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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艾儒略在莆田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吴巍巍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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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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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是继利玛窦

活动和与当地士大夫的交游。对明末莆田社会产

之后又一位著名的意大利籍来华耶稣会士，一生

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关艾儒略在福建活动的研究，

在华传教４０年，主要活动地域在福建，足迹遍及

已有不少相关的成果①。但对于艾儒略在莆田的活

八闽大地。系明末天主教传入福建的第一人。其所

动情况，却还未见有专文探讨。本文试对此作一初

到地区。广交地方乡绅及社会名流。并努力促使当

步的论述。

地人受洗入教。对明末福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

一、艾儒略在莆田的传教活动行迹

响。艾儒略在福建的活动区域，除了福州、泉州、建

莆田自古就有“文献名邦”的雅称。莆田科举

宁、闽北等地，兴化（莆田）是其另一个传教的重

始于唐而盛于宋、明。明《一统志》称莆田“诗书为

镇。据相关文献记载，艾儒略曾六进六出莆田，深

八闽之甲”。在明代，莆田登贤书（中式举人）者，

入到莆田内地传教，足迹遍及莆田的大小城镇，取

有１ ７４３人。登进士第者，有５２５人，而当时整个明

得了相当的成果。同时。艾儒略通过在莆田的传教

代福建总共有进士２４９５人，举人２６９２个，相比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０９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０９ＹＪＣ７３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吴巍巍（１９８１．）。男，福建顺昌人，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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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莆田进士就占了近四分之一，举人竞占了一半

第三次是在１６３３年。据载“（崇祯六年）壬申

以上，这种现象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是极为罕见的。

之七月，卢司铎忽弃人间世，捧诵遗言，邈不可复，

明代莆田的教育和文化可见一斑。同时，由于莆田

攀恋之私，何能已已，而艾司铎则又自莆而泉漳，

地处沿海，明中叶后，由于朝贡贸易的衰弱，莆田

而江右……”阶。

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开始兴起。对外交流更加频

第四次是在１６３７年。据载“时十年（祟祯十

繁。文化的兴盛。贸易的繁荣，吸引了众多的传教

年）丁丑春王正月艾司铎自莆阳再入温陵……”［５１４６。

士来莆田传教。早在１５世纪，即明代中叶，罗马传

第五次是在１６３８年。“十一年戊寅（崇祯十

教士已在福建莆田留下了木版油画的痕迹。这就

一年），八月既望，艾司铎过莆，访朱宗伯，会相国

是我国最早的西方油画——《木美人》（现收藏于

于横塘……”翻锵。

广东省新会县博物馆）。艾儒略正是在这一特殊的
时代背景下来到了莆田。

第六次是在１６４６年。“（清顺治三年）时闽师
大溃，先生寓莆阳，进退维谷，颇有厌世意。”旧

艾儒略自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来华，先后到

艾儒略在华的传教策略之一，就是他充分发

上海、扬州、陕西、山西、南京、杭州等地传教。１６２４

挥中国教徒和士大夫在传教中的作用，以扩大自

年１２月随辞官归里的阁老叶向高来闽，“吾闽之

己的影响和为传教寻找支持１７１。艾儒略到莆田之

初敷教者，为艾先生儒略，原与诸西儒同居京国，

后，也采取同样的传教策略，广交莆田知名的士大

继为相国文忠叶公屈致入闽”【１】１８１２，在福建传教长

夫，记诸记载的如：卓同卿、宋学美、林季绪、黄鸣

达２５年。被闽中士人誉为“西来孔子”嘲。艾儒略到

乔、柯士芳、林光元、朱禺中、苏之瓒、姚济谷、陈衷

福建后，在叶向高的帮助下，以福州为据点，在福

丹、陈叔衍、黄幼衡、彭宪范、朱继柞、曾楚卿、徐景

建各地传教，足迹遍及福建的大小城镇，甚至山村

濂、柯昶、陈玄藻、柯宪世、张开芳、朱之元、林世

海澳，如方豪先生研究发现，艾氏于穷乡僻壤，“皆

芳、林绍祖、翁际丰、林传裘、郑风来、林洞等士大

有建祠设馆”嘲。据林金水教授言：“艾儒略北至南

夫［８１。艾儒略为了传播天主教而与这些士大夫交

平，建瓯、崇安、建宁、邵武；中临福州、福清、莆田、

往．而士大夫们则被艾儒略的博学多才和其所引

仙游；南下永春、安溪、德化、泉州、漳州”１４１。莆田地

进的西方科学所吸引，双方各有所需，因此彼此间

处福建沿海，地接福州，是离省会福州最近的一

的交往亦乐此不疲。这样他们就经常交流，或谈哲

个地市。再加上明末莆田的教育和文化又相当发

学，或谈天主教教义，或讨论政治，或谈诗词文学，

达。这样莆田就自然而然成了艾儒略传教的首选

或谈西方自然科学．可以说是无所不谈。虽然他们

地之一。

之间的观点或信仰不相一致，但他们彼此之间并

笔者通过梳理有关文献，查得艾儒略曾六进

不介意，而是持一种包容的态度。这种对不同文化

六出莆田．足见莆田在明末天主教于福建传播史

的包容态度．就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和

上的重要地位。

前提。士大夫通过与艾儒略的交游，大都与艾儒略

艾儒略的第一次莆田之行是在１６３１年。据

结下了深刻的友谊．他们或因为敬佩艾儒略的传

载：“（崇祯四年）冬十月，廿有七日，余将东粤省

教精神，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向往，或对天主教教

亲，偕司铎同至莆阳，时谒卓同卿老师，因留寓西

义的认可等．其中大部分人赠诗予艾儒略。

湖，亭榭台沼……”翰∞而该年十一月初四日。来

据《熙朝崇正集》记载，当时共有７１位福建诗

访的莆田士大夫相继就有三人：“初四Ｅｔ。宋学美

人赠诗西国诸君，所题“赠泰西诸先生”，几乎都是

至堂……日正中，彭文学过访……顷之。林季绪

赠给艾儒略的。在这７１位诗人中，莆田诗人就占

随至……”【５】４埔。
第二次是在１６３２年。据载“（崇祯五年）辛未
冬初，余为省观东粤，偕艾司铎同至莆阳，越旬

告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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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６人；共８４首诗。莆田诗人就占了１７首唧。可
见莆田士人与艾儒略亲密关系之一斑。
艾儒略来中国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传播西方天
主教，但其带来的不仅仅是天主教思想学说，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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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同时，他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地理

方名士卓同卿、黄鸣乔、宋学美、林季绪、柯士芳、

学、医学、天文学等）和西方文化。艾儒略所带来这

林光元、朱禺中、苏之瓒、姚济谷、陈衷丹、陈叔衍

一切新鲜事物是明末福建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

等．他们受到艾儒略传教的影响．相继入教。这些

时代所必需的。这些新事物的到来，无疑开阔了士

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时常与艾儒略交谈，讨论有关

大夫们的眼界，为明末莆田注入的新的活力。带来

“天主教的教义问题、佛道的轮回问题、人生的哲

了新的血液。艾儒略通过他在莆田的孜孜不倦的

学、中西文化的区别等”问题。

传教和在与当地士大夫的交游过程中。对明末莆
田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艾儒略与明末莆田天主教信仰的兴起

在这些教徒当中，最为重要、对艾儒略最有影
响力的、与艾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黄鸣乔。黄鸣乔
曾任袁州知府和潮州知府，终佥都御史，即《泰西

在艾儒略传教活动的影响下。明末莆田天主

思及艾先生行述》所说的“黄宪副友寰”［６１。黄鸣乔

教信仰开始兴起，并呈现出短暂的繁盛。艾儒略足

不仅是艾儒略的好朋友，也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

迹遍及莆田的大小城镇。他积极传教，使明末莆田

在福建教案发生时，他还竭力为艾儒略辨护，并且

的天主教信仰逐渐兴起，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

赠诗给艾儒略。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艾儒略会在

呈现出短暂的繁荣。在当时，莆田不仅建有天主教

福建教案和清兵南下这段危急时期，选择莆田避

教堂，而且拥有众多的天主教教徒，其中不乏知名

难。据载：“十一年戊寅（１９３７），八月既望，艾司铎

的士大夫。

过莆．访朱宗伯会相相辅于会相辅于横塘。”１６４６

作为传教的重点区域和据点营建，艾儒略在

年（顺治三年），清兵南下时，艾儒略毫无依靠，处

莆田建立正式教堂以便于传教。崇祯十四年

境更为困难，这时他也选择逃难莆田。据载：“时闽

（１６４１）。福建建宁县正堂左光先发布“褒天学”的

师大溃，先生寓莆阳，进退维谷，颇有厌世意。”［６１

告示，其云：“在艾儒略活动影响下，天主教开始在

作为护教人士的代表，黄鸣乔十分积极为天

八闽大地得以播植，教堂几立全省。‘穷乡僻壤，建

主教及艾儒略辩护。黄鸣乔指出，天主教与邪教不

祠设馆’。”［Ｉｏｌ虽然明末莆田的天主教教堂现已无

一样，对社会不仅无害，相反，天主教传播道德，合

遗迹可考．但我们仍然能从一些教内外文献中找

乎我国的伦理道德，有利于净化社会的风气。对天

到蛛丝马迹。林金水教授在《闽中诸公赠诗》根据

主教应该加以宽容和同情，甚至是保护：“至于（天

莆中林绍祖诗“吾师论道乌山前，开卷不空也不

主教）辟除邪教尤为正人心，循天理之要端，世人

玄”，结合《口铎日抄》教内文献和地方县志《兴化

不察，反讶为非，或有因其不有楮钱，讹为不奉祖

府莆田志》、《闽书》等相佐证，为我们考证出了艾

宗。不知天主教诫最重者，第一孝敬父母，生则养，

儒略在莆田传教的地点，这里的乌山前，指的就是

尽志尽物；殁则事，如生如存，载在经典，昭然可

艾在莆传教时留居的小西湖【¨】。明末莆田的天主

据。岂有导人不孝不顺之理乎？……”【１】粥删在明末

教教堂可考的暂仅有此一处．然依当时莆田天主

社会环境下．黄鸣乔对天主教和西学能有这样的

教的繁盛情况来看，在莆田的教堂应不止一处。

认识，殊为难得。另外，黄氏还从天主教传教士在

受艾儒略传教的影响．入天主教的莆田人士

科技方面的贡献之角度．建议当局不要禁止天主

也众多，这些我们可以从以下记载中略知一二，如

教在中国传播．相反还应对他们所起的作用给予

“１６３４年艾儒略赴泉州、兴化时。受洗者约有２５７

肯定。并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予以支持【－】“……？黄

人”【－习；“惑一人，转得数人；惑数人，转转数万，今

鸣乔对天主教的态度和保护还可以从他赠予艾儒

也难计几千亿万，闽省皈依，已称万数之人”【－ｑ；

略的诗中得到证明：“沧溟西渡片帆轻。涉尽风涛

“未死以前，曾使兴化之名士某及阁老叶向高之二

不笄程。为阐一天开后学，才能万里见先生。觞传

孙入教，名士教名托马斯”［１３１。可知莆田的天主教

月下姿如鹤，尘拂花边屑是琼。何幸得频承绪论，

教徒也不少。天主教在莆田的具体人数现已不得

知君愿作圣人氓。”［９１

而知，然其教徒当中的知名人士却不少，如上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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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同卿、宋学美等，他们深受艾儒略身教言传的感

艾儒略对莆田民间信仰的批判。还在于他对

化，也成为其追随者。莆田的一些虔诚的天主教教

民间信仰当中的迷信成分加以无情的揭露。他不

徒还跟随艾儒略，从事传教工作，充当艾儒略的助

但从天主教义出发对此加以批判．而且应用多种

手，给了艾儒略很多帮助。艾儒略早期的几个著作

知识来加强论证。可以说。艾氏对民间信仰的批

如《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性学桷

判，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明末莆田民间信仰的进一

述》、《三山论学纪》和他的一些言论，也通过这些

步泛滥。在其影响下，福建各地展开了一场规模不

教徒在莆田得到更广泛传播，其中有好几位教徒

小的破坏偶像运动，“……观音菩萨、关圣君及梓

还是《口铎日抄》的校订者，如柯士芳、林光元、朱

潼星君、魁星君、吕祖帝君等像。皆令彼奉教之徒

禺中、苏之瓒等。他们对艾儒略的传教事业作出了

送至彼所，悉断其首，或置厕中，或投火内……”［１０ｌ。

贡献，扩大了天主教明末在莆田乃至福建的影响。

不仅如此，他还扩大了天主教的传教面，获得了更

三、艾儒略传播天主教对

多的信徒。赢得了社会上持相同看法的莆田儒家

莆田民间信仰的影响
艾儒略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态度。影响了莆田
民间信仰的发展：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使得中西之
间的“礼仪之争”明末最早在莆田呈现。
在传播天主教时．艾氏善于运用天主教教义
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无情的批

士大夫的认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而接受了天
主教信仰。
值得关注的是，艾儒略与朱继祚之间就“敬城
隍立生祠”的一段对话．可以看作“中西礼仪之争”
在莆田的最早呈现。如果说“礼仪之争”中国自福
建始，那么福建则自莆田始。

判。在与莆田士大夫的交谈过程中，就经常涉及民

城隍是古代神话中守护城池的神．由于历代

间信仰问题，艾儒略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和观点。使

统治者的有意识提倡．各地崇拜城隍之风达到了

明末部分莆田士人改变了对民间信仰态度。他们

极盛，以至省、府、州、县乃至于一些卫城、所城都

抛弃原来的信仰。转而信仰天主教，这在一定程度

无不为其立庙奉祀。在莆田，城隍崇拜也是一个十

上影响了莆田民间信仰的发展。

分普通的现象。莆田名士朱继祚对于西方传教士

中国东南地区的民间信仰相当兴盛．并呈现

不拜城隍神表示难以理解。于是问艾儒略：“既如

出极强的功利性和宽容性等特点。尽管儒、释、道

是，则城隍之神，敝邦从古所尊，闻贵教不礼拜之。

三教有明显的不同，但民间则不加区分。只要见神

何也？”阳。艾儒略从中国民问将城隍人格化（把城

就拜，以此祈求功成名就。莆田民间信仰的最大特

隍看作是某某人的化身）加以反对批驳。艾儒略把

点就是杂而不专．上述的现象在莆田更是司空见

城隍等神祗归为人格神一类予以反对。认为这样

惯。因此当艾儒略到达莆田时就不得不与民间信

就破坏了城隍的本身意义。并视之为与天主化生

仰作一番斗争。艾儒略对民间信仰的批判，首先体

“正神”相对立的伪神。从而反对民间信仰的功利

现在对佛道的否定上。这在艾儒略与莆田一些士

性、反对城隍“操祸福”的功能．进而批判人们对他

大夫的交谈中。有很明显的反映。林季绪就问到：

的祈拜。他说：“故古来之祀城隍．似亦祀护城之神

“释玄二氏，业心知其非矣，然就两者较之，亦有彼

意也，今人不察，妄以人类当之。遂有云某人死而

善于此否？”司铎日：“道犹大路焉，吾惟率彼正路

为城隍者，某人官某地而为某城隍者，始失厥初之

足耳，总左岐，右亦岐也，安用置较乎？”［ｓ１４３。在与林

真意矣。又其甚者，复有谬造玉皇之说。而谓城隍

季绪的这一段对话当中。艾儒略也用了一个简单

诸神，俱听其命令，此尤虚诞之至者，是皆所宜深

的比喻，就对天主教与佛道的区别阐释清楚了。也

诫者也。”【５】６８

表明了他对佛道的态度：：释玄二家总非正路。”在

从两人的言谈中。可看出艾儒略对“敬城隍立

艾看来，佛道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合理的。是荒谬

生祠”的民间信仰，在一个大的前提和原则下是持

的，他将佛道奉的经典的经书斥为伪经，这就动摇

反对态度的，虽然他为了传教的需要，而对此作了

了佛道两教存在的基础。

一定的让步。但始终无法调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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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这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中也可

指出关羽也只不过是历史上众多的一介武夫。其

以看出１７一１８世纪“中西礼仪之争”的某些实质

忠诚只是对刘备一人，而非汉室。因此不是真正的

性的内容。“中西礼仪之争”从表面上看，只是就中

忠诚．他还从关羽崇拜对当时明末的混乱局面并

国祭祖、祭孔礼仪、敬城隍立生祠等问题发生的一

无实质性的作用来反对这种信仰．“若以羽有灵异

场大争论。这场争论。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对

故事之，则国家二百年来，海内又全，不闻羽有异

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对东西方历史发

应。……且彼诸寇虏，又孰不祀羽于军中乎？既不

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能为我御灾捍患，反若助彼为难者。则羽亦何功于

四、艾儒略“西化”之儒学与

国，而受此过当之尊耶，此不过溺沿羽之。非久而

莆田士大夫的思想转变

不觉耳”［５１６８。其言外之意，在于告诉朱继祚，膜拜关

为了传教的需要．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艾儒略

羽无益于明朝的振兴，要使国家强大。应付诸于实

采取的是与儒学相适应的策略。但因其原有文化

践，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艾儒略与朱继祚的这一

和知识结构影响，他对儒学的认识，仍只是“西化”

段关于忠诚的讨论。对朱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

的儒学，其传播的则是“儒化”的西学。艾的这种认

响。朱继祚后来以其慷慨就义来实践了艾儒略所

识，使其对我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理解。他的一

谓的“忠诚”，“上告苍天兮鉴此微词，虽为齑粉兮

些见解与中国士大夫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在

甘之如饴”【１４】，表现出决心为国殒身的崇高精神。

与士大夫的交流中。无形之中容易影响晚明知识

像朱继祚这样刚直、不惧权势。以国家利益为

分子们的思想。艾氏之“西化”的儒学。亦转变了部

重，不顾个人安危，在明末莆田社会还有很多。如

分莆田士大夫的思想。

柯昶、陈玄藻、曾楚卿等。他们都和艾儒略有过较

“孝道”一直以来是我国伦理道德的核心．自
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如黄幼衡就

深的交往，并赠诗予艾氏。可想而知他们受艾儒略
的影响也不小。

这个问题曾请教过艾儒略：“承教十诫，大道炳如

上述这些士大夫都不是教徒。大都是当朝官

矣，然第六诫禁人娶妾，人当中年无子，不娶妾则

员，并且都刚直不屈，忧国忧民。他们与艾儒略的

恐陷不孝之名，将奈何？”舯。对此艾儒略却有不同

交往，体现了明朝士大夫对当时国事的思考，为国

的见解，他反问到：“若娶妾而复无子，将奈何？”文

家寻找出路。晚明时逢思想裂变的年代。早期启蒙

学日：“至此则亦原其自然耳。”司铎日：“若娶妾而

思想产生，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而明政府

无子亦听其自然。何如不娶妾而听其自然之为愈

却依然用僵化的理学束缚士大夫的思想。面对愈

也。夫娶妻正道也，娶妾枉道也，无论娶妾而未必

来愈腐败的政治和不断衰微的社会．士大夫开始

有子。即偶得子所损实多矣。……孝在彼而不在此

自我反思，为社会寻找出路。当“儒化”的西学，特

也。岂理也哉？”四醇艾儒略以其西化的伦理说教．

别是天主教思想传至中国时。自然而然引起了士

批判了我国孝道的形式化和不合理性，重新阐释

大夫们的兴趣和关注．而艾儒略更巧妙地将儒学

了孝道。强调孝道的非形式化和对父母的实实在

包装于西方思想的“外衣”下．对儒学加以“西化”

在的孝敬，而不在于是否能“延续香火”为孝道的

的阐析，在跳脱传统思维基础上开拓了新的视野，

评判标准。这些观点，合情合理，对中国古代的“愚

令时人耳目一新。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艾

孝”思想应该有所借鉴和启发。

儒略，转向了天主教，转向了西学。由此使东西方

艾儒略对“忠诚”也有不一样的见解。如他在

文化在莆田一隅碰撞、迸发出阵阵火花。演绎了中

与朱继祚谈论关公崇拜时，就对关羽的“忠诚”大

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胆的提出了质疑。关羽是我国民间最为重要的神

注释：

祗之一。以其神勇和忠诚受到了各个阶层人士的
推崇。然而艾儒略却另有一番看法。他在对关羽的
“忠诚”进行论述时，凭借其有限的中国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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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树脂工艺品的设计必须随着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和市场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创新．只有不
断提高树脂工艺品的设计水平．才能保持树脂工
艺品设计的旺盛生命力，才能引领时尚，使树脂工
艺品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为企业创造效益，为社
图１５电子游戏题材

５．安全和环保问题

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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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近几年已有一些中国工艺品，如玻璃烛台、项
链与耳饰组件等产品由于容易破裂、含铅量超标
而遭退货。中国工艺品企业同样要了解国外消费
品安全委员会对产品安全所制订的各种标准．如
美国的ＣＰＳＣ等。作为设计师必须广泛了解各种
相关法规，同时应不断去熟悉了解生产材料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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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环保指标。因为安全和环保是当今任何产品
都必须遵循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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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胡晓彤 明代来华耶稣会士通晓汉语的原因及影响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19(1)
明代来华耶稣会士大都通晓汉语,主要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在中国传教必须熟悉中国文化,于是,他们怀着传播宗教的热情,凭借良好的文化素养,努力学
习汉语,在学习和传教的过程中提高了汉语水平,赢得了中国士人的信任和尊重,奠定了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也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是,由
于受传教目的所限,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远不如中国文化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大.

2.期刊论文 徐明德 论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对"交友"原则的阐释 -浙江学刊2010,""(4)
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等人,刻苦学习中文汉语,攻读<四书>、<五经>,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熏陶下,用中文撰写了<交
友论>和<逑友篇>,阐明了怎样交友、如何做人?把中国的儒家学说和西方的名人哲理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综合,把友谊和至善至爱提到人类社会相互交往
中非常重要的地位.<交友论>和<逑友篇>不但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而且它也是17世纪中叶中西友好关系的见证.

3.学位论文 周天 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与明代中国行政管理的不足 2005
16世纪耶稣会士的入华传教，是在一个理论上严格控制对外交往的时期。但事实却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能在我国16世纪的明代多批次地安然入境、
定居、传教，在当时发达地区并最终到达当时的首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北京，并在入华30年左右就拥有了自南至北4个常驻会院，在南昌、南京和
北京等所谓的重要城市，信教徒众达两千五百余，使基督教的第三次入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根据史料的梳理，本文认为在耶稣会士入华的过程中，当时的官僚队伍，尤其是地方官僚队伍发挥了很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从史料出
发，本文认为当时的官僚队伍对耶稣会士的帮助支持，并非全部出自于官员个人的职业伦理、使命感或者宗教情感，而是主要出于当时官僚队伍的自身
需要、环境许可等因素的综合。这些因素及其综合又形成了当时官僚队伍帮助传教士的4种形式，并进而归结为官僚队伍帮助传教士的6方面原因。而在
这些原因当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行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显然是官员们所谓帮助的真正动因。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动因最终导致的行政结果
与统治阶级的设想、政策和律令不一致。换而言之，行政官员们通过纯熟的行政技巧实际获得了政府律令所严格保护的属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资源。实
际形成了行政管理与政治之间的异化。本文认为，导致实际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异化”，除了属于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以外，在技术上存在着6方面
原因，即：1、组织体系中的技术原因使中央集权存在着巨大的制度真空，使地方官员拥有相当广大的自由裁量权力；2、明代官员的收支严重失衡；3、
简约的法律法令不能完全规范官员的行动；4、明代的行政监督体系的实际效能无法得以体现；5、由于行政资源的匮乏，明代行政中的陋规合法化问题
；6、明代行政系统中存在着的明显的依附关系，各种潜规则实际左右着官员的行政管理。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16世纪前后的
明代行政官员可能和必然地不顾一切地追逐物质利益，而耶稣会士的入华只是他们众多的获取物质利益的其中的一种途径、一种表现。
如果将明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政策法令视为政治的话，，明代官员队伍的这种做法实际表现的是行政与政治之间的背离。这种背离是有一个渐
进的过程的，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发生在王朝的中后期，而且这种背离达到了一定程度，官员的追求利益到了不择手段，政治的强力干预也无济于事，那
么接下来的就是政治力量与行政力量偕亡。王朝被推翻，新政权再起来，到其中后期又开始往复前朝历代的故事。

4.期刊论文 林中泽 晚明妇女的闭居与耶稣会士的反应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妇女闭居是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性别歧视的产物,它在礼教控制下的传统中国最为典型,而在理学勃兴的明代则被推行到极致.这一事实在晚明来华的
耶稣会士当中所引起的反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以欣喜的态度接受它,认为这是被14至16世纪的社会变革所破坏了的西欧传统妇女规范在远东的重建

;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它对宣教工作的不利影响.神父们企图通过种种变通的方式去协调这一矛盾,但并没能成功,其表面的原因是中国人
的抵制和西方的教派斗争,而更内在的因素则深藏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尖锐对立当中.

5.期刊论文 吴薇 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6(1)
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年间(1583-1775)有近百位耶稣会士进入江西传播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初期,以江西为跳板,通向京城;教难时期,江西成为
大多数传教士的避难所,并且在避难期间,江西地区的传教事业也得到拓展,连续开辟了南昌、建昌、赣州和抚州四大教区;乾隆朝实行禁教政策后,江西又
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这些都意味着,鸦片战争以前江西的天主教活动并非一片空白,恰恰相反,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其地位不可忽视
.

6.期刊论文 庞乃明.Pang Naiming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贵州社会科学2009,234(6)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
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
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
意义不容忽视.

7.学位论文 宋兵 崇祯以前的明代改历活动研究 2006
明末时期是中国传统历法复兴，中西天文历法开始初步接触并发生碰撞和融和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通过对崇祯以前的历法改革动议进行研究，可
以揭示与改历活动有关的各种技术和社会因素，揭示最终导致西方天文学登上官方殿堂的原因。
首先，我们对明代前期的天文学发展进行讨论。明代自开国之初，便立法严厉禁止民间对天文历法的学习与研究。不幸的是，这一政策被认真执行
了120余年后，才稍有松动，先是不温不火，继而是尾大不掉，对明代的天文历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政策产生的最重要效果是，阻断民间对天
文历法的学习，更谈不上研究，也就实际上断绝了天文历法人才产生的源头活水。再一个效果则是使数量不多的司天监官员及其子孙，趋向于保守以至
敷衍塞责。这不但造成了整个明代仅仅颁用实为元代授时历的大统历一种历法，而且造成了后来的司天监官员不懂授时历的原理，以至于算错历法的状
况，更不用说因长年使用授时历而产生精度下降的问题了。
通过挖掘史料，我们对明代中后期的历法改革进行探讨。针对不断出现的历法危机，到嘉靖、万历年间，朝野改历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研习天文
历法者也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涌现出一批以历法研究而著名的学者，在这次历法复兴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包括嘉靖年间的学
者唐顺之(1507-1560)、顾应祥(1483-1565)、周述学(约1500-约1572)以及万历年间的学者朱载堉(1536-1611)和邢云路(1549-约1626)等。嘉靖年间的学
者的改历理念主要是注重讨论被历官忽视的《授时历》的立法原理问题，以期进行进一步的历法改革。虽然他们的工作并不成系统，但是实际上为后人
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通过考察朱载堉的改历主张，我们指出朱载堉进献的《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两部历法，是他在对前代各家历法尤其是《授时历》进行了系统
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作，其中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朱载堉主张对《授时历》和《大统历》采取折衷的方法进而编制新的历法，这是他
的历法思想的体现。朱载埔的天文历法工作，不但给当时沉寂的天文历法界注入了生机，也为后世天文历法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通过对邢云路的改历实践进行探讨，我们指出邢云路的改历思想是主张恢复《授时历》的重要算法，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历法改革。虽然邢
云路的改历主张一度受到挫折，但最终得以进入钦天监参与传统历法改革。万历三十九年(1612)至天启元年(1621)期间礼部的历法改革活动实际上是以
邢云路主持的中国传统历法方法为主的，而在实际的历法改革过程中，邢云路只是按照自己在《古今律历考》(1600)中已经确立的改历思想进行历法改
革。从总体上看邢云路新法的水平还不如当时行用的《大统历》，尤其是邢云路预报天启元年四月壬申朔(1621年5月21日)日食出现差错而宣告了他依据
传统历法进行改历努力的失败。
通过对西法改历主张的提出与推进进行讨论，我们指出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的背景下，中国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西方改历
动议在朝野逐渐兴起，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到崇祯二年(1629)，崇祯皇帝终于正式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设立历局，开始了历法改革的浩大工程。我们
还指出，在改历主张的提出与推进中，王应遴(?-1645)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天启三年八月的奏疏中，针对当时流行的不利于历法改革的三种议论
，王应遴对这些议论一一予以了反驳。接着，他又列举了朝野能够参与改历的人才，最后由简单对改历的必要性和改历的切入点(他认为是观测)等问题
进行了阐述，敦促皇帝迅速把此事付诸实施。王应遴的改历动议，对我们对万历三十八年之后的改历动议的研究有重要补充作用。

8.期刊论文 陈宝良.Chen Baoliang 明代的宗教旅游 -中州学刊2006,""(5)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
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9.期刊论文 王冬青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云南社会科学2008,""(1)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
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
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10.期刊论文 周全华 一个西方游客眼中的明代中国 -华夏文化2006,""(4)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万历年间来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关、南昌、南京、北京、苏州等地长住过,他的笔记零散猎取了明
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各方面见闻,可当野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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