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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宫廷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
吴艳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徐日升是清初宫廷里一位重要的葡萄牙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
局面；他在中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他超凡的音乐天赋为中国传统音乐注Ａ．－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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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日升（Ｔｈｏｍａｓ Ｐｅ弛ｉｍ），原名’ＩⅥＰｅｒｅｉｒａ，葡萄牙人。

堂能够光复再建，在湖南、广东、直隶、浙江与山东一带，很多

１６６３年人耶稣会。１６７２年，抵达澳门。１６７３年，由南怀仁推

教堂得到保护”。哳蛳整体而言，徐日升亲自发展教徒、保护

荐进京。徐日升多才多艺，进入清朝皇宫以后，时常以传教

教友的举动促进了天主教的进一步传播，并为以后容教令的

士、外交家、音乐家的身份活动于宫廷内外，且在这些领域都

出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有突出表现。
一、忠诚的传教士

（二）争取自由传教政策。
１６９２年徐日升凭借其在尼布楚谈判中为清政府立下的

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教务活动是其第一要务。徐Ｅｔ升

汗马功劳向康熙帝提交了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请愿书。康

开展教务活动既继承先辈们优良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

熙帝“主要因为徐日升神父的请求”田嘲颁布了容教令。在这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份敕令中，康熙帝公开承认了天主教的许多优点以及多年来

（一）发展教徒，保护教友。

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中的模范表率作用，特别允许国人自由

１６７３年徐日升因通晓历法而被召至北京。徐日升进宫

信奉天主教，并宣布对此前修建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保护。

后，经常向康熙帝讲授西学知识，并在讲学时“涉及圣教道

与此同时，康熙帝命令全国各地张贴、实施敕令所批准的各

理”，到后来“其所亲信之太监，亦奉圣教”。［ｔｌａ－７９Ｉ通过这种方

项内容。容教令的颁布“把帝国中的所有教徒从某种监禁状

式，他在宫中发展了不少教徒。并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当教

态中释放出来”，Ｉ啪阑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

会处于紧急关头时，他便凭借康熙帝对他的依重和信任挺身

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容教令颁布

而出，为教会提供必要的救援。

不久，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便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到１７０１

１６９０年山东发起一场针对信徒和汪儒望神父的教难。

年，已经“有１３０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５９位耶稣会士，２９位

徐日升知得消息后，请求康熙帝帮忙，康熙帝“立即派一些人

方济各会士，１８位道明会士，１５位在俗神父，９位奥斯定会

到山东去平息这场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哳ｔ嘬后，反教事件

士。”ｍ嘴多修会在中国的出现，使耶稣会的垄断局面被打

平息，迫教人员受到处罚。１６９１年浙江巡抚张鹏隔到处张贴

破。在华自由传播天主教是自利玛窦以来众多传教士梦寐以

示谕，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此，徐日升和安多以钦天监的名义

求的理想，而此时徐日升将它变为实现，在这中国传教史上

上奏章。他们称欧洲传教士“跋涉数万里”来到中国只是为了

最光辉的一页中，徐日升功不可没。

“阐明道教”；传教士在为清廷“治理历政”、“制造军器”、出使

（三）捍卫“中国礼仪”。

俄国方面忠心耿耿等。不久，礼部便宣布杭州天主堂“应照旧

１６９３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福建代牧区发布

留存”。这表明，清政府严禁天主教的态度已有所缓和。另外，

了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禁令，从此，礼仪之争愈演愈烈。

徐日升还忠心地劝告他的同伴们尽可能地避免同中国官员

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深知，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劝告使“不少迫害活动很快平息，一些教

的国家，任何外来宗教想完全排斥它而在中国生根发芽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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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因此极力为“中国礼仪”辩护。

一次正式会议时犹豫不决。对此，徐日升提醒他们说，我们

１７００年徐日升等多名传教士向康熙帝写了一份阐述他

“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一定会被世人

们对“中国礼仪”的理解的奏书，希望康熙帝的批复能加强他

耻笑。这样，使团才坚定了前去参加谈判的信心。第二次正式

们反驳罗马教廷的证词。在奏书里，他们把中国人祭祀的风

会议开始时，俄方妄图侵占雅萨克，使谈判陷入僵局；再加上

俗看作是一种社会仪式而不是宗教仪式。为了缓解正统神学

缺少谈判经验，清朝代表又打起了退堂鼓。在这紧要关头，徐

的压力，他们还有意对“天”做出区分，说中国人祭祀的天是

日升看出俄方此举是为了其自身利益，他们“显然希望订立

“天地万物根原主宰”的“上帝”。这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

和约”。嘶－８５】在徐日升的鼓励下，使团才又回到谈判桌上。谈

它既包容了“中国礼仪”，又维护了天主教的“创世说”。康熙

判期间，由于喀尔喀蒙古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俄斗争以及

当日批复说：“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

徐日升等人的据理力争，俄方一度妥协。然而其继续霸占雅

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刚舡∞这实际上是对教

萨克的野心却没有死，这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徐日升明白，

廷关于他们用儒家礼仪代替天主教礼仪的攻击的有力回应。

“戈洛文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故作姿态的讹诈手段”，【－珊驯因而

不过，由于教廷固执己见，这份奏书未能发挥作用，徐日升也

希望中方“有耐心”。徐日升强硬的态度挫败了俄方霸占雅萨

因此劳累过度致死，刚丌）但是随后“百年禁教”时期的到来则

克的阴谋。因此，在整个谈判中，是徐日升多次坚定中方信心

又恰恰证明了徐日升等人此举的正确性。

并最终促使谈判走向成功的。

（四）维护葡萄牙“保教权”。

（二）担任中方国际法顾问。

，

１６８５年法国传教团的到来对葡萄牙的“保教权”构成了

对于清政府来说，国际法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因此，在选

巨大威胁。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徐日升不失时机地为法国

派谈判代表时，康熙帝十分青睐通晓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知识

传教团设置各种障碍。１６８７年法国传教团在浙江受到总督

的徐日升。希望他在谈判中能积极为中方提供咨询。在谈判

金铉刁难时，洪若翰请求南怀仁援助。然而，徐日升极力反对

过程中，徐日升不负众望，时常依据国际惯例为清朝使臣消

他向康熙帝求情。据史料记载：“徐日升神甫在这件事上的特

除不安全感，并为确立清政府所需要的和约条件出谋划策。

别积极是得到承认的，因为１６８７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教会北

徐日升自己也说：“他们曾多次使谈判陷入危局，而正是我不

京区的教务副巡阅，他的权力限于对付法国‘侵入者’。”ｍ－，日

得不去解决那些困难问题。”嘶∞徐日升还多次向使臣们提

他们进京后，徐日升“极其希望把们送到其他的省份”。嘶ｌ吗

到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如平等互惠，在国际交涉中应该具有

后来，康熙帝指示徐日升协助钦天监对他们进行考核，由于

诚信；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ＩＳｌｖｌｎ－ｒｔｓ：徐日升丰富的国

张诚和白晋“较易于控制”。ｌ嘶－＆馀日升向康熙帝推荐了他

际法知识不仅帮清政府赢得了这次谈判，更重要的是，也给

俩。为躲避徐日升的排挤，他们欲申请一处能够避开葡萄牙

前来参加谈判的清朝使臣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法课，这为清

人的独立住宅，徐日升借Ｅｌ说：“莱奥尼萨禁止在没有先获得

政府后来同其他国家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三）为中方担任翻译。

他许可的情况下，于北京及京郊各地开辟任何新教堂。”【Ｉｌ脚
但是，不久康熙帝还是将蚕池１２１的一块地赐给他们修建教

徐日升在谈判中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工作。在尼布楚期

堂。从此，法国传教团有了自己的传教处所。然则，１６９３年任

间，徐日升和张诚把清朝使团的文件、建议、条约内容之类译

副省会长的徐日升利用职务之便派罗历山管理在华法国传

成拉丁文，又把俄方使团相对应的内容译成汉语和满语。他

教士。以图给刚获得传教自由的法国传教士重新套上枷锁，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彻夜不眠地不

把他们在中国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停地工作……我和我的同伴接连四夜没有得到我们所需的

徐日升因此而被南怀仁指责为“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牙

休息，因为我们在夜里翻译白天所议定的事。”哳∞Ｄ多数情况

立场的偏执己见的人”，［ｘｏｌｐｌ固这主要是因为他想尽可能地保

下，徐日升和张诚翻译得都比较认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译

住葡国“保教权”。众所周知，张诚、白晋等人都是康熙帝的宠

文准确，他们字斟句酌。ｍｌ嘞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笔

臣，也是法国传教团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徐日升从一开始

译方面，还负担很多１２１译工作。从现有的文献、档案来看，他

就牵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在宫廷内外的影响肯定会迅速蔓延

的翻译基本上都忠实于原意的。
几经交涉，俄国使臣“深服日升等推陈布公，识见高远”，

开来。所以，徐日升对法国传教团的打压延迟了他们在中国
的发展，减缓了葡萄牙“保教权”衰落的过程。
二、灵活的外交家

遂同意签订和平条约。虽然史学界曾一度对徐日升在尼布楚
谈判中的作用有颇多微词，但是，绝大多数史料都反映了徐

１６８８年，为解决中俄两国边界划分问题，康熙帝选派徐

日升在这次出使中不辱使命，极力维护中方利益。再者，无论

日升和张诚陪同清朝使团前往尼布楚谈判，意欲签订一个能

从徐日升自尼布楚归来后康熙帝对他更为优待和赏识的态

够避免战争的和平协议。徐日升会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诚

度来看。还是条约的签订为我国东北边境换得了长期安宁的

恳可信”、“会拉提诺文字，其文妥当”。Ｉ嗍次谈判是“徐日

历史意义来看，都不能否认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积极作

升一生事业中的最高峰”。陆ｔ卿馀日升在中俄《尼布楚条约》

用。

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坚定中方谈判信心。

．

三、杰出的音乐家
徐日升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乐。当时，康熙帝急于寻求

长期以来，沙俄不断侵扰我国东北，这一历史事实使清

一位精通音乐的教师，南怀仁向他举荐了当时正在澳门的徐

朝官员蒙受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他们在准备渡河参加第

日升。徐日升进京后即被任命为康熙帝的音乐教师，他“用汉
·１１３·

万方数据

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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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铷．辅仁大学天主教史

熙帝就一直赞赏并向他学习一些西方音乐。康熙帝经常命徐

料研究中心．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ｃ】．厶湾：辅仁大学出版

日升入宫，与他探讨有关音乐技能和理论问题。徐日升曾将

社。２００３．

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两三支乐曲９ｔ０

其音乐才能运用在钟表的制作上。当时，他在天主堂上安置
一架大报时钟，这一新型装置吸引了无数朝野人士前来观赏

［２１Ｇ．Ｇ．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
代的历史［Ｍ】．梅谦立．杨保筠，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

聆听。虽然教堂规模已经很大，但仍然容纳不下不断前来的。
有的甚至是去而复来的广大群众。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教

【３】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
中国（１５８３—１８０５）［Ｍ］．澳门：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０．

外人士，但在天主像前，他们都毕恭毕敬地行礼如仪。徐日升
还是一位有名的风琴制作家。他为北京南堂安装的一架大型

［４】李明．中国近事报道（１６８７—１６９８）［Ｍ］．郭强，龙云，李
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

管风琴曾以其洪亮和谐之音调轰动朝野：“日升谙练音乐，曾

者莫不惊异。”【啪怀仁对它的描绘尤为生动：“我实在是

在天主堂中装置大风琴一架，式样之新、节奏之调，华人见之

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
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超出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
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
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
时都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虽然
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异教徒，但他们还是以屈膝叩头的方式向

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们的敬意。”１１哪哪
徐日升除了注重音乐的实践活动以外，还善于总结相关
的理论知识。他关于音乐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律
吕纂要》，这部书是奉康熙帝之命所写的《律历正义》续编，它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知识，介绍
了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乐理知识。这是第一部汉
文西洋乐理著作，也可以说是徐日升对中国音乐发展最突出
的贡献；还有一部是《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一卷，刻于北京，
后奉敕译为满文。它对于提高当时中国人音乐的运用和欣赏
能力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西洋音乐几乎与天主教相伴而
来。徐日升对音乐的巧妙运用使人们对天主的厌恶感有所减
少，甚至许多人还因此而被吸引入教，正如他自己所说：“其
中许多人因此接纳了基督教，并从中推论出基督教与他们自

己的宗教相同，加以信奉。竹【玎哒正是徐日升在宫中尽情施展
其音乐才华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徐日升也将西方先进的
音乐理论和实践知识带到了中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革新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时期，为清朝宫廷效力的传教士几乎个个身怀绝
技，但是像徐日升这样多才多艺，且在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
献的人并不多。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开创
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作为一名外交家，他在中俄谈
判中的杰出表现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作为一名音乐家，他
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为中国传统的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
决定了徐日升在中葡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康
熙帝在徐日升去世时写给他的悼词短短几句话不仅认可了
徐日升“渊通律历，制造成宜”的学识水平，肯定了徐日升出
使俄国时“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的工作态度，还赞扬了他“秉
性贞朴。无间始终”的为人品格。这可以说是对徐日升在华
３０多年活动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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