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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问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
周萍萍
（南京晓庄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江苏
［摘要］

南京２１００１７）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基于中国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其宣传众生、

天堂地狱等等教义，以及其特定的一些教仪，对下层社会的平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天主教因此在乎民阶
层中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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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招万民为徒”为使命的西洋传教士们，

圣洁的名声，或是因为这支民族有崇拜某种神

自踏上中国土地后，就发现中国偶像数目多的

明的内在资质”…（Ｐ·３㈣，仿佛中华归主指日可

难以计数。被誉为“近代来华传教先驱”的利

待。

玛窦（Ｍａ‰彤ｃｃｉ）神父在其著述中对中国人

其实，利玛窦之所以说“这支民族有崇拜

的偶像崇拜做了详尽的描写，“全中国各地偶像

某种神明的内在资质”，正是他看到了中国人对

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这种偶像不仅

神灵崇拜不专一，从而具有信奉他们的真教

在庙里供奉，一座庙里可能就有几千尊偶像，

——天主教的可能性。诚然，“有庙必进，有佛

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私人家里，按照当

必拜”、“临时抱佛脚”确是中国人急功近利心

地的习惯，偶像被放置在一定的地方。在公共

态的最好反映，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一定会

广场上、在乡村、在船上以及公共建筑的各个

改弦易辙，接受并信奉西洋天主教，毕竟旧有

角落，这种到处都有的可厌恶的形象是第一件

宗教已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引人注目的东西。”…（Ｐ·７８）

但利玛窦对从精神上征服这崇拜偶像的国
度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崇拜偶像并不

因此天主教只有确实能给在信仰上实用主义色
彩较浓的中国人心灵上以震撼，才能促使他们
改变信仰，投入上帝怀抱。

是真正发自于内心，他指出“可以十分肯定，
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
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
相信，惟一的根据便是他们外表上崇奉偶像即
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１］（Ｐ·７８）利玛窦甚至

传教士布讲救世福音和接济贫疾令遭受极
度剥削或经历困苦状态的人产生感激与崇敬。

认为中国人已经准备好崇拜真正的上帝，而决

明末，经过两次南京教案，遭到重创的江

定放弃以前的偶像崇拜，“这或是因为基督教有

南教区，当时已“不仅未能使教务发达，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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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旧状也”【２］（ｎ１４４），但是随着入华教士的增

非常向往，简直就是他们所渴望的大同社会，

多，信教人数也渐大增，以致反教士人黄贞愤

这给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带来美好期盼。

怒地说：“万历间，宗伯沈仲雨驱逐之疏霹雳，

甚至一些秀才举人，都相继要求领洗入教，面

未几，而此夷旋踵复入，千倍于昔。天下为之

对官府责问，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自仲尼之

所惑，莫知其详”【３】（卷三，Ｐ·㈣。其实，信徒人数

后，入不能学仲尼。天主人中国，劝人为善，

渐多，非为沈榷发动的南京教案，打击力度不

使人人学仲尼耳。”青衿儒士的人教，带动周围

够，而是明末江南百姓生活困苦，宗教正是他

的人也要求领洗，甚而在被逼背教时还说“秀

们心灵困厄的反映：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地

才不从，则某等亦不从矣”，使仇教者十分恐

区，本就是重赋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

慌，疾呼“从其教者，人人皆坚信若斯，使之

神宗皇帝派来的税监更是如狼似虎，加上通货

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又何事不可为

膨胀导致谷价上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

哉？”［３］（卷二，Ｐ·３３）

灾难；１６２６年到１６４０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

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接踵而至的洪涝，使
得“流亡载道，人相食”。饥荒、蝗灾和天花，
“苍生糜烂已极”，百姓真的感觉末日将近。大

传教士宣扬众生平等，视彼此互为兄弟姐

量难民涌进城市，沦为流民，许多以乞讨或偷

妹，不以地位高下而区别对待，很快就赢得百

窃为生。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使他们不禁对老

姓的好感。起初，人们以为戴儒冠衣儒服的传

天爷的公正产生怀疑，“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教士们，是不同于己的“劳心者阶层”，对传教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旧有信仰在此面前不堪

士敬而远之，对教堂也充满敬畏。《利玛窦中国

一击。

札记》记载：“一般人连教会住所的门口都不敢

此时，传教士或以金钱救助，或以天堂地

看一看……不久，大家就明白他们的住所是向

狱说相劝，都很容易使百姓受感化而入教。翻

每个人都开放的，就连许多最穷苦的人也都被

检《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可以看出：明

争取到基督教方面来。实际上，利玛窦神父的

末传教士初人中华，１６３４年是收获颇大的一

同伴们注意到了不管他在工作中是多么忙碌，

年，大江南北传教成绩斐然。在这一年，经历

他从没有赶走过一个穷人。反之，好像他事先

过两次教案的南京教区，此时“经毕方济

就已安排好了似的，他会留下他们进行长时间

Ｓ锄ｌｂ泌ｉ）神父之手，竞重新复兴，当

的愉快的谈话。”…（Ｐ·３００）神父的和蔼可亲使下层

年授洗者就有六百人；毕方济曾赴常熟为三百

民众有种被看得起、受重视的感觉，明末在上

人授洗，脱非僧人愤方济绝其食，群起反对”；

海城乡一带传教取得较好成绩的毕方济神父，

“１６３４年，绛州大饥，高一志（又名曾德昭，

人们交口称赞他“为人仁厚俭朴，和蔼可

（脚ｉｓ

ｍ呲ｄｅ

ｓｅｍｅｄ０）神父犯冒险阻，到处救济难

亲”［２］（ＰＰ·１４３—１４４），很多教外人都要求领洗人教。

民，为病危者授洗，是年绛州及蒲州府受洗者

此外，天主教驳斥佛教轮回、宣扬天堂地

有一千五百三十人。又立育婴堂收养弃儿，未

狱说，使百姓愿意享受终极幸福。利玛窦在

久得三百人，诸儿饥半死，获生者鲜，然皆受

洗礼而终”；同年，郭玛诺（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天主实义》中，采用对话方式宣扬教义。面对

神父亦前往陕西，“收养孤儿甚众，并任诊治看

之变，必以劝善而惩恶也。设吾弗明记前世所

护之责，因之染疾，几频于死”；“１６３４年，艾

为善恶，何以验今世所值凶吉，果由前世，因

儒略（胁ｓ

而劝乎惩乎？则轮回竟何益焉？”［４］（ＰＰ·５０—５１）否

Ａｋｎｊ）神父赴泉州、兴化两地，受

洗者二百五十七人”［２］（Ｐ·１４４；Ｐ·９３；Ｐ·２０８；’Ｐ·１㈣。
当时最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就是讲述基督教

儒者质疑，西士答日：“若果天主设此轮回美丑

定人死后灵魂轮回，提倡修道者后世可以升入
天堂，

“受无穷之乐，免堕地狱，受不息‘之

国家的优良风俗。利玛窦神父在传教时发现中

殃”［４］（Ｐ·㈤。并谓末日来临、天地将坏时，天主

国人对诸如“医院、孤儿院、济贫所、照料无

现身空中，对上古以来一切死者，一一审判，

依无靠的寡妇和囚犯的慈善团体”等津津乐道，

善者归天堂，恶者归地狱，永不赦除。一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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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为免受永堕地狱之苦，最终选择入教。《（奉

《利玛窦神父传》记述，“１６００年，利玛窦神父

天学）徐启元行实小记》记载了浙江一个人，

进京面圣，宦官马堂在庞迪我（Ｄｉｄａｃｅ

素与信徒徐启元为敌，控告他庸医杀人，但后

Ｐ孤ｔｏｊａ）神父的一个匣子里发现有个木制耶稣

来为怕下地狱，又求徐启元为他授洗，“逾数

死难十字架，上面的血漆得就像是快要滴下来

年，某亦染病，思想一生所为，难免永狱之苦。

了。他一看，脸上直出怪相，手足狂动不已，

闻天教有赦罪之权，意欲入教，知付圣水者，

然后突然说道：‘好呀，这就是你们的蛊术，要

必公’’［５］（Ｐ·１２４２）。

加害皇上哇！如此行妖作祟者岂是好人！’他认

ｄｅ

既然天主教排斥轮回之说，提倡“惟皈依

真相信这是个危险的玩艺”［７］（９。３１＂。对于平民

天主教戒者，其灵魂永在天堂，不皈依者，余

百姓而言，他们相信拥有巫术的人能够通天、

虽善，灵魂亦必永在地狱”。一些被和尚预测来

通神，而与神交通的最好法子就是祈祷，在更

世托生不好的人，思虑再三，决定入教。李明

ｌｅ‰）神父在一封致主教的信中，提

多情况下，洗礼似乎是具有巫术作用的一种治

（ｈｉｓ

疗措施。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

到一件很可笑的事，“一位垂死的人要求接受洗

“（利玛窦）渠病时搽擦苏合油等物遍体，云其

礼，因为他认为自己最好是成为基督徒而不是

国疗病之法如是”［８］（卷三十），苏合油即基督教仪
式中常用的圣油。

佛教徒。和尚们确实向他断言他应转生为驿站
马以报答他受到的皇恩（他食国家俸禄）。他对

南京教案中，被抓获的教徒曹秀供称，他

李明神父说：‘（和尚）劝我说，一旦当我取得

和妻子信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治病，“因妻

这种新地位后，应尽力完成自己义务，千万不

染痰疾，五年不愈，慕天主教可以禳灾获福，

要失足、不要尥蹶子、不要咬人和伤害任何人。

遂与四十年三月间同妻入教，诵天主经，经云：

他们告诉我说要多跑、多吃和尽量耐着性子。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承盛，尔国临格，

你由此便可以博得众神祗的慈悲，它们往往会

尔止承行于地，如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

使一头好牲畜最终变成一个有本领的人和地位

我，我日用粮，尔免我债，如我亦赦负我债者。

相当显赫的官吏……我有时在梦中也觉得自己

又不我许陷与诱惑，乃救我与凶恶，亚

被披挂马具鞍辔，准备在驿丞的第一鞭打下后

们。”’［４］（卷二，Ｐ。１３）在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难以

就奔驰。我醒来后吓得浑身浸汗，处于精神半

预料的情况之下，人们往往需要一种切实的安

失常状态，不知道自己尚为人类还是已变成了

慰，尽管他们不一定理解天主教教理的真正含

马……有人告诉我说贵教的人丝毫不受这些苦

义，如曹秀劝别人入教时，理由很简单，“天主

厄，圣教中的人永远是人，他们在彼世就如同

生天、生地、生万物，汝何不从之？”但他们天

在本世一样。我请求你们接受我成为你们之中

真而又满怀希望地认为只要信了这种教，就会

的一员。我清楚地知道贵教很难遵守，但即使

给自己带来～定好处。殷弘绪（ｎａＩｌｃｏｉｓ—

他更为残酷，我也准备信仰之。无论我付出多

ｘ撕ｅｒ ｄ’Ｅｎ乜ｅｃｏⅡｅｓ）神父在致杜赫德（Ｐ．Ｄｕ

大的代价，我更喜欢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不是

Ｈａｌｄｅ）神父的信中写道，“（信徒）缠住我不

变成一头牲畜”［６］（Ｐ·１㈤。

放，要圣物、圣牌、圣像和念珠，他们迫不及
待地讨圣水，他们把它放在瓷瓶里封好，他们
非常高兴地听我教他们怎样永久保存它的秘密。
一般说，我们的新信徒很相信这圣水，这圣水

十字架、圣水以及一些奇征异兆等使百姓
相信天主教具有超凡能力。

非常灵验，他们经常互相交流它的神奇效应，
上帝补偿了他们诚挚的信仰。”［９］（Ｐ·２０１）

广大普通民众不可能做到衣食无忧，时常

另外，中国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

疾病缠身而无钱救治，或无法救治。他们相信

态，导致大批民众对突然出现的“神迹”趋之

冥冥之中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力，需要从宗教

若鹜。他们特别崇拜拥有超凡法力的人或自然

中去乞求救助，保佑一生平安。传教士的圣水

界显现的瑞征，认为对之顶礼膜拜可使自己免

及十字架，在他们看来，都有了不起的魔力。

受病害、灾难，保佑生活安定。这些“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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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意想不到的康复、驱邪等等，在当时来自

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指所说者。须

江南的材料中随处可见，如苏州的一位女教徒

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

Ｊｅ舢ｅ在她的睡梦中对

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所

她进行了一番责备，她受到了惩罚，右手无法

具香灯盖帏，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

活动，后来她在一次公开的忏悔之后才得到恢

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

复［１０］（Ｐ·４８２）。１７０１年，沙守信（丘ｍｅ如ｄｅ

如左。’’［１３］（卷四＜天主堂＞）

曾相信迷信活动；Ｓａｉｎｔ

人们对这些与佛教寺庙截然不同的华丽装

Ｃｈａｖａ孕啪）神父转述了毕嘉（Ｊｅａｌｌ—Ｄ０ｎｌｉＩｌｉｑｕｅ
Ｇａｂｉａｎｉ）神父来信：“毕嘉神父负责的江南教区

饰产生一种莫名的感觉，画像、圣歌、钟声、

屡发生‘奇事’。一件是，在一场大火中，只有

乐器声以及仪轨等，在一些人心里产生了强烈

一位基督教徒的房子幸免于难，他周围的四十

的吸引力，并最终把他们引向对主的崇拜。傅

多间房子都毁于大火；另一件是，在一位热忱

圣泽（Ｊｅａｎ—ＦｒａＩｌｅｏｉｓ Ｆｏｕｃｑｕｅｔ）神父在信中说：

的基督教徒的祈祷下，一位不信教的人被从恶

“根据我对中国人天性的了解，如果我们将宗教

魔的折磨中解救出来；第三件是，一个小孩掉

仪式搞的更辉煌亮丽，一定会对中国人更有吸

入一口深井中，一双看不见的手把他接住并救

引力”［１１］（９·２２４）。《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

了上来。每天都有大量的非基督教徒到他那儿

称：１６４１年，毕方济神父在南京城内建一教

去，有些是受不了良心的责备，有些是遭遇了

堂，“堂内用西洋画法绘一图，附以说明，右为

可怕的事情”。沙守信神父认为是上帝利用这些

善天使图，分天使为九种；左为堕落地狱之恶

情绪使他们相信永恒的事物［１１］（Ｐ·１刚。

天使图。教内教外人见图新异，争往观之，因

而不乏受洗者。”［３］（Ｐ·１４５）甚而人们还会把教堂里
四
教堂肃穆、庄严的气氛以及精美的绘画给

人以强烈的印象。

的画像与自己所熟悉的形象进行比较，《耶稣会
士中国书简集》中经常能够看到人们把圣母当
作是佛教中送子娘娘的事例，对之磕拜祷告求
子，甚至求平安生产。

中国人习惯于佛寺的庄严气氛，而教堂中

五

华丽的场景及精美的绘画往往也能激起中国人
的好奇心，绘有巨大而美丽画面的壁毯常使他

们驻足观看。顾起元《客座赘语》描述了天主

可见，中国的平民百姓信教，少有或没有

画像：“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日天

宗教理念上的阐释和思索，他们只是出于生存

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

安全的需要。这点在社会动荡不安时，表现尤

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

为明显。同时，基督教宣扬世界是一个受苦受

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日：‘中国画

难的地方，提出只要信徒与基督一起战胜邪恶

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

与死亡，灵魂就会得到拯救。这种解脱手段对

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

于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他们很

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

相信天主教所宣扬的“其有为善而贫贱者，或

立，则向明一边者自，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

因为善之中，有小过恶焉，故上帝以是现报之；

鼻口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

至于殁后，既无所欠，则人全福之域，永享常

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１２］（卷六《利玛窦》）

乐矣。亦有为恶而富贵者，乃行恶之际，并有

《帝京景物略》记北京宣武门内教堂：“堂

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偿之；及其死后，既为

在宣武门内东城隅ｉ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

可举，则陷深阴之狱，永受罪苦矣”【４］（Ｐ艘），对

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人中国，神宗命给廪，

诚心信教死后灵魂能够升入天堂永享快乐笃信

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

不疑。

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

另外，中国平民信徒之间常为亲属关系。

其上，画像也，望之过塑，貌三十许人。左手

中国人一般过着聚居生活，这种联系的紧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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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亲朋邻里间会相互效仿，常有信教者不仅

病故），两名中国修士钟鸣礼、钟鸣仁都因父信

自己一家信教，其亲朋好友、亲戚都是教徒。

教；方政受其叔方文榜劝化；涨案受同乡称说。

如南京教案中，被抓的成年教徒虽只有十七名，

这种滚雪球一样的发展，有时起到的作用比传

但他们之间关系还挺微妙。除去五人受传教士

教士说教还有用，连仇教者都说，“夫一人能鼓

劝化、二人信教缘由不详外，余皆为亲邻所劝：

数十人之信从，数十人便能鼓百人，既能鼓惑

结帽为生的江西人曹秀夫妇都信教，曹秀带动

百十人，即能鼓惑千万人”［４］（卷二，Ｐ·埘。他们凭

了表侄余成元、内弟王文及邻居夏玉人教；余

藉亲戚、邻居、同乡的关系组成一个个小小的

成元又带动浙江人王甫人教；汤洪受其兄汤应

奉教团体，互相关爱、经常聚会。

科的劝导而入教（母舅王桂亦因信教被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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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张振国 从入教动机看明末至清中前期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 -东岳论丛2010,31(9)
中国人在对待民间神祇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曾使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对福音的传布充满信心,而且,如果单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
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通过对中国平民信徒Ⅰ即教民归化的真实动机的考察,我们发现,对于相当一部分教民而言,他们无法在信仰心理的
层面完全摒弃功利主义的影响,即从实际层面来讲,洗礼仪式的完成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因为这种归化背后的真实推动力也许并
不是天主对天堂永福的承诺,而是他们对现世福祉的祈愿.

2.期刊论文 刘钧艳.LIU Jun-yan 中日两国接受西学途径之差异——关于适应主义策略差异的探讨 -长春师范学院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8(6)
适应主义策略是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东方传播天主教的重要方法之一.适应主义在中日两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针对对象
:日本的平民阶层和中国士大夫群体.适应策略在中日两国工作对象的差异,是导致中国缺乏类似日本兰学阶段的原因之一.

3.学位论文 张运春 浅论山东地区衍发义和团的原因——由“官、民、夷”互动的视角解读 2007
1895-1899年，山东地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教案数量逐年递增。与此同时，山东各地拳会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反对
外来民族压迫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能够在山东地区突然爆发?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本文认
为必需关注民众、清政府、列强三大国际国内势力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状况，追寻清朝政府和德法等国政府对山东义和团兴起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山东地区义和团逐渐兴起的过程，正是清政府与德法等帝国主义势力在山东地区此消彼长的过程，二者之间有
着必然的联系。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之前，德法等国对山东事务的干涉和影响并不十分严重。此一时期，清政府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天主教会干涉地方事务
的现象，消弭民教之间的矛盾，但是清朝中央政府李秉衡为首的山东地方政府对外来干涉进行了有限度的抗争。这就使得山东地方政府的权威暂时没有
遭到大规模破坏，有利于山东地方社会的安定。但是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形势大变。随着德法等国对山东事务的关注和干涉日益扩大，山东天主教会
也越来越多的参预到平民与教民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和诉讼之中。教民以教会为护符，大肆欺压平民。对此清朝各级政府都没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予以
解决，这就势必导致民教冲突愈加激烈。在政府不能充分保护平民利益，伸张正义的情况下，拳会组织、拳会运动成为平民保卫家产、生命，维持社会
正义的最后屏障，拳会打教活动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为抵制外来势力在山东地区的持续扩张，维
护清政府利益，没有一以贯之地严厉取缔各地拳会组织，坚决镇压拳会运动，而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纵容和鼓励。正因如此，19世纪末义和团运
动在山东地区遽然爆发。

4.期刊论文 陈静.CHEN Jing 走下神坛的少女——论萧伯纳历史剧对圣女贞德的形象重构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7,21(4)
文章指出萧伯纳历史剧《圣女贞德》(1923)至少从两方面重构了法国历史上这位天主教圣女形象:其一,贞德形象被平民化,消解了笼罩着她的神异光
环;其二,贞德被赋予明显的新女性和新教(而非天主教)殉道士等多重意义.进而分析形象重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缘由,并揭示了真正将贞德引向火刑柱的

是她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者身份.剧本由此承载了关于如何对待他者的普遍思考.

5.学位论文 张磊 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 2007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国家开始侵入中国，对中国展开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日加困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
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境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传统医疗是以中医为主。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医
凭借优势开始在中国植根与传播，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挑战。中国的医疗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清末作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人口约有百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医疗需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光宣朝
京师医疗机构的研究，来分析清末北京的医疗机构的构成及其在清木医疗卫生体系的地位，借以考察中国是如何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近现代医疗卫生
体系转变。
清末北京城内主要有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四种医疗机构的存在。清末受西方影响，政府兴办了官医局、官
医院等多种形式的官办医疗机构，主要面向广大贫苦百姓，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帝只注重为皇室服务的太医院，而对平民
百姓却并无专门的国家性质的医疗机构，往往只是设立一些针对鳏寡孤独之类人群的慈善机构，或成立一些临时性质的医疗机构，轻视关系国计民生的
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到了清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开展，清政府才开始兴办各种近代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内外城官医院这
些专为百姓看病的医院，内外城官医院从创立伊始即有了中西医并重的主导思想，这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医院内部中西医发展并重的先河。
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官方医疗机构自古以来(以太医院为代表)服务对象主要是面向宫廷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等。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
说，他们患病时只能求助于民间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从服务对象来说，主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间或也为政府官员服务。虽然在清末建立了几所官
医院，但对于实际医疗需求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需求。中国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建立一套完整的
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民间各种形式的中医诊所、药店等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广大劳动人民医疗的重任。尤其在清朝灭亡后，太医院解散，代表着
国家医疗最高水平的医生进入民间，增强了民间医疗实力，促进了民间医疗水平的提高。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
权。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
十余所教会医院，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清政府的医疗观念也发生转变
，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
明末清初涌现了大量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从民间筹集资金，成立专门机构来救济广大的贫民百姓以及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这
些慈善机构除了解决救济人群的日常生活之外，对他们的日常医疗需求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往往都包含有医疗救助活动在内
，在清代就有普济堂、育婴堂等善堂、善会为患病者提供医疗救助。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就有以普济堂、育婴堂等为代表的慈善机构从事医疗救助活动
。其中尤以普济堂在规模、管理、资金来源等方面最为成熟，且收效显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济堂在收治病人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分科诊治思想
，对于传染性疾病患者，更是将其与其他病人分开诊治，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本文在讨论部分主要从清末京师医疗机构发展脉络、清末京师医疗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对民国初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
清末北京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从中医独立发展向中西医发展并举的方向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西医的发
展规模、影响也是在不断扩大的，这也造成了中医发展一直滞后于西医的发展。
总的来说，清末京师的医疗机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构成了清末京师的公共卫生医疗
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因为当时政府腐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建立的医疗
机构在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大多都继续存在，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大重要成就。清末京师医疗机构的发展奠定了我国
近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基础，研究这一时期医疗机构的发展变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卫生事业的影响，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6.期刊论文 毛建波 从任伯年反思当代人物画 -美术观察2002,""(10)
任伯年辞世离现在仅仅百年,而作为一位出身平民,以画谋生的民间画家,任伯年虽然以出色的才艺跻身海派大师的行列,甚至对吴昌硕的绘画产生过
很大影响,但由于他不入文人行列,同时代人很少记载他的事迹.所以史籍中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寥寥无几,语焉不详,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
度.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任伯年一段特殊经历,即他的一位好友刘德斋是当时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图画馆的主任,俩人
往来甚密,刘德斋的西洋画素描基础较厚,对任伯年的绘画有一定影响.

7.学位论文 陈丽红 巴赫音乐的人文探究 2006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于1685年3月21日诞生在德国图林根州爱森纳赫的一个音乐世家。当时欧洲经历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在哲
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呈现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并直接导致德国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创造众赞歌这种音乐体裁。众
赞歌的旋律采用民间曲调；歌词用德语代替拉丁语，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宗教音乐的垄断；增强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因此富于人文精神。众赞歌后来成
为巴赫创作音乐的源泉，在他所写的宗教音乐作品中，有3/5以上是以众赞歌为基础，着重表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平民思想。而在他所写的世俗音乐作品
中，也表现了德国市民阶层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全文由绪论和三个章节组成。绪论就本课题的背景和研究现状进行阐述。第一章介绍巴赫的生平及艺术成就。第二章介绍人文思想产生的原因，接
着阐述人文精神对巴赫思想的影响，思想决定创作，最后阐述人文精神对巴赫音乐的影响。第三章从巴赫的宗教音乐、世俗音乐、教学三个方面入手
，探究巴赫音乐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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