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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之历史背景
贾庆军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浙江宁波３１５２１１）

［摘要】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有着深刻的背景。首先是基督教本身有着普世化要求；其次是新教改革运动给天
主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后是欧洲近代科技和地理大发现为其提供了实现之可能。在这些背景之下，耶稣会士大举东
来。而在其宣传平等、博爱的口号下，隐含着其优越心态和侵略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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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大举东来，在中国展开了

紧将其福音传播到更大的领域。带着神圣的使

执著而频繁的传教活动，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显著

命，其门徒开始向外邦展开行动，即使困难重重，

的成绩。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耶稣会

他们也义无反顾。

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传教呢？为什么他们是如

保罗和巴拿马将彼得开始的向外邦传道之事

此地执著呢？他们凭什么取得如此之业绩呢？通

业推向了一个高峰。保罗留下了他那著名的《罗

过对传教士东来之背景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得到

马书》，在此书中，向外邦人传道成了使徒上帝信

上述问题的答案。传教士东来有着广阔而深刻的

仰的必然组成部分。（罗马书３：７—２０）对保罗来

历史背景。综合起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大的背

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荡然无存，在上帝面

景。

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上帝的审判是普世的，上
一、基督教本身的普世化要求

帝的救赎也是普世的。（罗马书１５：１４一１９）

基督教的普世化倾向要追溯到《圣经》本身，

从此，基督教便走上了普世化的道路。如果

《以赛亚书》中，耶和华曾对雅各说：“你作我的仆

说在彼得、保罗时期，基督教向外邦扩展多少是迫

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

于犹太人内部的排斥浪潮的话，到了教会时期，这

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

一活动就成了主动的了。大约到了公元１７０年

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４９：６）这样，上帝已

后，随着正统教义的确立和教会组织的形成，基督

经给他的圣徒布下神圣的使命，不仅要使以色列

教开始自称为“公教会”（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意为普

内部在上帝信仰下统一起来，还要向外邦传教，直

世性教会，其任务和目标就是要拯救整个世界。

到整个世界都皈依上帝。

到１０５４年东西方教会分裂时，西方教会仍自称

而上帝派下来拯救人类的耶稣也明确提出要

“罗马公教”（也就是传人中国的“天主教”——笔

拯救整个世界，而不只是犹太人。耶稣曾说过：

者），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和普世性。…川。鹞在教会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的组织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就更加活跃了，只要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

教会力量所及之地，就是传教士的福音传播活动

牧人了。”（约翰福音１０：１６）

所到之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教会力量开

将这一使命付诸实践的是耶稣的门徒们。在
《使徒行传》中曾经记载彼得给外邦人施洗的事。
（使徒行传１１：ｌ一１８）可见，是上帝督促其门徒赶

始越出欧洲，走向全世界，传教士的活动也将遍及
世界。

二、新教改革给天主教带来的压力

［收稿１５ｔ期】２００９．０４．２６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浙江学人》
（０６ＪＤＨＹ００Ｉ一３Ｚ）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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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世纪，马丁·路德针对教会发售赦罪券的
行为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整个欧洲天主

６ｌ

活动中，传教是其最终的目的，其他两项则是其坚
实的保证和基础，尤其是教育活动。

教都受到了挑战。这就迫使天主教必须作出及时

耶稣会极为重视教育。为此，罗耀拉兴办许

的反应，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便夺回自己失去的地

多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如著名的罗马学院和日

盘。

耳曼学院ＨＪ。在耶稣会的高等学校中，其教学内
面临新教的挑战，天主教采取了一系列应对

容和教学方式都有独特之处。在教学内容上，耶

措施。首先，它在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生活方面

稣会高校不象其他其他高校教授神学、法学和医

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和治理。其次，在教义方面针

学，而是教授哲学。但是这哲学却内涵丰富，它包

对新教的诘问作出新的规范和调整。最后，在前

括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神学，还

面工作的基础上，发起了强大的天主教复兴运

有自然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生理学

动‘１１‘瑚一２７３’。

等。而且难能的是，罗耀拉将最新的自然科学知

正是在天主教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耶稣会。

识纳入了教学内容当中，足见其眼光之前瞻性。

其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在其从

看一看利玛窦在罗马学院的教学计划，就会知道

军期间，他接触到了天主教思想，立即心向往之，

为何利玛窦的科学知识是如此渊博。他的教学计

决定做一名耶稣的战士。１５３４年，他和沙勿略、

划如下：第一学年，算术（全年）；第二学年，《几何

法伯尔等六位同伴结成一个团体，发誓要“愈显主

原本》前４卷（四个月）、实用算术（一个半月）、地

荣”。这被看作是耶稣会的开端心１。１５４０年教皇

球仪（两个半月）、地理学（两个月）、《几何原本》第

保罗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正式修会。

五、六卷（其余时间）；第三个学年，古观测仪（两个

但同时向其提出一个草案，规定其人数不得超过

月）、行星论（四个月）、透视画法（三个月）、钟表和

６０人。这份草案号召信徒成为基督的忠诚战士，

与宗教活动有关的计算问题（其余时间）ｂ｜（删。完

将福音传至四方ｂ】。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耶稣

成哲学课程的会士将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在初等

会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组织，培养了别具一格之传

学校中执教五六年后，便可继续学习神学。耶稣

教人才。在组织和管理上，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

会的大学开设６年神学课程。此外，罗耀拉他还

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以军人的服从原则作为首要

强调学生的记忆功夫№“一－３６）。以至于许多耶稣

原则。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

会神父博闻强记、记忆力超群山。当这长达１５年

强调绝对服从上级。总会长为终身制，总会长对

左右的训练完成后，才有可能成为耶稣会正式会

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

员。待向教皇宣誓效忠后，才可能成为神父。可

正式会士除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外，还发第

见，成为耶稣会神父之困难和荣耀程度。这样一

四愿，即绝对效忠教皇。会士除应遵守会规外，尚

位神父，无论其学识还是道德水平，都是其同时代

须按照伊纳爵所著《神操》一书的要求，进行灵魂

人中的佼佼者ｏ。无怪乎他们会博得中国儒家精

的修炼。整个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使灵魂充满对

英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的敬佩和赞扬。
正是这些才能出众而又热心于上帝事业的耶

上帝的爱，从而服务于上帝及其教会…‘肼’。
耶稣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有赖于他的如下

稣会士，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行为：一是其传教活动，一是其向宗教和世俗权力

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生死威胁，终身不娶，为

高层的渗透，一是其对会士的严格教育。在这些

上帝的事业奉献出全部。当他们出现在远隔万里

①

利玛窦就曾以超众的记忆功夫一举征服上层士人。据说他能当众将临场指定的儒家经典中的段落倒背如流。他这
种本领甚至使他成了宗室诸王的座上客。后来，他禁不住众儒士请求，还将记忆之法写成了一本书来应付他们，这
就是《记法》一书。（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１页）在耶稣会练就的

记忆能力竟也成为传教的得力助手，是利玛窦始料不及的。
０

杨廷筠也曾经描述过耶稣会神父之优秀，“惟一种特达之贤，愿人耶稣会，称会士者，方守童身，出家学道。学道而有
得者，称撒责尔铎德。千百中无一，国中所最贵也。盖其国之人相习成风，以此种人为第一流，如状元及第，中华所
美，人人争羡。父母兄弟所祈望，惟愿得为铎德，即不翅荣福．无复他愿。”（杨廷筠：＜代疑篇·答人伦有五止守朋友一
伦尽废其四条》，利玛窦等撰、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６２—５６４页）杨廷筠
将耶稣会神父职位与中国状元相提并论．可见其才能之高、荣耀之巨和使命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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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国时，我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三、地理大发现提供的传教机遇

２００９焦

审判官也驻扎在这里。于是果阿就成了去东方传
教的传教士的中转站和大本营。许多修会在这里

如果说前面两种因素为传教士东来提供了依

建立修道院和礼拜堂，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

据和动力的话，地理大发现则为其提供了实现之

衣会、耶稣会等。耶稣会还在此处创办学校培养

条件。确切的说，这不是什么地理大发现，因为这

传教士。

些新大陆古人甚至已经发现了。这一次之所以被

而澳门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教会城市和传教中

人们记住，因为它是西方崛起和开始扩张的标志。

心。许多修会在这里设立会所，其中尤以耶稣会

在地理大发现背后隐藏的是欧洲自然科学知识的

最为有名。耶稣会在这里创办了圣保罗学院和天

发达和物质力量的飞速发展。

主圣母堂两所著名的大学，成为培养优秀传教士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欧洲人已经拥有了先进
的地理、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１５４３年哥

的摇篮。著名的利玛窦、高慎思等耶稣会士都在
这里学习和工作过｛７】（邮埔’。

白尼《天体运行》及日心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科
学体系的诞生。第谷则将哥白尼的天文学更推进

正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活动的推动和
帮助下，传教士才实现了东来传教的愿望。

了一步，而且他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天体运行的极

四、余论

为精确的计算方法。开普勒则继承了前两者的丰

综上所述，从基督教本身的信仰特性、天主教

富遗产，不仅印证了日心说，还提出了行星运动三

在新教改革时期的策略选择以及欧洲近代生产方

项定律，使天体运行之计算更为精确。同时意大

式和科学知识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我们就基本了

利也出现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他以实验与

解了传教士东来的历史背景。这种种因素汇合在

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奠定了近代力学的基

一起，就为传教士走向东方、走向世界创造了条

础ｎ】（一瞄一㈣。总之，近代科学的发展为欧洲人征

件。

服和驾驭大自然做好了知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在传教士东来传教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

而此时欧洲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种新

需要注意，就是传教士到外邦传教的心态问题。

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

虽然说，彼得、保罗等使徒提倡外邦人和犹太人在

以追求物质和生产物质的效率为核心。一个庞大

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但在他们的潜在意识里，仍然

的商人和市民社会逐渐形成。这就大大促进了欧

是对上帝最初的选民——犹太人——有着一种优

洲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对财

越感的，他们给予外邦人的平等地位就打了折扣。

富的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成为为其开拓海外市场、

首先，他们到外邦去传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

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始动力。现有的财富积累已经

犹太人中受到排挤和迫害。正因为在犹太人中找

使它具备了殖民的能力。于是，现有的财力加上

不到市场，他们才不得不到外邦去寻找信徒和成

先进的技术，就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

就感（使徒行传１３：４６—４７）。如此一来，外邦人得

现活动。而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殖民活动是相

到的平等待遇就很勉强了（罗马书１４：２２—２９）。

辅相成的。

其次，保罗等使徒向外邦人传教时，一直有一

在欧洲人打通通往世界各地的一条条通道

种隐约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外邦人被他们看作相

时，有一条就延伸到了中国。葡萄牙人于１５１１年

对落后、蒙昧之人，而他们则是启蒙者，要向外邦

侵占马六甲，１５５３年又通过欺骗手段获得了在澳

人去施舍他们的优越之信仰。这种“贬低——施

门的居住权，这样葡萄牙人就建立了一条从里斯

舍”之心态在他们言论中屡见不鲜（罗马书１５：８

本到印度果阿，再到澳门的通道，这是当时欧洲人

—２２）。

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口¨ｐ２‘３’。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这种犹太教徒的优越意

在欧洲人殖民的过程中，殖民势力与教会紧

识就变成了基督徒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普遍以

密合作。于是殖民活动推进到哪里，传教活动就

一种优越的眼光看待其他民族及其文化。沙勿

开展到哪里。１５１０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果阿，在

略、利玛窦都有这样的意识。沙勿略发现中国这

这里设立总督。而教皇保罗三世则于１５３４年在

个庞大帝国的百姓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于

这里设立了果阿主教（后来称为印度大主教），统

是他决定访问中国，将中国人从迷信中拯救出来，

领葡属所有东方领地的教务。另外，宗教法庭总

皈依基督教。利玛窦也发现中国人是可敬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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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这些人皈依上帝将是值得赞美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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