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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
——时间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为下限
马冬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摘要：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有其相似之处即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
欧洲汉学的发展，但两者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来华的背景与目的上，两者在
华事业的进展与结果上，两者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及成员构成上等。
关键词：天主教传教士；俄国传道团；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３８０Ｘ（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３２—０４

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个十分重要的时

教，标志着耶稣会人华传教活动的开始。很明显，

期。在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即１７世纪末之前，主

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人华的直接目的就

要是西欧国家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借助于

是“传教”，就是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当然，
也不排除部分葡籍及法籍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为

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逐渐增加了对中国的了
阶段即１８世纪初期起，则有一支新的力量加入到

本国政府服务的倾向，但是，对他们来说“传布
宗教，是为主要目的”…。俄国传道团进入中国则

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行列中来，这支新力量就是俄国

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其实，早在１７１５年俄国传道

传道团。正是这个俄国东正教传道团为俄国汉学的

团进人中国前，在中国北京已有东正教教堂一所，

兴起奠定了基石。那么，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

即圣索菲亚教堂。１６８５年，中俄雅克萨战役之后，

国的传道团除了相似性之外，有无不同之处呢？答

近百名俄国俘虏被押解人京，居住在北京东直门内

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还没有

胡家圈胡同。为照顾他们的宗教生活，１６９５年，

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比较，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尝试
着解决这一问题。文中主要内容的时间下限定在

康熙帝赐他们关帝庙一所，作祈祷之用。上面所提
到的东正教教堂就是在这个关帝庙的基础上改建而

解，揭开了欧洲汉学的序幕。而在这一时期的较后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重新人华前。
一、背景与目的的差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人华是以欧洲的宗教改革与

成。主持者为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１７１２年，

列昂节夫去世，彼得一世拟派新司祭来华接替他的
位置，做“照看俄国俘虏的精神主人”【２】，并为此
向清政府提出请求。当时，恰逢清政府准备派遣由

地理大发现为前提的。１６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
使得基督教再次分裂。传统的天主教受到新教的挑

太子侍读殷扎纳率团报聘徒居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

战，阵地大大缩小。为了弥补其在欧洲的损失，天

康熙破例同意了俄国的要求。１７１５年，第一届俄

土尔扈特部，需经俄境。为获得俄国方面的许可，

主教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而此前的地理大发现无

国传道团在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大司祭的带领下

疑助其一臂之力。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最主要是耶

来华。１７２８年，雍正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准噶尔

稣会士们，在教皇的许可下，借助于葡萄牙的航船
与保护，开始在印度、日本以及中国传播基督福

回部叛乱，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把这个传
道团固定了下来。１７２９年第二届传道团来华。自

音。１５８３年，利玛窦、罗明坚进入肇庆府定居传

此后，大体上每隔十年，便有一新使团来华替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４—２９
作者简介：马冬秀（１９７８一），女，河南济源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教，硕士学位，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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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十人左右，至１８６０年，共历１４届。由以上可

Ｈ１这与近卅万的天主教徒无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

知，俄国传道团人华是以“保障在华俄人宗教生

对比。当然，信徒过少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有人

活”为理由的，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众所

就认为：１８世纪清廷禁教时期，东正教没有遭到

周知，自沙皇伊凡四世起，俄国就是一个热衷于对

天主教那样的厄运而公开的合法的生存下来，原因

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中国的富庶自然会让其垂涎三

之一就在于以其人少而未对清廷造成心理压力之

尺。正苦于找不到渠道了解中国内情的彼得一世，

故。事实上，截止到１８世纪末，俄国传道团不仅

倍感１７１２年列昂节夫的去世是天赐良机。他之所

在传教方面无所成就，即使在情报获取方面也无甚

以如此热衷于向中国派遣传道团来接替列昂节夫在
圣索菲亚教堂的位置，就是想利用圣索菲亚教堂作

成绩（仅只是获得了几张地图而已）。这一方面是
由于１７到１８世纪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目标主要在

为据点，“来窥视清朝政府的政治动向，以便有利

其北面与南面，即夺取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

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彼得一世曾经表示，必

远东的利益暂时居于次要位置，对在华的俄罗斯传

须占有对俄国未来发展异常重要的黑龙江口。为

道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要求也只是小

此，他还颁布特谕：要认真物色西伯利亚都主教。

心谨慎守护住这个据点而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

俄罗斯教会要把研习和通晓汉、蒙语言和调查中国

政府对在华的俄国传道团实行了十分严格的管理。

情况提到国家利益的高度。”【３１由此可见，“保障在

“清政府设立了俄罗斯馆监督、提调官、领催等一

华俄人宗教生活”只是一个漂亮的幌子而已，其

系列大小官职，专司管理俄国教士、学生，并派馆

真实目的则是为来日的侵略作准备，窃情报。

夫两名看守俄馆大门。”【２１当时，传教士团人员若
要寄信回国，须“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

二、进展与结果的差异
目的不同，事情的进展与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
异。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既然把传教作为他们的最主
要目的，自然会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不遗余力，在这
一方面，耶稣会士尤为出色。他们在中国，着儒
服，习汉语，遵从中国习俗，攻读中国典籍，积极

与上层人士靠拢，致力于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营造良
好环境，即使身处逆境也从不退缩。所以，天主教
在中国虽然屡遭劫难，但信徒人数却并未明显减
少。及至“１８３９年信徒还有卅万”。【４ ｏ与天主教传
教士不同，俄罗斯传道团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积极
的传播过宗教。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在其眼
里是不屑一顾的。这与他们当时人华的主要目的相

一致。本着那样一个目的，俄国传道团名为“传
道”，而实际上除为在华俄人和极有限的中国教徒

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扣。一直到了１９世纪
初，俄国将其侵略重点转移到了远东之后，俄国传
道团在情报收集方面的职能才显露出来。在这方

面，第９届俄国传道团团长比丘林可谓是自俄国传
道团人华以来，“收集情报和分析研究这些资料的
集大成者”。他于１８０８年１月到北京，１８２１年回
国。在京期间，比丘林经常穿着满族绅宦服装，自
称“何先生”，出入北京的各条胡同、市场；经常
乔装到北京郊区游览；经常借故到清朝理藩院办

事，伺机刺探内情。１８１０年秋，他向伊尔茨克总
督送去一批情报，其中包括清政府对俄、英和其他
西方国家的外交方针，欧洲天主教传教会在中国的
处境，中国的商业和物价情况以及口岸贸易的状况

等。这些睛况为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制订同英
国、奥地利等国联盟，参与反对拿破仑的“大陆

主持宗教活动外，在传教方面便无其他事迹可言。

体系”，决定远东政策等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
据。”Ｊ １８４０年后更有不少人在侵华方面充当了极为

“与当时在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过从甚密的一

不光彩的角色。

位北京东正教修道院院长说，他不希望给中国人施
洗礼，这需要他付出很大精力来管束那些毫无约束

三、成员的差异

的教徒。”¨１不仅中国信徒数目瘳瘳，就是要使那

明清间天主教传教士和俄国传道团在有关其成

些最初来华的俄国俘虏的后代信教也十分困难。

员的方方面面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体

“不给赏金他们就不来领洗，忠告和规劝都毫无用

现在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

处”。１３］“一年到头只有那么三、五个人在复活节

及成员构成上。首先，从个人意愿来看。来华的天

那天才到教堂去，但如果没有一顿丰盛的筵席，他
们也不会去。”【３１据统计。到１８６０年，“在华东正

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大都是主动请缨，他
们把来华传教视为一种无尚的光荣。他们是甘心做

教的俄籍教徒和中国信徒总共只有二百人左右。”

上帝的奴仆的，并把为传教而牺牲作为极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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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雍正乾隆年间，在禁教言令十分严苛的年

年，发给一次四季衣物；每过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

代，江南的传教士们藏身于船舶之中，过着昼伏夜

送来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各种生活用品一

出。漂泊无定的生活，也从无怨言，从不退缩。而

概由官家发给，他们什么都不必操心。”【２ Ｊ“清朝

俄国传道团成员均是由沙皇政府遣派而来。被派往

政府给传教士团内所有成员都封了官职：修士大司
祭五品官、司祭和辅祭七品官，其余‘皆命为披

中国对他们来说，着实是一种苦差。那些勉强受命
去北京应差的人们，“厌恶地视他们的工作为上帝

甲”’。【Ｂ１最后，双方在成员构成上也有很大的差

的降灾和沙皇的惩罚，至多视其职位为混薪水的闲

异。天主教传教士团体是名副其实的由清一色的传

职。”【２Ｊ“１７４３年，东正教会在索菲亚区物色传道

教士组成，而俄国传道团则除了大司祭、司祭、辅

团修士大司祭，连找七人，其中六人均以各种借口

祭等传教人员之外，还有留学生若干名。这些留学

推脱不就，最后人选的措夫斯基修士大司祭也以腿

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满语，并尽可能多的了

疾为由企图规避，但未获批准”。【４１很难想象怀着

解中国国情。其中有不少人在中俄两国交往中发挥

这样～种情绪来到中国的他们会有什么作为。这种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状况一直到１８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在整体素质方

总而言之，虽然明清间来华之天主教传教士与

面，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正好经历了一个相

俄国传道团在促使西方汉学发端，促进中西方文化

反的历程。最早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多为饱学之

交流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更多的则是在背景、

士，例如泰西鸿儒利玛窦、“西来孑Ｌ子”艾儒略、

目的、结局、构成上有不同。系统分析两者的差

“通玄教师”汤若望、“勤敏之士”南怀仁、“国王

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明清间的中西间

的数学家”白晋与张诚等。在此之后，来华的天
主教传教士素质已渐次下降，难怪康熙帝在其晚年

文化交流状况，而且对于培养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

认为“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７ ｏ虽然，早期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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