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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筠入教的原因和过程
贾庆军
（宁波大学文学院．浙江宁波３１５２１１）

摘要：杨延筠加入天主教有个复杂的过程。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他最初的道德生命的精神品质。当发现儒家思想在满足他的道德追求方面有着
某种局限性时，继而向佛家学说求助。而佛家学说的伪超越性也难以让他完全接受。最终，他的目光停在了刚刚传入的天主教思想上，经过一番穷究和
辨析，他接受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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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筠（１５６２—１６２７），字仲坚，号淇园居士，杭州仁和人。生于明嘉

杨廷筠如此重视道德礼仪，并且积极去践行之，葡他对道德礼仪的认

靖时期一个官宦之家，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进士，曾任江西吉安府安福县知

知有密切关系。在其为《家礼仪节》写的序中，表露了他追求道德礼仪的

县、湖广道监察御史、南直隶副使、江西副使、光禄少卿、顺天府丞。作为

动机和目的，那就是为了“君子不为庶人，庶人不为异类”。…”通过这一

一个有成就的儒家士人，他后来改信佛教。更令人惊奇的是，在１６１１年

动机和目的，可将杨氏在这一阶段的人生观概括如下：人之为人就在于他

他参加了李之藻父亲的葬礼后，５０岁的他竞又改宗天主教，此后～直为天

的超越性，这一超越性使他和动植物区分开来，也使他不断超越同类，最

主教的传播奔走出力，与徐光启、李之藻一起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

终达到人的完满和纯粹；而且在杨廷筠看来，人的超越性就是他的德性，

石”。

人正是依靠德性才和异类区别开来，也只有在德性基础上，才会出现君
在杨廷筠为何入教这一问题上，有分量的著述给出的答案大致相同，

都认为是杨氏本身的宗教“宿根”——他对哲学、伦理和宗教的一贯兴
趣——所致Ⅲ，也是其天生的心性所致。不过，这些答案都是推测得来的，

子、庶人之分。所以，人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性，务必使之
尽善尽美。君子、圣人就是德性接近完美或几乎完美的体现。
二、杨廷筠的佛家信仰

并没有得到杨廷筠的亲笔印证。在现有的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当事入对

现有的资料和著述都没有提到杨氏入佛的原因留，笔者也只能通过问

入教动机的亲口叙述。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只能通过其相关行为进

接的资料来推测其答案。在杨氏留下的对佛教的诗文中，可以隐约得见

行推测。鉴于先前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较为单一，尝试从纵深方面来

他接近佛教的动机。能表达其动机的代表性文字，就是其诗作《读无尽老

解答这一问题。将通过对其儒家生活、佛教生滔和天主教生活的考察，结

师维摩无我疏有感＞，他写道：
身世浮沤里，年华驹隙过。

合他的言行，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答。
一、杨廷筠儒家生活中的道德倾向

了知神不灭，离却幻如何。

正如钟鸣旦先生所考察到的，当杨廷筠还浸淫在儒家传统中时，他生

遂妄迷尘劫，耽空亦爱河。

西来秘密义，无复问维摩。Ｌ２’

活的道德化倾向就已经非常明显。尽管儒家生活本身就强调道德伦理，
但杨廷筠却似乎对此有着超常的热心，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

从这首诗中，同样能感觉到杨氏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只不过这时他的
终极目标进一步拔高了。在儒家道统中，他的道德目标是君子、圣人，而

面。

他曾经参编过多部有关道德礼仪教化的著作，分别是其家传的《杨氏

圣人、君子的道德无非是孝悌忠义，它是一套基于现世的道德体系。这套

塾训＞，他所盛赞并做过序的《苏氏家语＞、《家礼仪节＞、《省恬编》等。此

道德体系的显著特征就是等级分明。对于孔子来说，“善”的内涵就是秩

外，他也写过不少道德伦理方面的著作，如《小学礼辑＞、《读史评》、《近仁

序，即建立在孝（父）悌（兄）基础上的亲亲、长长秩序。唧在孝悌之道的支

说＞、《体仁类＞、《洗心劁记＞等。…

配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秩序原则：亲疏有别、长幼尊卑分明。在这一原

在他初入仕途，任江西安福知县时，很重视私塾的礼仪道德教育。在

则下，孟子批判墨子的“爱无差别”说（《孟子·膝文公章句上＞）。《中庸＞

做监察御史期间，他写过不少奏折，其中一些就是弘扬道德的奏章，如他

则强调“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等。如此亲疏有别、等级分明的

举荐贞妇孝子的奏章。同时，他还大力倡导忠义。出于对方孝孺忠义的

道德体系。有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看似道德仁义的秩序中，

崇拜，他特地寻访其后人，并捐献三百金助他们创建求忠书院，以便使方孝

隐藏着一种精致的自私。时间一长，这一体系的消极后果就会显现，那就

孺的忠义道德传于后世。【Ｉｍ＿４

是在道德仁义幌子下，私人利益争夺甚嚣尘上。所谓的君子、圣人逐渐被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Ｏｌ一０２
作者简介：贾庆军（１９７４一），男。河北望都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

万方数据

贾庆笮：杨延筠人教的原因和过程

５５

私欲所淹没。此外，儒家思想中没有灵魂不朽的观念，这更助长了现世享

佛家的轮回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灵魂不灭的问题，因为六道轮回并

受的实用倾向．从而增加了对道德生活的冲击。而佛家的“众生平等”的

不是灵魂不灭的表现．而是灵魂和肉体的不断循环。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泛爱思想、灵魂不灭的“轮回”观念正好弥补了儒家的不足。宋明理学、心

的与其说是灵魂，不如说是肉体。因此，在佛家的地狱、天堂中存在的不

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响。④

是灵魂性的存在，而是肉体性的存在，“盖佛氏所指二处，似乎肉身享用，

虽然杨廷筠没有直接谈到自己信佛的原因，却曾经有意无意透露出

故境界现前，俱极粗浅。而福尽业尽，俱复轮回，则乐苦亦非极处。不知

其他儒生投佛的原因，这是在他于《代疑篇》中辟佛扬耶时谈到的，他说：

人死，不带肉身，止是一灵。一灵所向境界，绝与人世不同．受享绝与肉身

“或日‘古来学佛者，多少聪明才辩，至心皈依，岂皆漫无所见？乃欲以一

各别”。所以，轮回说将万物又拉到了一个层面，混淆了肉体和灵魂、物与

人私意，扫除千古定论耶？且经论中微辞妙义，细心读之，不由人不心悦

我的本质区别，取消了超越性之存在，“认物为我，与众生轮回，既无了脱

诚服。子于《内典》岂未寓耳耶？’日：‘虽有聪明才辩，其畏祸福之心与庸

之期高者，认天犹凡，谓福尽降生，宁有敬事之念。误认一体，流弊至是，

愚同。又人之聪明才辩，往往流为文人。文人作过多端，偏畏死后，故其

不可不深辩也州＂”４－５２４。这样，佛家那些看似超越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真

佞佛。独在人先今不能折衷以理，而徒信人之信，恐不免载胥及溺矣。即

正的超越，它们和俗世仍然混为一体，没有本质的区别。六道轮回的只是

云微辞妙义，足悦人心，古来立教，孰不依傍名理？其确然可信者，皆已不

不同形之实体，它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佛家塑造的仍然是一

出吾儒。彼特转换其说，更新其语，世人浅标外郛，遂或惊喜创获，而不知

个肉身的世界，其中没有真正的超越性可言。

儒家自有之珍也。”’［３）５３４－５３５在这里，杨廷筠讲到了儒生信佛的两种原

而在天主教思想中，杨氏觉得找到了真正的超越性。在《代疑篇》中，

因：一种是对祸福的畏惧，一种是对死后之事的畏惧。而这两种原因又可

他对天主教思想的极致性和超拔性大为叹服，他说：“故降生一节，仁爱之极

以归为一个，即不谙名理。不谙名理之人，尤其是指那些表面聪明实则和

思，人道所未有。此种义理，在西国有源有委，有前知，有后证。万种之书，

庸众一样胆小无知的文人们。他们无法辨析各种学说的真伪，一任自己

皆记载此，皆发明此。竹【３】蛳一５９７他还将他从天主教中体悟到的超越思想与

的情绪支配，最后他们和大众一样，在恐惧心理作用下投向了佛教。杨廷

人分享，他说：“或问如何谓圣神之功日。闻之人有三种性之光。良知良

筠对这些文人的批判显然也适用于他。现在他能够批判佞佛之人，很大

能，谓之本性之光，即不在教，人人有之；既奉圣教，笃信勤行，天主又加

程度上是借助于天主教的视角。而在他未接触天主教前，他也如文人们

宠，名１９巨辣济亚。明悟爱欲，益增力量，谓之超性之光。惟善人有之；至死

一样沉溺于佛学中。只不过他投佛的动机要与这些文人们稍有差别，如

后，天神降接，又加四种德力，为升陟阶梯，谓之真福之光。惟至死不犯诫

果文人们畏惧现世的祸福和死亡的话，杨氏则畏惧灵魂的死亡。而佛教

人有之。”｛３１６１４－６１５儒家学说从孔孟发展到阳明心学，仍然还在良知良能

灵魂不灭的观念正好解决了他的难题。所以佛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

那里循环，而在天主教思想中，良知良能只不过是人最起码的德力，还有

了儒家思想，对于儒家没有深究的死亡和灵魂问题作出了某种解答。

更加超卓的境界可达。

在杨廷筠和龙华民的对话中，也间接透露了杨氏倾向佛教的另一个

况且。在杨廷筠看来，提倡良知良能的性教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原因，龙华民记载说：“第四点曾经问过的是，根据儒家的思想，善人和恶

圣贤的言行已经无法再打动沉溺在世俗罪恶中的人们，能够拯救世人的

人死后会否得道赏报或惩罚？他（即杨廷筠——笔者注）答道，他们没有

只有天主之身教了，这体现在其《代疑篇·答天主有形有声条》和《代疑篇

提到这样的事。他亦对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的不足感到叹息和抱怨，因为

·答天主有三位一体降生系第二位费略条＞中，他说：“天主爱人甚矣。上

他们没有探讨来生的问题，这正是一般百姓没有受到鼓舞而真诚实践道

古之时，性教在人心，依其良知良能，可不为恶，只以行与事示之。圣贤名

德的原因。他赞扬佛家宣讲天堂和地狱。竹【”瑚这就表达了杨廷筠对儒家

教地之，人人自畏主命，不须降生。然而诗书所载，钦若昭事，如临如保，

思想不满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缺乏对道德行为更大的赏罚，仅有的现世

已市开先之兆矣。三代而后，圣贤既远，奸伪愈滋，性教之在人心者日漓，

赏罚是不够的，只有更恒久的报应才会给人们以动力。所以，天堂和地狱

诗书之示监戒者日玩。则又大发仁爱，以无限慈悲，为绝世希有，自天而

的存在对于普通人信仰和践行道德来说，显得更有吸引力，而佛家恰恰在

降，具有人身，号日耶稣。¨３】掰“千古人性，一时俱在现前。即知上古时

这方面满足了人们的要求。这样，偏爱道德的杨氏喜欢上佛教就不是偶

醇，宜性教；中古渐开，宜书教；后代人性大坏，虽圣贤书教亦难转移，非以

然的了。如此一来，杨廷筠在上述文字中批判佛学是儒学的改头换面，就

身为教不易行其救拔矣。”口３挪一踊在这里，杨廷筠虽然没有明言，但他所

有些武断了。他在这里如此贬低佛学，显然有过河拆桥的嫌疑。

谓的圣贤性教阶段无疑也包括了孔孟性教阶段。如此，儒家思想就只是

总之，在杨廷筠接触了佛家思想之后，感觉到现世的缺陷和短暂，发

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他适合于民风淳朴的上古时期，人们智

现还有更超拔的生活和世界，于是，他的道德理想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慧未开，但却具有道德的本能，他们天然具有良知良能。圣贤稍加引导，

现世的生活如今变成了“空”、“幻”的“浮沤”、“尘劫”，它是如此的短暂和

他们就欣然向善。但是，随着心智的开启，人们思维辨析能力提高，本能

堕落，没有什么价值，真正的生活是永恒的生活，“神不灭”才是最高的境

的良知状态受到破坏，性教的效能就有限了，于是，就出现了书教。这时，

界。借“西来秘密义”，杨氏突破了儒家只有此世、魂魄皆灭的道统视野，

人们更容易接受圣贤所著义理之书，而不是天然本能。到后来，人人自以

使得其道德生命有了不朽的可能。而这一切仍然要归因于他对道德生命

为是，天然良知良能破坏殆尽，于是人心大坏，世风日下。这时就只有靠

的热情，这使他不拘泥于一种道德体系。只要有益于其道德生命的提高

天主降生，以其身教来拯救世人。所以，儒家思想的效力就被限制在了上

和完善，他就对其持开放态度。当他遇到天主教思想时，他的这种开放态

古时期和中古时期，在近世人心大坏的情况下，性教和书教都失效了，天

度又使他抛弃了佛教思想。

主教的引进和传播就提上了日程。

三、杨廷筠对天主教信仰的接受
接触了天主教思想后，杨氏才知道佛家思想还不是真正的超越性思
想，真正的超性真理在天主教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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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家学说的拒绝、对儒家思想局限性的思考和对天主教的超越性
之认识，就使杨氏那颗追求道德完满和极致的心找到了新的归宿。可以
想象，见到这种超性思想时，其心情是何等欣喜惊异。被超性之光和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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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所深深打动的杨廷筠，还不待人们对天主教思想提出问题，就急急忙

２００９年５期

是杨廷筠等士人寻求已久的目标。

忙来“代疑”和辩护了。与其说是“代疑”，不如说是他在精神极度亢奋之
下写下的读经心得。他迫不及待地要向人们介绍一种他认为更为完善、

注释：
①文中所方著述为：（比）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并》。香港圣

精微、超拔的学说。

神研究中心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９、７０页；

需要说明的是，杨氏对道德生命的追求并非盲目和迷失，¨３猫他的任

刘耘华：《诠释的隐ｌ环：明末清初传教上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

何信仰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在《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中，谈到了杨氏

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０页；李灭纲：《跨文化

这种将热情和理性合而为一的信仰追求精神：“公所以深明天学义理，躬

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午版，第３３

行不怠者，盖其好善之心，虔诫虚受，微承主牖。且先后近诸泰西先生。如

页：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

龙精华、毕金梁辈，朝夕促膝，惟穷究天学奥旨。或有未明，不惮再三送
难，以求理尽心慊。尝对艾师谈论，日：‘余与诸先生细论十有四载，无日

２０４、２０５页。
②钟鸣且先生试图从当时杭州儒士崇佛的大背景来理解杨氏人佛的原

不聆妙义，大快吾衷。惜乎世人不肯倾心研究，故鲜能深造于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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