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吴薇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３３００”）

摘要：明代万所到清代乾隆年问（１５８３—１７７５）有近百位耶蜂套士进入江西传播天主教。郓蛛舍士进入中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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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卅ｉ和抚州四太教区；乾隆朝实行藁教政策后，江西又成为耶稣套士秘密进入
内地重新开教的童地。这些都意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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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往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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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到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近２００
年间，有近百位耶稣会士涉足江西境域，为天主教在江西的

之地。这一进一出，为江西的天主教传播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明后期的南昌、建昌开教

传播奠定深厚根基。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在遗存下来的
由耶稣台士撰写的中国传教书籍中并不乏见，但在当代人写
的关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著作当中，却一直缺乏关注和系
统的整理。其实，在以耶稣会士传播为主的明清时期天主教

】．利玛要来华和南置教区的开辟

江西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是北上的必经之地，这一特殊
的地理位置使江西成为耶稣会士刚刚进入中国腹地时期重
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第三欢进人中国的过程中，江西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赛（Ｍａ“ｅｎ Ｒｉ幽）是中国内地天

江西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耶稣会士进入京城不可逾越的地

主教开教的创始人。∞他在进入南昌之前．已在广州和肇庆

区；几次教难时期，江西叉成为京城耶稣会士被驱逐的必经

传教十二年。１５９５一１５９８年，他在南昌定居传教。

①利玛窦于１５８３年进人中国内地之前，已经有范札安和罗明坚神父在广州等地试着定居传教，但由于官府的破坏，未能持续很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９一１９

作者简介：吴薇（１９７９一），女，江西抚州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江西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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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玛窦早几年进入中国传教的罗明坚神父提出，耶稣

籍，辅佐教友３人，皆华人。主院事者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

会在华传教的总策略应当是岫心行事．不惊动人民，首先取

骆八禄（Ｊｅｒｕｍｅ ＲｏｄＩｉ ｇＩＩｅｚ），１６０９年，他因病与李玛诺共还澳

得士太夫的信任，然后打Ａ宫廷。【１１（心６）利氏遵循这一第

门。】６ＪＯ年，意太利籍耶稣会士王丰肃（叉名高一志，

略，他在南昌的活动主要是结交土人和官员，取得他们的信

Ａ】ｐｈｏｒ啪ｖａｇｎ０Ｉｌｉ）与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林斐理（Ｆ讪ｃｉｅｎ

任和支持。利玛窦通过一个名叫王继楼的医生，结识江西巡

ｖａ）前往南京途中，曾在南昌居住四个月。

ｄａ ｓｎ—

抚陆万陔，他向陆献上三棱镜，陆同意了利氏在南昌定居的

２．南京教案爆发和麓昌教区的开辟

要求。利玛窦还结识了两位南昌的明朝宗室：建安王朱多茚

万历十四年（１６１６），天主教在明朝传教史上第一次大教

和乐安王朱多火睫。１５９５年，利玛窦写出第一本中文著作

案——南京教案爆发。札部侍郎沈榷三次上疏．指斥传教士

＜交友论》．献给建安王。次年，叉写完陆巡抚所要的＜西国记

为“狡夷”，传教活动是“最淫人心”，应当“立限驱逐”。１２月

法》．这是一部论述如何记忆的书。这两部书并不涉及传教，

１８日．万历皇帝颁谕，将在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和

但是它们的刊行，使得南昌的文人士于官绅对利氏刮目相

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后改名曾德晤）一同押解出境。在这

看。而利氏本人的谦逊博学也很快赢得南昌上层社会的赞

次教难中，被抓捕的教会人士共有３４人，其中有中国教徒２４

赏．帮助他在南昌立稳了脚跟。

人。①但在韶州、南雄和南昌等地的传教士均未受到这场风

虽然得到一些上层绅士和宗亲的好感，但利玛赛在南昌
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仍然经常与邻居、以及别的人发生冲

突和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神父们有时
镀知识阶层侮辱，有时又受到贵人的虐待……也受到百姓的
骚扰，有时甚至受到基督徒本身的骚扰。”［２１（Ｐ２１８）尽管如
此，他还是取得一些成绩，例如，他说服了建安王全家人教。
随着夭主教徒的增多和数徒中地位显赫者的支持，利玛窦在
南昌的根基逐渐牢固。１５９６年，利玛窦在南昌建立了江西第
一座也是全国第三座耶稣会士住院。

１５９８年，利玛窦离开南昌，接替他主持南昌教务的是
１５９５年１２月到达南昌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苏如望（Ｊ髓ｎ

教案发生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受劲一定限制。传教
士们建立互助团体，让信仰虔诚的教徒去访问和安抚其他
人，神父们则定期去给他们傲忏悔和行圣礼，但他们不能在
一个地方停留过久。
罗如望偕丘良厚避难至建昌（今江西南城），和另外两名
神甫藏身于一位教民的房子里。此后就在建昌传教：
神父们一到那里，就受到所有基督徒慈爱般的接
待，被安置在靠近城墙的一所房屋，他们称之为书院
（Ｈｏｕｓｅ ０ｆ ｓｈｌｄｉｅｓ）．有一套寓所，包括四闻寝室厦供他们

ｓｏｅ．

ｄｏ），和他一起到达的是中国修士黄明沙（Ｆ州ｌ∞ｉｓ Ｍａｒｌｉｌｌｅｚ）。
他们在南昌取得了不错的传教成绩，“第一年劝化一七十岁
之老人人教；第二年受洗者有三百人，以后每年如是。新人

教之人中有明朝宗亲数人。”【３１（嬲）１５９８年，另一位葡萄牙
籍耶稣会士罗如望（ＪｅａＴｌ ｄｅ Ｒ０ｃｈａ）被派至南昌，与苏如望共
同主持南昌教务。１６０７年苏如望因病卒于南昌（另有一说，

专用的厨房，还有一闻相当太的可作为礼拜堂使用曲厅
堂，开始的时候，到这里来的只有主人全家，垒是基督
徒。后采，他们的异教亲属和最熟的友人，也去访问，井

有一个或两个信了教，他们兄引进别的人。所以这个基
督袭奢一点点发晨，两年后我捌那里去对，他们在圣日
作弥撒．有乐嚣伴奏，集合了相当多的基督徒。……现
在已有一处是好的驻地，度众多爱纠充分最早的基督

于１６０５年逝世于填门）。。

１５９６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李玛诺（Ｅ咖帆ｕｅｌ

波的影响，【４３（Ｐ３２）他们在中唇教徒的掩护下隐蔽起来。

Ｄｉ且ｚ Ｓｃ．

徒。［２］（Ｐ”１—２７２）

ｎｈ）披派人中国内地，任韶州、南昌、南京３个住院的神父。

建昌是南京教案之后，耶稣会士在全国建立的新驻地之

１６０６年，李玛诺在中国修士丘良厚（Ｐ且ｅ丑ｌ Ｍｅｎｄｅｚ）的陪同下，

一。此外，葡萄牙传教士费奇规（ＧａＢ口ａｒｄ Ｆ叮ｃｉｒａ）亦曾在建

重返南昌传教。Ａ教之人日渐增多。李玛诺曾在南昌为一

昌建筑教堂一所。费奇规原在韶州传教，园遭到当地儒生、

明室宗亲及其兄弟三人，以及王之老母和婢女、侄女等６人

惜人及城中多数居民反对，于１６１２年乘舟至梅岭脚下的南

洗礼。１３１（Ｐ７８—７９）

雄县城，在此赁屋而居，设立礼拜堂一所。南京教案发生后，

但是，与南京教区的“和平安宁”相比，苏如望和李玛诺

南雄官吏命其出境，于是出走。大约１６３０年在建昌建教堂

主持南昌教务时期，南昌的基督教发展并不顺利，遭遇了许

一所。大约到１６４６年才到广州传教。ｏ与他在一起的是中

多麻烦，南昌士人曾攻击李玛诺，要把他赶出住所，撵出城

国修士石宏基（Ｆｈ眦豳ｄｅＬ丑ｚｅａ）。

去。幸亏当时官员闻得利玛赛在京受宠，出面保护，李才避
免被逐。

】６０８年，南昌恪院开办，当时只有修士４人，俱是澳门

３．蕾德昭在南昌和南置教务的复兴

曾德昭（＾ｌｖａｒｏ＆ｍｅｄｏ），又名谢务禄，葡萄牙人，１６１３年
到达南京，开始传教并研习中国语文。１６１６年发生南京教

①据（南宫署牍）载：南京教案逮捕的教民，有不少江西人。
ｏ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盈书目＞记载道：“奇规为慎重计即出走。自是以后．奇规事迹吾人不甚详悉。柏应理神甫谓其曾赴江西建
昌建筑教堂一所。此事曾经一六三。年目录证明，一六三四至一六三五年间．奇规尚在建昌。……杜宁一茂博特神甫‘中国历史＞（一六四九年

部分）明盲其一六四六年后与毕方济（ｓａｎｄ妇曲）同在广州。”ｆＰ８２一ｓ３）可以肯定的是，１６３４一ｌ掰年问，费奇规在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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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他和王丰肃同时被捕，遣返澳门。１６２０年重人内地，改名

教务发展仍然很快。“南京教难”爆发，包括江西在内的各地

曾德昭，在中国布道和开辟新教区。

教会被禁止，传教土被逮捕、驱逐，教徒被抓，基督教受到一

南京教案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六七年，直到对天主教友好

次打击，但并不惨重；传救活动受到限制，但并没有断绝。传

的叶向高做了宰相。沈榷于１６２１年被革职隐退，三年后死

教士和教徒以顽强坚韧的精神生存下来，神父们避开中心城

去。大约１６２８—１６２９年，教案风波渐息，神父们被允许重新

市，转而向边区小城市发展教务，罗如望和费奇规利用这个

回到他们原来的驻所。被破坏的旧房屋得到修缮，并修建了

时机在建昌开教，加强江西的天主教基础。教案平息后，教

几座新教堂。江西（南昌）也在最繁华的街道修建了一座新

士叉恢复了正常的传教活动。

二、明清之际的江西耶稣会士

教堂和房屋。这段时间曾德昭居住在南昌，他曾讲到另外一

座城市的一名基督徒来邀请他前往该城，他在那里受到一名
官员告发，最后却在该城长官的保护下得到了房屋的事。【２

ｏ

（Ｐ２８８—２９０）

这一时期，天主教已经以南昌为中心，开始向外辐射传
播。虽然天主教在南昌得到官府的支持，但是，在省城以外

的其它城市，地方官员对于天主教及其传播却不甚明了，仍
然把它当作一个异类，并对它感到深深的恐惧，竭力想排斥、
驱赶它。天主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
不仅是它的传教对象是从官员到百姓，他的传播路途也是从
朝廷到各省，再到各县。

１６３０年是教案平息后教务最繁荣的一年，这一年谢贵禄

（１ｈ】ｑｕｊｕｅ Ｇｍｓａｅｔｔｉ）、努纳爵（Ｉ雕Ｉｃｅ Ｎｕ ａｅｚ）、方德望（Ｅｔｉｅｎ肥
№ｒ，ｋ ｎ哪）、杜本笃（Ｂｅ呻ｊｔ ｄｅ＾ｈ№Ｂ）、金弥格（Ｍｉｃｈｅｌ％．
ｇａｕｈ）、盂儒望（ＪｅａｎＭｏｎｋｉ∞）、梅高（Ｊ０ｓ印ｈ一ⅨＥＩｌⅡｅ

１６６２一１６６５年间，钦天监官杨光先先后写了＜不得已）和

＜辟邪论》两文八奏，攻击汤若望，指斥天主教为邪教，爆发了

ｄ’１ｍｅｉｄａ）

等人先后来到江西或途经江西。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谢

贵楝，以南昌为主要驻所，赴各地传教，居江西终其身。１６４４
年，清兵攻陷南昌，他与盂儒望、梅高遇盗匪，同时被害，其墓
在南昌。

南京救案平息后，１６３３年，在江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由

当时任中国视察员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班安德（Ａｎ舶
Ｐａｈｎｅｉｒ０）主持。选次会议肯定了利玛窦的传教方针，将１６２７
年嘉定会议上讨论的中国礼仪、上帝或天主名称等闻题重加
讨论，并希望各国传教士能和睦团结。ｎ１（Ｐ２０２）此前，龙华民

（Ｎｉｃｏｌ鸽Ｌ０“ｇｏｂａ【ｄｉ）于１６ｌＯ年任中国会督，在传教观念与方
法上与其前任利玛窦完全背道而驰，从而引起耶稣会内部产
生分歧，导致后来引发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

著名的“历法大狱”。此时康熙刚刚继位．尚未成年。直到
１６６９年康熙除鳌拜亲政，清朝廷才又莺新开始奉行优待传教
士的政策，为“历法大狱”全面平反。康熙帝还在１６９２年３
月２２日发表敕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天主教也取
得很大发展。江西开辟了赣州、饶州、抚州、九江四个教区。
１．赣州教区的建立

利玛窦北上途中，他因翻船而在赣州逗留过一段时间，
此为赣州有天主教之始。而赣州救区的建立受０有赖于七十
多年以后的法国传教士剂迪我（ＪａｃｏｑＩＩｅＢ

ｌｅ

ＦＩｍ），１６５７年刘

迪我与法国传教士洪度贞（Ｈｕｍｂｅｎ Ａｕｇｅｒｙ）从渍门赴扛西，
路遇盗匪，几乎毙命。幸遇许夫人。相救。到了赣州，他得
到巡抚佟国器的资助，修建一座教堂，并在赣州传教：
王麓州，巡抚佟国嚣待之如友，其友谊历久而不变。
圜嚣为建教堂一所，又为购王宽大驻所一处。一六五八
年教堂落成，国器亲临，井招群官至，参加开堂其礼。
……迪我时于华语尚未熟习，国器乃代之宝教，首言天
主教之优良．挺励群官保护．井劝被等人教，复刺一碑记
置迪我客室中。

……一六五九年迪我赖佟巡抚之助，修葺建昌教堂
住宅．并在距赣州十月程之福建汀州建筑新堂一所。次
年又在其地建筑圣母堂一所。一六六二年。得群官助在
吉安建筑教堂一所。¨’（Ｐ２９４）
佟国器何许人也？他是“顺治正宫皇后之从弟，康熙外
祖佟图桢之侄也。为满清责戚之臣，前在北京时，已饫阐圣

从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到南京教寨平息后在南

教道理，久为心折，特以多宠之故，未能受洗；……此次目器

昌振兴教务的曾德昭，三十年来，通过耶稣会士的努力，天主

统兵南下，偏历浙江、福建、江西各省．到处访问神父所在，加

教终于在江西扎下根基，究其原因，是在朝廷与洋投尚未正

意保护；慨捐钜教，重修福州、赣州、吉安、建昌各圣堂，刊印

式接触之前，辛勤而精明的耶稣会士就已经利用各种手段打

圣教经书多种，作序弁其首，以广流传。”＂１（Ｐ４９—５４）１６５７

通层层关节，赢得了高级地方官员和上层绅士的支持，朝廷

年，佟国器任督察院右削教御史，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

接见利玛窦之前，他已经把基督载义传播了好几个地方，南

巡历赣州时，正好遇上荆迪我。有这样一位大背景的人物作

昌也成为他的根据地之一。继利玛窦之后，南昌教务得到很

靠山，耶稣会在赣州很快建立起教堂，教务也迅速发展。

好的保持和推广，尽管仍不时遭到一些百姓和士绅的攻击，

１６６０年法国传教士轰仲迁（＾出ｅｎ Ｇｒｅｓｌｏｎ）人江西任赣

。这位许太夫＾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她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卒于清康熙十九年（１６舯），是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徒稼光

启的孙女，圣名盱第大（ｃａ础ｄａｊ。子许缵曾也是天主教史上著名人物。据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许母徐太夫＾庸恤穷＾，供养传教士，又
将以前教士送赠其先祖光启的舆图、地球仪、日晷、天文仪器望远镜、自呜钟、西洋风量现等册归还教士．以便在与中国土大夫晋接时，作为馈赠
札物。许太夫人曾随其于许躜曾宦游扛西、四川、河南等省，于是南昌等地教会亦曾得许太夫人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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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教务。福建汀州、江西吉安等处传教所隶之。１６６４年，官

！！

江西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对基督教信息较为敏感的地方。

府命令仲迁与瞿笃德、方玛诺离开赣州，后笃德随利玛弟赴

可以看出．耶稣会土在江西开辟并发展了第三个传教基

广州．方玛诺偕刘迪我往南昌，仲迁则赴吉安，赣州教堂被破

地．即赣州教区，由刘迪我和聂仲迁主持。期间利玛弟、穆格

坏。

我、瞿笃德、方玛诺等均到过赣州，或作短暂停留，万惟一、瞿

吾人流谪之讯传布（赣州）城中，教内外人来教堂

者．为数不可胜计。教内人之来，乃因此恶耗而表示忧

都；教外人或固好奇心之驱使而束，或因唇舌吾辈而束，

笃德、方玛诺为聂仲迁助理，或一辈子都在此传教，到第二次
全国性仇教事件结束后，赣州的教务已经非常发达。

自１６６５年至１７０５年，先后曾有李西满（葡）、穆若瑟

奈则柬机窃夺堂中诸物，竞至盗厦树木。【３１（Ｐ３０１）

（葡）、习安东（葡）、盂由义（葡）、罗斐理（意）、卫方济（比），到

聂仲迁后被捕人狱，谪广州，】６７１年重返江西，居南昌。

过江西传教。其中卫方济走的地方很多．除了到过南昌、建

１６９５年殁于赣州。法国神甫乐类思（Ｌ眦ｉｓ ｃｏｂＭ）自从澳门

昌和赣州三个驻地之外，他还去过南丰。何大经（葡）、李国

进入内地以来，睬刚剐开始几个月在福建外，一直到１６６３年

正（葡）都曾短暂到过江西。

逝世，都在南昌传教。莹国传教士穆氏三兄弟（穆尼阁Ｎｉｃｏ—

３．饶州、抚州和九江教区的开辟

Ｍ州，幼弟穆格我Ｃｌａｕｄｅ Ｍｏ“）

１６９８年，法国传教士利圣学（ｃｈａｄｅ８ ｄｅ Ｂ１０ｉｓｓｉ且）与郭中

皆到过江西，但停留时间都不长。穆尼阁于１６５６年末到南

传（Ｊｃ髓Ａｋ五ｓ ｄｅ Ｇ０ｌｌｃＩ）、盂正气（Ｊｅａｎ Ｄｏｍｅｎｇｅ）同时被派往

昌，未＿ｌ蘸三个月即殁；穆造我于１６５７年初抵中国，随即被派

江西开辟教所．传教抚州、饶州、九江。在饶州和九江二地，

往江西，到南昌时，教堂皆毁，得许夫人之子许缵曾资助，悉

他们遭到官吏阻挠一年半，并不顺利。之后，利圣学派傅圣

皆修复，并于１６６０年扩而张之，次年至武昌；（３１（Ｐ３０７）穆格

泽、般弘绪和孟正气三位神甫分别管理这三座城市的教务。

Ｉａ５

Ｍｏｔｃｌ，次弟穆迪我Ｊａｑｕｃ８

我于１６７１年逝世于江西赣州。¨１（Ｐ３１７）

殷弘绪（Ｆｍｎｃｏｉｓ一）【ａ访ｅｒ ｄ’Ｅｎ恤ｃ０Ⅱ幅）．法国人，１６９９年６

教难时期，江西似乎成为传教士们的避难之所。聂伯多

月２４日来华，当年即开教于江西饶州，并传教于景德镇。在

ｃ㈣ａＩｉ），意大利人，１６３０年入华，１６５２年赴江西南

他到达饶州以前，这里投有一个信教者，首先人教的是一个

昌。到１６６５年“历法大狱”，禁救之事起，伯多与殷铎泽同被

为修建教堂的穷泥水匠，当年八教者仅有２人。到了１７１２

押解赴京。１６７１年重返南昌，次年殁，葬南昌城外。

年，受洗者已有８０人。景德镇的教民中，士人较少，多为工

（Ｐｉ阳Ｉｅ

ｄｅ№ｙａ）１６６２年仇教事起时，“适在江西

匠。人教者互相救济，或访问患传染病者。殷弘绪在景德镇

赣州”【钉（Ｐ２９０）可知当时赣州教务已建立并发展起来，利玛

建大教堂一所，经费大约由教会拨款和自己节衣缩食而筹

弟时任副教区长。

得。殷弘绪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输入欧洲，他曾亲自访问在

利玛弟（ＭａｌｈｊⅡ５

２传教士与地方官的交锋

教匠人，询阔制瓷法，并参证中国图籍，写了两封长信寄圄欧

殷铎泽（Ｐ瑚ｐｅｒ０ Ｉｎｌｏｒｃｅｔｔ８），意大利人，始传教于江西。

洲。西方得知景德镇之瓷器，大约要从殷弘绪算起。

１６５７年赴中国，１６５９年到达建昌，１６６０年在建昌府建住宅一

此外，傅圣泽（Ｊｅ８Ｉｌ—Ｆｍｎｃｉｓ Ｆ０【Ｉｃｑｌｌｅｔ），１６９９年６月２４日

所，并主持建昌以外各城镇传教所七处。殷铎泽与地方官府

至华。１７０２年至江西之南昌、抚州。①傅圣泽初至抚州，仅

曾有一次交锋，发生在１６６５年“历法大狱”之前：

有教民百人，一年以后“其数倍增”。盂正气于１７００年到达

建昌长官某初与铎泽善，照受属吏谗，与教士为仇，

江西九江．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１７０２年，即到达湖广。

诬报于省，谓择泽为匪首，井以教堂太高，有碍风术，欲

清初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从江西的天主教发

拆毁之。虽经人关说与汤若望神甫之致书，教堂仍不免

展来看，到１７加年，江西共有了南昌、建昌、赣州、抚州、饶

干拆毁，修复者三班，拆毁亦三嵌。然锌译藏伏不出，试

州、九江六个正式的教区，并有专门的神父主持。法国传教

长官尚未敢逮捕辱泽也。【３１（Ｐ３２７—３２８）

士的地位逐渐取代葡萄牙传教士，成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

建昌长官为什么会“初与为善”，到后来态度大变，要“与

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西班牙多明我会于１６３１年，意大利方

教士为仇”呢？１６６２年左右，朝廷就巳经有反洋教人士对汤

济各会于１６３３年均重人中土。另外，奥斯定会于１６８０年，巴

若望不满，并谏皇帝，要求驱除传教士。上述事件虽然没有

黎外方传教会于１６８１年也次第来华。各修会为扩大各自在

写明时闯，但从接下来的材料可以推断出．这次冲突发生在

华势力展开激烈争夺，引发１８世纪初的“礼仪之争”。

１６６２年一１６６５年间：

地方仇教之事息，闻二月，全国仇教之事继起，一六

三、“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士及其传教：
１７０５一１７２０年

六五年铎泽与聂伯多同被逮送赴京……㈨（Ｐ３２８）

由此可见，江西的地方官是先听到一些风声之后才开始

康熙、雍正执政时期，也是中国政府对天主教态度发生

转变态度的。他们的反教动作走在全国其它教区之前，可见

大转变的时期。围绕华夏礼仪和基督教规的辨论引起的“礼

。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土列传盈书目朴编）：傅圣泽于“１７０３年到达扛西临江府，１７呻年在南昌、福州府和临江府”。在时间上和费较之
所编‘书目》相差一年，但是可阻肯定，这里的“福州府”为“抚州府”之误。另外。至少可以知道他在江西停留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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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之争”再次引起清朝全国性的仇教浪潮。大批传教士被驱

熙．被加锁链而＾狱。１７２２年至１７２５年利国安尚在江西，雍

遂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并且禁止中国人的信教活动。

正仇教事起后，谪居广州，１７２７年殁于澳门。利国安到江西，

１７２５年雍正发布禁教令，载人清朝法典（大清律》之中，使荣

带有被贬谪的意味。骆保禄（ＪｅａⅡ一Ｐ丑ＩＩｌ

教由政治性的措施变成固定的法律制度的举措。中央到地

１６９４年抵华，其主要传教区在河南开封、福建福州、兴化等

方的许多天主教徒遭到镇压。

地。他到江西赣州是在１７２４年因仇教事起，谪居广州之前，

Ｇｏ鼬ｉ），意大利人，

隐居于赣州若干月，时年已７８岁高龄。

ｌ囊、雍仇教之前的夭主教发展
因“礼仪之争”引起的全国性仇教事件之前，天主教在中

严嘉乐（ｃｈ舡Ｉｅｓ

ｓ１“ｃ趾ｋ），渡希米亚人，１７１６年至华，常

居北京，因病偶赴南方广州（１７２Ｉ）、九江、南昌（１７２２一１７２３）

国境内仍然顺利发展，各地教会不断发展。

１７０１年９月至年末，有六位传教士进人江西，ｑ）他们分

等处，但时常往返于两地之问。１７２３年８月７日有一封南昌

别是：法国传教士沙守信（￡ｍｅｄｃ如ｃＩｌ８ｖ８９ｍｏ）于１７０１年９月

信札，８月２５日有一封北京信扎，言钦天监官想像行星交会

１４日抵达广＝｝ｌ｛，紧接着被派往江西，此后一直在江西传教。

之误；１０月１４日又有南昌信札，言康熙之崩，雍正箭位；１１

１７０６年接任殷弘绪所管教区，１７１７年殁于饶州。从沙守信

月份，又到达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居住，未再回到江西。这

的传教信札来看，他还曾到过抚州和赣州。戈维里（Ｐｉｅｒｒｅ如

几位耶稣会士都是以京城或别的省份为主要传教区，而不是

ｃｏｖｎｋ）．法国人，１７０１年９月９日人华，传教江西数年。意大

江西。他们在江蓖时正好都是仇教时期。他们在江西停留

利传教士方纪金（Ｊ打Ｏｍｅ ＦＩ明ｃＩｌｉ）、顾铎泽（ｅｄｅｎ鹏一Ｊｏｓｅｐｈ ｌｅ

的时间不长，或往来于京城与江西两地．或被迫走广州或澳

年末一同赴江西南昌肄习语言。１７０３年方记金迁至赣州，最

和地位，利国安和严嘉乐是直接面对皇帝的，在仇教之前都

初的六个月内，就为１９００人接受告解，受洗者“ｏ人。”１

受到皇帝的重视和礼遇；骆保禄也被誉为“晟初阚明中国犹

（Ｐ５７６）在赣州住了两年后，１７０ｓ年调往山东。与方纪金同时

太救徒之状况第一人”，¨１（Ｐ４７４）后来也被任命为北京会团

到达南昌的顾铎泽．仅知其有１７０３年的南昌信札，内容不

长，留在京城。因此，这些人物在仇教期间来到江西，说明这

ｃｏｕｔｅｕＩｘ）、汤尚贤（Ｐｉｅ腓一Ｖｉ㈣ｔ ｄｅ Ｔ缸），三位神甫于１７０１

门，于江西的传教事业贡献不大。但是他们都有很高的身份

详。汤尚贤也是初到广州，停留了几日，就被派往江西，传教

时候江西已经从一个传教前沿阵地，转变成为后方的“收容

数年。法国耶稣会士聂若翰（Ｆｈｌｃ面ｓ—Ｊ锄Ｎ蒯８ｓ）于１７０１

所”。此时在江西传教的还有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陈多禄

年９月１９日抵华，１７０２年传教江西。

（Ｐｅｉ玳ｎｈ’ｃｎ），苏州人，医师，１７３４年８月份，派往江西，由

除了一位是意大刺人之外，其余五位都是法国人。他们

于身为医师，因此“得人他人所不能人之家宅，于诊治疾病之

是１７０５年仇教风暴刮起之前在江西躬身传教的耶稣会士。

余，兼为灵魂之救赎。”¨１（Ｐ７６５）直到１７柏年可能仍在江西

他们在江西停留的时间都比较长，最短两年，最长的十六年，

临江府。胨多檬的医生身份为他传教带来极大便利，大概是

对维持旧教区的教务，扩展传教范围作出巨太贡献。

由于当时迫于形势，不便公开传教的缘故。
“礼仪之争”引起的仇教风暴使耶稣会士在中国开始了

２．仇教期间的江西耶稣会士

１７０５年康熙开始禁教，全国再度掀起仇教风暴，耶稣会

近一百年的噩迳。这是罗马教廷内部斗争弓｝起的恶果。正

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再度遭到打击。这期阃，由于资料匮

如谢和耐所说：“如果利玛窦对于中国的风俗和习惯所采纳

乏。江西的耶稣会士行踪和事迹不详，很难从中窥见这次仇

的宽容态度从这位伟大的传教士逝世起未在教友中引起反

教对江西天主教的影响。但是，据相关文献可以确知，这一

响，如果上述做法并未最终被教廷否决，郭么耶稣舍士们的

时期由于法国和葡萄牙争夺中国教区的保教权，因此到达扛

影响就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正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恶

西的耶稣会士绝太多数来自于法国和葡萄牙两国。

化了１８世纪中、欧之何的所有关系。”＂ｌ（Ｐ４５２）康、雍两朝仇

冯秉正（Ｊ０ｓｅｐｈ—Ｆｈｎｃ豳一Ｍ撕ｅ—ＡＴｌｎｅ

ｄｅ

Ｍｏｖｒｉ踮ｄｅ

Ｍａｍ且），法兰西人。据殷弘绪记载：１７０７年冯在此省（江匿）
曾感受严重仇教事件三次。玛本人曾有一封自九江致科洛

数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往历次仇教所带来的影响。

四、乾、嘉时期的禁教和天主教活动

尼亚神甫的信札，盲台湾、澎湖诸岛事（１７１５年８月）。因此．

１７７３年，教皇达莱芒十四世颁布‘天主的赎罪）谱令，取

至步以上两个时间内，冯秉正是在江西。另外，白１７１０年，

缔了耶稣会。两年后，这一诏令在北京宣布，在中国括动的

冯幕正偕雷孝思、德玛诺两位神甫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

耶稣会被迫宣布解散。１７８５年，遣使会（Ｉ肥ａｒｊ出）接管了耶

建、台湾及附近近谙岛地图，并借这个机会，常往来各地鼓励

稣会在中国的牧区。耶稣会的解散和清朝的蔡教政策使天

教民，传布数理。因此，冯秉正１７１５年在九扛写的鄢封信也

主教在中国的事业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很可能是他在测绘地图时期，经过九江时写的。

嘉庆皇帝继续采取闭关和荼教政策，其间对天主教的查

利国安（Ｊｅａｎ Ｌｄｕｒｃ“），意大刺人，１６９７年抵华，】７１８年被

禁也连绵不断，规模较大的数教会史上的“１８０５年之迫害”，

召至北京，两午后，被任命为中国日本视察员。由于得罪康

这一年查处了教士教徒１０００多人。但是，在此严重打击下，

ｏ

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还有一位聂若鱼（Ｎｏ目肥．Ｊｅａｒｌ）神父，也是法国＾．干１７０１年底进人扛西南昌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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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事业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仍然顽强存活着。此时的

如果没有明朝至清朝前期这个传教过程的铺垫，这样太的规

江西再次由于地利之便．而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联络的枢纽，

模是难以想象的。

和他们秘密进＾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

五、结语

杨德望（ＥＩｊｅｎｍ Ｙ锄ｇ），中国北京人，１７５１年被派往法国，

１７５９年３月人耶稣会，１７６４年初毕业，１７６５年抵中国。两次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乾隆年问，近百位耶稣会士涉足

被派往江西。１７８７年他在江西被一教民举发，于当年５月初

江西。江西作为南北地理上的纽带，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发

被捕下狱。据载：“杨神甫寓江西吾人之一堂中，是为广州：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耶稣会士背负着十字架，无论是由海

北京与各省交通集中之所。吾人从京运送物品至广州，仆役

路从广州登岸，北上进京，还是遭到皇帝贬谪后不得不由京

等必送至杨甫驻所．是亦为各省运物所抵之处。至此汇齐送

城逃回广州，江西都是其必经之地。加上江西的地方官员对

到广州。仆役还京时，亦须经过杨神甫驻所。叫“（Ｐ９７３一

天主教和耶稣会士的态度暖昧不明，在很大程度上使江西的

昕４）江西成为连接北京与广州两个天主教重要活动城市的

天主教得以存活下来，发展壮大。耶稣会士继创立了第一个

纽带。

教区南昌之后，又在几次教难期间连续创立了建昌、赣州两

对于杨被捕下狱这件事，江西省官员的态度令人寻味：

大教区，并在饶州、抚州和九江开辟教区．教区遍及江西全

省（江西）中大吏恩其事上闻于朝，别生枝节，不欲

省。从明清这近百位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来看，鸦片战争

承认其为传教士。而视之为一平常教民，不以此章上闻。

以前，江西的天主教传播已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其地位不可

详情吾人未悉，伍知德望被送北京，是年十月尚未抵京，

忽视。耶稣会在进＾中国初期，以江西为跳板，通向京城；教

恐其殁于中道。¨１（Ｐ９７４）

难时期，江西成为太多数传教士的避难所，并且在避难期间，

这则材料告诉我们：其一，耶稣会被遣散后，江西重新又

江西地区的传教事业也得到拓展；乾隆朝实行禁教政策后，

成为耶稣会士的传教重地。一些耶稣会士秘密遣人内地，希

江西叉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

望能够重新开教。他们再次把眼光盯住江西这片土地，一方
面当然是由于江西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交通方便．易于藏

参考文献：

身；另一方面则因为江西拥有较为牢固的传教基础和一批数

［１］郭卫东．中土基督［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量大而信仰忠诚的教徒。其＝，这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态度比

［２］［葡］曾德昭．太中回志［Ｍ］．何高济译，孛申较．上海：上

较微妙，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按照圣旨，逮捕传教土，另一方
面，他们叉不愿把事情阉大，让皇帝知道本省仍有严重的教
情。可见，地方官员对待传教士和天主教模糊、暖睬而叉白
相矛盾的态度使处境艰难的天主教有了很大的容身空间。
绝大部分地区的教会转人了地下活动，其传教范围也从
原来的行政中心转移到乡村或城市边缘地带。一部分传教
土继续从澳门、广州秘密潜入中国内地，他们改头换面，乔装
打扮，但仍然以耶稣会士为名，进行传教。这一时期还出现
了一些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密闭教徒村镇。①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遭到全国范围的严厉禁教，天主教

在乾嘉年问仍未禁绝，只是转入地下，传教活动一直在进行，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法］费触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册［Ｍ］冯
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厨，１９９５．
【４］江文汉．明清闻在华的天主教耶蛛会士［Ｍ］．北京：知识
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影
印奉．

［６］［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墙［Ｍ］耿异
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ｆ７］（法］谢和耐．中国社套史【Ｍ］．驮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５，

否则就难以理解描柏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在不平等
条约的保护下，潮水般涌进中国各地，触角遍及乡村、城镇。

责任编辑：麓利朝

。这一观点目前受到挑战。美国密歌根大学阿兰·斯戚顿（Ａｌａｎ ｓｗ∞【蚰）指出．至少在扛西的多村，教徒并没有和四邻及其他异教徒隔
绝，他们仍然在日常事务上和他们正常往来，共同构成社区的一份于。见阿兰·斯戚顿：‘中国乡村的基督救：冲突与适应），安·阿伯，密戢根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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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周良沱.章剑.刘须群.董利 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需要新思维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8,""(6)
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是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我们在过去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也有需要
反思的地方.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必须把它放到整个国家的伟大变革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即法治已替代伦理、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
,宗教管理已从"意识形态角度"走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本身则将从上层建筑逐步走向"第三部门".因此.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
题务实的新思维是: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通过法律手段,使其从非合法状态走向合法状态.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应执行"阻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在处理
中梵关系上,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天主教会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2.学位论文 吴薇 明清时期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2003
该文以江西明清地方社会为背景,以天主教传教士、中国天主教徒、绅士文人、官员为主角,对晚期明至清末天主教在江西传教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归
纳,描绘出一幅明清天主教在地方社会活动的场景.

3.期刊论文 黄细嘉.曹雪稚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江西社会科学2007,""(3)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
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
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4.期刊论文 周良沱.刘须群.章剑.董利.ZHOU Liang-Tuo.LIU Xu-Qun.ZHANG Jian.DONG Li 我国天主教非合法组织
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5)
我国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天主教领域掀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和神职人
员脱离罗马教延控制,但有部分神职人员和信徒受罗马教廷影响转入"地下"活动,成为中国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最早形态.改革开放后,天主教非合法组织
发展迅速,一度在农村城镇蔓延扩大.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与罗马教廷或明或暗支持密切相关,同时,它的存在有历史客观原因和现实社会基础.

5.学位论文 延经苹 清初天主教文人许缵曾研究 2009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以宗教为媒介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开启了中、欧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在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砥砺的过
程中，西方的耶稣会士与中方的文人成为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力量。学界致力于研究中方文人回应异质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硕果累累。然对于清初文人
许缵曾(1627-？年)的研究却尚显单薄。许缵曾字孝修，号鹤沙，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历官江西驿传道副使、四川布政使司上下川东道参政、河南按
察使至云南按察使。缵曾自幼受洗入天主教，一生与天主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生长于天主教世家中，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一生宦海沉浮，所到
之处建堂宣教，为天主教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娶妻纳妾，敬拜城隍，祈福劝善，屡次违反天主教教规，并著有《太上感应篇》。在他
身上，中西文化交融杂糅。
本文通过对许缵曾文集及友人互赠的诗文以及县志中爬梳资料，对其家族背景、交友脉络、信仰世界的详细考查，将其置放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下
，进一步审视其生活的文化土壤，辨析其思想及信仰。我们看到其将天主教教义附和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理解和融合，在其内心深处构建了自己的信
仰世界，以善恶为泾渭分明的界线，以仁德为归旨，以劝谕为目标，来规界自身的行为。他已不复有祖辈“两头蛇”族的矛盾，而是将外来异质文化自
然地融合到本土文化之中，在他的身上，更能看出文化碰撞之后，互相融合的的状态。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而言
，更具有包容并蓄的优势。于是在缵曾一代，文化的融合，以及向本土回归的趋势便生成了一种中西不分，杂糅并包的新型文化因子。

6.期刊论文 张英明.徐庆铭.ZHANG Ying-ming.XU Qing-ming 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传教客家原乡汀赣札记 -嘉应学
院学报2006,24(1)
17世纪,艾儒略、刘迪我、聂仲迁等耶稣会士,先后在客家原乡闽西(汀州)、赣南(赣州)开堂布教,使之发展成为西方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布天主教的
重要基地之一,从而为今日客家原乡社会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7.期刊论文 韩福秋.HAN Fu-qiu 近代早期西欧天主教改革成因浅析——"反宗教改革"再审视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9(4)

本文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在权力组织结构、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风尚、普通信徒的宗教需求与教会教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面
对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动的新形势下,天主教对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8.学位论文 崔维孝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2004
本學位論文以"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爲題,對以西班牙傳教士爲主體的方濟會在華傳教活動進行陳述、分析和研究.雖然
方濟會是繼耶穌會之後入華的第二大天主教修會,但是其在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卻一直被中國學術界所忽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大陸學者首
先拉開了方濟會入華傳教研究的帷幕,但是由於缺少史料,研究活動受到制約.筆者旨在通過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弄清方濟會在華傳教的路線、方法、策略
和對象,活動區域和範圍,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立場和策略,以及對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1579年至1732年是方濟會在華進行傳教活動的一個重要
的時期,這一時期大致可分爲五個階段:1-1579年至1632年,爲方濟會入華前的醞釀、嘗試、失敗和放棄的階段.2-1633年至1670年,爲方濟會入華傳教,開
闢中國山東教區的階段.由於方濟會與耶穌會不同的傳教路線和策略,利安當神父在"中國禮儀"問題上與耶穌會發生爭拗,並因此而成爲跨世紀的"中國禮
儀之爭"始作俑者之一.3-1671年至1692年,爲方濟會在華傳教迅速發展的階段,在恢復山東教區之外,西班牙傳教士又開闢了廣東、福建和江西教區,確立
了他們在華傳教的大格局.4-1693年至1722年,爲康熙皇帝與羅馬教廷就"中國禮儀"進行論戰的階段.在這場論戰中,方濟會傳教士的觀點和立場逐步向耶
穌會靠近,並最終與耶穌會爲伍,他們中大部份人遵康熙皇帝之命,領取"印票"繼續留華傳教.5-1723年至1732年,爲雍正皇帝全面禁止天主教的階段
.1722年底康熙駕崩,雍正繼成帝位,隨後一場全面禁教運動便陆續在全國展開.以廣州爲總部的方濟會在收容和接待被從各地驅逐而來的傳教士同時,依然
在廣東或冒險潛入福建、江西和山東繼續傳教.1732年(雍正十年),居在廣州的傳教士全部被驅逐到澳門,西班牙傳教士也被迫離開中國大陸,但他們中的
一些人毅然決定留在澳門,繼續他們在華的傳教事業.如果說耶穌會是明清之際在華傳教的主力軍,那麽西班牙方濟會則是一支不應被忽視的同盟軍,他們
的所作所爲使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時期.這種多元化不僅體現在傳教實體數量的增加,亦體現在他們與耶穌會不同的傳教方法、策略
、對象等多個方面.正是這種多元化保證了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持續發展.

9.期刊论文 刘芳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对中国医学的研究 -社会科学论坛2010,""(6)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康熙年间来到中国,死于乾隆年间,跨康、雍、乾三朝,在中国四十多年,传教于江西、北京等地.在中医和保健方面,他介绍了中国
传统的种痘.作为植物学家他亦收集了不少中国植物的资料:如佛手、柿子、荔枝、柳树等等.殷弘绪对中国这些文化瑰宝的介绍在18世纪中西方交流的历
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0.期刊论文 曹青.CAO Qing 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朝政的贡献概述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3)
康熙时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不仅扶持康熙亲政,而且在剿三藩、与俄订约、随行塞外、制作<皇舆全览图>、构建意识形态诸方面
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康熙对传教士的利用固然是服务于清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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