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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

次成功进京的西方传教士；而广东籍的南都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弘诲，则是利玛窦此次北上的策划者与引导人。此次北京之
行虽未能使剁玛窦实现其接触神宗皇帝的目的，但为他后来的成功居京打下了基础，意义堪称重大。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
相舍是王弘诲与利玛窦结交的基础，帮助朝廷修订历法是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弘诲把剁玛窦引进北京的浅层动机，帮助利玛
窦传教则是作为准天主教徒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深层动机。他对自己策划和帮助利玛窦进京一事讳莫如深，既是
想维持其高官地位。也是想在对外战争的背景下避免“里通外国”的嫌疑。
（关键词］王弘诲；利玛窦；天主教；北京

明代嘉靖以来，曾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华传教，

王弘诲（约１５４１一约１６１７），字绍传，广东省琼州府定

而意大利人利玛窦是第一位扎根中国内地并首次成功进入

安县（今隶海南）人，世称忠铭先生。他十三岁中秀才，

明朝京师北京的传教士，这一点众所周知；但鲜少有人注

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以弱冠之年中解元，四年后中进士。

意，广东省琼州府（今属海南）籍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

隆庆四年（１５７０）授翰林院检讨，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升南

是利玛窦首次进京的策划者和引领人。

京国子监祭酒，十七年（１５８９）任南京礼部尚书，十九年

利玛窦和王弘诲，一位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

（１５９１）告休回籍。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复起，后因未见

教士，一位是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本来“风马牛不相及”，

重用而乞休，得旨致仕。大约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逝

是什么机缘，把他们二人连结在一起了呢？

世。著有《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今存世。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字西泰（一说畸

对照《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卷首所附区大伦撰

人）…，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Ａｎｃｏｎａ）省马塞拉塔

《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与《利玛窦中国

（Ｍａｃｅｒａｔａ）城人，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１５８１年，利玛窦

札记》两种中西文献，可悉王弘诲是在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

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ｉ）之命，从

与利玛窦结识的，地点在广东韶州，即今日的韶关。此年，

印度来中国传教。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亚传》载：

王弘诲因仕途不顺心，在南京礼部尚书任上“再疏告休，

“至万历九年（１５８ｌ——作者注），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

得旨回籍什［引。当王弘诲乘官船路过韶州时，适逢利玛窦在

抵广州之香山澳。”所谓“香山澳”，即系当时广州府香山

韶州传教。王弘诲过境前，早已“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

县所辖之澳门。在澳门经过一年多的语言熟悉及其他准备

听说到外国教士（即利玛窦）所表现的奇迹”［３】１９１，这位

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ｗ

Ｒｉｃｃｉ

之后，他与另一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ｅ

．、“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乘的豪华船只登岸去做正式拜访的习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一起进入了广东肇庆，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第一个

惯”【３】ｔ９１的二品大员于是舍舟登岸。专程前往教堂拜访利玛

传教会所。后来他离开肇庆，移地韶州、南昌、南京等地

窦。为了发展传教事业，利玛窦向来喜欢与中国士大夫及

传教。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他在王弘诲的引领下成功进

社会名流交往，对王弘诲的来访自然十分欢迎。二人相见

入北京，使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触角伸人到了明朝的政治

甚欢，王弘诲“跟他们（指利玛窦及其助手）差不多谈了

文化中心。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他在北京病逝。他逝世

一整天，而且他十分大方地不仅表示友谊，还赠送贵重礼

之后，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Ｎｉｃｏｌａｓ Ｔｒｉｇａｕｈ）根据利

品”【３】１９１。大概是意犹未尽，第二天利玛窦又专程到王弘海

玛窦晚年所作的笔记手稿，并参考其他资料。用拉丁文写

停泊在江上的官船回访，“他在船上受到甚至超出他所预期

成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

的尊敬而又客气的接待竹【３】１９１，二人谈锋甚健，一直聊到深

记》），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

夜。韶州城里一来一往的会见，使两位本来素昧平生的中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王弘诲与利玛窦的结交并把利玛

西士人结下了友情。利玛窦这位“泰西儒士”表现出来的

窦引进北京的经过，有翔实的记载。

宽容精神与渊博学识，让王弘诲欣赏不已；而王弘诲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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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缙绅风度，也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

使王弘诲这个二品大员也不无慌张，。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

面中，王弘诲向利玛窦承诺，可在适当时候把他引进北京。

带进了外国人”。当时“没人敢于接待神父们，他们被留在

信守承诺的君子王弘诲后来果真履行了这一承诺。

小船里。天气酷热又没有任何保护”。利玛窦曾“好几次进

王弘诲与利玛窦分别之后，就沿北江南下，回到了海

城拜望尚书，但总是乘着遮起来的轿子；而且即使以这种

南。他的“告休回籍”，说白了是被迫辞职，不过王弘诲并

方式他也不能旅行，除非是向驻军司令通知他的到

没有从此告别官场。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日本的统治者丰

彤Ｄ】２２５。“驻军司令”甚至曾派兵捉拿他，但当知道他是

臣秀吉发动了“壬辰倭乱”，企图吞并中国的属国朝鲜。应

礼部尚书的好友之后又把他放了。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

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出兵援朝，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援朝

王弘诲到南京后不久即从陆路出发北上，而没有与利玛窦

抗日战争。由于战争初期战局不利，朝廷召回了部分在籍

同行。过了十天，利玛窦才在王弘诲的好友、南京的“总

的官员。王弘诲也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东山再起Ｌ２Ｊ，

督”（实为应天巡抚）赵可怀的资助下，和王弘诲的家人及

官复原职（区传记为“甲午”即万历二十二年，与《利玛

差役一起，登上了沿运河北上的“快马船”。

窦中国札记》的记载有四年的出入，兹从《札记》）。这一

利玛窦及其随从于西历１５９８年９月７日（即万历二十

年他离琼北上，当他过韶州时，利玛窦已移地江西南昌府

六年八月七日）到达北京，这时上距他万历九年（１５８１）

传教，所以在韶州他只见到了利玛窦专留在这里等候他到

从印度来到澳门。已整整十七年！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这

来的助手、意大利人郭居静（Ｌｆｉｚａｒｏ Ｃａｔｆｉｎｏ），并在在郭居

么久。才在王弘诲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进人大明的政治

静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昌。王弘诲、利玛窦两位老友在时隔

文化中心，其心情激动，自不待言。在自己的笔记中，利

七年之后在南昌再度相会，自然欣喜不已。也许是对三年

玛窦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情不自禁地用大量笔墨记述了

前王弘诲在韶州赠礼的回报，在这次见面中利玛窦送了王

自己来到倾慕已久的大明之都的感受，激动喜悦之情溢于

弘诲一块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玻璃三棱镜。正好王弘诲有

言表。利玛窦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进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意于要到北京疏通关节，以谋求“入阁”，他笑对利玛窦说

他的进京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古老的中华文

这块三棱镜可成为“垫脚石”。在交谈中王弘诲了解到，万

明与近代的西方文明正面碰撞与对接的标志，利玛窦也因

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利玛窦曾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的官员

此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王弘诲在利玛窦

之子治病而到过南京，但未能在南京站稳脚跟。王弘诲获

进京这一重大事件中，充当了策划者与引路人的角色，发

悉这一情况之后，答应这次可陪利玛窦等再赴南京。不仅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王弘诲，就

如此，王弘诲还主动提出，愿意利用自己不久将代表南京

不会有利玛窦的这次迸京。

的六部官员去北京参加神宗皇帝的万寿圣节庆典（明神宗

利玛窦甫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与已从陆路先期到达

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八月十七日（西历９月１７日）。

的王弘诲联系。既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方便，王弘诲让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正是其三十五大寿）的机会，把利玛窦

利玛窦住进了自己在城内的私家府第，而随从利玛窦进京

引入北京。王弘诲的提议，自然使利玛窦大喜过望。

的郭居静等人则居住在王弘诲的郊区别墅。进入了北京的

１５９８年７月４日，王弘诲等与利玛窦、郭居静一起乘

利玛窦十分希望有机会觐见神宗皇帝，王弘诲答应尽可能

船离开南昌，前往南京。在旅途中，利玛窦又送给王弘诲

利用自己的关系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他找到了自己所

一座非常名贵的时钟，并教会了他开启和调整的方法。羁

熟识的一位宫中太监，希望他代为转递利玛窦给皇帝的奏

旅给利玛窦接触王弘诲家人带来了某种便利，利玛窦力图

章。这位太监表示可以考虑帮忙，不过他说在转递奏章之

“同王大人全家、仆人、儿子，尤其是其舅父姓晁者，搞好

前，最好让他先看看利玛窦送给皇帝的礼物。于是王弘诲

关系”【３】瑚。利玛窦的努力似乎很奏效，王弘诲的一个儿子

在约定的日子里陪同他来到了自家的郊外别墅，与他一起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主动接受洗礼，成为了

观看了利玛窦准备贡献给皇帝的自鸣钟、耶稣十字架受难

教徒，教名“保罗”。这个“王保罗”，后来于崇祯五年

像、圣母像、八音风琴以及玻璃三棱镜等奇珍。这位太监

（１６３２）到澳门把外国传教士请进海南，开启了天主教在岛

原先听说传教士有把水银变成真银的魔力，当他了解到这

内传播的先河。【５】４２

其实是误传之后，就变了卦。“他告诉他们，由于各种原因

王弘诲和利玛窦一行抵达南京后，发现形势有点不对

他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头。由于抗倭的关系，南京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官府在

“他还向他们肯定说，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加分辨，认为他们

城里实行了严格的戒备措施，严禁窝藏任何有嫌疑的人。

全部相同，或者几乎相同，所以可能把神父们当做日本

利玛窦身为外国人，自然在“有嫌疑”者之列。这种形势

人”。由于同样的原因和友人的劝告，王弘诲“也开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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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使自己卷入外国人的事是很危险的”，他“对自己的努

这一请求获得了神宗皇帝的批准，利玛窦被安葬在平

力感到绝望，所以想把神父们送回南京去”【３】２３５。为了不使

则ｆ－ｊ＝；＇ｂ－－里沟的滕公栅栏。这块墓地。后来成为明清以来

进京的巨大劳动和开销白费，利玛窦等又在北京呆了一个

的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场所。由利玛

月，想方设法希望能获得皇帝的接见，但在战争阴影的笼

窦开辟的在华传教事业则历经百年而不衰，直至清康熙末

罩下，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至同年１１月初，眼见留京的

期某些自负踞傲的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规矩”，才遭受了

期限已到，他们不得不黯然离开北京。后来利玛窦在王弘

重大挫折。

诲的保护下在南京居住了下来，并以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

与利玛窦结交并把他引入北京，这在王弘诲的人生经

逐渐征服了南京的社交圈。首次进入北京的利玛窦虽然未

历中，无疑是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大事。可是奇怪的是，

能实现觐见皇帝的目的，但此行使利玛窦积累经验，为他

在王弘诲留下的传世文字中，对这件事却只字未提；在散

后来再次进京并成功在京居留打下了基础。

见于各种史乘、志书的王弘诲传中，这件事也未留下痕迹！

两年之后，１６００年的５月１８日，利玛窦等第二次从南

要不是利玛窦自己把它写入了札记中，这件事早已在历史

京向北京进发，费尽周折，才于１６０１年１月２４日（此日为

的长河中荡然无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弘诲与利玛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史·意大利亚传》记为

窦会结下友谊？是什么动机使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

“至二十九年入京师”。时间略有出入）第二次进入北京。

为什么王弘诲对自己与利玛窦的交往讳莫如深？

利玛窦此次进京，王弘诲已无法同行，因为前此一年，他

对第一个问题，虽然历史资料并没有提供正面的答案，

已致仕南返。不过他在临行时“向他在北京的朋友们发了

但是从他们的个性特征与交往轨迹中似乎可以看出，是精

信，推荐神父们到首都去工作”［３】抛，为利玛窦等最终留在

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促成了他们的接近。本来，王弘诲

北京传教出了一分力。从此之后，王弘诲与利玛窦一南一

与利玛窦，种族不同，社会角色亦大异，一个是罗马的耶

北，天各一方，再未见过面。利玛窦这次进京，由于已无

稣会士，一个是中国的朝廷命官，无论是教育背景、文化

战争阴影的影响，且获得某些官僚和太监的帮助，终于顺

观念还是思维方式、精神信仰，都距离甚远。但是这些差

利地把礼品送入了宫中。在利玛窦进贡的自鸣钟、《圣经》、

异并不一定成为二人订交的鸿沟。在王弘诲认识利玛窦之

《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中，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最

前，利玛窦已在广东居留了十年。利玛窦本来就是一位西

为神宗皇帝所喜爱。由于当时宫内缺乏维护自鸣钟的专门

方硕学，对哲学、历史、科学、宗教等方面均有深厚的修

技术人才，皇帝下旨，利玛窦每季进宫检查钟表一次。这

养。１６世纪的西方传教士，身上大都带有那种“绝对真理

样利玛窦就成了吃俸禄的御用钟表修理师，获得了出入紫

占有者”的夸张性格——热情、坚毅、不乏殉道精神，但

禁城的特许，成功留在了北京。作为对利玛窦这位“恭顺”

也因为对非欧洲民族文化毫不妥协而显得僵直、教条、不

的泰西士人的回报，神宗皇帝“在宣武门内赐予传教士一

近人情。与这些传教士不同，利玛窦从踏上中国领土的最

处地面，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

初一刻开始，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若要使罗马的传教事

堂”“６】粘。利玛窦以其丰富的学识广泛结交明朝的士大夫，

业获得成功，就必须摈弃“欧洲中心论”，实行“文化适应

并以中文编撰新书，获得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并

主义”，适应东方的社会环境，尽可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

成功地使一部分人信奉了天主教。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八年

扎下根来。当年他初到肇庆，并不是自称来自意大利而是

（１６１０）五月逝世于北京。本来，依照明朝惯例，客死中国

自称来自“天竺”，并这样向中国官员解释来华的原因：

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但利玛窦死

“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

后，耶稣会士庞迪我（Ｄｉｄａｅｅ

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以至中国官员以为他们是

ｄｅ

Ｐａｎｔｏｊａ）向神宗皇帝上奏，

希望皇帝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中称：

佛教徒。他在肇庆建立的第一个传教基地，竟称“仙花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

寺”。在肇庆期间，他刻苦研习汉语，学习中国的文化。直

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

至到了韶州之后。为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与士人交往，他

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

才脱下僧衣，蓄发留须，穿起了儒士的服装。利玛窦不仅

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

穿衣打扮与一般中国人无异，而且在内心中对中华文明亦

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

由衷赞叹。他觉得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

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

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他感叹“柏拉

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

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

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实践”。中国的传统典籍《四书》，就是由他在韶州首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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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拉丁文的。关于这一点，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一译约翰

经过改进的历法，著名的有＜乾象历＞、＜大明历＞、‘皇极

·保罗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

历＞、《大衍历＞、＜宣明历＞、＜统天历＞．、‘授时历＞等等。

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谓公正：、

在王弘诲生活的时代，明朝实行的是＜大统历＞。中国历法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为太阴历，与西方的太阳历相比，在精确性方面有较大的

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

差距，故需不时置闰来纠正误差。利玛窦广博的数学与天

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文知识给王弘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产生了带利

……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

玛窦进京参与历法修订的想法，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他把利

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

玛窭引进北京的最初动机，想来也会是他后来果真这么做

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

的时候对外宣称的理由。王弘诲官居南京礼部尚书，本来

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

就负有接待南方各省的外国人的责任，把有特殊知识与技

合在一起。【７１

艺的人带进朝廷为皇帝服务。是其职责所在ａ

利玛窦的博学卓识，尤其是他尊重中华文化的态度，

不过，王弘诲把利玛窦引入北京，还有更深一层的动

为他赢得了中国士人的尊重，其美名一传十、十传百，连

机，这就是帮助利玛窦发展其传教事业。作为罗马耶稣会

远在南都的王弘诲亦有所闻。正是利玛窦的良好声望，使

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进入紫禁城为明皇帝服务并不是利

王弘诲纡尊降贵，在路过韶州时主动登门拜访了他。

玛窦进京的真正目的——尽管他十分愿意以自己所掌握的

至于王弘诲本人，虽贵为南都的礼部尚书，但从其传

知识与技能为皇帝服务，传播《圣经》中的教义、让更多

记资料与仕履历程看来，似乎还算得上是一位保持了士人

的人皈依天主教才是他进京的真正目的。利玛窦雄心勃勃，

风骨的知识分子。其本传称：“江陵（内阁首辅张居正——

他在写给罗马方面的信件中，甚至提出了进京后设法使中

作者注）当国专恣……，公作《火树篇春雪歌》讥焉。

国皇帝也信奉天主教的计划。皇帝信服天主教意味着什么，

……江陵闻而衔之。会赵、吴两翰林疏论江陵构祸，公为

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罗马方面对利玛窦迸京充满了期待。

救解。江陵愈怒，思以蜇之。……公在馆十四季，始转司

在利玛窦进京前夕，罗马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曾特意

业。十八季，江陵败，乃晋春坊ｏ＇Ｃ２】后来虽然官升至南都

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监督。《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范札安

的礼部尚书，但有职无权（南京的六部机构自成祖迁都北

特别向新监督（指利玛窦）建议的是，尽一切努力在北京

京后便成了徒具虚名的中央行政机构），而在这样的处境，

开辟一个居留点，在他看来，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

他也不怎么见宠于朝廷。正唯其如此，他才不得不在任上

受，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为了使利玛窦

“告休回籍”。这样一个人物，当比那些官气十足的官僚自

实现上述目的，他特意“搜集了他认为凡是有助于这个目

然更易于与利玛窦沟通。事实正是如此。俗云：“酒逢知己

标的所有物品，都送往南昌府”，为利玛窦准备了一大批贡

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初次见面就谈了一整天，

品。显而易见，利玛窦的传教计划如果没有中国高层的支

次日又从白天谈到黑夜，如果不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持，是很难实现的。本来利玛窦首先想到的靠山并不是王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话可聊？因此我们相信，二人初会，定

弘诲，而是他在南昌结交的建安王，因为这位王爷在血统

有相见恨晚之慨。特别是王弘诲，利玛窦的人格魅力一定

关系上与皇上最近。“然而，经过重新考虑，他肯定这种接

深深征服了他。

近方式是无用的。他警惕到这样一个事实，皇帝不仅使他

至于王弘诲把利玛窦引入北京的动机，更是一个饶有

的亲属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而且实际上还在防范他们，

趣味的问题。根据利玛窦本人的记载，王弘诲主动提出要

惟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接管他的帝位”。利玛窦

领他人京，是想要他用西方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为朝廷

放弃与建安王的接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毫无疑问不

修订历法服务。《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利玛窦在初会王

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而恰在此时，利玛窦获悉他的老朋

弘诲的时候，曾向王弘诲谈及一些数学问题的解法。并向

友王弘诲将要北上复官，王弘海便充当了替利玛窦穿针引

王弘诲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的若干知识。这一点让王弘诲很

线的角色。王弘诲不仅与建安王的身份不同，对利玛窦进

感兴趣．他因此对利玛窦说，将来倘有机会，“将把利玛窦

京传教的态度也不相同，他有能力也乐意于帮助利玛窦。

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文

王弘诲身为朝中的二品大员，为什么会这么不遗余力地帮

学家不知怎样进行补救”。中国的历法是从上古时代发展起

助、支持利玛窦呢？道理很简单：在利玛窦的感化下，王

来的，春秋时代已出现《夏小正》一书。汉武帝时期实行

弘诲已成为了一名准天主教徒。这并不是臆测，而是有史

了有完整资料记载的《太初历》，后来各代又出现了数十家

实为证的。上文已经提到，《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王弘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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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作为传教士，利玛窦一定忘不了向王弘诲灌输

人知道自己与一位西方的传教士过从甚密，甚至在其的劝

天主教义。而在利玛窦登船回访的时候，他们二人的确谈

导下信奉了天主教，这显然对仕途不利；另一方面，在万

到了天主教的道理。王弘诲告诉利玛窦。他从韶州府同知

历时期，东北地区的后金已崛起，日本在经营了多年之后

黧…这二点赞…”。在后来的接蚍他进一全喾仝董耋嘉言罐黧喜戮翥不好还
的口中知道利玛窦曾有过宽恕袭击过自己的强盗之举，利

玛窦的宽仁行为使王弘诲相信，“基督教义是难以理解的尽

步受到了利玛窦感化，最终成为了一位准教徒。我们可以

举出的一个旁证是，王弘诲的儿子——即教名为“王保罗”
者，在利玛窭的引导下皈依了天主教。需知在“父为子纲”

妄图侵吞朝鲜并进犯中国，接踵而来的西方海盗则骚扰沿
海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王弘诲对自己把一位外国

一．不管如祷，王弘诲把利；窦引领久北京，是中西交流

史上的一段佳话。值得今日大书而特书。这一事件，促进
了西学东渐，使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初步了解

的封建时代，如果未获王弘诲首肯，王保罗是不可能成为

了欧洲的宗教和科学技术；也促进了东学西渐，让欧洲人

天主教徒的。其实要不是王弘诲的多妻身份与天主教义的

认识到了中华的地大物博、人文鼎盛，推动了西方的启蒙

要求有冲突，他很有可能成为利玛窦发展的第一位高官教

运动‘９】ｔ一篇。我们对王弘诲在这一事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

于某些很大的障碍（即娶妾）而不能人教”［４】２８７。“敬鬼神

【１］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朴编［Ｍ】·北京：中华书

有不少知识分子因为不觚心情苦闷而对宗教产生｛言ｆ印’

眨’姜募蓍篙≥篙篡鬟少保王忠铭先生文

仕履并不很平坦的王弘诲正属后者。在明代，像他这样信
仰天主教的贵族或官僚其实并不在少数。在北京，受利玛

包括后来影响很大的翰林徐光启和官至太俟寺少卿的李之
藻。明永历二年（１６４８，清顺治五年），以永历帝的太后为

的外国传教士记载，连当时的重臣瞿式耜都皈依了天主教，

［３）利玛窭，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Ｍ）．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６）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Ｍ］·北京：北京出版社，

［８】顾卫民．中国天主主编年史（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杜。

不过瞿式耜自己在诗文集中对此事只字不提。这一点与他

２００３．

天主教徒王弘诲心中的秘密，他不会向人泄露。

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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