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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传＾中国之后，由于传教策略＿及宗教排他性等方面的原因，开始由利用佛教转而
在世界本原、天堂地彼、杀生、轮回等领域与佛教展开了激烈的辩皓，路后人辞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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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清天主教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西学东渐过程之中，天主教与佛教曾有一段交
涉，似已呈现宗教冲突的关系。这些问题，表现在历史上的记载，就是《圣朝破邪集》的问世。至于天丰教方
面对此问题的记载，更为丰富，经后人整理的竟有４０余部（篇）。然佛耶两教的交涉或冲突，其历史脉络如
何？文献间的对应关系如何？似可再做探入的整理和阐释。现依据相关文献，对明清之际的佛耶交涉问题
初做梳理，以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形做－－｝１＂充说明，以利当代中两文化的再度交流。
、佛耶关系之变迁

天主教耶稣会士进人中国之初，并未与佛教蚪交恶，其所以能进入中国，彳Ｆ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佛教
界的帮助。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等人获准进人中国大陆时，落脚之所首先就是当地和尚的庙宇——天宁
寺。天宁寺的和尚们热情地招待了传教士，罗明坚尽管没有对佛像进行参拜，却也表达了敬意。可以看出
在耶稣会士得以在中斟内地正式立足之前，佛、耶两界似玉冲突！罗明坚、利玛窦在肇庆居留时的住所，其
正门和客厅的上方均悬挂着肇庆知府王泮赠送的匾，分９４为“仙花寺”和“西来净土”ｊ两抉匾额的悬挂，是
否可以被看作传教士对中围佛教的一种默许７
在刚开始的传教活动中，利玛窦等人也得益于佛教的帮助。首先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不得不借助佛
教的形式进行：“他们（利玛窦、罗明坚）的传道活动统统得按佛教的模式进行，在浙江绍兴就是这样，罗明
坚神父在艾美达修士陪同下，在绍兴就住在庙里和尚中阁，在那里布道”。“１另外的一篇文献则表现了传教
士对和尚们帮助传教的感激：“元月５日，我们来到丁高岭城，……有一个偶像崇拜的忠实信徒（佛教信徒）
前来邀请我们。他在家中宴请我们，家里还有大祭坛。许多‘神父’，或者不如说是和尚，在那里念经和举行
仪式。我们受到友好的欢迎并与和尚们一道进餐，和尚们对我们袅现得特别友善。”ｏ““”’
天主教耶稣会士与佛教最初的亲近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释、道三家中，道
家在明末已经衰微，且由于其注重个人“修行”而对社会关注相对冷漠，除宣扬“三教舍一”外在当日＿Ｊ井不太
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不是宗教，却行使国家宗教职能”的儒家思想作为正统，一统中国思想，却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宗教。相比之下，无论是佛教界、普通民众，还是明政府，甚至天主教本身在开始时都认为天主教
与佛教非常相似，至少在部分教义和仪轨上看是如此。正是这些相似性使得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初人巾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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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关系较密切。因为传教十以进＾Ｆｔ本的经验认为僧人的身份可以帮助他们成功地进人中同。ＪｌＥＡ
中国内地之初，传教士的确因为僧人打扮受到了中国普通人的热情对待：“其中一些人，不经人请求或者告
诉，就上香祈福，另一些人给圣灯送油，少数人还自动送东西支援教堂”。跚‘“”这正是世俗人资助佛教的
形式！利玛窦还在教理和仪轨中发现了佛教与天主教的许多相似之处，诸如：天堂地狱醴教、苦修生活、靠
布施度日等，“这种虚假的相似性却成了传教士们在民间从事归化事业的得力手段“小…，，但是，随着传教
活动的展开以及传教士交往范围的扩大，天主教耶稣会士与佛教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最后竞必相互辩驳取
代以往的亲密关系。
天主教耶稣会士与佛教的辩论，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传教：ｂ主动为之，并非佛教界以地主之势压人，因
为“僧侣和支持佛教的文人仇视基督教的原因仅仅是这些传教士们对待他们和他们宗教的态度。”啪”ｍ，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天主教耶稣会士开始发生态度的转变呢？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得刁；注意下面的
事实：１５９５年，也就是天主教耶稣会士来中国十余年之后，利玛窦在瞿太素的建泌下，脱下了赖以进入中
国的僧衣僧帽而改穿儒生的服装。原因就是中国的和尚并非利玛窦想象的那样受到尊敬，在中国真正受到
尊敬的是儒生及儒家思想。利玛窦的改变足明智的，并在以后的传教活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我们要考查的
却是传教士改变服装的原因，有着坚贞信仰的传教士既然能冒九死一生的危险涉“八万里”从西洋来中国，
那么仅仅由于和尚们不受重视这一困难就能使他们改变服装吗？恐怕解释不通。
真正的原因只能是：穿僧衣戴僧帽只是一时之需。沙勿略、范札安以Ｉｊ本的经验对待中国，因为日本的
佛教界在当时正处于顶峰时期，受到举国上下的注意，即便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也不得不对和尚另眼相
看，并且，当时的日本和尚在学问上同样受到人们的尊敬。穿僧衣僧帽、以僧人的身份进入中国的决定便是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可见这一决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传教士后来逐渐发现：僧侣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
在中国受欢迎，因为真正受人尊敬的是以伦理学家、哲学家面目出现的名儒名士！主张走“上层糟英路线”
的耶稣会士迅速地将自己的立足策略调整为“易佛补儒”，开始亲近儒家。当他们在中国有了一定的根基或
者更好的“帮助”时，抛弃僧在僧帽是必然的。经过十余年的经营，中国天主教已经有了自己的传教据点；而
且凭借个人的才干，利玛窦也成功的进入了文人圈子；再加上当时佛教界不景气，僧衣僧帽已经开始成为
利玛窦的羁绊，所以瞿太索的建议正好给了利玛窦一个变化的台阶。衣装的变化，非常明显地揭示天主教
耶稣会士进人中国之初，对佛教是利用而不是亲近的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天主教耶稣会士对佛教羿态
度发生变化，只是先后的问题，而非能否的问题。
天主教耶稣会士传教士对佛教界进行非难的直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第一：宗教的排他性，前文已
经提及，在中国只有佛教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才算是威胁。因为道教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儒
家是文人的集合体．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因而传教士不会有对待伊斯兰教般的宗教恐惧。佛教
则不同，它不仅有严密的组织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由于历史的流变，他在中国人心巾已经开始内化为
一种精神。曾经被用来立足的宗教相似性在天主教传教士看来开始变成由魔鬼设置的陷阱：“我（麦安东）
于此地（高岭）看到了魔鬼是怎样模仿天主教派之神圣礼仪的。”“出自《圣经》的魔鬼特别具有欺骗性。所以
传教士们并未被他们在土著人与基督徒的礼仪和信仰之间发现的相似性留下多少印象……让魔鬼们去没
想菇相似性吧。［３］”…’正是这种除了天主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真理的宗教排他性，必然导致天主教对佛教
的非难。第二：佛教的偶像崇拜也使传教士不可容忍。天主教的教义规定，除了主耶稣之外，其他人都不能
成为敬拜的对象。佛教却拥有佛陀、菩萨、罗汉等一系列崇拜对象，并且有烧纸、给死人做法事等一系列宗
教活动，对于这种“迷信”，传教士们是绝列不能容忍的。第三：佛教的许多教义，请如轮回、戒杀生、诸法无
常、三千大千世界等，在传教士看来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说教，这也是明清之际佛教与天主教争论
的舵点之所在。
另外，这类为天主教重新定位的辩论活动，非常有利于帮助传教士获得名懦名士的声望．而这些正是
传教士进Ａ中国社会上层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辩论是一种学术的活动，并不含有太多的
个人恩怨。利玛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一方面通过辩论攻击佛教界，树立天主教名声；同时又阻辩论这种以
文会友的形式，结交大量的朋友使得自已的活动圈子日益扩大。后来的艾儒略更是凭借自己的说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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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于儒学的亲近．被称为“西来孔子”！可见这场佛耶之间的“辩论”，对传教上的帮助如何之大。
既然与佛教界的分裂只是早晚的区别，并且攻击佛教界又有着现实的功利性和理论上的不可避免性，
传教士们在经过衡量之后，便与佛教在明清乏际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持续辩论。
同样，作为佛教也有与天主教进行辩论的理由：佛教经过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已经与中国文化的主脉
——儒家文化相辅相成，儒释道以“治世、治心、治身”而分工协作，且已经满足于这种模式。天主教耶稣会
士的到来，佛教一方面有“乱世害道”、“以夷变夏”的政治担心，同样也有天主教与自己“争宠”的怨言。天主
教邯稣会士的挑衅，必将使佛教界愤然发作。另外，随着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播，部分佛教徒开始弃佛人
夭。如“利玛窦居韶州时（］５９１年），南雄有一江西富商葛某，常年念佛，年已花甲。……在利玛童处住了几
天，每天听利神父讲道。昕到动心处，双膝跪地，向利神父连连叩头称谢。听完要理，立刻领洗，嘁心进教，
取名若瑟。”［４］ｃ””此外，更有人信仰天生教之后再向佛教名僧诮Ｊ问，如方豪先后所提厦的信徒金声，先由儒
生转而信佛，最后又改信天主教，并且在晚年专门找名僧“倡明大法”，结果与和尚们“不合”、“不契”Ｅｓ］“。””
相反天主教教徒方面却是：“不似学佛之徒，倏而进，倏而退。故彼欲化我，虽是好心，而我辈断断无舍天教
而复皈依佛者，不必空费许多气力。”信徒的流失也是引起佛教界不满的重要原因。
二、佛耶之前期辩论

虽然罗明坚与利玛窦同时进入中国，但限于语言、时间的关系，他未能与和尚们辩沦便被调回欧洲。而
利玛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卫比较精通中文，所以，他与佛教徒的辩论最多。他早在南柬（１５９５

１

６００）时

就开始与佛教徒进行了辩论。
首先与利玛窦辩论的是官至南京大理寺卿的李汝祯，在朋友瞿太素的陪同下，两人在李浊祯的家中展
开了友好的辩论，最终的结局是“利玛窦神父逼得他（指李救祯）不得不承认，偶像崇拜就象是一个半好半
烂的苹果一样，人们可以接受其中好的部分而抛弃其余部分。他有几个弟子在场，听见他们老师承认这
点，都惊慌不已。”Ｌ２

Ｊ（””’

第二个与利玛窦进行正面辩沦的是金陵名僧三淮和尚（即雪浪大师黄洪恩），由李汝祯特意邀请俩八
进行辩论。在宴席开始之前，两人就开始了争沦，利玛窦首先向三淮和尚发难，向问他对天地主宰者的看
法。三淮和尚回答说他并不否认天地创造者的存在，但与普通人相比，并没有特圳的尊严。蚓为普通人也
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例如，当人看到月亮或太阳时．就会形成只属于“自己的”影像，即世界。
利玛窦刁难三淮和尚，让其创造具体的物质．川火炉。然后解释说实物和影像有ｆ：ｉ耳显的区别，看见实物
后产生影像不能说是创造了世界。因为即便没有人看见太阳或月亮，但两者会依然存在。在宴席上，利玛
窦被安排在首席，｝义论的主题是讨论人性之善恶。辩论开始时．利玛窦一二不发，成聆听状。众人以为这个
问题太过深奥，利玛窦不可能理解。但有人提议利氏发表自己的见解，利玛窦首先叙述了前人对善恶问题
的看法，然后说：“万物即是上天所造，人性也来自一ｒ天。上天为神明，为至善；适才三壮大师且沈人性与上
天的性理相同，那么我们怎样可以怀疑人性为不善呢？”ｎ““”’众人询问三淮和尚的意见，三淮引经据典论
证说万物皆空，艘元所谓性善，无所谓性恶，且据老庄所说，同一事物能够是又真又假，能够是恶又是善。对
于这次争论，众人因为三淮和尚的态度比较傲慢而对利玛窦赞许颇多。由于其他文献没有记述，如果仅根
据《利玛窦札记》、型光《利玛窦传》进行考察的话，两次争论，在形式上均以利玛窦的胜利而告终。
进北京之后，随着名声的提高，利玛窦开始受到明末高僧们注意。首先是选观真可．存“妖书事件”ｕ’出
现前，真可受到后她们的欢迎，在佛教界地位也比较高。他希望见利玛窦，但条件是利氏去拜访他并曲膝参
拜。利坞赛随即答复说：我并不想跟你学任何东西，相反如果达观想跟我学点东西的话，我倒是欢迎。结果
两人还术谋面，达观就因为“妖：Ｂ事件”而入狱，争论亦小了了之。情况相同的还有憨山德清老人，因为双方
都不想放下架子．结果放弃了可能是对双方有益的争论。

①所谓“妖’旧事件”，是指Ｉ若！名书《续忧蜮议》谣传明神宗要改立太子，引起宫廷纠纷。神宗下争追查此书作者．达观真可翌
牵连，死｛：狱中。后查山作者为李戴，真可谓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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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留下文献并为多人记载的争沦，是在利玛窦与株宏和尚之间进行的。两人的辩论与信佛的虞淳熙
有直接的关系。正是虞淳熙的要求，方有株宏《天说》的问世，而虞本人亦著有《杀生辨》对天主教的驳难进
行丁回答。利、株两人之间的辩论过程大致如下：利玛窦写出《天主实义》，在《天主宴义》中，利玛窦结台以
往与佛教抖辩论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佛教的理解，开始对佛教进行书面攻击。他在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章
中对佛教的空无说、轮回说、因果报应、天堂地狱观、杀生等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证。此书一出，引起佛教界的
震动，纷纷推举当时的佛教界领军人物株宏做出反应，结果株宏便在《竹窗随笔·天说》中加以反击：天主
教耶稣会士方面再作《辩学遗牍》（Ｄ作为回应。随着利、株两人先后辞世，争论亦告一段落。
利玛窦死后，１６１６年，南京教案爆发，中国天主教耶稣会士受到严重打击。《参远夷疏》与《辨学章书》
尽管相当有名，但由于沈ｆ《及徐光启均以官员的身份写成，没有明确的佛、耶冲突。所以，莲池和尚（抹宏）
的弟子与“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指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之问未能给我们留下精彩的辩论。但，正
是以南京教案为中心，天主教耶稣会士与佛教开始了持续的辩驳。
南京教案前后，徐光启与杨廷筠等开始对佛教进行非难，徐光启写出《辟释氏诸妄》。该书分八节对佛
教的破地狱、供奉、烧纸、持咒、轮回、念佛及禅宗等进行了批驳。几十年过后，佛教僧人庐山北涧的普仁截
著《辟妄辟略说》，批评《辟释氏诸妄》中有关“持咒”、“破狱”、“施食”三章的观点。天主教后人洪济和张星曜
两人合作《辟略说条驳》（约成书于１６８４—１ ６８９年）仿造徐光启《辟释氏诸妄》的形式对普仁截的《辟妄辟略
说》逐条进行驳斥。内容包括：驳斥普仁截对天堂地狱的说法并对佛教的净土说进行批判；驳斥普仁截关于
真言灵验的说法；批评佛教唯心唯识论；另外还对佛的身份进行了讨论。这火概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辩沦。
杨廷筠虽然在声望、地位方面与徐光启相比略显逊色，但由于他对佛教的攻击不迪余力，作品又激情
四射，所以在佛耶交涉中对佛教的杀伤力，反而超过了徐光启。其在所作《代疑篇》的第三、四、五、六、七节
中，从天主教神学的角度对佛教理论进行批评辩驳，如天堂地狱、持斋守戒、佛经、流传以及灵魂赏罚等方
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雌后的《代疑续篇》又对前篇进行了补充。在其所著的另外一篇护教文献《天释明
辨》中杨廷筠几乎将佛教的所有教义全部进行了批判：如佛陀、观世音、三千世界、戒杀生、轮回、天堂地狱、
奉斋、四谛、因缘说等均在其评判之列。
杨廷筠辟佛名声之＝；ｉｊｌ以至于“似明季佛教人士知有廷筠，而不知有之藻；或祗知有弥格子，而不知有凉
庵子（李之藻）！”行元和尚更是在《非杨篇》中指名大骂“弥格子不悟中意，跃人利氏三圈，”又说“肆今琳官
永饬，贝叶流辉，彼纵毁厝，何饬何害？徒自作阐提之逆种，镬炭之罪魁耳！萧璃有宙：‘佛，圣人也，非圣人
者无法！弥格有焉”。而杨廷筠为《辨学遗牍》所作序中对抹宏的攻击更是引起丁佛教界的愤怒，一大批攻
击文章扑面而来。具体的文章将在《圣朝破邪集》中具体谈到，故不赘述。
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南京教案之后，与佛教交涉比较多的人便是被称为“西米孔子”的艾儒略。艾儒略于
１６１０年到达澳门。南京教案后，他在叶向高的保护下，１６２４年开始在福建一带活动，直到１ ６４９年死于延
山，前后达２５年。［６３因为艾儒略熟悉儒家经典，且足迹遍及福建八卅ｌ中的七州，故三山人皆知“客有自西洋
来者，其人碧眼虬髯，艾其姓，儒略其名，盖聪明智巧人也。”由于其结交名士名声远扬，又由于传教成绩斐
然，不能不引起闽浙一带人士的注意。
《三山论学》是其与叶向高谈论天主信仰的言论集，因有信佛的曹先生在座，且谈论中艾儒略不可避免
地谈到佛教对于天堂地狱的看法。这样，《三山论学》也应该看作是佛、天交涉之作。此外，由李九标整理的
《口铎日抄》是始于崇祯三年（１ ６３０）止于崇桢十三年（１ ６４０）的一本Ｅｔ记体的对话录，记录的是来华耶稣会
传教士艾思及、卢盘石、林存元、瞿弗谥四位司铎平日的讲道和与人的对话。书中对佛教同样采取批判的态
度，如在“答佛老三非”中说，“佛老不知有天地大主则自昧正道，不识大原，其学固不足重。”尽管艾儒略是
福建反教浪潮的“元凶”，但是，艾儒略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解释较多，对佛教的攻击则相对温和。这与南京教
案刚过，传教士依然心有余悸有着直接的关系。

①据陈垣考证，《辩学遗牍》的作者是徐光启而不是利玛赛。见陈垣：《重刊辫学遗牍序》。另，张广精在《证妄说》中亦证叫
《辩》非利氏之作。见《破邪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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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耶之后期辩论
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时，福建巡抚正在与荷兰殖民者进行海战，所以对西方人审查比较严格，而同属天
主教会的多名传教士却采取比较激进的街头传教方式，无视中国风俗，引起地方政府的怀疑，开始查禁传
教士。在这种情况下ｔ佛教与儒家思想联手，在宗教辩论之外，也开始从维护王朝正统的角度与天主教辩
论。这种情况最先体现在辟天主教文献《圣朝破邪集》上。
最先与艾儒略辩论的是编辑著名文献《罨朝破邪集》的“白表弟子”黄贞，其在《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
书》中，批判天主教的天人对立说、一夫一妻制、末日审判等一系列问题。并开始号召闽浙一带的僧俗两界
对天主教进行大批判，因为天主教已经到了“害道害世”、“乱儒乱佛”的地步，以至于“云栖师翁，雪浪大师，
至于重泉抱屈，大义未申！”
在这种情况下，密云圆悟和尚著《辨天初说》（１６３５年，后又写二说、三说，凡三）经云栖株宏弟子张广
湘持往天水桥天主堂傅泛际处．寻求答复，傅出示利玛窦的《辨学遗牍》作答，弥格子扬廷筠的序言直接导
致密云（圆悟）和尚的《复张梦宅书》、普润禅师《证蛊说跋》、大贤和尚的《附缁素共证》的问世。敬年即１

６３６

年，又自如纯和尚的《天学初辟》，１６３７年，成勇和尚作《辟天主教檄》、费隐通容和尚作《原道辟邪说》等陆
续问世，此外还有释寂基作《昭奸》对天主教进行非议。
１６３７年，黄贞将上述佛教界文献以及当时儒家的部分辟天主教文献集结成书，是为《圣朝辟邪集》，与
以往株班和尚、虞淳熙等人的辩论区别最为明显的地方，便是增加了关于对天主教是否会“以夷变夏”的忧
虑。也正是这种佛教界与儒家联合的政治忧虑，将灭主教推向了与王权正统思想对立的不利局面。
针对佛教界大规模的攻击，天主教信徒的《觉斯录》作了相对直接的回答，《觉斯录》由四篇文章组成，
即：《原本论》、《天主之名非创自西域》、《辨天童密云和尚兰说》、《无松和尚三教止论辨》。其中《辨天童密云
和尚三说》，直接针对密云和尚的《辨天酷》、而《无松和尚三教正论辨》，则与元松和尚进行辩驳。《辨天童密
云和尚三说》，批判了密云原悟的“辟佛而不知佛”，“亦不知众生”、“众生即佛，佛即众生”的说法，并列佛教
的“灵魂说”、“进悟说”、“戒杀说”等以天主教的理解做出了批评，并以诙谐的语击声称佛教不能使人破迷
除妄，佛教徒才是最可怜的。《无松和尚三教正论辨》论述ｒ佛教“明心见性”与天丰教天主信仰的区别，并
乐观地认为天主教必将大兴于中国。
明清时期，另外一个以批判佛教、宣扬天主教闻名的人便是《答客问））（１６３１年）与《拯世略说》的作者
朱宗元。他写成《答客问》时，朱仅有２３岁，可见其聪明之程度。《蒋客问》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首先反对袜
宏的“天之说，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刨为新蜕也。”然后，朱宗元论述潍是佛教窃取了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观，并
论证佛教的“六道轮川”的教义，远不如天主教的“末日审判”说让人信服。此外，朱宗元进以天主教的“灵魂
不灭”来比较佛教的“轮回转世”，当然，天丰教徒也不会容忍佛教的戒杀、持戒的理论，与利玛窦对杀生的
论述相比，朱宗元并元高明之处。
随着明政府的政治危机以及天主教的持续发展，以《圣朝破邪集》为中心的辩论，逐渐让位于官府介人
后的对传教士更为不利的教案之中。尽管如此，天主教耶稣会士还是凭借着辩论壮大丁自己的声势，也宣
扬了天主教的大部分教义，基本上完成了进行辩论的初衷。
清人关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再一次重建，佛教与天主教已经不可能像明朝末年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辩
论。崮为，平等交流的平台，同为清初政权的初步巩固大致消失，即便是芊Ｆ传教士比较受宠的康熙年间，短
短６１年之中竟然出现了四次见诸文献的教案，即：杨光先案、张鹏翮案、扎仪之争、陈昂案等，。甘府的干涉
力度可见一斑。由于互不相ｔ卜的义气，或者说是天主教的执著，或者是官方的介人，相互攻击的一‘ｉ沦还是偶
尔见渚笔端，只不过双方之间主要的教义之争已经从民间转进了皇宫。
宫廷内部，就有汤若望与小陈忘的相互对峙。《汤若望与木陈忘》载：“１ ６５１年到１ ６５７年为泐若望的势
力，１ ６５７年到１ ６６０年为木陈芯的势力。木陈志者，卞波天童寺反天主教健将密云圆悟之徒也”。”““””此
后，天童寺的僧人不断受召进宫；天主教方面却由丁只有汤若望一人在宫中供职，乱由于和尚们在宫中的
时间比较短，因而每次进皇宫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皇宫，和尚的数量远比传教士为多。故顺治晚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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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在皇帝面前开始失势。然而，由于康熙本人对西学的个人爱好，传教士再度成为皇宫的座上客。随着
掌握自然科学的传教士在皇帝面前得宠，天主教耶稣会士势力在皇宫再一次压倒佛教势力。随着天逝寺和
尚术陈忘等人退出皇宫，民间的佛教势力对天主教耶稣会士也放弃丁攻击，单方面停战了。大概，“佛教名
僧已不复如前之多也”＝［５］（Ｐ１００１）康熙以后，随着雍芷对禾主教耶稣会士的日谛＿严厉，“及乾隆对天主教耶稣
会士的严加防范，天主教耶稣会士同样失去了攻击佛教的资格，两派的辩驳暂时画上了句号。
上述情形，可从下面康熙朝以后几部天主教的辩论文献中略窥一斑。
罗广平在１６６７年写《醒迷筒》，在书的第二部分罗对佛教的救理展开了批判，认为佛教的崇拜对象、教
义以及佛教的宗派都有极大的弊端。
以徐光启署名的《破迷》是另外一篇清初的反佛文献。①其在第七、第十五、第十六节分别对佛陀、观世
音、达磨、经咒、楞严经等进行了“破迷”。
《盛世刍荛》是为数不多的出版于康熙朝以后的（１７３３）天主教护教文献。这部“太平盛世的浅陋之肓”
由杨多默作笔录。其中的《异端篇》部分对佛教进行了直接的批判。
另外，明清佛、天交涉史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文献上表现为先是冷静的对答体．辩论双方的口气
相当温和，探讨的也多是教理部分，尽管存在着误解，但态度是真诚的。随着辩论的激化，许多人开始意气
用事，言语的温和荡然无存，并且有将争论引向政治．均希望有官府介人的倾向。结果，政治的介人，不仅没
有使任何一方得到话语霸权，相反，在官府的干预下，佛教与天主教耶稣会士都不得不踌伏在皇权的阴疆
之下，而失去了平等对话的权利。
今天，宗教对话及跨文化交流已日渐成为各界学人所倡导的话题，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即便如此，由
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话与交流依然没有站在真正平等的基点上。或许，明褙时期佛教与天主教的论争
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和酱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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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正文中出现了“浒县…‘前朝”（指明朝）等字眼．作者肯定爿；是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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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西游记》的主题、《西游记》对佛教传播的影响等几个角度总结了明清时期佛教与《西游记》关系的研究状况.

2.学位论文 杨艳 明清云南佛教的流布与发展 2007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传入中国的佛教根据教义等
的不同又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等。汉传佛教主要流行于中原的广大汉族聚居区，具有分布范围广，信仰人数众多的特点，也可以
说是具有中国各色的佛教，而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和阿吒力密教相对来说则属于区域性质比较突出的派别，藏传佛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以及云
贵高原的广大藏族聚居区，南传佛教在中国则仅仅分布于云南西部及西南部地区的傣族地区。其中，云南佛教又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云
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民族众多，信仰复杂，在加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又不尽相同，所以云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就更显得错综复杂。
本文选取明清时期的云南佛教来行探讨、研究。云南的佛教本身就具有多教派、传入路线复杂以及分布区域错综复杂等特点，而本文选择明清作为
讨论的时间切入点也是基于云南佛教的发展从明代开始基本上奠定了后世的发展格局，而且明代的一系列宗教政策也对云南后来的佛教发展影响深远。
本文将云南佛教分为明代以前、明代和清代三个部分来进行论述。首先从分析佛教各个派别进入云南的时间、路线入手，在论述中以各个教派进入
云南的时间顺序来安排，在论述的过程中简要说明传入云南的佛教各个教派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等内容，并由此分析出佛教初入云南的基本状况及分布格
局。
其次，文章将论述明以前云南佛教的发展情况，这部分内容将按照教派的不同来分别探讨。主要将重点集中在南诏大理时期和元代，体现出这两个
阶段云南佛教发展的特点，即南诏大理国时期以阿吒力密教为主兼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的传入，而元代则以禅宗的兴盛为最大特点，最
后归纳出明以前云南佛教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再次，也就是本文的重点，即分别论述明代和清代云南佛教的发展状况。这部分将从明清两代的宗教政策入手来展开对云南佛教发展情况的探讨
，文章将利用文献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资料以及作者的一些调查资料，从寺院的数量、分布地区，以及一些高僧的活动情况等方面来按不同的
教派分析它们明清两代在云南的地域分布情况，力求从时间和空间方面来立体地反映出明清时期云南佛教地域发展的状况，找出这种地域分布的规律或
是特点，这也是本文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
最后，将针对上文来对比分析明清云南佛教地域分布的不同之处，以及形成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和佛教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

3.期刊论文 黄海涛.HUANG Hai-tao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寺院经济探析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29(2)
明清时期云南边地佛教兴盛,大理白族地区的汉地佛教寺院经济、中甸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均得到长足的发
展,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派的情况下,形成了不同类型、具有显著民族宗派特色的佛教寺院经济.直到今天,它还广泛、深刻地影响到云南
少数民族佛教信徒的经济文化生活.

4.学位论文 崔博娟 山东明清佛教建筑地域性初探 2007
佛教虽然源自印度，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壮大，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建筑。其中，佛寺建筑是中国古代建
筑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在佛寺建筑中汇集了雕刻、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综合运用多种处理手法体现其宗教理念。以建筑艺术手法营造神秘圣洁的宗
教氛围，以极强的精神感染力和渗透力教化礼佛者。
佛教建筑的建造受自然条件、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形成地域性特征。本文以山东佛寺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佛教开
始传入山东、发展壮大以及后期的衰退，简要介绍了佛教在山东的发展状况；佛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形势影响着山东佛寺建筑的分布情况，同时由于地
理条件、宗教理念等影响因素，促使山东的佛寺建筑选址形成区域性、不均衡性布局特征；在调研和大量相关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对山东佛寺的平面形

制及引导空间、庭院空间等布局特点进行分析；通过大量实例对山东佛寺的单体建筑从构造和装饰艺术的地域性特征方面进行研究。

5.期刊论文 曹刚华.Cao Ganghua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中国地方志2007,""(10)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
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
涉技

6.学位论文 张立高 试论明清宗族禁佛 2005
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明清时期许多宗族禁止佛教这一文化现象,并试图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这种禁而未绝所隐藏的特
殊文化内涵.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宗族禁佛并未对佛教本身有太大的影响,这种的特殊的禁而未绝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与"俗"之间的相互
协调与平衡作用,揭示了本文的主题.

7.期刊论文 孟凡港 从碑刻看张掖明清时期的佛教 -河西学院学报2005,21(6)
寺庙碑刻是张掖碑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佛教的碑刻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为我们研究张掖明清时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
依据这些碑刻资料,对张掖明清时期佛教的兴盛原因、寺院状况以及藏传佛教进行探讨.

8.学位论文 李新德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研究 2005
本文探讨的不是基督教与佛教关系这样一个宏大课题，而是运用比较文学之形象学的原理与研究方法，重点探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
教形象之变迁;并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当年传教士如何认识和看待佛教及其关系。笔者希望在以下几方面求突破:首先，整合形象学理论并将其应
用在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之系列研究之中，并为学界提供一纵向四个世纪的系统脉络;其次，希望在西方人/欧洲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之a变大背景中
，追溯西方汉学、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的源头，以及佛教形象演变的规律与原因;第三，希望探讨作为媒介者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过滤作用
以及他们塑造和传递中国佛教形象的过程、特点与意义。

9.期刊论文 韩云伟.王尚义.Han Yunwei.Wang Shangyi 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太原师范学
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6(3)
在明以前,五台山森林覆盖良好,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植被锐减、灾害频仍,自然环境逐步恶化的过程.究其因,文章认为一方面是气候转寒等自然因素
,另一方面则是佛教空前繁荣引致人类活动超过环境承载力的阈限.后者是主要原因.期望关于佛教发展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能为目前五台山佛教旅游业开
发提供前车之鉴.

10.学位论文 吴云 元明清时期的傣族法律制度研究 2006
元明清时期是傣族历史上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中的时期。在这段时期，由于傣族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中央王朝的统治活动影响，傣族社会法律
制度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傣族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迁。在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和表现。
首先，元明清时期的傣族法律制度环境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政治环境方面，中央王朝自元代开始在傣族地区建立起了土司统治。明清时，朝廷对
部分傣族土司统治地方实施改土归流。这些举措改变了历史上的傣族土司区域的建制以及中央王朝与傣族土司政权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傣族
社会外部政治环境。在经济环境方面，元明时期是傣族社会封建领主制生产方式逐步建立的历史时期，明清时期傣族封建领主制经济发展、变化。在傣
族文化、社会环境方面，元明时期是傣族文字从无到有的历史阶段，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生活及文化受多种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发生变迁。
明代以后，佛教影响着傣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次，元明清时期的傣族法律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它们是，傣族土司制度(包括中央王朝对傣族土司统治或管理制度和土司对傣族人民的统治或
管理制度)；傣族社会身份、性别、经济地位等级制度；傣族宗教(佛教)等级制度；傣族刑事法律制度；傣族军事法律制度；傣族民事法律制度以及傣族
纠纷解决制度。傣族土司制度是维系傣族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政治关系，土司实施政治统治的法律规定。由于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的封建领主制生产方
式产生、形成和发展，阶级一定程度的分化和男尊女卑，傣族法律中形成了社会身份、性别、经济地位等级制度。佛教进入傣族社会后，成为傣族人民
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而，傣族社会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宗教等级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傣族社会刑事法律制度较为独特，它不如中央王朝刑事法律体
系复杂，在内容、原则、刑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由于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状况、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傣族军事法
律制度显得简单而特别。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封建领主是境内的土地所有者，普通社会成员是有着各种负担
的土地使用者；因而，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的民事法律制度，在物权方面主要是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家庭财产分割制度以及债权、债务制度
也就显得相对简单。在婚姻家庭关系制度中，傣族实行等级内婚，传统上不忌血缘内婚、不重处子，男女结婚后单独组成家庭，多从妻居。傣族民事法
律中丧葬制度也比较独特，傣族传统有一套特别的丧葬规程，包括“娱尸、绝无祭扫”等，清代后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尽管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不断
加强对傣族社会土司政治的经营与控制；但是，直到清代末，傣族社会的纠纷仍然是按照傣族法律制度解决。
再次，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环境变化导致法律制度变迁。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和表现是，第一，中央王朝对傣族地区的统治实
践及其影响。第二，在中央王朝统治影响下不同傣族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因素。它表现在各傣族地区的流官统治、汉文化影响程度、生产方式等多
方面的差异。中央王朝的影响导致了傣族法律制度变迁。它表现为，第一，傣族土司制度发生了变迁。元代开始形成傣族土司制度，明清时期完善和变
革土司制度。第二，经济因素变化推动法律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变迁。经济因素变化要求法律制度随之变化，并能动作用于自己。它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
形式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内容必须按照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和完善。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
了多方面变迁。按照傣族法律制度在元明清时期的历史状况，这一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元至明初、明初至明末、明末以后三个阶段。
又次，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有如下特点；第一，习惯法与成文法并行。元朝时，调整傣族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还是习惯法形式。到明初，傣族
社会法律制度才由习惯法转化到成文法阶段。但是，明清时期傣族习惯法在少数傣族地区还是主要的行为规范，在傣族社会日常生活中仍然有重要的规
范作用。第二，诸法合体、刑民兼容。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并没有象现代法律体系一样，按照部门分类，而是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交叉、兼容，诸
法合体。第三，明朝以后宗教(佛教)因素成为傣族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明代后，佛教大规模进入傣族社会，影响着傣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傣
族社会也因此形成了一套傣族宗教等级制度，傣族许多法律制度都包括了与宗教相关的内容。第四，法律体系简单。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不象中央
王朝法律体系那样复杂、完备。比较中央王朝法律制度而言，傣族法律制度显得简单。第五，傣族法律制度对其它少数民族宽容。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
制度中，在处理有关其它民族的法律关系时，法律规定宽容其它民族。第六，由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民族在地理、族源、政治历史状况等多方面的共
性，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体现出受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民族文化影响。
最后，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制度在傣族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在政治上，傣族法律制度维护了中央王朝与傣族土司政权的政治关系，维护了傣
族社会土司统治特权，维护了傣族社会政治秩序。在经济生活方面，傣族法律制度维护了傣族社会的经济秩序，促进了傣族社会经济发展。在傣族文化
、社会生活方面，傣族法律制度规范了傣族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礼仪规程，规范了傣族人民婚姻家庭关系，维护了傣族社会文化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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