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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藻眼中的西学
——兼论其实学思想
贾庆军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３１５２１１）
摘要：李之藻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学思想。他的实学内涵既包括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功利之

学。这就使他既接受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天主教。然而李之藻的实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
围。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实学不过是儒学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实学无法形成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所需要
的逻辑支撑和科学兴趣。因此，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未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自然科学体系，
也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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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李之藻

就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性学层面，即人性善

与西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杨廷筠和徐光启相

之总体学说；第二层是在性善前提下的形而上道

比，李之藻更具有独特性，他不仅接受西方自然

德之学和形而下功利之学。因此，提倡人性善的

科学和天主教，更喜欢其逻辑推理之法。那么，

儒学在整体上就是实学。

他究竟是怎样看待和理解西学的呢？他是不是

李之藻曾明确说：“儒者实学，……若吾儒在

中西文化交流的成功典型呢？我们将逐一进行

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自有在ｏ’｜３］（２０１－川

解答。

凡是和儒家一样，提倡人性善并在此前提下进行

一、李之藻的实学思想
要想理解李之藻眼中的西学，首先要了解他
的基本思想——实学思想。

立德、立言、立功等一切行为，就是实学。在其
《名理探》序中，他详细阐释了其实学思想。他
说“盈天地间莫非实理结成，而人心之灵独能达

李之藻也受明末清初实学风气的影响，大力

其精微在这里”，这句话道出了实学概念的第一

倡导实学。他在同西学打交道过程中，明确使用

层含义，即天地为实，也即为善。而这种“真实

了实学的概念。学者们对他的实学思想也有所论

者”具体就表现为“理”，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

述。山在已有的研究中，孙尚扬先生的研究较为

如此就道出了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将总体

深入。“…９１一…然而，对于李之藻实学思想的分析

之实或善分为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器。对李之

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藻来说，“理”的真实性又明显高于“器”之真

要理解李之藻的实学概念，就要了解当时流

实性。他说，这种真实之理唯有人心之灵能够达

行的实学概念。据有关学者考察，明清时期的“实

到。而且这种真实之理就是心灵的粮食，是其美

学”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道德性命之

成和真福。与这种真实之理相比，世间所有的钱

学，一方面是功利之学。旺“卜１０’如此，实学概念

财、富贵、快乐就不是人的真福。ｐｌＩ胁１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７—１２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０６ＪＤＨＹ００１—３Ｚ）。
作者简介：贾庆军（１９７４一），男，河北望都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参见赵晖《耶儒柱石——季之藻、杨廷筠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３９页；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杜
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３页。

万方数据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７０

而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思想、逻辑推理学说
和自然科学知识恰好包含在李之藻实学范围之

问，因性之学则是低层次的，“而此编第论有形

之性，犹其浅者’＇ｏ山

内。对他来说，西学是一个整体，最低层面是器

虽然知道因性之学是低级阶段之学，但李之

物之学，然后是逻辑格物之学，最高则是天主之

藻却对之最为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的“数”学。

学。ｐＪ（１５２’这个体系是以天主之学为核心的，而天

在《（同文算指＞序》中，他对“数”学极为推

主则是至善代表，同儒家性善学说正相吻合，因

崇。在他看来，大到天文历法，小到柴米油盐，

此，西学也是实学。所以，我们就不会奇怪，李

都用得着“数”学。“数”学的“已然”、“必然”

之藻为何既对西学中的自然科学和天主教道德

特性使其天然就是“自然”的。“数”这种不以

伦理感兴趣，也喜欢西学的形而上学——逻辑推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特征，使其成为客观

演之法。川¨叫９１’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展示李之藻眼

实用的最佳代表。因而，研习“数”学就会使人

中的西学。

心归实，化解其虚骄任性之气。“数”寓于天地

二、李之藻眼中的西学

万物之中，要有效地治理天下，必须通晓“数”

儒学的实学化倾向，为李之藻接触西学提供

学。“数”学这门学问的失传，直接影响到天下

了基础。他可以将西学放在实学的框架里进行理

治理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所以李之藻慨叹“古学

解和接受，但这个框架同时也限制了他客观地看

既邈，实用莫窥”。但是，李之藻并没有将以“数”

待西学，阻碍了他对西学的吸收和对儒学的发

学为代表的六艺看作实学的全部，“艺”不过是

展。那么李之藻如何看待西学呢？他对西学的吸

所有学问中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也赞同当时明

收和理解又到了什么程度呢？

廷出现的通算与明经并进之舆论导向。所以，在

（一）西学之实学特征

他看来，明经也是实学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直占

李之藻首先看到了西学的实学特征。在其

有绝对优势的一部分。ｐ¨圳而西学中与明经对

《名理探》序中，李之藻详细阐释了其实学思

应的就是天主教。

想，并在此基础上对西学作出了基本判断。他在

明经和天主教的修身养性之功效是其实学

将天地间概括为“实理”之后，认为这种真实之

之表征。对于天主教的这一实学特征，李之藻也

理必须以格物致知的方式获得。而格物致知的唯

多次进行过描述。在《天主实义》重刻序中，李

一方式就是推论。《名理探》就是专讲推论之法

之藻将天主教与儒学一同看作是修身事天、劝人

的。它是求真求实的必须方法，也是各种学问、

迁过徙义、舍恶从善的“心性实学”。而且，天

学说的根基。作为真实之理的根基，名理探自然

主教“检身事心”的程度甚至超过儒学，这对于

也是真实之学，“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李

一直在追求存心养性之学的中国士人来说，应该

之藻对作为实学之基的名理探自是推崇备至，

是有所裨益的。锄

“不胜跛望”，直言“吾儒穷理尽性之学端必由
此”。…‘４８。１４９’
不过，李之藻的实理并不是笼统而混沌的，

他看到，使用名理探得出的实理分为两部分：一

总之，无论是传教士带来的因性之学还是超
性之学，在李之藻看来，都是实学。将西学纳入
儒学实学之框架之后，就为他吸收和借鉴西学提

供了便利。

部分是有形之实理，即因性之学；一部分是无形

除了看到西学之实学特征，他还看到了西学

之实理，即超性之学。口¨１５２’所以，在他看来，

的某些优越性，否则就没有必要吸收和借鉴西

无论是西学中的有形之学，包括自然哲学、自然

学。

科学等，还是无形之学。即天主教，都是通过名

（二）西学的优越性

理探这一推论工具得来的，都是实学。他还看到，

李之藻对西学优越性的承认，通过两种方式

在西学这两大部分中，超性之学是高级阶段的学

表现出来：一种是补足式优越性之承认，即他认

①在《同文算指》序中。李之藻也表达过类似意思，他写道：“如第谓艺数云尔，则非利公九万里来苦－ｔＬｑｇ。”（徐宗泽：《明清间耶稣
会十译著提要》．第２０５页）可见李之藻知道利玛窦所看重的是天学，即超性之学，而不是各种有形之技艺。

②在《（畸人十篇＞序》＜刻＜圣水纪言）序＞《刻（天学初甬）题辞＞中，李之藻也表达ｒ类似的意思（见徐宗泽《明清问耶稣会上译
著提要），第１１２—１１５、１３１、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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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军：李之藻眼巾的西学

为某些学说中国古已有之。只是近儒已经遗失或
淡忘，而西学中的某些学说则重新填补了儒学的

７１

所未及道者”，其对于经世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
“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ｏ

ｐ¨１９３一㈧

不足；一种则是超越性之承认，即西学确实具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之藻对西学优

某种超越陛，是儒学所缺少或不及的。在李之藻

越性给予了一定的承认。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

看来，无论是西方自然科学还是天主教思想，都

其对西学的推崇与其说是其具体学说内容，不如

兼具这两种意义上的优越性。

说是其治学方法，即逻辑推论之法。１４ｌ在李之藻

对于西学中的自然科学及其逻辑推理方法，

的序中，多次出现对西方逻辑推理方法的赞叹和

李之藻是大加尊崇。他看到了儒学中这些学问的

推崇。如他在《译（寰有诠）序》中对西学由有

缺乏，为了不至于绝学失传，他毅然投身两学的

形人无形、由因性达超性之步步推明之学的赞

翻译工作。在翻译自然科学及其逻辑推理方法过

叹。ｐ¨１５２’在《（同文算指）序》中，他义赞叹西

程中，他承认其中有许多中国“未曾有”之义，

学的“精之人委微，高之出意表”。在《＜圜容较

对于这些“未曾有”的“精义妙道”他极为重视。

义）序》中，他又对西学的丝丝入扣、探原循委、

为了将绝学传之后人，他克服种种困难去翻译

举一反三之灵妙大加赞扬。口“２”’在其《请译西洋

《寰有诠》《名理探》等书籍。‘３“”２—５３’
在《（同文算指）序》中，李之藻再次提到
西方数学的优越之处，他虽然还在说西方算指

历法等书疏》中，也冉强调西士“不徒论其度数
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李之藻的好友徐

光启也有同样的体会，他在《（泰两水法）序》

“总不殊于中土”，但是不得不承认其更便捷和

中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

精微，其中许多还是“昔贤未发之旨”。而且西

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

方“数”学对于促进实学发展，有诸多益处，最

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

终有利于“鼓吹休明，光阐地应”。因此，翻译

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

和传承西方“数”学，是比“献琛辑瑞”更有价

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

值的事情。ｐ¨２０５’

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

对于天主教思想，李之藻也有类似的感觉。

在《译（寰有诠）序》中，李之藻承认了儒学中

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
者。”川㈦¨

“天”学的匮乏，进而称赞西学对“天”之探究

而利玛窦也看到了西学逻辑推理方法在中

的细密真实，整个乾坤之奥秘都在西贤的推知下

西文化交流中的优越性。他在谈欧几里德的《几

一览无余，直是“殚其灵秘”，“千古所未有者’，ｏｐ”１５２’

何原本》时说，中国象数之学缺乏欧几里德层层

在《刻（天学初函）题辞》中，李之藻再次

印证、重重开发的逻辑方法，往往陷入知其然不

强调了“天学”的优越性。如上所述，这里的“天

知其所以然的困境，因此就难以有所积累和发

学”既包括天主教道德之学，也包括数理逻辑、

展。最终结果要么绝学失传、要么知识陈旧不复

自然科学。他说西方“天学”不仅“不诡六经之

实用。而欧几里德的推理方法却可以从至易至明

旨”，而且似乎更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所谓最

之理推至人所难测、亦所难信的奥微之义。口¨川

初、最真、最广之教”，其学说最大特征就是探

所以，在两学中给李之藻留下深刻印象的，

幽发微，其深刻性及说服力甚至是儒学所没有

当为其由冈性达超性、有惑必开、无微不破的逻

的，“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义畅旨玄，

辑推理功夫。西方的宇宙论、象数之学、天主信

得未曾有，，ｏ ｐ】（２川所以，吸收和借鉴两学是一个

仰无不在这一推理功夫基础Ｅ形成。于是，李之

开明王朝所应有的胸怀，“若乃圣明有宥，遐方

藻抓住这一关键点，着力翻译其名理、算指之学，

文献何嫌并蓄兼收’，。口¨㈣
正是出于对西学的优越性之认识，李之藻才

以期掌握此屠龙之技，然后各种具体学问皆可依

此而成。

上书请求翻译两学，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三）西学与儒学

中，李之藻称西学“技巧绝伦”，“不徒论其度数

在与西学的交流过程中，李之藻又怎样看待

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有我中国昔贤谈

儒学和西学的关系呢？他最终怎样给它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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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前面已经提到，李之藻是在实学的基础上将

的道德内涵。虽然儒家也讲“六经”、“六艺”，

儒学和西学联系起来的。

其中涉及到一些自然知识，然而它们都隶属于道

具体说来，李之藻对西学儒学之等同的比附

德整体。其结果就是独立、客观知识的不可能。

既出现在伦理道德领域，也出现在自然科学领

列文森对儒家思想的道德化特征描述得较

域。在谈到天主教时，他说天主中国古已有之，

为清晰，他说，在儒学传统中难以出现专业化的

还将对天主之信仰与儒家事亲伦理看成是一回

知识，因为儒士们都想成为全才而不是某一专业

事，天主信仰就是对大父母之信仰。Ｄ１‘儿２’李之藻

人才。【５…４’而全才的核心就是道德。他们要成为

还将天主之信仰进一步概括为儒家的为人处事

以道德学问为首位、兼及其他学问的全能性人

之道，知天、知造物主不过是为了使人更加明白

才。这使他们不屑拘泥于任何专业。而这种“非

儒家之“仁”，即事亲伦理。同绕事亲伦理建立

职业化”倾向在明朝十人中尤为明硅。垆…¨引官

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三达德、五达道”。

员的学问除了道德之陈词滥调外，对其他知识的

这也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命”的全部含义。

涉猎大多是蜻蜓点水、不求甚解。因此，也就难

Ｃ

同时也是“人之所以然”的基本内涵０１３１ １５２’因此，

以形成真正的逻辑知识体系。即使明末清初出现

耶儒不复有重大区别，它们都是世俗亲亲伦理的

了实学思想，出现了对逻辑的热情，但仍不是真

典型代表。

正的科学理性和科学热情。列文森说，明末清初

在《（浑盖通宪图说）序》中，李之藻将儒

经验论与两方近代理性和科学并不相同，它不能

学和两学都看成是“在世善世”之实学。他说：

帮助中国走向科学的现代化、专业化道路。虽然

“儒者实学，亦惟是进修为兢兢。程祥感召，由

两者都关注事实和实际，但是这一时期的经验论

人前知，咎或在泄。暨于历策，亦有司存，比我

只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

民义，不并亟矣，然而帝典敬授，实首重焉。……

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

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自有

识”。这种将思维“甘愿滞留于事物之中”的方

在。”ｐＪ｛２０１瑚３’这里的“在世善世”之学，更侧重

式并不能产生科学，要想产生科学．思想不是只

于自然科学。了解并经营好这个世界，是儒学的

作用于物质，局限于物质，它还要作用于自身，

任务和目标。如前所述，在李之藻眼中，两学同

即思维的不断自我演绎、自我扩展，这样才能不

样也是“在世善世”之实学。由此，李之藻得出

断地提出问题，找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本质联

结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语言

系，形成系统的、稳定的知识。知识是通过经验

文字之际”。Ｊ３…１３’不过，在讨论儒学西学的差异

和理性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而中国经验论者从

以及西学的优趱｜生时，李之藻往往会弱化其辞。

未想过要“在经验和理性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的

在对西学进行赞扬时，他总忘不了加上一句诸如

合乎逻辑的联盟”。例”埽’这就是说，即使是明清

“吾儒穷理尽性之学端必由此”、“总不殊于中

的实学，恐怕也只是简单的归纳（经验），而没

土”的话，以此来强调中两之同质和同等。然而

有逻辑演绎（理性）。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十人

无论怎样，他的目的都是要促使儒家士人接受西

的“非职业化”倾向，这使他们几乎没有独立的

学，从而更好的推动儒教中国的发展。总的说来，

科学探究之兴趣。对于这一点，列文森与黑格尔

李之藻认为儒学和西学在总体上都是实学。

不谋而合。

李之藻的这一比附行为本身可能限制了他

黑格尔认为，中国科学采取的形式，缺乏真

对两学的理解和吸收。如果他一味在儒家思想的

正的主观性。看起来各种科学很受尊重和提倡，

框架内打量西学，那么儒家思想框架就会限制了

然而它们却缺乏主观性的园地，缺乏把科学当作

西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因为，在儒学框架

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里

里，有一种根深蒂同的思想传统，即对道德文章

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

的看重和对术数的贬低。在儒家大师们看来，整

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

个宇宙就是一个道德体，万事万物都被“道”所

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

统御。因此，对于事物的客观探索就受制于事物

的需要。这种实用性和经验性使中围的科学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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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确定的、具体的事实和规定，而不探索关

向；而当国家稳定安宁时，儒学就更多地体现为

于它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这就导致中国人对事

务虚之文章诗词、消闲玄论。但无论怎样变换，

物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怕Ｊ【胁ｍ’

都是那一个以道德为核心的儒学，其目标都是为

不论是黑格尔从主观性精神方面还是列文森从

了建立—个稳定和谐的道德国家、一个道德之宇

非职业化方面的论述，都指出了儒学的非科学性

宙。所以，明清实学终究难以成为科学。在这样

和非专业性。他们都看到儒学虽然可以是实学，

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李之藻对西学

但仍然不是科学。实学依然停留在经验的表面，

的引入和译介很努力，但却成效甚微。虽然如此。

没有内在逻辑和精神的支撑。

但是李之藻的功绩也是不可抹煞的，他毕竟让人

可以说，出现黑格尔和列文森所说的这种结
果，其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儒家学问之道德

们看到了西方逻辑的一些表征。

三、结语

化倾向，也即黑格尔所说的道德实体化倾向。蚓…８’

同传统儒士相比，李之藻就显得开明多了。

道德法则的无处不在削弱和压制了其他学问的

他对西方传教士的道德学问和通算知识都很敬

发展，实学所提倡的实用性也是侧重于日常伦理

佩，为此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历算知识、信奉天主

功用。偶尔的历算、律度之学也是为道德统治服

教；同杨廷筠等儒家天主教徒相比，他又显得现

务的。这就决定了李之藻等提倡实学的儒士们能

实和理性多了。杨氏只关心道德伦理，而李之藻

够在科学领域走多远。

却不仅关注内在道德伦理，还关注外在国计民

将西学放在儒学框架里进行理解，使李之藻

生，如历法、治水、铸钱、国防等现实技术问题。

在处理西方历算等学问时，仍难以摆脱其道德倾

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李之藻这一类人的的

向。在《（浑盖通宪图说）序》中，李之藻在解

贡献似乎更大。他和徐光启这一类型的儒士就成

释天圜地方时，沿用了《周易》的神秘思想。而

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模范，他们的交流法则——

《周易》的宇宙道德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ｐ１（抛’

会通而超胜一一也成为当时最为明智的法

在其《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也明显表

则。“Ｊ（１８４’埽５’圳无怪乎利玛窦也说他们两个是最

现出宇宙道德化倾向。他谈到皇帝的年岁和宇宙

聪明的人。…刷

的关系、皇帝年号与天道之关系、天人交感等事，

然而即使是李之藻、徐光启这样的绝顶聪明

在他眼中，人事与自然天道是一体的。ｐ１‘ｍ’而这

之人，仍然没有真正理解和抓住西学之精髓，他

就是儒家典型的宇宙道德化之表现。

们依然在儒家的思想框架里来看待西学。他们吸

如此一来，道德宇宙的神秘性就会削弱科学

收和理解西学的“实学”观念也依然是儒家思想

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科学在儒家思想谱系中的地

之残余。换句话说，其“实用”思想不过是儒家

位仍然是低下的，正象李之藻所看到的，历法等

“体用”思想的表现。这种“实用”没有独立根

科学与民义之学是无法相比的，“暨于历策，亦

基，它没有摆脱道德宇宙的束缚。这种特征在杨

有司存，比我民义，不并亟矣”。ｐ¨驯尽管李之

廷筠为李之藻写的《（同文算指通编）序》里有

藻的愿望是好的，但只要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

明显体现，杨廷筠说，“数”有“体”有“用”，

西方科学的生命力就依然是脆弱的。他对西方逻

且“体”是“不可穷”之“体”，“用”是外象变

辑的热情，也就不过是国家遇到内外危机时的偶

化之法。这是典型的儒家体用思维方式。在这里，

发之情。他看到的是西学当下的实用性，而待危

不可穷之“体”仍是是具有道德色彩的实体。寻

机一过，他也会同其他儒士一样，仍然沉浸在儒

常日用则受制于“体”。川‘序’而且，我们还会看

家的道德理想里。

到，在道德之“体”制约下的“用”不具有独立

由此，我们也更清楚地理解了明清实学之实

性。此“用”就无法积累自己的法则和体系。在

质。明清实学更多的是儒家士人对当时国家内外

道德体下的“用”因此是琐碎而平庸的。它永远

危机的一种本能反应。它和儒学是一而二、二而

停留在普通大众能理解和使用的水平上。而这并

一的关系。当国家处于困境，需要借助外在实用

不是西方历算、逻辑之学的初衷。

之力来摆脱困境时，儒学就更多地表现出实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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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智慧的副产品，为１３常所用不过是这一副产

他们仍然是儒家传统中人，他们的最高目标也就

品的一小部分。在其科学、逻辑的背后是对智慧

是为帝王“鼓吹休明”、“赞教厉俗”、“观文成化”。

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让日常用度来限制自己的

他们不会为了科学而科学，帝王、社会也不允许

崇高追求。正是这执着的追求才成就了其独特的

他们这样。所以，徐光启、李之藻所译的《几何

科学体系、逻辑体系。而中国古代科学更多的灵

原本》《寰有诠》《名理探》等书注定无人问津。

感式的爆发，如利玛窦所说，缺乏一种逻辑的支

它们是过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直到西方殖民者

撑。中国科学的日常实用性更强，或者它就是以

用它们的力量打破了中国大门之后，人们才真正

日常使用为最高目标的。当现实没有更多的需求

意识到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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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刻印了<浑盖通宪图说>.在中国这是第一部介绍平仪之制造法以及使用法的书.由于中西天文学系统互不相容的缘故,所以接受平仪就意味着不得不接受
平仪背后以地心说为中心的西方天文知识.更何况平仪的制造乃是建立在地心说、地圆说、立体投影等之西方数学天文知识上.不过,对李之藻而言,接受
西法并不代表立刻放弃中法,反而是西法的接受更有助于重新诠释中法.亦即他在西法上发现了被放弃多年的盖天说的新读法.换句话说,他就发现了一个
可以调和似乎一直被认为互相矛盾的盖天和浑天的好法子.因为在他的读法里,盖天就成为支持地圆说的理论之缘故.而虽然李之藻这样的解释也许有助于
减轻接受西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争论,但是他过分强调中西之"同",而忽略了西方天文学模特化特征之"异",而且还忽略了说明背后的理论根据,因而使人
更难懂其原理.结果不但导致无法呈现出中西之异同,反而成为"西学中源说"的先驱.

2.学位论文 赵书妍 16～18世纪的中意文化交流及其历史启示 2006
16世纪末，随着意大利耶稣会士的东来，中意两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也正是这些意大利耶稣会士，创造了中意“两大文明
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传播基督的福音是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初衷，但是，与来华的葡萄牙及西班牙传教士不同的是，深受文艺复兴影响、具有人文
主义气息的意大利传教士，开辟了学术传教的适应性传教方式。因而，在把基督教传进来的同时，他们也把意大利的近代科学文化如天文、地理、数学
、水利、音乐、美术等传入了中国。异质文化的输入，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国人的知识，特别是舆地、天文、数学知识的输入，使明清之际的中
国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为了赢得罗马教廷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耶稣会士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同
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意大利。中国古代典籍、制度、史地等文化不断地被介绍到意大利，使中国成为17世纪意大利效仿的对象。同时，由于新
航路的开辟，中国的器物也被大量地运往西方。精美的器物加上“完美的道德哲学”，激起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异质文化的接触，必然会产生碰撞。意学输入中国之后，面对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学，中国士大夫依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
向，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各抒己见、各异其态，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两大派别。前者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学尤其是西方科技表现出
巨大的兴趣，积极地引进和吸纳西学，并力求把西学融入到中学之中。同时，西学的输入也引起了明清士人的排拒和反对。明清之际带有官方性质的对
基督教的政治打击，以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和康熙初年的“历狱”为突出表现，民间或士大夫的反教浪潮以《破邪集》的出现为代表。《破邪集》
的出现更具有某种普遍性，更能反映出中西两种文化的隔阂，更能说明两种文化的冲突。对中学而言，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报以极大
的热情并积极地向意大利传播中国文化。利玛窦、卫匡国等传教士开创了意大利汉学的先河。特别是，由马国贤组织创建的中国学院，为中国文化在意
大利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意文化的冲突在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也正是“礼仪之争”事件，导致了明清之际中意文化交流的中断
。回顾这一阶段的中意文化交流，我们仍能从中受益：一，物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二、文化中心主义是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三、宗
教传播中的本土化问题值得重视。
本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前人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中意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包括意大利文化的输入和中国文化
的意传；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中意两种文化相遇之后，文化本土对异质文化的反应；第四部分分析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3.期刊论文 冯天瑜 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 -武汉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03,56(6)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与中国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西书,厘定的一批译词具有文化转型意义,如以"脑囊"取代"心"为意识及记忆器官的专
名;将古典疑问数词改造成数学核心术语"几何";通过"地球"一词反映"地圆说",以救正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确认"契丹"即"中国",改变了西方人中世纪以
来模糊的远东地理观念.

4.期刊论文 陈洁.解启扬 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2(1)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
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
<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5.期刊论文 陈美东.陈晖.CHEN Meidong.CHEN Hui 明末清初西方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 -中国科技史料
2000,21(1)
自1583年利玛窦在中国传播西方地圆说开始,耶稣会士在众多著作中对地圆说的可靠性作了种种论证,为地圆说在中国立足奠定了科学基础.从17世纪
初年到70年代,中国先有徐光启、李之藻、王英明等,后有熊明遇、方以智、揭暄、游艺等一批学者均接受地圆说,但其中有人开始主张西学中源说.其间
虽有杨光先、王夫之等人力排地圆说,但因康熙帝对地圆说的认可,与梅文鼎的提倡,17、18世纪之交,地圆说在一片西学中源说的声浪中得到进一步的普
及.

6.学位论文 刘星 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初次会通 2010
《名理探》是第一部中文逻辑学著作，所使用的底本是科因布拉大学使用的
讲义--《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v，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Stagiritae)。该讲
义系傅泛际于科因布拉大学接受培训时所使用的。讲述了亚里士多德论述逻辑学
的所有著作，曾于1611年在德国科隆首次出版发行。1931年，徐宗泽先生在汇编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时，于北平北堂图书馆发现了李之藻和傅泛际二人
翻译《名理探》所用的底本，后列为《北堂图书馆拉丁书书目》第1365号。《名
理探》，这部三百多年前翻译、刊印和发行的著作对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
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译本，是经过经院哲学改造后的亚里
士多德哲学，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原本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毕竟是以亚里
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的，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异质的思
想文化。它的译成，才使中国学者能了解到西方逻辑学认识方法的具体内容。本
文详细的介绍了《名理探》的翻译背景及内容，进而分析了西方逻辑思维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改造，最后对《名理探》的影响及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具体说来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李之藻的生平、西方逻辑的引进以及“西学东渐”文化思潮的影
响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名理探》的翻译背景。
第二部分介绍了《名理探》的内容，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西方科学理
性思想进行了比较。
第三部分通过探讨《名理探》与儒学、中国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的宗教之间
的关系来分析西方逻辑思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二者的会通。
第四部分对《名理探》的影响和评价提出了笔者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名
理探》开了中国逻辑学著述的先河，在我国逻辑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
关键字：名理探；李之藻；西方逻辑；西方科学理性思想

7.期刊论文 刘惠娟 严复逻辑学研究的学术贡献 -华夏文化2004,""(3)
早在明代末年,著名学者李之藻就翻译过西方逻辑学著作《名理探》.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此书尚未在学术界产生太大影响,西方逻辑学没有在中
国真正扎根.直到清末,严复在学习和研究西学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逻辑学的奥秘,并由此倾注很大精力与时间加以翻译和介绍,从而在晚清学术界掀起一
股提倡逻辑学科学方法的热潮.

8.期刊论文 吕明涛.宋凤娣 《天学初函》所折射出的文化灵光及其历史命运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4)
<天学初函>的编者李之藻和当时的西学引进者由起初的对西方数学知识感兴趣,进而探讨西方数学超胜中国的原因.他们发现中国古代的数学研究缺
乏"缘数寻理"的精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开始译介西方的逻辑学著作,此时他们的着眼点已不仅限于数学一科,他们试图借助西方的逻辑学来弥补中
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的缺陷.由于这仅仅是个人的治学兴味,在急功近利的政府行为面前,它的被世人漠视的历史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9.期刊论文 黄海涛.HUNG Hai-tao 明代松江学派的开放式经济伦理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9(2)
明代松江府是江南著名的农业区,也是重要商品经济区,在思想上呈现出开放、兼容和多元的文化特色.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江南松江地区徐光启
、李雯、陈子龙为核心的一批开明学者,及其外围的宋应星、李之藻、方以智等实学家共同形成具有明显经济、地域、文化特征的松江学派.在经济上,他
们主张农商并重、科技富民,以实现富国强兵;在科技上,他们主张会通中西,提倡"质测实学",在科技哲学上有了重大突破,并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的
序幕 ,形成松江学派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开放式经济伦理.

10.学位论文 王东波 《论语》英译比较研究——以理雅各译本与辜鸿铭译本为案例 2008
儒学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它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学说不仅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不
可替代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现如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面对由旧有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纷杂
的社会矛盾，人们纷纷向古人讨教。近几年来，中国的教育机构纷纷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其最终目的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让世人了解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世界从中寻求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儒学，儒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体现在《论语》中，换言之，《论语》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
，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中国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论语》的译介工作，对于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中国翻译理论的演进；第三章为理雅各和辜鸿铭学术背景；第四章为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译本比
较研究；第五章为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译本特色总结。
第一章从选题的缘起谈起。文中论及儒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孔子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时代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治统治权力从周王室向诸侯公室再向卿大夫的下移。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恢复以前的礼制，就要在崩溃的礼乐中
寻找出某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合理性、永恒性的内容或价值。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个理论方向上产生的。儒学产生后，首先传向周边的亚洲
国家，在亚洲地区形成了儒教文化圈。后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儒家思想逐渐在西方传播开来。东西两大文明进行对话，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儒学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学在西方的传播，首先牵扯到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的问题。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代表，《论语》曾被
译为多达几十个英语版本，对于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限于译者的学术背景和翻译水平，这些译本在质量上良莠
不齐。对具有典型意义的译本进行对比性研究将有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缘起。

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精神宝库。孔子“仁”的思想、“礼治
”的思想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等对于今日仍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研究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论文的成败与否。本章最后谈及本文的研究方法：解读法；历史学、语言学交叉研究法；对比法；翻译法；综合归
纳法，并指出对两个译本比较研究的原则：以“信”为贯穿一切的中心；以“达”和“雅”为“美”的标准。第二章论及中国翻译理论的演进。本文将
中国翻译的历史依据其特点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东汉到唐代。本时期的翻译以佛经典籍的译入为主，支谦、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等一大
批宗师经过翻译实践，奠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是以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翻译为主。徐光启、李之藻等进一步发
展了中国的翻译理论；第三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此间以西学翻译为主，诞生了严复等一批译界宗师以及影响至今的“信”、“达
”、“雅”翻译标准。第四个时期是从“五四”运动至今。此间，鲁迅、郑振铎、茅盾、傅雷等一大批翻译家在前人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
论。
第三章简单介绍了理雅各和辜鸿铭的学术生平，指出以他们两人的《论语》英译本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因。理雅各年轻时曾刻苦攻读拉丁语和
英语语法，在哲学、宗教学以及希腊语等方面成绩优异。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后，刻苦学习汉语和儒学，造诣显著，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深刻
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为他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奠定了基础。历时数十年，勤奋不辍，最终其译本被奉为标准译本。辜鸿铭少时便游学西
方多国，熟知多门外语，英语尤为突出，堪称独步神州，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回国后，又苦读经书，成绩斐然。在读过理雅各的《论语》英译
本后，认为西方传教士由于诸多的原因不能准确地传递儒家思想，因此便另出译本。
第四章为本文的主干部分。笔者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中的大部分从“信”、“达”、“雅”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在此过程中，笔者参阅
了若干《论语》解读的著述，力求避免在对原文理解方面的失之偏颇，从而对两个译本作出公允的评价。同时，笔者还参阅了多个英语译本，将不同的
汉语解读本与英语译本进行反复的交叉对比，对其他评论者的论断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判断其可信性。
在第四章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第五章中笔者对两个译本的特色和优劣作了归纳总结，指出理雅各的译本有三个方面的突出优点。第一，旁引博涉
，理解透彻深入。理雅各译经，是在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以朱熹的评注为主要蓝本的基础上，广泛参阅其他诸家的见解，力求准确深
入。第二，紧扣原文，语义翻译。紧扣原文。在达意的基础上力求形似，是理雅各《论语》英译本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也正是翻译的第一要务：信。第
三，译注结合，凸显学术性。理雅各译本中的注所占的篇幅要大于其正文，大量的考证、历史背景的介绍均在其中，表明了译者严肃的学术态度。同时
，理雅各的译本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行文古涩呆板；误解误译；语篇缺乏衔接。可以说，行文呆板与语篇缺乏衔接都是语义翻译的副产品，这也是
理雅各过于看重原文形式的结果。而误解误译则是部分地由于解读经书的特定性质：经无达诂。最后，通过引证一些著名学者的评价，谈及理雅各译本
的地位，认为其被奉为标准译本名至而实归。辜鸿铭的译本同样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优点。首先，理解深入，意译为主。意译是辜鸿铭译经的主要手法
，以求读者理解的便利。其次，流畅自然，各自成章。在行文中，辜鸿铭多有增益，以求起承转合的自然。最后，尊重读者，引发共鸣。辜鸿铭多有引
用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加以比拟，从而给西方读者带来亲切感，以至于达到弘扬儒学的目的。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首先，过分意译，好随己意
。辜鸿铭过分意译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重要概念的把握上，有扩大或缩小概念意义之嫌。其次，删除专名，弄巧成拙。删除专有名词本为西方读
者理解的便利考虑，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刚好违背了传播中国文化之初衷。第三，误解误译。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辜鸿铭译本的地位进行了评价，认为在
当时基督教和英语明显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首次独立和主动地向西方翻译儒经，他的译本无疑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
儒家文化，起到了以前译本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原本的目的。最后，作者指出，典籍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需要有对原文及
其文化内涵的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还需要对外语即目的语深厚的造诣。二者缺一不可。在翻译手法上，直译与意译需要有机的统一，既要体现原文的外
貌，更要体现原文的本质。对于不同水平和有不同需求的读者群，译者应有预先的估计：不同层次的读者应拥有不同层次的译本。只有如此这般，才能
让读者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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