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总第７７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ｎ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３．２０１０
Ｃ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７７

明末艾儒略在漳州的传教活动与社会反响
吴巍巍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明末天主教由艾儒略传入漳州以后，引起了漳州士大夫强烈的反响，出现了一批奉教人士与排斥者。
艾儒略在漳州的传教活动及其传播之天主教的时代境遇。不仅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一经典的主题。
同时也是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福建相遇与碰撞的一个典型区域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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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之世，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传教，掀起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高潮。在这段历史中，意大利籍耶
稣会士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是明末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享誉
海内外的耶稣会士。方豪先生认为其是最受学者欢迎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有“西来孔子”之称。【１姗蛳艾儒
略的主要传教地点在福建，１６２４年底在阁老叶向高的邀请下来到福建，足迹遍及八闽大地，成为明末天主
教传入福建的第一人。其所到地区，广交地方乡绅及社会名流，并努力促使当地人受洗入教，对明末福建

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艾儒略在福建活动的研究，已有不少相关的成果。①ｆ旦对于艾儒略在漳州的
活动情况。却还未见有专文探讨。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的论述。

在艾氏传教福建的过程中，漳州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站。根据《口铎日钞》记载，１６３３年，艾儒略受严赞
化之请，到过漳州，“越六年（崇祯六年，１６３３）癸酉，春王二月，艾司铎有清漳之行，从严子思参请也”。［２】（Ｐ７２）艾
儒略此行在漳州停留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两个月，“是年（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三月，艾司铎返驾温陵（泉
州），而林司铎（林本笃）之入三山（福州）也，则匝一载于兹矣”。［２】（蹦’这以后一直到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在
颜尔宣的陪同之下，艾儒略才再度进入漳州，“秋八月三日，司铎之清漳，尔宣从”，［２】㈣’后来留在漳州地区
传教的主要是林本笃。
艾儒略到达漳州以后，一边积极的传教，一边广交地方乡绅及社会名流。根据林金水教授所考订，当
时与艾儒略有过交往的漳州人主要有：严赞化、郑孝廉、严刚克、林有杞、吴任恒，徐羽伯、孙儒理、陈天定、
刘履丁。柯而铉、江氏（严赞化妻）、苏氏、严谟（严赞化子）等人，并且其中大部分人都先后受艾的影响最终
成为教徒。［Ｍ（Ｐｔ９９－２００）这些人对艾儒略在漳州的传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收稻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０１
【作者茼介）吴巍巍（１９８１。）．男．福建省顺昌县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基督教与近世闽台区域社会变迁”阶段性成果之一（编号：０９ＹＪＣ７３０∞Ｉ）
①有关艾儒略在福建活动的研究．主要有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羲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杜．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艾
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５辑，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２年

第２期；‘艾儒略在泉州的交游与传教活动＇．‘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ｌ期；‘芟儒略在华传教活动的结束一记艾氏在闽北＞。载陈村富主编‘宗教文化＞第ｌ辑，
东方出版杜．１９９４年；张先清：‘艾信咯与明末福建社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９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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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赞化，字思参，是《口铎Ｅｔ钞》的订正者之一，方豪先生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说其为“严赞，字化
参”当为笔误。［４Ｊ（Ｐｌｏｓ）根据林金水教授考订，其为顺治年间漳州府学恩贡生，其子严谟则为康熙四十八年

（１７０９年）龙溪县（今龙海市）贡生，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天主教徒。【５】（嘲’
根据笔者统计，在《口铎Ｅｔ钞》一书中，关于严赞化与艾儒略的交谈有记载的共计九次。但对于他最早
在什么时候就与艾儒略有过交往今已难考订。据《Ｈ铎Ｅｔ钞》卷三所述，“闰十一月（崇祯四年），艾司铎时
在桃源，严子思参诋谒”，［６］（阱’由此推断，严与艾儒略的交往时间最迟当在１６３１年。
实际上，早先就有严赞化的族人严世同在南京就接受施洗入教，并且严世同回到家乡后，全家都信奉
天主教，就连严世同的孙女嫁到港尾古城，天主教就又在古城传播开来。［７］（Ｐ９９０－舶１’后来在严赞化的影响下。
其妻也受洗入教，其子严谟则成为后来“中西礼仪之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并且由于严氏族人的关系．严
赞化的家乡后来便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重要传教点。如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南京教案发生期间，传教
士罗如望就曾经逃匿到当地避难。［７］（丹９２’这种先是因为某一家族成员信教后，随后使家族成员也逐渐受洗
入教，并通过宗族关系，最后使传教范围扩大到整个村落及周围地区，是明末天主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
点。
艾儒略在漳州交游的士大夫中，较为重要的是吏部主事陈天定。陈天定曾经赠诗艾儒略，“污漫来南

国，辛勤欲度人；苍苍原有主，墨墨奈何身。把认金针颖，敲磨铁杵尘；吾忧斯未信，闻缪汝扶真”。［ｓ】ｃ嘲’
陈天定，字祝皇，又字慧生，号欢喜道人，世称慧山先生，即李嗣玄所说的“陈公祝皇”，【，１龙溪县人（今
龙海市），“少聪颖，好韬略，慷慨有大志”，与大学士林钎是中表兄弟，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中举人，次年成
进士，因不愿意附和阉党，毅然放弃任官机会，和林钎一同回乡隐居。【７】（Ｐ１０６７）“会漳州不靖，郡守施邦翟与共
商捍敌之策。天定善饷兵，轻衣制戎，自城以东，皆主之筑土堡于镇门两圻，以固郡围。贼尝一夜以轻舟泊
浦头，天定选士乘夜黑要之，几不得出，自是不敢内犯。岁焉饥，天定捐资助赈，活饥民无数，民为立碑记其
事”。［１０ｍ１４’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八月，明熹宗去世，信王朱由检即位，十一月魏忠贤自缢，后阉党尽除。以前
蒙恩受害者先后得到平反，天定受官行人，历迁吏部主事。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天定又因黄道周一案受牵
连，被捕入狱。至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年）得复原职，后来官升至太常寺少卿。
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天定见朝廷政治日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作为，遂辞官回乡，次年李自成人
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亡，天定痛心疾首，遂循迹龙溪花山（在今华安县新圩乡），收徒讲学，后来在朝天
岩出家，至贫困而死。关于陈天定后来出家一事，现在留有诗为证，“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谷鸣千树
响，人定一香料。溅水形怜影，安心客是家；可将生灭理，悟取佛前花”。［１１＂’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陈天定曾
经与艾儒略等传教士有过交往，甚至还赠诗给那些传教士，但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显得比较平淡、
冷静，最终并没有为基督教所感动，而是皈依了佛教。这表明了他在思想、信仰等方面并没有被外来的基
督教文化所同化。仍旧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对于他们这一类人而言，与其说他们“接纳了天主教，毋宁说
是接纳了另一种形式的儒学”。【１２】（Ｐｎ８）
在《熙朝崇正集》中，曾赠诗艾儒略的闽中士大夫中，还有两位漳州人士，一个是柯而铉，另～个就是
刘履丁．对于两个人的详细情况今天已经无从考订。柯而铉赠诗艾儒略“教铎从天振，灵槎自海来；身负皆

白玉．世劫等浮灰。引接婆心苦，弘扬帝力升；漉谈真实理，昭事信无猜”。【８】‘嘲’刘履丁也赠诗艾儒略，“相逢
自首国交深。不为元弦废鼓乐；绕柱欲寻公主意，和匏喜得道人心。巢由人世犹辞聘，颜闽凭谁来铸金；犹

有髓毛来共证，却离山水亦清音”。【８】‘嘲）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信徒孙儒理，根据《Ｉ：３铎日钞》卷七所述：“九月朔日（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孙儒
理至堂，因言漳之奉教者，未数数也。司铎日，上古有一郡，获罪甚重，主将降罚，命天神至圣亚巴郎家预告
之。圣人曰，或有善者五十人，亦皆恶者罚乎？Ｅｌ，不罚。日，善者或不满五十，亦可蒙赦乎？日，亦赦。复

循减至十人，日，亦可祈赦一方乎？Ｅｌ，亦赦。若十人而亦无之，上主所谓重谴也。今漳州奉教之未众也，然
已不止十人矣。若善功其切。庶可以十人而宽此一都乎？观往事而可镜矣”。ｎ３Ｈ聊’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
推断孙儒理应该是漳州人，并且在１６３７年之前就已经受洗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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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据《龙海县志》考订：“孙儒理，明，龙溪人，手工艺精湛，能机作自鸣钟，大寸许，按时而鸣；能机制银
美人，高七、八寸，走席上进酒嘱客；又能机作飞鸾狮像，旋飞旋走。子孙传袭其技艺。《闽小记》赞其技艺为
闽中五绝之一”。［７］（Ｐ１１１４’
这段话中提及的自鸣钟，就是经由传教士之手传人中国的，而孙儒理会此项技艺。则应该是受到了艾
儒略等传教士的影响所致。由此可见，艾儒略在漳州传教的同时还向信徒们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而这也
正是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们沿用“科学传教策略”的一个具体反映。

天主教随着艾儒略传人漳州社会以后，除了“公卿士大夫相率诗咏之，文赞之”之外，［１４］ｔＰＪ２）也受到了一
些士子文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著文，对天主教加以“排斥和抨击”。这其中，尤其以漳州士大夫黄贞为
代表，在黄贞等人的口诛笔伐攻势下，漳州成为明末全国反教的中心之一。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是明末反教浪潮集中爆发的年份。该年，三份著名的排教文告《福建巡海道告
示》、《提刑按察司告示》和《福州府告示》相继刊布。漳州的一些乡绅及士大夫便开始极力配合官府的行
动，从民间的层面倡导破邪运动，纷纷著文立说，如黄贞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尊儒亟镜叙》、
《不忍不言》；苏及寓的《邪毒实据》，王忠的《十二深慨》等等，随后，黄贞就将这些反教文章、早先佛教徒铢
宏的《天说》以及沈榷的三篇《参远夷疏》等汇编成集，即成《圣朝破邪集》，并请当时在京任官的颜茂献（字
壮其，号宗壁居士，崇祯七年进士，龙海人）共同反对天主教，为其书作序，最后经由费隐和尚之手交付浙
江盐官乡贤徐昌治于１６３９年刊印成书。
《圣朝破邪集》共收有五十五篇反教文章，著者有四十三个，其中可考订的漳州籍人有四人，著文八
篇。全书分为八卷，前面两卷基本上是关于南京教案的官方文件或告示，其中还包括沈榷的三篇《参远夷
疏》；后面六卷主要是当时闽浙士大夫和佛教徒所写的反教文章。
黄贞，字天香，号去惑居士、白衣弟子，霞漳（今漳州）人。关于其编辑此书的目的，他在《破邪集自叙》
中提到，“我今日当起而呼号，六合之内，共放破邪火炬，以光明万世，以消此滔天祸水”，［１５】（瞄’然而，面对
“如此大祸，今天下无一人出力扫除之何耶？”，【１５】衄’于是他“累夜鸡鸣不寐”，忽然间想到一个计策，便开始
不辞劳苦，“乃奔于吴越之间，幸得沈仲雨旧疏于沉晦之秋，遂募刻播闻”，［１５］（Ｐ２３）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是很
顺利，“然始也保身家者多，敢辟者少，求之即如逆浪行舟”。【１５】∞’尽管如此，他依旧直言“纵天下无一人听

我，我一人亦当如此做”，［１５】（㈣终于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反教的呐喊声也越来越大，他写给颜茂献的信终于
有了回音，颜茂献还为《破邪集》写了序，这就更加坚定了黄贞的决心。至于后来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教的队
伍中来，这不能不说与颜的回应没有关系。
事实上。黄贞可能是上述几个反教人士当中唯一与艾儒略有过直接交锋的。黄贞自己说道，为了能够
弄清楚天主教是为何物，好“辨析破除之”，“不得已往听讲数日”，并且“至四五日以后，方能灼见其邪说所
在”。他接着列举了五条反教理由：“１、天主上帝说；２、谤诬圣人；３、毁坏神像；４、天堂地狱说；５、愚惑国
人”。［１６］ｃｔ曙－－１１）
传教士们极力反对纳妾，坚持人教受洗者必须恪守“一夫一妻制”。而对于这点，听众都“大加赞赏”，

尽管“没人愿意去做”。【－，］（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许多人或被拒之门，或只好休妾，而这也正是传教士
们在华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黄贞还就这一问题与艾儒略有过一段十分精
彩的对话：
“贞诘之日：‘文王后妃众多，此事如何？’艾氏沉吟甚久不答。第二日贞又问，又沉吟不答。第三日贞
又问日：‘此事要讲议明白。立千古之大案，方能令人了然皈依而无疑。’艾氏又沉吟甚久，徐日：‘本不欲
说，如今我亦说·．又沉吟甚久，徐日：‘对老兄说，别人面前我亦不说，文王可能人地狱去了’，又徐转其语
日：‘论理不要论人．恐文王后来痛悔，则亦论不得矣”’。Ｄ６）ｔＦ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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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可以说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遇的一次“面对面”碰撞。在这里，天主教所倡
导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艾儒略回答得吞吞吐吐，表明了早期利玛窦的“附儒、合儒、补
儒”之法已经渐渐失去其灵性。
黄贞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于天主教的驳斥显得更具有针对性：“夫欲灭之（儒学）者何物乎？西之夷
天主耶稣之徒，与华之夷从天主耶稣之徒者是已。然夷固不即灭儒也，而其计先且用媚与窃，媚能显授人
以喜，窃能阴受人以不惊；喜焉从而卑之，不惊焉遂即混之”。ｃ１８】（眦’在此，黄贞对传教士们的“附儒、合儒、补
儒”等策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其是在“媚儒”、“窃儒”。
如果说上述黄贞的反教理由仅仅是单纯的从教义思想方面的冲突而提出的话，那么，苏及寓的反教
依据则主要是从传教士的行为举止方面提出的。苏及寓在其《邪毒实据》一文中指出，天主教传教士及其
信徒们“毁圣斩像，破王灭祀”，“以妇女入教为取信，以点乳按秘为皈依，以互相换淫为婚姻”，［１４］（Ｐ蟹－３４）应当
说，当时中国士人在“祭祖祭孔”、“男女授受不亲”等传统儒家思想观念之下，对于基督教一神信仰及妇女
受洗等行为是难以理解的。这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所指出的：“大部分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不懂基督
教的礼仪与教理的关系，他们仅仅把基督教的礼仪和圣事视为诬教活动”，Ｉｔ９］（ＰＭｎ’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根本上发生背离时，这些或许可称其为“比较忠诚”的士大夫们往往会表现出一种
本能的自卫反应。黄贞所言：“盖欲扫灭中国贤圣教统”。［１６】（ｎ·’正是出于这种“被颠覆”的心理恐惧，他们往
往抛弃另外一些人所采取的“求同存异的方法，断然拒绝之，或斥之为异端而加以批判”０［２０］（Ｐ２４２）
尽管从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上看，黄贞等人的反教似乎“不过是笔墨上的空论。不足于影响到基督

教的进行”【２ｌ】（咖），它“并不是一场反对天主教的运动”［笠】（啮），但是，正如王晓朝所言，它“又一次重复了基督
教渗入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中通常会发生的现象”。∞】（哪）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末艾儒略在漳州的传教活动过程中，遭受了当地士大夫两种截然不
同的态度与社会反响，而出现这样的境况，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因素。
首先，与漳州的区域人文环境有关。地理上看，漳州地处闽越赣三省交接地区，《漳州府志》载：“漳居
闽西南，地尽于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磅礴郁积，故其山川峭拔”，㈨∞”“漳郡负山滨海”。［训聊３’在靠近内
地的地方，多为山区且较为偏僻，素有“八闽之极”之称，与外界相对隔阂、闭塞，民风淳朴，较少受到外来
种种因素的影响。反观沿海一带地区。则交通较为发达，并且随着月港的开海贸易，民众往返于东南亚等
地．人们到海外谋生，移民者也多，人口的流动比较快，在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也比较广泛和迅
速。外国商人到来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同的外来文化，这就使得本地的传统习俗、观念、生活方式等方
面时常受到冲击。这样一来。相对于内地而言，沿海地区的人们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往往表现的更
为“宽容”。山区的闭塞与沿海的开放，不仅使漳州的本土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同时也使得人们在
对待外来的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其次。儒家士大夫对天主教的态度及互动关系与晚明动荡的政局息息相连。明末王朝鼎格的时代局
势．对此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深远影响。儒家士大夫们生活的年代可以用“天崩地解”来形容，国家的危
亡、时政的腐朽，加之明末党争影响下，激发了读书人爱国忧民的心态和民族精神。在这种变乱时代，读书
人欲报国而无门，空有抱负而没有地方施展，这是当时士子文人共同的境遇。这种局面往往导致他们通过

其．ｆ也方法寻求精神上的安慰解脱，此时艾儒略带来的西洋天主教思想，不经意间成为他们的“良药妙方”。
另外．晚明士大夫还通过“文人结社”这一组织相互交游和谈论对国家、民族及人生的言论，艾儒略即是结
社的常客。［２５１（Ｐ３１４）艾到漳州后也积极与当地士人开展交游活动，他的理论说教颇得士大夫们的好感和引发
他们的共鸣。一部分人成为其门徒，接受了天学思想。同样，另一部分的反对者则站在维护国族利益和传
统文化的立场，对天主教学说展开猛烈的批判。可以说，晚明政局与结社运动，是漳州知识界对天主教产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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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两种对立态度的客观因素。
再次。明末漳州佛教的兴盛也对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末“漳州南山寺喝云派兴盛。法嗣遍
布漳、厦、泉”。汹ｍｍ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漳州之盛行。如前所述，排教的士大夫往往以居士自称，如黄贞就自
号“去惑居士”，颜茂献也自称“宗壁居士”。另外在黄贞的《圣朝破邪集》中，共收录了９篇佛教徒的文章，可见
黄贞与佛教徒的交往甚密．如当时漳州著名寺院南山寺主持的超元和尚即是前面提及的费隐和尚的再传弟
子。当时漳州士大夫在与佛教徒的交往中，其思想也受到了佛教徒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反教立场，不仅仅包含
了儒家的思想，同时也隐含了佛教的思想，他们的反教多是出于佛教的立场。较之奉教、护教人士，他们的脑
中多了一层佛教的“面纱”。另一方面，天主教自传人中国以来，就采取“排佛”策略，这必然会引起这些居士的
强烈反对。而他们为了引起更多人起来反教，主要是从儒家的思想上对天主教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因此，反教
思想的涌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与佛教文化冲突在漳州的一种反应。
最后，根本上反映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的境遇。事实上，尽管早期利玛窦等传教士为
了避免传教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极力促使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结合，从而使基督教不断的
走向“中国化”道路。方豪先生也说：“外国传教士为易于吸引士大夫信教，因而适应儒家学说是不足为奇
的。也是很可嘉许的”。∞】（嘲”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异地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个别环
节、个别点的相悖，而是这个体系上的抵牾”。瞄坤啦。㈣特别是在中国的一些较为保守的士大夫看来，这无
疑是一种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因此，当“天主教教士踏上中华土地的第一天起，这种冲击与反冲

击的矛盾就出现了”。㈣（鳓事实上。正如张君励所说的，即便是那些信仰耶稣的人，也往往“谋求祭祖与耶
稣的调和”，“平日人之心灵中真正确信与真正诚意者，实不可多见”。㈨‘Ｐｎｓ’到了后来，当人们更为清楚的
了解到了天主教的内容和传教士们所追求的目的时，中国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发生改变了，而这也宣告了
早期传教士所作的“科学传教”以及“附儒、合儒、补儒”等种种努力已经逐渐走向破产的边沿。
尽管明末艾儒略将天主教传人漳州后，引起了漳州社会上士大夫的两极反应，但是应该说，这些人士
的态度都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漳州士大夫在对待外来文化
的反思和比较，同时也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漳州相遇的一次碰撞与冲突。
参考文献：
ｆ１１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Ｍ】．北京：中华华局，１９８８．
『２１艾儒略．口铎日钞（卷四）［Ｍ】．上海：慈母堂重印本，１９２２．

『３１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Ｍ】．中外关系史论丛，【Ｃ】．第５期．
『４１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５１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１艾儒略．口铎日钞（卷七）【Ｍ】．上海：慈母堂重印本，１９２２．

『７１福建省龙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海县志【Ｍ】．北京：东方出版杜。１９９３．
『８１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初集ＩＡ】．栽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Ｃ），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２
『９１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ｉｔ［Ｍ］．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文编号１０１７，第６页．
『１０１（光绪）漳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Ｍ】．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０．
『１１１（清）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九）［Ｍ】．贵阳：陈氏听诗斋书版．

ｆ１２１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ｆ１３１艾儒略．口铎日钞（卷七）０ｖｉ］．上海：慈母堂重印本，１９２２．
ｎ４１苏及寓．邪毒实据【Ａ】．圣朝破邪集（卷三）【Ｃ】．东京：日本安政乙卯冬翻刻版．
【１５１黄贞．破邪集自叙【Ａ】．圣朝破邪集（卷三）［Ｍ】．
【１６１黄贞．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Ａ】．圣朝存邪集（卷三）【Ｍ】．

【１７］（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１黄贞．尊儒亟镜叙【Ａ】．圣朝存邪集（卷三）【Ｍ】．

『１９１（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ｆ２０１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１１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ｆ２２１（比利时）钟鸣旦、孙尚扬．一八四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Ｍ】．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１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瞰】．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４】（光绪）漳州府志叫】．北京：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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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福州国际学校办成对台教育的窗口；要在福州市五区各推出１－３所优质小学作为台商子女就读的定点学
校；在境内兴办企业的台胞子女，由在榕暂住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安排到就近的定点优质小学就读；在福
州小学毕业的台商子女，按初招政策对口升入初中；台湾学生来榕就读，按照本市有关收费规定收费，并在奖
学与济困方面享受与本市学生同等的待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收台湾学生借读，学校为其建立学籍。毕业后
发给毕业证书；中考时可以报考各类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台湾学生享受中招照顾；台湾户籍的考生中招享受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照顾；本市户１：１台籍考生享受加分照顾。
参考文献：
【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实施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的意见［Ｒ】．２００８．１０．１６．
【２１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对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见ｆＲ】．２００６．０９．２５．

【３】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３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
话［ＥＢ／ＯＬｌ．新华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陈键兴，赵博，李寒芳．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９．０５．２６．
ｆ５１温家宝．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９．０３．０５．
［６】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湃区的若干意见限】．２００９．０５．０６．
【７】王建华，列畅．国台办支持福建走出一务连福两岸的先行先试之路［ＥＢ／０Ｌ】．新华网，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
ｆ８１教育部．两岸教育交流面临历史机遇．［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９－０７．１０．
ｆ９】余瑛瑞．厦台教育交流日益丰富多彩［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８－０３一１０．
ｆ１０１许雪毅．海峡两岸幼儿教育交流参访活动在福州启动【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９－０２－２６．
『１１１鼓楼区教育局办公室．“阂台两地小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在钱塘小学隆重召开［ＥＢ／ＯＬ］．福建教育厅网。２００９－０７．１０．
ｆ１２１２５住金门校长登陆厦门。为厦金教育对接拉开序幕［ＥＢ／ＯＬ］．福建教育厅网，２００９－０６．２６．
ｆ１３１沈晓丽．厦金８对学校建立协作关系【ＥＢ／ＯＬ］．福建教育厅网，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ｆ１４１３对漳台学校７０对漳台学子结对［Ｎ】．闽南日报，２００９—０７—１８．
ｆ１５１林凯，黄晓丽．闽台学生参加“青少年创意家谱大赛”展示创意．［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９．０３．１２．

ｆ１６１丁煜辉．宏扬民族精神。教育一脉相承——台湾基础教育考察报告［ＥＢ／ＯＬ］．上海青浦区崧泽学校网，２００６—１２－０６．
【１７１．永贤，赵会可．台湾１０年教改的问题、原因及对策【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６，８（２）．
【１８】詹中原．两岸教育交流的现况与合作的愿景ｔ－ＥＢ／ＯＬ］．ｗｗｗ．ｎｐ￡ｏｒｇ．２００１·１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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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吴巍巍.WU Mei-wei 明末艾儒略在莆田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莆田学院学报2010,17(3)
明末艾儒略将天主教及西学传至莆田这一文化名邦,并广交莆田知名士大夫.在传教与交游过程中,艾儒略对莆田天主教信仰的兴起和发展做出开创性
工作;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使得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最早在莆田呈现;其"西化"的儒学无形之中影响甚至转变了部分莆田士大夫的思想.

2.学位论文 孙玲 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研究 2005
本文主要研究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JulioAleni，1582-1649年)在华的活动情况，整体上以时间和空间的发展为线索，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概
述艾儒略的传奇一生；第二部分介绍艾儒略在1613-1625年之间的情况，重点论述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艾儒略在福建的传教活动，着
重介绍他的传教功绩；第四部分介绍艾儒略在福建教案前后的情况；第五部分详细论述艾儒略在华传教的时代背景、成功与遗憾以及艾儒略对晚明社会
产生的影响；第六部分详细分析论述艾儒略与利玛窦之间的同与不同，突出艾儒略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最后是小结。

3.期刊论文 刘燕燕 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以三山论学为例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5(5)
1627年,"西来孔子"艾儒略在福建与士大夫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他们在福州的三山谈论"天学"、"人性"等中西文化冲突的观念的这次对话,史称"三
山论学".三山论学后,双方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由于文化传统以及文化身份迥异,也无法避免地产生文化误读,同时折射出福建丰富、活跃的文化
因子.

4.学位论文 张先清 艾儒略与明末福建社会 1999
该文以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S.J.)在福建的传教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文中结合明末福建社会背景,着重考察了艾儒略入闽传教的
源起、策略及其在闽二十余年的行迹,探讨了以艾儒略为代表的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输入西学教对十七世纪福建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5.期刊论文 孙琪.Sun Qi 关于曾异撰求教于艾儒略问题的考证 -学术交流2010,""(2)
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通过传授天文、算法、地理等科学知识的手段,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信徒,有的成为了友教人士.林
金水先生在<艾儒略与福州社会>一文中,根据明末福建著名文人曾异撰的一封书信,认为他师从传教士艾儒略学习历法,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将曾异撰定
位为友教人士.实际上,曾异撰与艾儒略虽然有交往的可能性,但通过材料考证和文本细读,时曾异撰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探讨,发现曾异撰艰难
的生活状况、孱弱的身体使其不具备学习西方历法的精力,而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这一文化心理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时间上他不具备向艾
儒略学习天文学的条件.故而可以得出结论: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曾异撰曾求教于艾儒略,更不能称其为友教人士.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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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期刊论文 黄晓红 艾儒略中文著述内容考 -大家2009,""(11)
艾儒略是明末来华的著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被誉为"西来孔子"和"福建宗徒".其成功的原因来自于他开创的耶稣会在华基层传教工作与文字传教工
作.为了配合其在华传教工作,他撰写、编辑与翻译了24种中文著作,将天主教教义、天主教礼仪、欧洲教育学、医学、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学科与领
域的知识,传播给了中国人,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8.学位论文 刘燕燕 明末福建士大夫与天主教传教士的对话——以《三山论学记》、《熙朝崇正集》、《圣朝破邪
集》为例 2007
1624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闽藉士大夫叶向高的帮助下，进入福建传教，《三山论学记》记录了他与闽士大夫的对话，对话涉及中西文化、哲
学、宗教等观念，在福建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本文以明末中西方文化汇流为背景，从解读“文化对话”入手，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具有海洋特性、重商的西方文明与福建文化对话的缘起，即对话发生的文化土壤;
二.艾儒略与闽士大夫的文化误读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产生差异原因；
三.从文化对话的反馈——《熙朝崇正集》和《圣朝破邪集》出发，分析闽士大夫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闽
士大夫以开明的心态对待西学，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这种需要源于对明末道德、政治的双重失望，源于对闽文化生存的焦虑。虽然闽士大夫对天主教存
在不同层次的理解，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
本文在分析福建士大夫与天主教传教士对话的基础上，从闽士大夫的文化困境中透视异质文化对话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揭示明术中西文化冲突
与融合在福建士大夫身上留下的印记。这场对话昭示着：任何文化相遇，只有本着积极互通、对话、借鉴的精神，才能达到双赢。

9.期刊论文 孙琪 张骞典故的变迁与晚明文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以《熙朝崇正集》中艾儒略形象为例 -理论界
2010,""(3)
从西汉至明末,张骞的形象在历史与文学作品中发生过四次演变,而张骞乘槎冲牛斗的故事影响深广. <熙朝崇正集>诗歌中借用张骞乘槎刻画传教士
的形象.这是晚明文人利用传统文化对他者进行认知、重写的典范.这种重写反映了异质文化冲撞背景下士人的文化心理.

10.学位论文 杨薇 明末西学的传入对士人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的影响 2008
明万历到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肩负着宗教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科学文化空前的繁荣，新
知不断的涌现。他们逐渐摆脱了政治黑暗、经济低下和科技文化落后的旧貌，向着近代文明社会不断前进。文化的繁荣势必要求宗教进行改革。而反对
宗教改革的耶稣会传教士不畏艰险，开始在欧洲和世界各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正是在中西存在着巨大的科学势差而明政权又急需改变时局之时，来到
中国。由于受到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这些传教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确定了“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针，最终选择采取“知识传教”的
方式。传教士正是利用了这些知识，成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这些新知开阔中国士人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物理学和火器学等自
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视野，同时也冲击着中国士人传统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学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观念
；解剖学使中国人认识到人脑是思维的工具而并非心学所谓“心即理”；逻辑数学引发了士人对超经验理性的认识；火器学等激发了士大夫学习实用科
技的兴趣。但是一些保守的旧儒却还依然固守“西学中源”的观念，抗拒着西学的传播。
关于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的研究，自近代中西文化开始冲撞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一直是史学界和思想史界的热门话题，本文在对前
人研究成果作了仔细的梳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中西文化知识交流的方面、传教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人来华的历程和交流的成果方面、对明清士大
夫的研究及研究西学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异同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新意重点突出在明末由于时局的需求，传教士得以利用西学知识传
教，这些以科技知识为载体的西学传入对士人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知识谱系的变化带来认知观念的调整，由有形的知识层面上升到无形的
意识层面，而且由于意识层面的变化，对西学持不同观点的士子在价值观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中西时代背景和中西文化的差距，分析了传教士利用知识传教的可能性。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和产业革命，推动
经济和科学技术整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各地不断爆发，同时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范围
。明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时局动荡不定，思想领域也从明初的程朱理学变迁到明中期的心学，以至明末玄虚的王学末支和佛老之学。社会急
需实用之学，时代呼唤求知重效之学。第二部分总结了传教士带到中国各领域的新知。传教士不断选择传教方式，最终确定了适合中国特有的方式--知
识传教。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火器学和水利学等学科的大量新知不断涌现，这些满足了社会与时代对实用新知的需求。
最后部分论述了新知对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的影响从而引发了认知观念和价值观的变化。西学新知的出现，使中国士子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
，由传统的人文学向济世务实的科技学转变，由理学末流的虚妄空论向理性、务实的实学转变，数理逻辑的引入使士子的思维方式从经验理性向超经验
理性升华，新的天文学与地理学对传统的“天”、“地”观念增加了科学理性的内容，医学、火器学和水利学激发了士子对实用科技学的兴趣。不仅改
变了他们的知识谱系，而且调整了他们的认知观念。同时，传统的价值观也随之调整，一些开明士子认同西学追求社会功效的特征能改善理学末流的空

论与佛老的虚妄而积极吸纳。另外一些士子则维护华夏道统的神圣性，华夷之辨的重要性，道德修身的严肃性，既想固守中国“道”、“体”，又想利
用西学的“器”、“用”。传统价值观在士子知识结构的变化中和认知观念的调整中接受着西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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