撒，之后，晚餐前所有可利用的时间
用来个人学习或对话练习，任何不慎说出拉丁语或西班牙语的人将受到惩罚。＠
道明会的传教基地是福建，但那里的传教工作十分艰难，当地人的性格对传教是一
个很大的障碍。他们喜欢冒法犯禁的勇武之举，而且，大多数人经商到过菲律宾和马尼

拉，正如Ｖｉ￡捌ｏ Ｒｉｃｃｉｏ写给罗马的一封悲哀的信中所说：“这里的人对福音抱有敌意，
因为他们许多人曾到过菲律宾，看到过西班牙人在那里的恶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他在１６５７年痛苦地报告说，在两年内他只授洗了９８个人。⑦在山东，耶稣会士进行了
１２年毫无收获的工作之后，放弃了这里，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只有行乞修道士（方济
会士和道明会士）留了下来。他们几乎在绝望中坚持了１５年，然后突然有了转机，到
１６７０年，他们拥有了４０００名教徒。他们报告说，在几年之内，山东成了全中国最有天
①

ＢｅＨｌａｒ【ｉ—Ｍ撕仃ｅ，Ｈ．Ａ懈户碲蛔如如蕊打钾，啊ｅｎｔｓｉｎ，１９３３，１）．１０４一１０５．

②

即７＇ｍ池ｋ＾蠡托卉螂，．ｐｏｆ如幻∞，ｄ如娜ｙ删泓如肠肌嘲础缸如Ｃ艇Ｍ（Ｍａ越ｄ，１６７６）。

③

ＡＲｓＩ，Ｊａｐｓｉｎ １６２，ｆ０１．５６ｖ．

④

Ｈｅ瑚，Ｅ．，肠勘Ⅻｔ白胁，砒ｆ删（冼讹，

口耵弛船，ｙｍ勘娜出缸，，ｌ扭面凡如．！Ⅱｇｒ硼‰．ｐ
⑤
⑥

（１），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１９１８，ｐ．４０９及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ｏｍｉｎｇｏ，

ｃｏ，盯㈣泌

５１．

Ａ咖ｃ砜膨Ⅲ肘趣伽ｍ彤［Ａｄ ｕｓ【ｌｍ ｎｏ咖）ｎⅡｎ ｔｉＩｎｔＬ】ｍ］，Ｉ≈０ｆＩｌｅ，１９２５，ｐ．７８，转引自ｃｕｍｍｉｎｓ，ｐ．９４．
Ｃ鹤ｎｅｔｏｎ，Ｗｎｌ．“１ｈⅡ“ｇ。ｄｅ刚ａｚａｒ：ｌ瞧ｉｌｌｌｄ ｗｏｒｋ”，（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Ｄ），Ｕｎｉｖｅ商ｔｙ ｏｆ Ｉ舢ｄ‘ｍ，１９７４，１１．１３７，

转引自ｃｕｎｌｆＴＩｉｎｓ，ｐ．９４．
⑦ＡＲＯＰ（ＡｒｃｈｉⅦ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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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热情的省份。［７］（Ｐ１１０）浙江的兰溪和金华都有道明会教堂，１６６１年，闵明我前往金

华，在那里两年内授洗了超过２５０名教徒。［７］（Ｐ１１６）１６６４年９月１７日莫若翰去世于福
建，这对闵明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继任莫若翰为中国道明会的会长，不久马尼拉的
省分会任命他负责兰溪的圣约翰堂。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担任此责，因为迫教开始
了。［７］（Ｐ１１８）

方济会士及其传教策略
国内对方济会来华传教史研究成果一直比较少见。①１９９５年，台北出版了《纪念孟
高维诺总主教来华七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入国内外学者数十篇专题研究。②
２０００年，香港出版荷兰金普斯（Ａｍｕｌｆ

ｃ砌ｐｓ）和麦克罗斯基（Ｐａｔ 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的《方济

会来华史》中译本。④香港方济会韩承良神父在１９９４年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写成并
出版《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屈指可数的中文著述。⑤西文原始
资料，尤其是西班牙文资料，和研究作品则较为丰富。［２］（Ｐ３２８—３３８）

元代以后，方济会第二度来华传教始于明万历末年，１５７９年，意大利人巴沙路
（Ｃｉｏｖａｎｎｉ
ｇｕｓｔｉｎｏ ｄｅ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Ｌｕｃａｒｅｌｌｉ）、西班牙人阿尔弗罗（Ｐｅｄｍ

Ｔ０ｒｄｅｓｉｌｌａｓ）、巴埃萨（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ｌｌｏ

ｄｅ

ｄｅ

Ａ璩ＩＤ）、特尔德西拉斯（Ａｕ—

Ｂａｅｚａ）等四位方济会士及三名方济会第三

会会士从马尼拉出发，来到中国广州。１２５ Ｊ但他们没有能够在中国立足，更没有建立起
一个传教点。据汤开建先生的统计，在１５８３年以前，大概有２５位方济会士先后进入中

国。但都没有能够成功居留，进行传教活动。直到１７世纪３０年代，西班牙道明会士打
开了从马尼拉到福建传教的信道，方济会士才跟随他们进入中国。第一位成功者便是同
道明会莫若翰神父一起来福建福安的利安当，时为１６３３年。由中国奉教生员郭邦雍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Ｄｉｏｓ

Ｋｕｏ）接应。１２０Ｊ（Ｐ２１７）随之，在１６３４年１１月，马方济（Ｆ锄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ｌａ Ｍａｄｒｅ ｄｅ

Ｂｅ蛐６ｄｅｚ）又随道明会之苏芳积（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ｉｅＺ）来到福安。道明会在福建传教先

于方济会，但两会关系相处融洽，经两会神父协商，决定分区而治，福安为道明会传教
区，顶头则为方济会传教区。１３Ｊ崇祯十年（１６３７）《福建巡海道告示＞称：“穷乡僻壤，
建祠设馆；青衿儒土，投诚礼拜，坚信其是而不可移易。如生员吴溢伯，以缙绅之后，
甘作化外之徒。黄党爱等，田野匹夫，坚为护法之众。”［２１ Ｊ（Ｐ１２８）
利安当和莫若翰的汉语老师（王达窦）将汉字“祭”解释为一种祭祀（“如天主教
的弥撒”）和对先祖的纪念活动，这引起他们的怀疑。１６３５年１２月２０日和１６３６年１月
①

汤开建教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份在北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

化历史研究所举办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一篇关于方济会在华传教的
论文，即“明清之际方济会在中国的传教”。
②

（纪念盂高维诺总主教来华七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③英文名为７ｋ，渤Ｂ胁№ｒｉｎ蕊ｉⅥ１２９４—１９５５，Ｂｐ∞ｉ删ｙ￡ｋ｝锄日１９２５—５５，Ｒｏ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血ａ，（）ｌｄｅｒ

０ｆ

ｎａｒｓ Ｍｉｎｏｒ，１９９５．由李志忠翻译，＜方济会来华史＞（１２９４一１９５５），香港天主教方济会，２０００年。
④

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台北思高圣经学会香港会所．１９９４年。

⑤如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北光启出版社，１９６６年，页６９—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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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方济、道明两会在福州两次联合召开调查法庭，向中国教徒１１人进行当庭问答
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１５ Ｊ（Ｐ３９）利安当与莫若翰都将调查结果带到马尼拉，数年后文件到
了罗马，在礼仪之争的第一阶段起了关键作用。１６４９年利安当才重新返回中国，重建
１６３７／１６３８年福建的反教运动而几乎毁灭的方济会传教事业。④随同有文度辣（Ｂｕｅｎａｖｅｎ—
ｔｕｍ

ｍ笳ｅａ，１６１０一１６９１）神父，毕兆贤（Ｊｏｓｅ Ｃａｓａｂ油）神父和桑迭戈（Ｃｒｉｓｔｏｂａｌ

ｄｅ Ｓａｎ

Ｄｉｅ鼬）助理修士。１２０Ｊ（Ｐ２１７）但福建形势不稳，传教工作无法进展。（；！）于是利安当决定将
另外三名会士暂留安海，由自己带着两位年青华人传道员北上，谋求发展的机会。１２２Ｊ
他的初衷，是随北京的高丽使团一起赴高丽传教。
１６５０年利安当在北京时，汤若望建议他前去山东传教。其时山东已由耶稣会士经
营了十几年，毫无收获，几欲放弃。１７Ｊ（Ｐ１ｌｏ）利安当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购置了“一
所相当好的房子作为圣堂，并于１６５１年８月间祝圣，即成为方济会开教山东的第一座
圣堂。”［３］据说利安当与文度辣在穷人中授洗了大约５０００个教徒。［２］（Ｐ３２８）耶稣会士殷铎
泽（ＰＩＤｓｐｅｒ ｍｔｏｌ℃ｅｔｔａ）在《１５８Ｉ—１６６９中国教会状况概述＞中称，１６６０年时，方济会有
二人居中国，在山东建有三个小堂。［２３ Ｊ（Ｐ３６）１６６２年，利安当派文度辣去西班牙招募更
多的方济会士来中国。三年以后，因杨光先所发动的“历狱”的发生，大部分传教士被
流放广州扣押，利安当也被流放，并于１６６９年５月死在那里。

方济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及对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的态度表现相对温和。尤
其是在１６７１年以后，以文度辣、利安定为代表的方济会士重新进人中国恢复其传教事
业，“自他（利安当）以后的方济会中国传教士，开始有所转变，甚至完全同他的理念

背道而驰。换句话说，方济会原来是反对耶稣会士，禁止为亡者父母举行敬礼的，但是
越来越看清楚，是不能反中国传统礼教而行的，因此由禁止而走向支持对亡教父母的敬

礼，也就是与耶稣会打成一片。”甚至在后来甘愿同耶稣会士一起接受教会当局的处
罚。［１１］（Ｐ１３０）

山东是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三会合作较好的地区。耶稣会士汪儒望１６５２年到
山东传教；１６６４年，道明会士郭多敏来到山东，在济宁有一会口，这有明确的档案记
载：“郭多敏供称：我于顺治十年独自从西洋来至香山澳，康熙三年来至山东济宁租房
居住，并无建堂结伙。我非汤若望带来，亦不认识汤若望。我传布天主教者属
实。［２３］（Ｐ５０）三名会士相处比较融洽，“（汪）儒望与道明会神甫科罗拉多（Ｄ（啪ｉｎｉｑｕｅ
Ｃｏｒｏｎａｄｏ）和方济会神甫利安当同管全省教务，合衷共事。如有赴外巡视教区者，必留
一人居济南。”［２４Ｊ（Ｐ２８６）又有材料称，“汪氏把山东省分作三区：一区保留自己管理，一
区让与郭神父管理；另一区让与利神父管理；济南城内及附近堂口则由三人共同去管
理。”［２２］

三会在山东合作良好，是有原因的，主要与个人的观念有关。耶稣会士汪儒望在传
①关于这场由钦差巡海道福建左布政使施邦曜所发起的教案，见＜圣朝破邪集）第二页１２６—１２７及上引汤开
建文。
③

当时的福建地区仍处于战乱之中，福建人的尚武风气使这里更加血腥。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

（自崇祯末至永历末》页２５６载：“福建自隆武灭后，民人叛服不常，清廷发兵征讨，杀人如麻，……圣堂被毁，什
物被抢，教友死者，｛‘居八几。”（河北献县天主堂出版，１９３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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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方法与中国礼仪的问题上倾向与道明会士与方济会士的观点的。“汪儒望（Ｊｅ矾Ｖａｌ—
ｖａｔ）神父被他同会的同事们所猜疑，但对行乞修道士来说，他成了他们的同盟者和引
以安慰的人物，因为他禁止他的教友举行中国礼仪，如同他是一位道明会士。”【７Ｊ（Ｐ６０）
他与利安当的私人关系也相当好，甚至不惜将龙华民早年反对利玛窦路线的文章交给他
看，“耶稣会士们以为这种反对利玛窦路线的材料已经在一次内部判决中毁掉了，因为
当时的副省会长害怕第一批来中国的行乞修道士会看到，命令将他们烧掉。……利安当
保存了这份论文很多年，他没有早一点让闵明我看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它毕竟是耶稣
会士早期就存在分歧的一种惊人的证据。利安当保留的这篇出名的文章不太完整。它是
由汪儒望泄露给这位方济会士的。这位与众不同的法国耶稣会士总是对行乞修道士很友
好。”１７］（Ｐ１５９）而利安当又是一位虔诚、和善的传教士，“闵明我评价他‘充满热情、不
知疲倦、勤勉努力’，……利安当对己严格，待人宽厚，是方济会士谦逊、慈爱和纯朴
的楷模。”［７］（Ｐ１６０）
１６６５至１６７１年间，因教案的发生，无一方济会士来中国。直到１６７２年，利安定
（Ａｇｕｓｔｆｎ

ｄｅ ＳａＪｌ Ｐａｓｃｕａｌ

１６３７—１６９７）神父到福建与道明会士合作，然后于１６７７年到山东

继续利安当的传教事业。①文度辣也在１６７２年带着四位方济会士到广东建了一个传教
站。＠以后越来越多的方济会士到来，不仅有西班牙人，还有意大利人。这些将另文进

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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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王剑.WANG Jian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明末清初，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
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又为传教士
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
身的流变，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是先
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2.学位论文 孟凡胜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研究 2009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采取灵活的传教策略，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结交上层士大夫，并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融合，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坚持按天主教的教义进行传教，导致天主教遭受中国传统势力的围攻
，最终在“南京教案”发生后被禁止。清取代明之后，由于顺治皇帝的优容和保护，天主教得以逐渐恢复，但“礼仪之争”又使得天主教遭到全面禁止
，从此走上非法的道路。天主教的衰落具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天主教内部各修会的分裂等等。天主教在明末清初
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了西方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传教士们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史料，对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
证，并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从四大部分展开论述：<br>
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迫切需要到海外传教，以扩大天主教在世界的影响
力。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活动，也为传教士的传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一时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了中转站。在中国国
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这些都使得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难度加大。<br>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明末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依托澳门为中转站，以灵活的传教
策略一度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得天主教走向衰落。清朝初年由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获得了顺治和康熙
的认可，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天主教的传教策略有所改变，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明末和清初的传教方法、传教对象都有所不
同，本章也展开了论述。<br>
第三章主要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衰落的原因，主要从政治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内部的分裂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四个方面分析了天
主教衰落的原因。这其中传教士内部的分裂是主要原因，传教士们的传教策略各有不同，各修会之间又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使得传教士的凝聚力大大
减弱，因而面对中国传统势力的攻击时缺乏应对能力。<br>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了西方，成为西
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载体。

3.期刊论文 汤开建.赵殿红.Tang Kaijian.Zhao Dianhong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 -社会科学
2006,""(12)
自利玛窦开教南京以后,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南京、上海、杭州、松江等地的天主教传播相当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
方面: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播的宽松环境,江南地方官绅的支持和帮助,一批素质极高的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贯彻执行以及适应本土特点的
传教方式的不断探索.

4.学位论文 曾新 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 2007
明朝末年，天主教新兴的修会耶稣会趁航海大发现之便，秉重振天主教之雄心，一帆涉海，来到澳门，开始向西方传说中神秘而富庶的中国传播
“上帝”的威名。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间，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广交朋友，积极传教，一度赢得了一批支持者和追随者
，但是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却以被清政府禁止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天主教原有的“上帝”形象，以及相应的
宗教教义，与当时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畈依了天主教的教徒理解的“上帝”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神人关系的理解方面，二者之间尤其具有不可调和
的分歧。
本论文将运用传播学、符号学以及新批评之细读细析法，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的“上帝”作一跨学科的中西宗教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并主要通
过对天主教入华原始文献中的“上帝”译名及其三个关系范畴，即上帝与世界、上帝与神佛、上帝与人的关系，由源及流、由名到实，来探讨“上帝
”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一形象如何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传教过程中，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分歧，并进而揭示异同，探
讨规律，彰显天主教唯一神和中国式上帝的不同特质，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深入认识，从思想文化渊源方面，挖掘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今后也
决不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而言，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上帝”形象的分析，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的逻辑起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无疑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因此其所传播之“上帝”之原来面貌为何，这是本文展开
探讨所首先需要理清的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圣经》中的“上帝”以及天主教特色的“上帝”两个方面展开。
中国人接受“上帝的逻辑起点：既然耶稣会士所传播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明朝之前的中国“上帝”的形象乃是我们所需清理出来的另一
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中国古代信仰中的几个核心范畴“帝”、“天”、“道”以及“神”四个方面来进行。
源已廓清，第三章则是探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上帝”。此处的探讨将时时注意这一“上帝”与天主教正统的“上帝”之间的纵向对比，并兼顾其
与中国传统中“上帝”的横向比较，以求凸显这一从西洋入华的“上帝”的特质。
第四章则将顺承前文理路，剖析中国受众对耶稣会士传播的“上帝”的接受情况。本章主要将受众分为皈依者与反对者来考量，但在皈依者部分也
将兼及一些虽未皈依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上帝”表示出认可的友教人士的正面观点。而反对者中则将对所有反对西方“上帝”的呼声都加以考察
。
最终，文章抽丝剥茧般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对人神关系的理解方面，与天主教思
想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尽管当时有部分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形式上接受甚至畈依了天主教，但两种思想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传
教活动最终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总之，中西神人关系的冲突乃是中国人忖度西方“上帝”时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不能承受之“轻”。

5.期刊论文 陆芸 艾儒略与张赓——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教策略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艾儒略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用中文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其中<圣梦歌>是和张赓合作完成的,张赓还为艾儒
略的<口铎日抄>做序,为<五十余言>做题.本文拟通过两人的交往来探索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教策略,以及当时中国天主教徒的心路历程.

6.学位论文 金刚 “回儒”和“西儒”比较研究——明末清初之儒家型穆斯林和儒家型基督徒 2009
本文所谓的“回儒”，主要是指从小生长在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宣扬伊斯兰教为己任，从事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翻译和阐述即“以儒诠
经”工作的明末清初的中国回族知识分子或穆斯林学者。这些“回儒”也可称为儒家型穆斯林或儒学化穆斯林，他们因伊斯兰教的儒学化而带有深刻的
儒家特质。其主要代表有：王岱舆（约1570-1660年）、张中（约1584-1670年）、伍遵契（约1598-1698年）、马注（1640-1711年）、刘智（约16551745年）、金天柱（约1690-1765年）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回儒”专指一个群体，既非自称亦非他称，而是后来的研究者因其从事“以儒
诠经”或“以儒解回”活动而使自身带有回、儒双重文化气质而给与的一个称谓，在民国以前的文献里，“回儒”较少出现，仅指两个文化体系，而非
专指一个群体。
本文所谓的“西儒”，主要是指明末清初长期生活在中国，研习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知识和科技，以传播基督教为己任，遵守“利玛窦规矩”，致
力于“合儒”、“补儒”、“超儒”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人的工作，会通儒家思想文化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这些“西儒”也可称为儒家型基督徒或儒
学化的基督徒，他们因基督教的儒学化而带有明显的儒家特质。其主要代表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1730年）、马约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年）、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年），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
，“西儒”作为一个群体，既是自称亦是他称，并非后来的研究者提出的一个称谓。
在“回儒”和“西儒”产生之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就早已传入中国。伊斯兰教自唐朝入华以来，不公开传教，不主动发展信徒，信徒的增加主要
依靠群体内部的不断繁衍、其他人口的自然融入、西方穆斯林的持续东来和一些民族群体的主动皈依。基督教曾经两次入华，唐朝时期的景教和元代的
也里可温教虽然大力发展传播自身宗教，也曾拥有众多信徒，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湮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在明末清初之前，与同属外来
宗教的佛教相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没有在思想文化方面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长期、持续、深刻、全方位的交流、对话、碰撞和
融合，更没有像佛教一样拥有浩如烟海的中文著作作为传播宗教进而影响中国的载体，其教义教规不为外界所熟知，更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
实现深刻的融合。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回儒”和“西儒”并没有产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当然也不可能像儒
释道三教一样被中国封建政权所倚重。
明末清初“回儒”和“西儒”的共同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在华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时至今日，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融
合仍然远没有佛教广泛和深入，还带有更多的“异质”文化的特点，但是，“回儒”和“西儒”的出现，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融合发
生了质的转变，也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实现了质的飞跃。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
一是“回儒”和“西儒”的产生背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有着相似的主观愿望和使命：前者力图挽救伊斯兰教在中国逐渐式
微的局面，解决教徒的信仰危机问题；后者尽力开创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使中国社会基督教化。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种共同的客观现实
：以儒为主、儒释道有机交融共同尊护皇权的综合体--理学发展到了更加成熟的阶段，并处于官方和主导地位。由于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自身的实际情况
和中国封建政权的强大，它们在中国的振兴和传播不可能采取强制的手段，而只能走接受并适应中国国情的道路。这种相似的主观梦想与共同的客观现
实之间的碰撞，使得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必须首先适应儒家学说，尽力找到与儒家学说的结合点。在为实现相似的梦想而适应共同的现实的过
程中，一部分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儒者气质，“回儒”和“西儒”应运而生。
尽管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都带有一种“儒者”的气质，都被归在儒者行列，但他们没有被称为“汉儒”，而是分别被称为“回儒”和“西
儒”。“回儒”和“西儒”称谓的本身就表明了他们身上既不同于汉儒，又互相不同的鲜明的异质文化特点。所以，在共同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背
后，“回儒”和“西儒”产生的背景还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文化背景不同：“回儒”自幼受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而“西儒”深
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和洗礼；2.依附对象不同：“回儒”没有依附某种力量或者说没有后盾可言，而“西儒”有天主教和欧洲列强为后盾依耗；3.心理
动因不同：“回儒”侧重于实现文化自救和宗教复兴愿望，而“西儒”侧重于完成文化扩张和宗教传播使命。
二是与儒家学说之会通。“回儒”之所以被称为“回儒”，“西儒”之所以被称为“西儒”，除了表明了他们各自的异质文化特点外，更深刻地体
现了“回儒”和“西儒”与儒家思想文化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儒家学说有了比较深入的把握的基础上，在保持自
身特质和核心教义的前提下，着力会通儒学，以会通来求得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有机交融。综观中国宗教史，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都不约而同地去调和
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在教义上“会通儒学”，“会通儒学”成为各外来宗教适应封建中国的共同选择。所谓“会通儒学”，或者说“附儒
”、“合儒”、“援儒”、“摄儒”，是指各外来宗教（主要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自身特质和核心教义的前
提下，不断比附、靠拢、融会、贯通、接受、吸收儒家思想乃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和倾向。“会通儒学”现象以佛教开始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因而佛教的儒学化或者说中国化最为明显，又因为儒佛之间总体上是一种相互融合和吸收的关系，所以，佛教早已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会通儒学”倾向虽然也十分明显，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做了大量
富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它们与儒学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单向靠拢的关系，没有像佛教一样做到与儒学“合流”，再加上两者会通儒学的时间、广度和深
度还不够，所以它们至今仍带有异质文化的特点，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总的来看，“回儒”和“西儒”对待儒学有着共同的态度：调
和与适应，特别是着力“会通儒学”。
“回儒”和“西儒”对儒家学说的会通，既有惊人的相似，也有根本的不同。“回儒”会通回儒主要表现在：1.将儒家的宇宙本原论纳入伊斯兰教
的真主创世说：2.将“天”和“西方大圣人”解释为“真主”和“穆罕默德”：3.孔子等中国圣人亦为真主所降之“受命行教”的圣人；4.“回之与儒
，教异而理同”，可互补共明；5.以“天道五功”、“人道五典”沟通“五常”、“五伦”；6.强调“忠主”与“忠君”不可分割。“西儒”会通天儒
主要表现在：1.“中国所祀之昊天上帝”就是“西国所事之天主”；2.儒家古代经籍中有与天主教一致的灵魂不灭和天堂地狱观念；3.以天主教教义统
摄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4.尊重中国传统的“祀天”、“祭祖”和“敬孔”习俗；5.索隐派对儒家经典等中国文献的“过度附会”理解，“回儒”和
“西儒”会通儒学的差异主要是：1.核心目的不同：“回儒”“会通儒学”的目的侧重于宣扬伊斯兰教教义，致力于适应儒家学说，以消除误解和隔阂
，使教内教外了解和认识伊斯兰教的真谛，而“西儒”“会通儒学”的目的侧重于传播天主教，意在通过“合儒”、“补儒”、“超儒”，改造儒家学
说，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2.涉及范围不同：“回儒”对历代儒家学说一概予以会通，而“西儒”则“容古儒”、“斥新儒”；3.教内外回应不同
：“回儒”面临的阻碍很小，并且赢得了教内外的普遍赞美，而“西儒”除了得到教内外的赞赏外，更受到强烈的批评、诋毁和牵制。
不可否认，“回儒”和“西儒”“会通儒学”的活动使各自宗教适应了中国政治的需要，适应了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适应了中国的传统习俗，都
为本宗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与上层社会之交往。“回儒”和“西儒”与上层社会交往的区别在于：1.交往方式不同；2.实际作用不同；3.社会影响不同。
四是与佛道两教之论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进行比较研究，目的不在于区分出“回儒”和“西儒”及其宗教的高低优劣，也不在于
阐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误读和偏见，而是在于彰显他们勇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可贵精神并为我们所弘扬。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
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所有对人类文明交流做出贡献的人都需要和值得我们尊重，所以，不苛求于古人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缺憾，而是将古人的优良之处
发扬光大，始终应该成为当今人们认真遵循的原则。

7.期刊论文 刘明华.金刚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及启示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1,""(2)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面临着在中国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得到了不同的结局.审视其过程,分析其原因,就能更加
充分地认识到外来文化适应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宗教、文化交流不能忽视对文化传统的尊重.

8.学位论文 李秀春 论李九功对天主教教理的接受 2006
明末清初在中国发生的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之间的对话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儒家基督徒”在这次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李九功作为儒家天主教徒中的一员，其思想是了解中国普通知识分子阶层对天儒思想认知的一面镜子。由于资料的缺乏，前人对李九功
研究不足。本文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了现代相关理论，论析了李九功对天主教文化的接受以及儒家文化与天主教文化在其思想中发生的碰
撞与对话，以及这种对话给现代异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启示。

9.期刊论文 张西平 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兼评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肇庆学院
学报2007,28(6)
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在近十多二十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出现大面积的丰收,有原创性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陆续涌现
,表明中文学术界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的整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中余三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一书所叙述的北京教堂见证的近
2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就是标志新进展的一项成果.

10.期刊论文 罗兴连.LUO Xing-lian 试论陈垣的宗教史治学方法--以《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为例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26(2)
一代史学宗师陈垣一生著述宏富,治学严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在宗教史研究方面,注重对宗教典籍之外其他史料的运用是他治史学的一大
特色,这与胡适大相径庭,两者产生的一场争论耐人寻味.《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写于争论之后,也是陈垣众多基督教研究著作中唯一公

开谈论治学方法的一篇文章,文中运用大量档案、诗文等教外典籍研究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情况,体现了他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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