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京教案”探因
周志斌

内容提要

南京是晚明耶稣台士传播福音的重地。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南京发生一起逮捕耶稣会传教

士及天主教信徒数十人的事件，史称“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侍鄄沈榷为代表的明保守派官僚联台某些佛、
道人士发动了这起教寨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它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成为晚明天主教传华后发生的第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
关键词晚明耶酥台士沈榷南京教案

上帝改称“天主”，罗马公救汉译为“天主教”。
１６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猛烈
地冲击着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面对宗教
改革潮流。罗马教廷也采取丁一些自我革新措施，
耶稣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为改变天主
教在欧洲的困难局面，罗马教廷派遣耶稣会士前
往中国传教，以扩大天主教的信仰领地及在东方
的影响。然而，耶稣会士来华初期的传教活动并
不顺利，晨遭挫折，直到意大利入利玛窦主持教务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一定效果，耶稣会士
在华传教活动得到明政府的默许，各地信徒也逐
渐增加。一些明廷高级官员与士大夫不仅成为天
主教信徒，而且成为耶稣会士的坚定支持者。其
中重要的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贤”，他们
先后受洗入教，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开教的“三大柱
石”。
南京作为明朝留都，是官僚士大夫云集之地，

后才逐步打开天主教在中国的局面。
１５９６年，利玛窦开始负责耶稣会在华教务。
在总结前人传教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他采取了

加之远离政治控制严密的北京，故成为晚明耶稣
会士的传教重地。利玛窦来华后，曾数次到南京
开教。“西洋人利玛窦人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
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１）万历二十七

一套“文化适应”传教策略＋诸如耶稣会传教士放
弃原来僧侣服饰，改穿儒生服装，自称“西儒”，并
以儒家经典比附传教；努力结交中国上层官僚士

年（１５９９年），利玛窦在南京购房居住，并在厅中
建一个祭台，奉天主圣像于其中。此后，耶稣会教
士庞迪我、郭居静、罗儒望等先后来南京传教，“今

大夫，通过传播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知
识以获取他们的好感，进而使其皈依天主教；遵从
儒家伦理习俗，允许华人教徒祭孔、祭祖、敬天；根

中土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ｏ
万历三十三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王丰肃来
到南京传教。前两年里，他主要潜心学习中国的

据中国人“敬天”的传统习惯，借用司马迁《史记－
封禅书》中“天主”（意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一词，将

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万历三十五年，王丰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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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主持南京教务；万历三十九年修建了南京第一

学煽２００４．２

座天主教堂，墙壁上刻有一段文字：“一六一一年
五月三日，耶稣会诸神甫在中华古国之南京建筑

以故万历三十九年，曾经该部具题，欲将平索究心
历理之人，与同彼夷，开局翻译。……是举尧、舜

之第一教堂”ｏ。
１６１０年利玛窦病逝后，龙华民续掌耶稣会在

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

华教务。他一改利氏“文化适应”及低调的传教策
略，传教活动日益张扬，“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
中华”，甚至公开批评中国儒、佛、道等传统文化。
他不仅在社会上层传播天主教，还在社会中、下层
中大力发展教徒。而南京的王丰肃也改变原来谨
小慎微的传教态度，常以公开方式举行天主教弥
撒，场面壮观，衣着华丽，影响渐广，教徒日增，南
京传教所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传教所之
一”④一

王丰肃等在南京传教活动的发展，引起当地
一些保守派官僚的强烈不满。南京礼部侍郎沈
榷、郎中徐如珂及给事中晏文辉等人是反对天主
教的代表人物。沈榷给万历皇帝连上三道“参远
夷疏”，指控天主教为荒谬的“邪教”，要求查禁天
主教，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１６１６年（万历四十四年）五月．沈榷上第一道
“参远夷疏”。称：“臣初至南京，闻其聚有徒众，营
有室庐，即欲擒治驱逐．而说者或谓其类实繁，其
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信向之”。他强调“夷夏
之防”，“职闻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纪纲，恃
纪纲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
迁。引所谓一道同风，正人心而维国脉之计
也。”＠接着又列举了南京王丰肃等耶稣会士的种
种“罪状”：
第一，笼络民心，企图谋反。“丰肃神奸，公然
潜往正阳门里、洪武岗之西，起盖无数粱殿，悬设
胡像，诳诱愚民。从其教者，每人与银三两，书其
家人口生年日月。云有咒术，后有召呼不约而至。
此则民间歌谣遍传。每月自朔望外，又有房虚星
昂四日为会期，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此
其自刻夭主教要略中，明开会期可查也。踪迹如
此，若使士大夫峻绝不与往还，犹未足为深虑。然
＝十年来．潜往既久，结交亦广……。臣若更不觉
察，胡奴接踵于城髑，虎翼养成而莫问。”＠
第二，私改历法，变乱道统。明朝历法“推算
渐到差忒，而彼夷所制窥天窥日之器，颇称精好。

此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于天道乎？……而可据
以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乎？”指斥
传教士开局翻译西书是“不思古帝王经大法所在．
则不知彼之妖妾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
也。”⑦
第三，不祭祖宗，坏纲乱伦。“臣又闻其诳惑
小民，辄日祖宗不必祀，但肄奉天主，可以升天堂，
免地狱。夫天堂地狱之说，释道二氏皆有之。然
以之劝人孝悌，而示惩夫不孝不悌造恶者，故亦有
助于儒术尔。今彼直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
孝也。”＠恳请朝廷将传教士及教徒判处死罪。
对于沈榷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僚反对天主教言
论，徐光启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给万历皇帝上《辨
学章疏》，驳斥那些对耶稣会士的指控．辩明天主
教是一正教．传教士所传是正学。杨廷筠则面向
大众，写下题为《号鹭不并鸣说》的护教论，剖析了
天主教与白莲教等邪教的十四点不同。
沈榷一奏后，一直未得到朝廷回复。八月，他
再次通过其同乡、北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
从哲呈递第二道奏疏。方从哲也是反天主教官
员，未等皇帝颁布谕旨，便令沈榷在南京逮捕传教
士及教徒。
七月十九日（８月３０ Ｈ），北京的邸报和命令
传达南京。一些得到消息的南京教徒立即赶到教
堂，表示愿为教而牺牲，并把教堂的圣像和圣器收
藏到—个教徒家中。一名叫姚若望的教徒还赶制
了四面旗帜，分别写着他的姓名、籍贯，声明他是
天主教徒，愿为天主而死。他希望举起这些旗帜，
以激励信徒们蒙难的勇气⑨。
同日，传教士王丰肃和谢务禄接待了南京兵
部尚书派来的三名官员，他们被告知：他们将被驱
逐出境。据曾德昭回忆，这几位来使都是“非常好
的人”，他们对事态的变化感到遗憾，表示相信传
教士是清白的，并且劝告他们要毫不声张的服从，
对驱逐令不要有任何抵抗。一旦证实他们是清白
的，希望他们能马上回来∞。
七月二十日（８月３１日），沈榷派兵包围了天
主教教堂，逮捕了王丰肃，谢务禄因病未被带走。
王丰肃被捕后，教徒张窠、姚若望自愿前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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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王丰肃一起关押。姚若望挥舞着小黄旗．
表示“愿为基督而死，为耶稣基督的信仰甘洒热

恐失措，苦无置身者，之藻、廷筠俱请至其家隐匿

血”。次日（９月１日），沈榷再次派兵搜查了南京

而安之。”教案时，正在高邮州任道台的李之藻不
顾个人安危，还派人给南京狱中的耶稣会士送钱

城外传教士住所，拘捕了谢务禄、钟鸣仁等１３人。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１６１７年１月），沈榷上

物。正在杭州的杨廷筠得到南京拘捕教士、教徒
的消息后，坚定地说：“师弟相从义也，居恒闻道，

了第三道奏疏，指控耶稣会传教士邪说惑众、企图
谋反。“（南京）根本重地．高皇帝陵寝在焉，……
尤可恨者，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

自谓生死不渝，一朝临难而弃之，宁惟不慊于情，
即学问亦非矣”。“之藻、廷筠不顾朝廷之忌，而护

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前。夫孝陵卫以卫陵寝．则
高庙所从游衣冠也，龙蟠虎踞之乡，岂狐鼠纵横之
地．而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所称天主，乃
彼国一罪人，顾欲矫诬称尊，欺诳视听，亦不足辨
也。但使止行异教，非有阴谋．何故于洪武冈王气
所钟，辄私盘据；又何故于孝陵卫寝前，擅造花园。
皇上试差官踏勘，其所盖无梁殿，果于正阳门相去
几何，是否缘城近堞踪迹可疑。”ｏ
奏疏中，沈榷还报告了拘捕西方传教士一事，
请求降旨处理。“复请速咨臣等将夷犯从法依律
拟断，……伏乞皇上即下明旨，容臣等将王丰肃等
依律处断．其煽惑徒众，在本所捕获钟鸣４＿－等及续
获到细作钟鸣礼、张案等，或系勾连主谋，或系因
缘为从。一面分别正罪，庶乎法纪明而人心定，奸
邪去而重地亦永清矣。臣免任激切待命之至。”ｏ
万历四十五年一月十六日（１６１７年２月２１
日），方从哲依仗阉党魏忠贤，以万历皇帝名义颁
布了驱逐传教士出境的诏谕：“命押发远夷王丰肃
等于广东，听归本国。……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
谋叵测．可递广东抚按，督令西归。其庞迪我等，
礼部曾言晓知历法，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系向化
来，亦令归还本国。”ｏ勒令耶稣会士回澳门，连在

西士，其果敢之气，盖与光启同也。”杨廷筠家居杭
州，“屋里藏匿教士六、七人。李之藻官在高邮，每
天写信，拜托友救护西士。”
万历四十五年三月，沈榷亲自在南京礼部大
堂提审王丰肃、谢务禄两位传教士。壬丰肃身着
囚服，脖上套着绳索，被牵进来。谢务禄因病躺在
一块木板上被抬进太堂。在数小时的审讯中，王
丰肃一直被迫跪着，谢务禄则躺在木板上接受审
讯。审毕，沈榷宣布：二人在中国散播的“邪教”本
该判处死罪，中国皇帝宽宏大量，仅对他们判处杖
刑。王丰肃杖刑一个多月后，伤口才开始愈合，谢
务禄因病被免刑。
三月底，王丰肃和谢务禄被囚禁于一木制笼
车中押往广州，囚车上挂着三个牌子，上书：“犯人
是邪恶之人。他们扰乱了社会的平安，传播新的
教义。禁止任何人与他们讲话或者与他们有任何
接触。”＠次年，王、谢二人与北京的庞迪我、熊三
拔一起被送往澳门。
驱逐两个传教士后，沈榷下令拆毁南京西式
天主教堂，焚毁圣像、书等物，变卖教会房产，其他
物件全部没收官府。同时，沈榷还令上元、江宁两
县地方官开验巳病逝四年多的耶稣会士林斐理棺
木。林斐理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万历三十九年

北京礼部钦天监修历的庞迪我、熊三拔也未能幸
免。

与王丰肃一起到南京传教，万历四十一年六月病

南京教案后，龙华民赶至北京，与庞迪我、熊
三拔、徐光启、李之藻等商讨对策。考虑到辩护奏
疏一时不能传到皇帝手中，决定先散发辩护揭稿，
揭露对传教士的不公正待遇。钟鸣礼带着辩护揭

官员本希望开棺发现一些财宝，可开棺后，他们意
外地发现林的尸体形态完好，惊恐不已，匆匆盖棺
离去，后又把尸体丢弃城外旷野，一些天主教徒又
把尸体找回安葬ｏ。

稿赶赴南京，在南京刻印广为散发。后因有人向
沈榷告密，钟鸣礼等２４人也被捕入狱。

在南京教案被捕的教徒中．“除修士、印刷、孤
儿各二人，结帽三人，此外担水、描金、挑脚、髭头、

“中国教徒之袒护西士者，不仅光启～人。之
藻、廷筠亦与有力焉。惟光启在朝，上疏陈辩．之

书童、补纲、煮饭、卖糕、种园、看园、木匠各业皆

藻、廷筠居家，隐为藏匿，法虽不同，其为爱护则一
也。自王丰肃、谢务禄等被捕后，国内西士，成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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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此时其棺材仍停放于南京教堂内。南京地方

有。”ｏ这些教徒被捕后大多表现镇定，表示愿为
上帝献身，“皆无愧于其神甫，无谋自救或轻其缧
绁而自辩无罪者。有数人且欣然受拷讯，惟愿为

学蝠２００４．２

信仰而苦刑．惟恐不能殉教而死。”除两人受刑死
于狱中外，其余多被充军发落。

就必须驱除包括天主教在内的一切“邪教”。
以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为代表的护教派

沈榷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不久被逐耶稣会士

人士则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为天主教辩护。徐光
启不仅上《辩学章疏》为天主教辩护，还公开承认

相继又回到内地传教。１６２０年，王丰肃改名高一
志．“复人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１６２４
年，谢务禄也改名为曾德昭，再度潜入内地进行传
教活动。
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十月．同情天主教的叶向

自己是天主教徒，声明被拘的传教士是无辜的，他
们都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绝不会邪教惑众。徐
光启还建议明廷翻译教典，查证有无邪说；召集僧
道相互辩论，明辨是非。耶稣会来华是“补益王

高出任内阁首辅，声称不斥沈榷，不足以平民愤。
刑部尚书奏疏王纪弹劾沈榷，将他比作宋代奸相

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数年之后，人心世道，
必渐次改观”ｏ。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明不仅无

蔡京。“榷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传归，逾年
卒。”ｏ

损传统文化，而且可以为我所用，发扬光大中华传
统文明，特别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有助于挽救

南京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
的，也有思想文化的；既有晚明社会的时代大背
景，又有沈榷个人恩怨因素。
首先，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是酿成教案的
根本原因。晚明耶稣会来华，是当时中国对外关
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明廷官僚士大夫对此有
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以沈榷为代表的禁教派
认为，天主教来华传教“暗伤王化”，耶稣会教义是

明王朝的多重危机。
其次，南京教案是晚明改革与保守两派官僚
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晚明正直清流派官僚的核
心是东林党人，他们主张改革明王朝腐败的政治
经济政策，代表着当时社会变革力量。当时，一些
东林党和清流派官员同情支持天主教活动，甚至
与传教士交往密切，如后来知名的东林党人曹于
汴、邹元标等人都对西方传教士持欢迎态度。曾
任礼部尚书的东林党人冯琦带着对现实变乱的种

“诳诱愚民”、“志将移国”ｏ。要求驱教。他们还认
为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伦常有予，与西洋教义的

种疑惑，主动向利玛窦请教。以反矿税监使著名
的冯应京甚至曾将天主教推崇为“救世良方”，并
个人出资翻刻利氏的《天主实录》。

一神论思想水火不容，应当彻底清除洋教。天主
教要人们信奉天主、不祀祖宗，有违儒家纲常名
教，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无父
子”。因而指责西方传教士以“大西洋”与“大明”

以沈一贯、方从哲、沈榷等为代表的浙党人物
竭力反对东林党人的改革主张．他们千方百计迫
害东林党人和正直官员。沈榷第二次上疏后，方
从哲作为在朝的浙党人物曲意逢迎阉党魏忠贤，

相对抗，“诡称天王”，企图“凌驾”于“天－Ｔ－”之上。
同时．传教士在中国以传教为名，有窥视之嫌；私

压制打击东林党人，魏忠贤则支持方从哲等的禁
教行动：，沈榷胆敢将南京耶稣会士先逮后奏，完

改历法，创邪说混淆视听；聚男女信徒于一堂，是
伤风败俗之举，有违纲纪。如果不及时禁教，最终

全得力于方从哲和阉党的背后撑腰。作为浙党人
物的沈榷相机而动，发动南京教案，企图通过禁教

将危及朱明王朝的江山。
明统治者对元末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的威力记

而间接打击东林党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再次，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也是重要因素之

忆犹新，视白莲教为“邪教”，全力镇压。沈榷等反
教派深谙明统治者这一心理，诬告天主教与白莲

一。利玛窦改变传教策略的过程中，“合儒辟佛”，
高抬儒学．视反佛为己任，每遇偶像必毁之而后

教毫无二致，是一股“邪教”势力，耶稣会传教士则
为外国间谍。礼科给事中余懋孳说：“留都王丰

快，出版《天主实义》猛烈抨击佛教。徐光启和杨
廷筠则用真实性、有用性这两条标准集中批判佛
教，为天主教辩护。

肃、阳玛诺等，煽惑百姓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
千计。……其处南中者，夜聚晓散，效白莲．无为
之尤。……今日解散党灯．严饬关津，诚防微之大
汁。”ｏ禁教派官僚认定，要维护明帝国统治秩序

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其对佛教的批评，杭
州云楼寺名僧莲池太师（株宏）十分不满，刊刻《竹
窗随笔天说》攻击天主教教义，“彼所称最尊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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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天王，梵天视之，略似周天子视千八百诸候也。
彼所知者万亿天主之一耳。余欲界诸天，皆所未
知……”声盲佛法最高，要以佛法排斥天主教言
论。株宏死后，既是佛教徒，又曾为株宏弟子的沈
榷自然对这些论战记忆犹新，从宗教感情上对天
主教、徐光启等怀有较深的敌意。沈榷“素恨天主
教，又受僧徒怂恿，起与圣教为难，必欲毁圣堂，逐
教士，难教友，铲除圣教为快。”＠利玛窦死后，南

识，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南京教案的矛盾冲突
主要局限于上层官僚士大夫阶层，普通下层民众
几乎与教案无关，除禁教、驱逐耶稣会士外，对一
般中国人影响不大。而近代教案规模较大，斗争
也更为激烈，反对天主教的主体多为社会下层民
众，反抗西方传教士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民

众权益的侵犯。铆

京的一些和尚见反天主教的时机已到，暗中贿赂、
怂恿沈榷上疏明朝廷，立即查禁天主教，以达到驱

①＠ｏ［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一十八，列传一百零六＜沈

逐西方传教士、维护佛教领地及其利益的目的。
最后，与沈榷个人的政治野一ｔＬ，有关。万历四
十三年，沈榷被派至南京．出任南京礼部侍郎。任

⑦［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３０（太西洋）．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京官多年，却被委派到南京任—个赋闲之职．沈榷
心中自然十分不悦。到南京不久，他便以其特殊
的政治嗅觉，很快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王丰肃等人
的种种“不轨”行为，将予头直指西方传教士和西
学。他希图通过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得
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
从行为和动机上，沈榷为求仕进，迎合政治需
要，这与晚明党争政局十分吻合。南京教案后，保
守派官僚一度甚嚣尘上，沈榷凭此青云直上，由方
从哲荐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因神宗、光宗二

榷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

版。
③④【法］费椟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
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８９页。
⑤⑥⑦④＠ｏ［明］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ｌ—２‘南官署
牍）。
⑨⑩＠＠［美］邓恩：（从利玛窭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士＞，杂
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杜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７、
１２７页。

ｏ国＜明种宗实录）卷５５２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丙午．卷５４７万
历四ｔ‘四年七月戊子。
ｏ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
１４８页。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咧传二百一十四‘外国七·意大里亚）。

帝相继驾崩，１６２１年他才到任。在任一年中，他
与魏忠贤狼狈为奸，成为阁臣附阉党第一人，故被
人讥为奸臣蔡京。

⑦［明］徐光启：‘徐光启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敝．

南京教案与近代教案相比，规模相对较小，只
有十几名传教士和数十名信徒遭到迫害．但南京
教案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有着深刻的影

百年纪念（一五四。年一一九四。年））卷五“教史类。，中华

响，它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
态一次正面冲突。而南京教案发生时，天主教传
人中国不久，其信徒和影响都很有限。传教过程
中，耶稣会士们带来许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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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３３页。

ｏ绦宗泽编著：＜明清问耶稣会士译著提要——耶稣会创立四
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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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苏新红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
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
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2.期刊论文 林中泽 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及其对儒学的调适 -世界宗教研究2008,""(1)
当耶稣会士首次向中国读者传播天主教经济伦理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学传统熏染、并正在受到利益关系严重腐蚀着的晚明社会.耶稣
会的"适应"策略指引他们走上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协调的道路,他们充分利用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差异,巧妙地周旋于西学与中学当中,一方面继
承了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主张"弃绝财货";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物尽其用";在消费观上揉合中西,倡导中庸之道;并大胆传
播天主教的爱德,呼吁"广施博济".耶稣会神父们的这些努力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3.学位论文 苏新红 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分析 2004
晚明耶稣会士的来华使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场交流运动就此展开,与这一现象几乎并行发展的则是晚明政局中日渐激烈的党争问题.因此,在国内外有
关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东林党"、"阉党"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一直是个很引人注目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较普遍地认为:绝大多数东林及
复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支持态度,因而为耶稣会士所倚重;而大部分东林党反对派士大夫则对耶稣会士持敌视态度,是在华耶稣会士的主要反对者
.该文就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细致分析了对耶稣会士持各类态度的士大夫与其政治派别的关系.以此为
根据,该文认为东林、复社、阉党、浙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耶稣会士没有
特别倚重其中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也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
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4.期刊论文 林中泽 晚明妇女的闭居与耶稣会士的反应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妇女闭居是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性别歧视的产物,它在礼教控制下的传统中国最为典型,而在理学勃兴的明代则被推行到极致.这一事实在晚明来华的
耶稣会士当中所引起的反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以欣喜的态度接受它,认为这是被14至16世纪的社会变革所破坏了的西欧传统妇女规范在远东的重建
;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它对宣教工作的不利影响.神父们企图通过种种变通的方式去协调这一矛盾,但并没能成功,其表面的原因是中国人
的抵制和西方的教派斗争,而更内在的因素则深藏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尖锐对立当中.

5.期刊论文 林中泽 儒学的“慎言”与基督教的“戒谎”——早期耶稣会士中文论著中的“言”及其对晚明社会的
适应 -学术研究2000,""(4)
先秦儒学倡导木讷寡言，基督教则力戒以隐瞒事实真棚为主要形式的谎言。晚明来华耶稣会：f：在沟通和揉合这两种不同的言论观时，依据其既定
的适应策略，挖掘和突出共同点，淡化分歧点，尽力使基督教戒谎思想带上儒学的色彩而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不过由于在耶稣会士的宗教使命与其道
德信条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当涉及到神父们自身的道德践履问题时，戒谎信条便面Il缶着严峻的挑战。

6.学位论文 马衡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笔下的耶稣故事 2009
明末清初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以其自身所具有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而成为历史、文化、哲学等各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们
对传教士文献的文学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台湾学者李爽学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即是名例。在相关论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是从历史的、文
化的或神学的角度探讨了晚明耶稣会士是否宣讲了耶稣基督的问题。柯毅霖在《晚明基督论》中通过大量的材料证明了耶稣会士确实宣讲了耶稣基督。
晚明耶稣会士宣讲了怎样的耶稣，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相关方法，着重分析晚明耶稣会士对福音书中耶稣故事的改写，并

且从中国晚明主流文化背景中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
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
绪论部分，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做文献综述，确定本研究课题的由来、论旨及其研究理论方法。
正文部分分三章加以论述。
第一章主要论述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耶稣，包括福音书中叙述性的耶稣故事和宗教意义上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的信仰中的基督。第二章主要论述在
晚明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士宣讲了怎样的耶稣。耶稣会士的四部中文著作(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庞子遗诠》和
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中，他们注重于叙述性耶稣故事的宣讲而很少论述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等内容，并且采用增、删甚至以篡改的方式宣讲
耶稣故事。以至在中国晚明流传的耶稣故事既源于福音书的原型又不同于福音书。第三章通过研究皈依者和反教人士对耶稣故事的解读，探讨中国主流
文化特性及其改写耶稣故事的必然。
结论部分，在理论上分析耶稣故事在中国流传的曲折过程及其原因，并概括本文论点。

7.期刊论文 吴莉苇.WU Li-wei 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4)
本文以利玛窦、艾儒略和叶向高为例,分析晚明儒学与欧洲天主教的交往特征,认为双方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并试图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构建
文化统一性.这种心态制约儒学与天主教的进一步接触,使双方无法真正对话,而作为一种认识论模式的"对话"在近代早期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真实存在.本
文亦对文化交往中的"对话"模式的内涵提出设想,认为反思"对话"在历史上的缺失将有助于当下之人更重视对话论和有意识地将交往模式导向对话.

8.期刊论文 庞乃明.Pang Naiming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贵州社会科学2009,234(6)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
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
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
意义不容忽视.

9.学位论文 石雄斌 徐光启与晚明"西学东渐" 1998
该文从徐光启与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的交往入手,对徐光启所结识的来华传教士和所接触到的西学的性质、输入的规模,中西文化在徐光启所处时
代存在的差异,徐光启等中国士夫对西学的态度,徐光启的科学道路和贡献,徐光启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主张及其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在前人
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10.期刊论文 尹群 晚明和清朝前期中欧交往的语言媒介 -学海2007,""(5)
中欧交往最初依靠马六甲等地的华人为语言媒介,至1553年后澳门成为中欧语言媒介的中心.自16世纪末起,耶稣会士学习汉语并积极融入中国社会
,推动了中欧交往在文化层次上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开明士大夫和少数华人基督徒的协助下,耶稣会士促成了明末清朝的"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但18世
纪初以后,注重传教的耶稣会士逐渐丧失了作为中欧交往语言媒介的功能.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限制对外交往的形势下,中欧文化交往的语言媒介大大缺
乏,只剩下勉强维系有限贸易往来的混杂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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