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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其中蕴蠲着西方文化多种形态的要隶。本文通过明清之
际教堂建筑在“东方梵蒂冈”澳门的登陆、教堂文化中的洋乐和洋画、教堂文化中的钟和酒制作技术等
的分析，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摄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最先在郝里登陆的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宗
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展示西方知识的最直观的～个窗口。教堂文化不仅给岭南人带来丁西方的艺术
和民俗景观，而且也戚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婶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后来随着西洋传教
士的北上，而沿着交通线推向ｒ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等在北京扎下了
根，为靖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关键词】明清之际教堂文化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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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官府于１５３５年允许外国商船人泊澳门一带。

涵着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观念、建筑造型、绘删雕

《广东通志》卷６９《澳门》条称：葡萄牙人在

刻、音乐诗歌、工艺制作、语言文字等多种文化的

１５５３年借／ｚ／商船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要借澳ｆ Ｊ

要素，是以表现天主教观念，宣扬宗教教理，与天

－带晾晒，井通过贿赂海道副使汪柏获得了允许，

主教仪式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形态。它是天主教观

开始只是搭建一些帐篷，后来索性“运砖瓦木石为

念、感情、精神、仪式、艺术和工艺多种元素的结

屋，若聚落然。”实际上将澳门变成了葡人的居留

合体。在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教堂文化作为

地。

西方文化形态的代表，最先在中国传播并引发了中

１５５５年葡萄牙传教士贡萨尔维斯抵澳后，建造

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

了一所草屋，作为当地的第一座教堂。毋有学者称葡

西方文化的要津，西方的教堂文化也就最先在那里

萄牙籍耶稣会士Ｆｒａｎｃｉｓｅｕ５ Ｐｅｒｅｚ，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登陆，并通过岭南沿着交通线北上，最终成为明清

ｅｉｒｅ，Ａｎｄｒ酆Ｐｉｎｔｏ等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２）一Ｊ｛二

之际北京乃至全囝的一大重要文化景观。本文拟通

十六日初抵澳门，曾在圣安多尼堂附近建一简陋小

过明清之际在岭』｛ｉ传播和形成的教堂文化结构的分

教堂，覆以稻草，名天主之母堂（Ｉｇｒｅｊａ

析，阐述教堂文化如何通过岭南，沿着交通线推向

Ｄｅｕｓ）。ｏ以后来华的传教十陆续增多，他们在澳门

政治与文化中心京城的过程；论文试图对教堂文化

建造ｒ众多的教堂、修道院以及圣克莱修女院。较

所引发的中西两种文化冲突与交融作出若干分析。

早的可能要算是建于隆庆元年（１５６７）的圣安多尼

一、“东方梵蒂冈”的教堂建筑
地理大发现把葡萄牙人带到了中国。１４９７年，

堂（１０＇ｅｊａ

ｄｅ

Ｔｅｉｘ－

ｄｅＭａｄｒｅ ｄｅ

ｓ∞Ａｎｔｏｎｉｏ），澳人称其为花王庙。

《澳门记略》称：“北隅一庙，凡蕃人男女相悦，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了联结东西方的新航

诣神盟誓，毕，僧为ｈ吉完娶，名Ｅｌ花王庙。”曾

道，１５１３年首次抵达中国描海。据《明实录·熹宗

１５６９年，澳门主教ｌ～ｌｅｌｅｈｏｉｒ（二｛ｕ＇ｎｅｌｒｏ建仁慈堂、拉法

实录》、《明史》、《澳门记略》等文献的记载，

医院和麻疯院．并于麻疯院附近建造了辣撤拉堂，

万方数据

又称望德堂（Ｉｇｒｅｊａ

ｄｅ

Ｌａｚａｒｏ）。１５７６年１月２３日，

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

主教座堂。每逢新任主教到达澳门就职，都必须先

长。石作雕镂，盘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疏瑰

到望德堂领取法杖，然后方被认为有权行使主教职

丽。”１９００年刊行的清初文学家屈大均的《广东新

权。１５６９年贾尼老主教在该堂后侧建麻疯院附堂。

语》卷２中也有对该寺的描述：“一寺日三巴，高

因此，该堂又被澳人称为“麻疯庙”、“疯人

十余丈若石楼，雕磺奢丽，奉耶稣为天主。…－－－男

堂”、“发疯寺”。该堂主楼两层、钟楼三层，主

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ｏ三巴寺下还建有天

楼顶部为两层弧形状，较三角形活泼。ｏ被称为澳门

主堂，名为“进教寺”，《澳门记略》上卷《官

ｄｅ

守》称“专为唐人进教之所…··以行医为名，实为

Ｌｏｕｍｎｃｏ），该堂建于一高台基上，中央为两

传教。每年清明前一Ｉ－丑，各持斋四十九日，名日封

最古的教堂还有建于１５７５年的圣老楞佐堂（Ｉ伊ｑａ
Ｓａｏ

层，底层开太门，三角尖屋顶。两厢为三层楼，平

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

顶，其三楼一边为敞开式的门洞，挂一口钟，是为

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问有外省之人．惟

铜钟楼，一边则镶有一架大报时钟，为自鸣钟。整

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札拜之后，有即行返棹者，

个教堂建于南湾山坡上，当时其旁边有风信旗杆，

有留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

华人便称此堂为“风信庙”或“风信堂”，之后有

必人寺礼拜。”ｏ

谐音为“风顺堂”。ｏ《澳门记略》称：

“西南则

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跤其归．祈风信于
此。”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四月，西班牙圣多明我
会教士建有圣多明我堂（Ｉｇｒｅｊａ

ｄｅ Ｓａｏ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

与“大三巴”相对应的是“小三巴”圣若瑟堂
（Ｉｇ，ｅｊａ

ｄｅ Ｓａｏ

Ｊｏｓｅ）。该堂筹办于１７２８年，奠基于

１７４６年，１７５８年建成。《澳门记略》中记有：“澳
西有小三巴寺．规制差约（大三巴）而轩豁过之，

七月他们又建有玫瑰圣母会院，作为对华传教的总

三巴之外库也。”圣若瑟教堂仿照古代巴比伦式，

部。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三月奥斯定会会士Ｆｒａｎｃｉｓ－

建筑宏伟，气势磅礴。只有正堂，左右两边建有对

Ｍａｎｒｉｑｕｅ等奉命从马尼拉来澳，１５８９年建有圣奥

称的钟楼，形为琉璃瓦檐的小方塔。教堂中央是一

ＣＵＳ

斯定堂（Ｉ再ｒｅｊａ

ｄｅ ５ａｏ

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澳人称其为龙嵩

庙。《澳门记略》称：

“龙嵩庙者，在澳西北。

巨形圆顶，光线通过玻璃射入，教堂内部圣殿仿效
罗马圣伯多袜犬殿，盒碧辉煌，浮雕栩栩如生，气

初，庙就圮，或覆之以蓑，须松如辑龙。后庙钟不

派非凡。有称“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

击自呜。众神之，恢崇其制，仍呼为龙嵩庙。”ｏ

人”，可见太小三巴在澳门的影响之太。

１５６５年澳门建立了圣保禄公学，利玛窦等来华

其他还有望人庙、支粮庙、尼寺等，正如屈大

的耶稣会士曾在其中学习汉语。１５９４年圣保禄公学

均所言，站在山顶上，是“东望洋寺，两望祥

升格为学院。１２月１日圣保禄学院正式成立，这是

寺。”０１８世纪初郎世宁来华时，澳门已是一座拥

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模式第一次在澳门的移植。从

有２５座教堂的城市了。ｏ这些天主教堂大都为两层

１６０２年起，花了３５年的时间，建成圣保禄教堂

或三层的西式建筑物，而当时澳门的民居多为低矮

Ｐａｄｏ），俗称“三巴寺”，又称大三

的房屋，因此这些教堂建筑，更显得雄伟高耸、富

巴。该教堂堪称澳门，乃至岭南教堂中最有特色的

丽堂皇。这些１６世纪束１７世纪初建造的教堂，在

教堂建筑，也是当时远东最宏伟、最壮丽的天主教

建筑风格上具有当时罗马教廷盛行的“巴洛克”风

堂。该堂高５０米，矗立在７０级台阶之上，气字轩

格，其庄严高贵，气势雄伟，有强烈的动感，注重

昂，前壁有十根石柱并列，高四层，晟上为三角形

光的效果。圣保禄教堂是这种建筑艺术的典型代

屋顶，紧连的教堂中心是个太圆顶，是散布在世界

表。教堂建筑构成了澳门独特的教堂文化的基础，

的几座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代表之一。这是传教

使澳门充满了宗教的氛围和欧洲的情调，无怪乎澳

士在澳门建立的第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建筑，尔

门有“东方梵蒂冈”之称。面对金碧辉煌和巍峨壮

后通过澳门的传教士又把这种建筑风格传人中国各

观的教堂，清代的文人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顺请十

（Ｉ霹ｉａ

霉究

地。《澳门记略》中有这样的描写：“寺首三巴，

望德堂被罗马教皇宣布为澳门教区成立后的第一座

万方数据

ｄｅ Ｓａｏ

二年蓬康熙元年（１６５５—１６６２）任番禺教谕的陈衍

录了澳门三巴寺所见西洋乐器：“男立日夕赴寺礼

虞，在其《由香山径人濠镜澳遍游天主寺》中描写

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柜中不可见，内排

了教堂建筑高峻神秘的气氛：

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人之，有声呜呜自

“发翼列宝坊，金壁

竞崎丽。……寺魂逼目光，常恐迟即逝。”ｏ

框出，音繁节促，若八音并宜，以合经咧，甚可

建筑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宗教建筑是西方

听。”∞《澳门记略》的注释中有梁迪《西洋风琴

文明的一十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际西方宗教建筑

诗》用诗歌描绘了作者在澳门三巴寺所昕西乐的感

最初在岭南出现，后又延伸到中国政治的中心北

受：

京，甚至蔓延到皇室内部，如康熙儿子苏奴亲王的

筒当编竹，短长大小递相承。以木带匏囊用革，一

第十子保檬亲王，即在自己的府邸造了一座中西式

提一压风旋生。风生簧动窳窍发，牙签嘎击音砰

教堂。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观后，称赞是自己在中

訇。奏之三巴层楼上，十里内外咸闻声。声非丝桐

国所看到的最美丽的教堂：

“西洋风擘似风笙。两翼参差做凤形。青金铸

“我甚至可以说．如果

乃盘石，人微出壮盈太清。传闻岛（大弓）多拱

把它置放在欧洲某位君王的王宫里也一定不舍使之

桥，风琴之作亦其征。”梁迪的《西堂集·外国竹

逊色。保禄亲王特意选了一块僻静的地方砌ｒ一道

枝词》卷２还有对西洋乐的描述：“幽如剪刀裁绣

美丽的围墙，～点没有破坏王府原来的格局。从一

阁，清如鹳鹤唳青冥，和如莺燕啼红树，哀如猿猱

道漂亮的大门进入讲堂，首先看到一个三法足高的

吟晕屏。或如边关晨吹角，或如军垒夜传钲。或如

半台，很宽很深，铺着白色的石块，平台周围砌了

寒淙霄三叠，水帘洞口流璁睁。或如江涛奔万马，

整齐的旧抛光上釉熠熠发亮的砖，整个平台看来好

石钟山下闻噌哝。过如狮吼莲花座．裂石破云天篇

像是一整块石似的，平台后面尼教堂的主建筑。它

惊。或如龙吟水晶嘲，老鱼瘦蛟舞纵横。”ｏ

的木构架、门窗，不管镀金的油漆的都金碧辉煌，

清初有不少学者是通过教堂接触洋乐的。如清

它的楼角上的砖瓦石块都经过艺术加工，有许多中

初著名的画家吴历（１６３２—１７１８）在澳ｆ１也接触过洋

国式的点缀。屋顶上镂刻花纹繁多，却一尘不

乐。在《二巴集》中记有“状点冬山齐庆贺，黑人

染。”ｏ教堂建筑作为天主教活动的场所，被赋予了

舞足应琵琶”。他的原注有“黑人歌唱，舞足与琵琶

灵性和神力；其中作为建筑艺术构成部分的雕刻和

相应，在耶稣圣诞前后。”陶亚兵认为所谓“琵琶”

绘画，以写实、象征和寓意的手段表现了天主教的

恐怕是指小提琴或吉他琴。吴历还著有《天乐正音

基率内涵，不仅激发了信徒虔诚的宗教感情，而且

谱》，其中有教堂中弥撒音乐、称颂圣母乐章、敬

让中国观者第一次接触了西方文明的精华。

谢天主钧天乐、喻罪乐章、悲思世乐章、警傲乐

二、教堂文化中的洋乐与洋画

章、戒心乐章、咏规程、悲魔做等。显然这是为了

澳门作为西风东渐的第一站．也是洋乐最早登

配合天主教弥撒或赞美诗的撒曲旋律而作的啦词。

陆的地方。而洋乐的东渐又与天主教堂有着密切的

赵翼的《詹曝杂记》卷２这样记载过北京教堂里的

关联。裴化行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西琴和西乐：南堂“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髯者坐

中记载１５６３年圣主日内——复活前之一星期（４月
４

１３）举行庆祝圣妇味落尼加（Ｓｔｅ．ｖｅｍｉ叩ｅ）游行大

斗●，＾一

｜『ｉｉ鼓琴，则笙、箫、磬、笛、钟、鼓、铙、镯之
声，无一不各。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钳管数

会，…·－·恭奉圣体在市内游行，以音乐舞蹈相伴

ｆ，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

……。万历年问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记道：“澳

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嘴阱作气。气在夹板

中夷人……有自然乐、自然漏。制一木柜，中真

中尽趋于铅管下之缝，由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

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

丝系于琴弦。虬髯者拨弦，则各丝自抽顿其管中之

人扇其核，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拨其机，则数百弦

关捩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裒窍，以像

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ｏ陶亚兵认为“自

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

然乐”应是管风掣和古钢琴无疑，文中记录的是小

真奇巧也。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

型的柜式管风琴。ｏ清人屈太均在《广东新语》中记

亦备请乐之声，尤为巧绝。”＠教堂音乐中有为了ｊ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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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忏悔者的心灵需要而采用的比较哀伤的旋律，也

斯歌剧院画过一组大型油画，在葡萄牙的哥因不拉

有礼拜仪式中肃穆的清唱和合唱，更有节庆时活泼

叉为耶稣会修道院画过多幅壁画，甚至为葡国王太

欢快的节奏。风琴伴奏的对神的赞歌，不仅净化了

子绘过肖像。１７１５年到达澳『１，同年来到北京，住

像吴历选样的信徒；余音缭绕的庄严的旋律，也拨

在东堂。据暗蒙神甫的《耶稣圣心敬礼史》称，郎

动了像赵翼这样的音乐爱好者的心弦。

＾．。。ｉ群

搿褰黩戮

世宁曾绘过多幅耶稣圣心像．最精美的曾供奉在东

明束传人的西洋造型艺术，其中绝大部分电属

堂的圣心祭台上。后来这些圣心像曾刻印若干，分

于教堂中的宗教绘画和雕塑，如《澳门记略》中这

赠欧洲各国，而以葡萄牙最多。１７４１年，东堂的监

样描写三巴寺中的绘画和雕刻：

“寺首三巴，在澳

造者费隐神甫还将郎世宁绘的圣心像，寄连欧洲某

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

传教士，嘱在维也纳或奥格斯堡刻板制像，可见郎

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疏瑰丽。所奉

世宁在东堂绘的耶稣圣心像确是不可多得的杰作。ｏ

日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日天主

１７２１年，郎世宁为东堂新扩建的工程绘制装饰画，

耶稣，衣非缝制，自顶被体，皆采饰平画，障以琉

他创作丁《君士坦丁大帝作战图》和《得胜圈》。

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许人，左手执挥天仪，右

１７５７年，已经６９岁高龄的郎世宁还为南堂完成了四

叉指著方论说状。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重

幅壁画。其中有与为东堂所绘相似的《君士坦丁大

轮，鼻隆准，目若瞩．口若声。”“三巴寺有海洋

帝凯旋圈》和《大帝校十字架得胜》。对这些壁

全图，有纸画、有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面Ｊ。

画，清代的学者有过记述，如赵文恪《慎轸榆巢杂

其楼台宫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缎

识》说：“崇文门（应是玄武门）内天主堂，建在

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珐琅人物

康熙年问。乾隆时重修．客厅东西两壁画人马凯旋

山水画，织成故事画、绣花画。”其他像发疯寺

之状。堂内供奉彼国圣人，皆画图全相，四围男女

（望德堂）巾“所奉天主有诞生图、被难图、飞升

老少聚集嬉戏，千志万状，奕奕如生。”姚元之的

图。其说以耶稣行教至一国，国人裸而缚之十字木

《竹叶亭杂记》有如下的描绘：

“南堂内有郎士宁

架，钉其首及四肢，三日娃，飞还本国，更越四十

线法画二张，张于厅事东、西壁，高大一如其琏。

日而上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宇架。每

立西壁下，闭一目以觑东壁，则曲房洞敞，珠廉尽

七１３一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

卷，南窗半启，日光在地。牙茬玉轴，森然满

岁中天主出游三巴．则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

架。”ｏ教堂绘画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中国＾步

粮，三月太庙，则－Ｂ五月六月，凡三出游，率先

人教堂，犹如置身天堂；其宏大的造型，和谐的色

夕诣龙嵩庙，迎像至本寺，然灯达旦，澳众必集，

彩和辉煌的线条，不仅有助于教徒对上帝的敬意，

黑奴舁被难像前行，蕃童诵咒随之，卫以着童像天

而且太大促进了西洋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臻曼。

神披发而翼，来往腾越，诸僧手香烛步其后又用老

三、教堂文化的制钟和酿酒

攀

僧抱一耶稣像，上张锦棚如前仪。岁三月十五日为

西洋奇器中最令明清之际中国人感兴趣的东西

蘩
ｉ｛

天主难Ｂ，寺钟胥暗，越十七日复鸣，诸蕃彻酒肉

之一是钟表。西洋钟表，最早也是从澳门传人的，

三日，虽果饵啖不至饱。”ｏ

并和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万历时王临亨尝至

清廷中最有名的画家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

澳门，其《粤剑编》卷三《志外夷》首记澳门葡人

他少年时代受艺于著名的艺术家安德列亚·波获，

的自鸣钟：钟以铜为之，而能按时发响。三巴寺也

后者因为完成了位于罗马的圣·依纳爵教堂的天花

有自呜钟。《澳门记略》下卷《澳需篇》称“三巴

板和圆屋顶的绘画工作而声誉非凡。１７０７年，１９岁

寺有十二：．辰盘，揭之定时台前，俟某时钟动，则蟾

的郎世宁加入耶稣会，期间他为热那亚会院的小教

蜍移指某位。自呜钟有数种，日桌钟、日挂钟，小

堂画了两幅表现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

者圃如银铤，皆按时发响，起子末一声，至午初十

的油画，题为《圣·依纳爵在曼里萨山洞》和《嫉

二声复起，午末一声至子初十二声呜时，八音并赛

妒在依纳爵面前显圣》。以后他在热那亚的马丁内

者．谓之乐钟。欲知其辰而非其应鸣之时，则制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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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而报响，谓之问钟。小者亦可问自行表．大小

惯。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的上谕中写道：

铜１３规、月影以及璇玑渚器。”ｏ

者，朕体违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

关于三巴寺的钟楼上安有一座远东罕见的大

“前

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

钟，《澳Ｆ］ｉｉｊ略》有这样的描写：“（三巴寺）上

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

有楼，藏诸乐器。有定时台，巨钟覆其下，立飞仙

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今每目竟进

台隅，为击撞形．以机转之，按时发响。”印光任

数次，朕体已经大安。”ｏ天主教教堂的弥撒中要用

有《三巴晓钟诗》即叹此钟！

红葡萄酒，教堂里往往有葡萄酒的储备，于是传教

“疏钟来远寺，籁静

一声闲，带月清沉海，和云玲度山，五更昏晓际，

士纷纷向康熙进呈洋酒。如建昌府天主堂马若瑟格

万象有无问，试象番寺问，曾能识此关。”释迹删

尔｛｝｝斯一瓶，洋ｉ已『四瓶。临江府天主堂傅圣泽’撵酒

《三巴寺诗》也写道：

“六时钟韵杂风琴”；“暂

八瓶。抚州府天主堂沙守信洋酒六瓶。九江府天主

列琳方物色新，短衣长帔称文身。相逢十字街头

堂冯秉正洋酒六瓶。赣州府天主堂毕安洋酒两瓶。ｏ

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箬叶编成夸皂盖．槛舆乘出

甚至被康熙驱逐到澳门的多罗主教生前也亲自为康

比朱轮。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羡侏离礼拜频。”亭

熙采办洋酒，１７１０年经赵弘灿奏称：由多罗采办的

逼龄“钟鸣月上三巴寺”等诗句，ｏ描写了教堂的钟

有加纳列国葡萄酒一箱７０小瓶，伯尔西亚国葡萄酒

声与寺庙的晨钟暮鼓之声此起彼伏的澳门奇景。

两箱共２０大圆瓶，渡尔图噶国葡萄酒两箱共２４方

西方的制钟技术后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应用技术

瓶。李天纲认为，康熙向传教士讨要葡萄酒的真实

在中国生了根。罗明坚与利玛窦等来华时，都带有

意义其实并不仅在于自己嗜好洋酒，而在于：在关

自呜钟。１５８２年罗明坚将一台有车轮的大自鸡钟送

于礼仪之争谈判破裂后仍然企图与传教士个人保持

给了广东制台陈文峰。ｏ利玛窦来华时正是钟表技术

联系，也借此考验他们对清朝的服从态度。ｏ但不论

和产品都已在欧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之后，他本人

康熙皇帝的动机如何，客观上是把洋酒引进到了宫

在罗马学院时就受过制钟技术的训练。利玛窦献贡

廷，也正是由于康熙的嗜好，上行下效，地方上可

的大自口吗钟摆锤很长，无处安放，只得在御花园里

以公然饮洋酒，传教士也可以在教堂里种植葡萄，

修建了座钟楼，上面雕刻有金龙，是上千名工匠

如朝鲜学者洪大容在《燕记·东天主堂》中就记载

的杰作。为修此钟楼耗费ｒ白银１３００两。小自鸣钟

了该教堂的庭院里设有辘轳的井，“每夏热，浓翠

放在皇帝的御几之上，万历随时可以把玩。８天后自

厚荫，如张重帘珠帐。秋熟，累累万颗，宴为都下

鸣钟停转，皇帝惊愕之后即令太监向利玛窦清教，

胜赏。酿酒有西法，香烈绝异，其护养之勤，专为

后又派四人向利玛窦、庞迪我学习自呜钟的调试方

酿酒用云。”ｏ传数士种葡萄主要是为了酿酒，当然

法。于是利玛窦、庞迪我居钦天监内，约一爿余，

也会在教堂里享用他的红葡萄酒。

教导四人操纵的方法。ｏ也许正是利玛窦在把西方钟

四、肇庆教堂——西学知识传播的课堂

表技术引入中国方面的贡献，后来上海一些古玩店

教堂文化包括了大量的西方知识．特别是西方

里有将利玛霎说成是钟表匠的保护神，即钟表师把

风俗。如与教堂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传教士的服

利玛窦尊奉为自己行业的行神。尊

饰。《澳门记略》中描述了澳门各寺教士的服饰：

耶稣会士来华，也把西方的食俗陆续带到了中

“蕃僧不一，类三巴寺，僧削发披青冠斗帽。司教

国，如洋酒。澳ｆ１无疑是西方葡萄酒传人中国的一

者日法王，由大西洋来澳，酋无与敌体者。有大事

个最重要的通道。《澳门记略》中就有关于葡萄酒

疑，狱兵头、蕃目不能决，则请命，命出，奉之惟

的记述：“酒以白葡萄为上，红葡萄次之。所谓乜

谨。其出入，张盖树旖幢，僧拥卫之，男女见者辄

如琥珀，气类貂鼠者。又有葡萄红露酒、葡萄黄露

前跪，捧足俟过，然后起，法王或摩其顶，以为大

酒，皆以瓶计，外储以箱。”同时，他们也在新建

幸。”葡萄牙人行西历，每逢礼拜日，教堂内就会

的教堂里酿造美味的葡萄酒。由于健康的原因，康

传出管风琴的鸣奏声，口昌诗班的歌唱声；每逢节

熙在耶稣会士的推荐下，开始养戚了喝洋酒的习

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是以血腥的方式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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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刺死。西方的节日最早也在澳门引人．在一些

画中的圣母像敬礼。习惯地弯腰下跪，在地上叩

天主教的重大节日，街道上就会出现恭奉着“圣

头。这样做时，有一种真正宗教情绪的气氛。他们

体”、圣像的盛大擗行队伍。１５６３年复活节前夕，

始终对逭幅画的精美称靛不止，那色彩，那极为自

葡萄牙人举行了纪忠圣妇凡劳涅克（Ｓｔｅ Ｖｅｍｎｉｑｕｅ）

然的轮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态。”但同时也引

的盛大游行，由音乐、舞蹈和６００余个灯笼、火把

起了中国文化人的不满，因为很快有一种流言，即

簇拥着的“圣体”引来了无数围观的中国人。有一名

认为利玛窦等是“把一千女人当作神来崇拜的”。

中国少年被感动得当即请求受洗。ｏ这些异国的奇风

于是利玛窦将圣母像从圣坛取下来，换上救世祖基

异俗给来到澳门的中国人以很深的印象。明清时期

督的像。ｏ当然，也有不少人是把它与和尚庙混为一

著名的学者徐光房人教后，也曾到楼门的圣保禄学

谈，到“寺”中进香，布施灯油和食品。

院研修天主教义。画家吴历１６８０至１６８３年间也曾

举庆教堂的建立是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的一个

在圣保禄学院逗留进修，还留。Ｆ了百余首诗。天主

巨大的胜利，耶鲧告会长为教堂进来了一幅罗马著

教的圣会、圣相游行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与传

名艺术家绘制的基督画像，四件制作精致、样式美

雾

教士一同在学院学习的情景，不同语言和文宇间的

观的计时器。其中的座钟“成为整个中国议论和羡

对比和沟通等看｜ｉ留在了他的诗里：

“门前乡语各西

慕的对象”。日本区主教柯罗特送给教堂一幅由尼

嚣

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鸟爪，横看直视

古拉（Ｃｉｏｖａｎｎｉ Ｎｉｃｈｏｌａ）绘制的大型基督画像，尼古

更难穷。”自注云：“西字如蝇爪，横行读之．尖

拉是第一位教导日本人和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

；誊

疾者上。”ｏ

师。菲律宾群岛的…位神父送来一幅精美的圣母画

一０●譬＿、一■ｌ， 、薹矗。，Ｈ．

萋黪繁羲～譬强。”∥曩‰簿一澎、麟。鬻誊、≮。譬～一溶鼯∞患‰

第一个在内地建造教堂的地方是肇庆。１５８３年

像，“这幅在西班牙画成的画，绘制荧丽，观赏悦

利玛窦得到了颦庆知府王泮的通知，称两广总督已

目，因为它熟练地调用本色，人物栩栩如生。”ｏ其

经同意他们的请求，井在肇庆西江北岸尚未建造好

中的一些西学展览品吸引了许多中国士大夫。如王

的崇禧塔附近拨出一块土地，作为他们的居室和教

泮经常带着一些高级官员去利玛窦等人的寓所访问

堂。裴化行写道：利玛窦“发挥务实才干，建造了

他们，对他们带来的西洋物品，如三棱镜、圣母

一幢欧式小房子，名叫‘仙花寺’（或称‘非常圣

像、乐器等表示出浓厚的兴越。利玛窦等非常懂得

洁的圣母堂’）”。ｏ这一采用欧洲建筑风格的肇庆

利用印刷术和图书向文明民族传教的重要性，罗明

教堂的开工，自然吸引了兴趣盎然的巾国人的到

坚和利玛窦在肇庆教堂的寓所办起了一个藏书室，

来。利玛窦等在修造过程中，就在靠近工地的屋巾

把已经获得的几箱子书，尤其是大厚乖的教典法予

摆上圣坛，在节日和星期天作礼拜。中国人一方面

以陈列，有一问房甚至拱满了四壁。除二陆籍外，还

对这些“奇特的面孔”的外国人有着很深的戒心，

有圣母和救世主的油画和图片。“中国士大夫和官

同时对外国的新奇物品心生好奇，

吏强烈贪求这类欧洲艺术品；王泮在绍兴的老父把

“他们称为无价

宝石的玻璃三棱镜，凡是要看的都让看，还有书

儿子得自神父们的一幅美丽图片放在家庭小堂里。

Ｉｊｊｏ

籍、圣母像和其他的欧洲产品．都由于新奇而被认

每天跪拜念经。”他们还向中国人炫示编制的第一

’■：、

为是漂亮非凡。”母《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

部葡萄牙文、意大利字母和汉文对照的词＿）［表。ｏ

。，：∥

ｃ，；≯。
＋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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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称：“这所房屋是用青砖和白灰筑成的，并称

肇庆教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教堂参

不上是一座带有西洋美术意眯的典型建筑，但是，

观．一度成了岭南一带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的课

这是一所实用而又足以应付需要的建筑：它下层一

堂。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

共有五间，中间是暂时用作圣堂的一问客厅，每旁

和欧洲远来异物的出现，消息一经传开就把很多人

各有两间；上层是司铎们的主屋。”ｏ用作教堂的中

吸引到教堂来，更多的人是来参观我们的教堂而不

央是圣坛，上面挂着圣母画像。利玛窦写道：

“我们的到业

“当

是拜谒总督的。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作新奇

人们去访问神父时，官员和其他拥有学位的人、普

的东西，另一些人则把小钟当作新奇的东西。欧洲

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人都向圣坛上图

的图画和塑像、数学计算法、浮雕地图，也吸引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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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注意。我们的书，尽管是用巾圄人所不懂的语

者，有１３０余人。不独耶稣会，其他教会教士，亦

言排印的，却大受称羡，因为书的装订小同寻常，

多由澳门人华。而教徒则“盈万人”。ｏ

而且镀金美观，在中国完全是新东西。你把附有描

随着大批传教士进人内地，至崇祯十七年

绘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拿

（１６４４），有教徒１５万人，１３省均建有救堂。康熙

给这些人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诧。整个国家

三年（１６６４）有教徒２５万人，多明我会教堂有２１

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大庙等等在

所；１６６０年，方济各会教堂有１３所：１６６７年耶稣会

一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

属下的教堂，全国有１５９所。黄＿【；｛《辟天主教书》

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且彼此相距那么

记录了清初教堂林立的状况：“今南北两直隶，浙

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

江、湖广、武昌、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

是惊叹不已。同样的是，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

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肯有王主教会堂，独

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所有这些

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ｏ可见沿交通线一带各

的影响“丑神父们始终是得体的谈话和议论，看来

省几乎都有教堂。利玛窦是沿着肇庆、韶州、南

使他们足见对欧洲形成一个总的好印象。他们发

昌、南京北上京城的。因此，沿交通线分别建立了

觉，我们的利学从根本上比他们的更坚实，而且总

一个个西式风格的教堂。１５８３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在

的龅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知道当时对

肇庆建立的教堂，是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教堂。这个

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

装饰共用去六百金的华丽教堂仅仅保留了５年１１个

一尝并且都称之为蛮夷。这样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

月。１５８９年利玛窦在韶州建堂开教，至１６０７年已有

与崮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ｏ利玛窦在肇庆教堂

教友８００多，还印有《圣教日课》。１５９５年利玛窦

陈列的绘有赤道南北半球、五带年¨五大洲的世界地

到南昌“买屋建堂”，由于太小，１６０７年８月，李

图，第一次向中国士大夫引入了地理大发现之后形

玛诺又买下较大的房屋为教堂。１５９９年４、５月问，

成的“世界意识”。ｏ正是在这些西方文化的吸引

利玛窭、郭居静建立了奉有天主圣像的简陋教堂。

“定期望弥

１６１０年王丰肃在南京建造了一西式圆顶无粱的华丽

撒，听礼拜日和节日的布道。”ｏ于是引起ｒ官＾的

下，肇庆有４０来名中国人成了教徒，

数堂。ｏ当时上海也是天主教传教活跃的地区，１６０９

反感，肇庆岭西道因而奉制台明示：

年１２月２４日之夜，是上海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圣

“本制台在得

异域僧人来自澳门者臼众，在我河岸建得一寺庙．

诞夜，徐光启和许多新教徒都到郭居静的小堂参加

内藏一轻舟，赖以多方游窜，刺探我内地情事，禀

弥撒。１７世纪４０年代，潘国光还在徐光启的第四个

报澳门葡人。彼等极为狡狯且勤于工艺，加种种奇

孙女玛尔弟纳的帮助下，购得南市１地春堂，改建为

巧之技，博黎民之欢心，竟至无分昼夜咸趋赴之，

中西合璧的“敬一堂”。徐光肩的第－－．＇ｂ孙女甘第

听其宣讲散布不容于我中华之宗教。彼等神父日陈

大曾一次给潘国光银５５００两．１６５８年资助建造松江

新艺，为诱骗昏昏者，继之以讲述各种科学或书

教堂。０１７世纪在杭州武林门Ｉ，ｑ建造的天主堂，是

籍。于大庭广众前且立一自动鸣响之钟。”ｏ由此可

意大利传教士：巴匡国主持兴建的，“造作制度，一

见，教堂文化的影响力已经使统治者感到了对传统

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黄轮。”（《辩学》抄

的威胁。

本）被认为是生国最火最华丽的教堂。ｏ

五、教堂文化的北上及其影响

１６０５年利玛窦等在北京购地置屋．决定建一座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以澳

漂亮的教堂。先后建有经堂和小堂。因为有了教

ｆＩ敦堂为例：颦德堂、圣老楞佐堂、大三巴、小三

堂，北京这个传教会中心就算建立了。当时的文人

世、唐凡庙等，均为耶稣会建立；其他教会，如多

笔记中有过不少的记述，如《帝京景物略》称：

叫我会、＾济各会、奥斯定会等，均只有一堂，势

“堂（南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

力币厦耶稣会。自１６至１８世纪，由里斯本乘船至

者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人中国，神宗命给

澳ｆＪ的耶稣会士约４００余人，再由澳门人华传教

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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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

元寿二年庚申生如德亚国。圣母玛利亚，本王族，

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

童贞不嫁，忽娠天主，六十三卒。后三日复苏，升

图，右叉指若方论说状，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

天，天主年三十三上升。其教耶苏日‘契利｛｜｝『

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

督’，法王日‘俾斯玻’．传法者日‘撒责而铎

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盏帏，修

德’。（如利玛窦等。）奉教者日‘契刺斯当’。

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ＪＬ．耶稣也。

祭陡斯以七日，日米撒。玛窦亡，其友庞迪我、龙

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ｏ

华民辈，代主其教。今汤氏（即汤若望）尤见直。

清初对天主教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政策，特别是

登其楼。简平仪、候钟、远镜、天琴之屈。钟但具

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特殊的关系，使天主教在北京的

铜质，远镜以玻璃，琴以铁丝。霉匣纵五尺，衡一

活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信徒达１５０（１０人之多。１６５０

尺，高九寸，中板隔之。上列铁丝四十五，斜系干

年顺治皇帝赐宣武门内原利玛窦所建天主教堂旁的

左右柱．又斜粱，粱下隐水筹，数如弦，缀板之下

空地，准许汤若望重新修建新的大教堂，还赐银

底，列雁柱四十五，手按之，音节如谱。其书叠

１００００两为建教堂之用。满朝文武大臣均争相捐助。

架，茧纸精莹，劈鹅翎注墨横书，自左而右，汉人

汤若望亲自绘制了大教堂的草图．并制定了具体的

不能辨。”０１８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在北京任职的史学

施工计划。１６５２年，教堂终于建成。正式的名称为

家赵雾也曾生动地描述了南堂：

“无玷始胎圣母堂”。回这座２０米高的巴罗克式教

？≮曩暑箕、¨Ａ：－．

一鬻一

，掺一掰骖爨露ｑ

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

堂，有一座圆顶，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新建

名邢酥。彼中圣人电。像绘于壁而突出，似离立不

的教堂很宽敞，圣堂长８丈、宽４丈４尺，内还设

著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其

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窒和传教士的住宅。４米高

他还有洋琴、自鸣钟等。ｏ清人赵怀玉《亦有生全

的铁质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使人很远就能看

集》诗集卷１３“游天主堂”中的“峨峨番人居，车

到它。ｏ南怀仁不无自豪地称赞道：“连罗马都会为

过常远眺”，说得就是南堂。清代来华的朝鲜使团

这样一座教堂的建筑而骄傲的，这是伟大的建筑艺

的成员也多乐意到南堂参观。如金景着的《燕辕直

术之一。”ｏ新的南堂落戚后，顺治亲笔为南堂写了

指》称该堂外观“制甚奇巧”；李宜显《庚子燕行

“钦崇天道”的匾额，１６５７年还写了“通微佳境”

杂识》记录了自己参观教堂内部的感受：

“入门便

的门额和御制天主堂碑销，认为在南堂中所见的摆

觉丹碧眩耀，目难定视。既是像天上者，故其高几

设、天主和耶酥像可以见出与中国文化迥异的西洋

摩星汉，其画日月星辰故也。壁上多画阴鬼，有同

风格：“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

禅房十王殿，见之幽暗，无阳明气象．可怪也。”

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

李德懋的《人燕记》中对南堂壁画的描绘更为细

日：此天主教之说也。”０１６５６至１６５７年问，顺治

致：

曾２４次到南堂巡视，与汤若望长谈。汤若望成了京

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

城举足轻重的人物，南堂不仅成了天主教徒朝拜的

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又而妇人牧护

圣地，也是中外文人学士乐于光顾的地方。

病儿之妆。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百气，直射妇人

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游历北京时曾到南堂访问，
《北游录》中有一段关于教堂文化的描述：

＿：｜｛穗辫爆ｍ≯嚣棚张一划Ｉ∥甜ｊ坪＿；一｛豫秽耋ｍ暑磐曩镰嚣。譬曩霄

“堂之为屋圆而

“有一儿眼睛直上做惊痈之状，一妇人抚罐忧

之顶。……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

“万所

架蒙粜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８

辛巳，欧罗巴国利玛窦人中国，始到肇庆。表贡耶

＿ｉ！｝｝大容在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两度参观南堂，他在

苏像、万国图、自鸣钟、天琴等。庚戌卒．敕葬牵

《燕记》中写道：“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

城门＝５，ｂ－－里。其徒先后至，严事天主。筑堂。其制

求见，则西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

狭长，上如覆幔，傍倚疏藻，绘诡异。供耶苏画

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镄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

像，望之如塑。右像圣母，母冶少，手－ＪＬ，耶林

观，岁以为常。”可见朝鲜使团成员访问参观是非

也。耶酥译言‘救世者’，一日‘陡斯’。汉哀帝

常捌繁的。他自己“由正阳门内循城而西，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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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望见天粱高屋，制作神异，已不觉耸赡。”教

中国人和虔诚的教徒。法国著名的凰家、后来成为

堂内“两壁画楼阁人物，皆设真彩。楼阁中虚，凹

乾隆宫廷画师的王致诚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现在

凸相参，人物浮动如生，尤功于远势，若川谷显

北京的这些“欧式建筑”的教堂，

晦，烟云明灭，至于远天空界，皆施正色。环顾口

很美，油漆锃亮，就像为欧洲许多大城市增添光彩

“宏伟壮丽，装饰

然，不觉其非真也。盖闻洋画之妙，不惟巧思过

的那些教堂一样。”国洪大容的《燕记》中也专门记

人，有裁割比例之法，专出于算术也。画中人皆披

述过“东天主堂”，特别称颂过郎世宁所绘的壁

发衣人袖，眼光炯然。”ｏ

画：“人堂，其器物之奢，逊于西堂（这里‘西

除南堂外，清初还有建于顺治年间，由意大利

堂’指南堂），而壁耐之神巧过之。北壁亦有天主

传教十利类思用皇帝所赐府第和钱款改建的西洋式

像，毛发森森如生人，前有两人立侍。始入门，望

教堂——圣若瑟堂，因地处城东，又称东堂。雍正

见半壁设采龛，安三塑像，心异之，以为塑像之妙

元年（１７２３），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将自己占地４０

非佛像所及。及至其下而摸之，则非龛非塑，乃壁

多亩的寓所改建成“圣母七苦堂”，即所谓“西

画也。西壁画天主遗事，有新死小儿横置于棺上，

堂”。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意大利建筑风格、气势

少妇掩面而啼，其旁四五人环伏而哭之。乍见措愕

恢弘的教堂。毋１６９３年康熙因患疟疾，吃ｒ法国传教

却立不忍视，真画妖也。”０１６７５年７月２１日．康

士张诚、白晋等提供的金鸡纳霜而恢复了健康．同

熙皇帝骑马前往在京的耶稣害士的教堂——南堂．

年赐蚕池口地给张诚、洪若翰、刘应等，１７０３年建

并为南堂题写了“敬天”二字。ｏ

成北堂，又名“救世堂”。这座花了４年时间建成

北京所建的教堂和形成的教堂文化，对于地方

的教堂，被认为是“东方最美，活动最频繁的大教

上教堂建造和教堂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堂。”据法国传教士杜德美给巴黎一位神甫的信

和保护作用。随着各地天主教人教人数的日益增

称：“这座教堂一进门是一个四十法尺宽、五十法

多，据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称在利玛窦死时，

尺匠的院子，两旁的屋子比例适中，那是两间中式

“中国大部分省城和太城市，都有教堂，基督徒有

大厅，一间作壤会和讲经布遭用，另一间作会客

几千名”。有的著作甚至说各地已经有了三百多个

用。在会客厅里，挂有我们法圆国王、耶稣、法兰

传教会，“在利玛窦死时，中华帝国内有三百多处

西各君王、当政的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等画像，

都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ｏ据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

厦好几个其他君王的画像，还有一些数学仪器和乐

给拉雪兹神父的信，１７０４年各教告在广州的教堂有

器。太厅里还有已经出版的名著中收集到的美丽雕

７座：

像，建些雕像向全世界展示了法兰西宫廷的宏伟壮

堂中最早建成的教堂，两座圣方济各会的教堂，两

丽。……教堂内部建筑有两个层次；每个层次有十

座外方传教会的教堂，一座奥古斯丁教派神父的教

六对诛成绿色的柱子；下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太理

堂和一座我们的教堂。”ｏ杨文信考证出其中有耶稣

石的，上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镀金的，还有柱子的

会的“太原堂”、方济各的“扬仁里天主堂”和

“一座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它是七座教

顶端，柱顶盘的上椰、中楣、下棚也都是镀金的。

“朝天街天主堂”、广州天主堂和奥古斯丁会的

柱顶盘的中楣上有许多装饰画，其他的顶饰凸凹不

“全能堂”。ｏ广州教堂文化形成了对传统的冲击，

平，色彩和光度也有所不同。上层两边各有六个程

有人对此感到愤怒并向总督告状，指责“这座教堂

大的拱形光窗，使得整个教堂非常敞亮。教堂顶都

夹在他们的房屋和亭楼中间是对他们的侮辱”。但

画满了。它分三个部分：中间是一个敞开的结构复

总督则回答说：

杂的穹顶，大理石圆柱带着一排拱形光罔，形成一

为上帝造了一座漂亮的教堂，我怎么能在广州推倒

幅美丽的图画；大理石车身和一些置放得当的花瓶

一座给上帝的教堂呢？”ｏ一些西式建筑在澳门、广

一起被摄人另一幅美丽的图画之中；永恒的天父受

州、扬州、安庆等地甚至影响了民间建筑的样式．

礼捧着地球，被一群天使蜂拥着高高坐在云彩之

如广州的十三洋行。扬州也有仿西式建筑的澄碧

中。”教堂吸引了许多怀着极大的兴趣前来参观的

堂、水竹居、左靠山。澄碧堂仿自广州十三洋行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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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在北京他自己的皇宫里允准

堂。水竹居也有西式的喷水池。安庆南门外王氏花
园，“承重处仿造西洋立柱法”，作重台叠馆。１８

中国人以一种身临西方文化其境的真圩Ｊ感受。如康

世纪中叶以后西式建筑在广州成批地出现，中式房

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清朝钦差、：［部尚书杜臻巡视

屋被“改造精工．招诱夷商投寓。图得厚租。”政

澳门，其《香山澳》诗云：“西洋道士识风水，梯

府虽有禁令，然而也难阻止。ｏ很显然，教堂文化使

航万里居于斯。火烧水运经营怡．雕墙峻宇开通

中国人初步领略了西方文化的综合面貌，并由此最

衢。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金碧荧煌

早意识到了中西文化的异质性。

五采舍，珠帘绣柱囤蛟螭。”ｏ教士的精神、教堂的

六、结语

壮丽外观、精美雕塑的神像和奢华的堂内布置给了

天主教教堂文化最早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

杜臻一种综合的羹感。同时，通过招揽中国人＾堂

到唐朝景教寺的建造。据说当时长安“法流十道，

参观地球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表等，使教

寺满京城”，但可考的似乎只有北京房山区三盆山

堂成了西方传教士最早对中围人进行西学知识传播

的景教十字寺。ｏ元代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约翰－孟特

的课堂。利玛窦正是在鼙庆教堂里第一次为中国人

·科维诺（Ｊｏａｎ

展示了世界地图，传播了地圆说等。吴历也是在三

ｄｕ

Ｍｏｎｔｅ

Ｃｍｒｖｉｎｏ，１２４７—

１３２８），曾在中国建造了几所教堂，“并根据《新

巴寺不仅学习了宗教教义而受洗人教，同时也在那

旧约》绘制图画述说天主的奇妙工作，使从未听说

里学习了拉丁语。可以说，岭南的教堂文化也成了沟

过这些神迹的无知之人凭借这些图画认识天主及其

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当然，教堂文化作为一种嵌入中

奇妙工作。”１４世纪初在泉州也“建一十分雄伟华

国传统社会的异质文化，也使中国人对自己熟悉的文

丽的教堂”。ｏ可惜，这些零星的资料无被让我们真

化秩序遭到威胁而感到忧虑，明清以来的许多教案

正复原那一时代的教堂文化。

中，一般民众往往把教堂首先视为攻击的目标，多少

１４９７年伽马率领４艘船舶和１００多名水手组成
的远航队，于７月８日离开里斯本，１１月２２日绕过

ｉ溱
舔

筑、音乐、绘画、雕刻、工艺和部分民俗景观，给

透露出教堂文化给中崮传统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教堂文化首先在岭

好望角，驶入印度洋．１４９８年５月２０日到达了印度

南登陆并非偶然。岭南文化可以分为潮汕、客家、

半岛西南部的卡利库特（Ｃａｌｉｅｕｔ，即郑和船队到达的

广府、海南四大群落。历史上的岭南土著文化一直

“古里”），标志丁东西航路就此已联成了一片。

不是岭南的主流文化。处在中华文化边缘的岭南文

地理太发现尽管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航海探险活动，

化，实际上是一种在融台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基

但它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广及世界，深入到全球的各

础上形成的一种边缘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

个领域。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知识空前的拓展。地理

岭南文化的特点使岭南人在接受西方教堂文化的过

大发现是人类呈点状分布的已知世界，彼此衔接起

程中．具有比较健康和积极的心志。他们不但接受

来，形成了面状分布的已知世界。由于岭南优越的

了这些具有彩色玻璃镶嵌门窗的哥特式和有着精致

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特别是１５、１６世纪形成的地

砖雕的巴洛克式的教堂风格，而且还把这些西洋艺

理大发现使欧亚太陆连成了一片，处在欧亚大陆的

术风格与传统的中国艺术融于一炉。在岭南成功引

远西（Ｆａｒ ｗｅｓｌ）的葡萄牙，和处在这个大陆的远东

进的教堂文化，后来又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而

（Ｆａｒ Ｅａｓｔ）的中国的最早的交ｎ：点就是岭南。
综上所述，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弥撒、礼
拜、信徒婚配和受洗等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

沿着交通线推向丁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把包括
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在北京扎下ｒ根，为清代艺
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同时也是西方建筑艺术、钟表制作和酿酒技术、音
乐、绘画和雕塑艺术展示的场所。作为一种西方文
化形态中复合元索最多的物化形态，教堂文化不仅
给中国人带来了天主教经典与仪式，而且给岭南人
带来了与天主教教义和仪式紧密结台的西方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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