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胡玲何日取

１６—１７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培养了大量人
才，推动了天主教革新运动，而且直接吸引了大量新教徒重返天主教，增强了天主教的
社会基础。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传播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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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着整个基督教，因而是一个影响遍及各阶级、公共及
私人生活的社会团体”回，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甚至垄
断性作刚。但到１５、１６世纪，这一地位受到了挑战。天主教自身的腐败和世俗化、人
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民族意识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最终催生了宗教改革，天主教
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１６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不仅失掉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量地
盘，即便是在控制较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新教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当时意大利的’
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一些妇女，都很同情新教，到１５３５年，罗马本士已有三万名新教
信徒。以致后来的枢机主教皮埃尔·卡拉法对教皇保罗三世（Ｐａｕｌ ＵＩ，１５３４一１５４９年在
位）说：“整个意大利都被路德派的异端所传染，它受到政治家和教会人士的广泛拥
护”。圆

·

诞生于天主教会举步维艰之时的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本着“愈显主
荣”的根本宗旨，建立伊始就参与了天主教革新运动，成为天主教复兴的中坚力量。耶
稣会之所以能与代表历史潮流的新教抗衡，并在天主教改革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
开办教育无疑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后来的历史表明，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
制新教在欧洲的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欧洲新旧教
并存的宗教格局。本文欲从以下儿个方面阐述早期耶稣会教育在天主教复兴中的重要作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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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洁净教士，培养神职人员，为天主教
复兴提供人才基础
作为天主教会内部的新生力量，耶稣会意识到教会上层和普通教士的腐化对天主教
生存根基的侵蚀，认识到天主教要实现复兴，必须整肃内部，洁净教士，重塑形象。早
在罗耀拉时代，被派往德国的会士彼得·法伯尔（Ｐｅｔｅｒ Ｆａｂｅｒ，１５０６．１５４６）在给罗耀拉
的信中非常客观地指出了宗教改革的社会原冈，他说：“认为路德宗仅仅通过他们错误
的教义就使如此众多的人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这是不真实的。这种情况更应该归咎于我
们的教士。在沃尔姆斯，即使只有两三个教士没有公开地非法同居或陷入其他的罪恶当
中，上帝都会为之高兴。’’＠德国的情况，“不是对圣经的误解，不是华而不实的论战，
不是布道和劝诱的路德派……而是教士们臭名昭著的生活。”＠法伯尔认为在采取使路
德派信徒“浪子同头”的任何措施之前，首先应该彻底洁净天主教教士。固此后｝耶稣
会著名教育家、理论家、“德意志使徒”圣彼得·迦尼修（Ｐｅｔｅｒ

Ｃａｎｉｓｉｕｓ，１５２１—１５９７）

也认识到皈依的主要障碍是当地教士生活放荡、愚昧无知和缺乏责任感。在耶稣会士影
响下。特伦托宗教会议（１５４５—１５６３）最终将天主教会内部的整肃提上议事日程，通过
了一项关于教士生活守则的综合法令。同时，认识到教育在内部整肃中的重要性，规定
教士应在主教管理的神学院中精心地接受关于神学、灵性和生活法规方面的训练－田
在特兰托会议后的天主教内部整饬中，这一法令得到了较认真的贯彻，耶稣会扮演
了先锋的角色。当时的整饬“主要从新的教团（耶稣会、方济各会）、教皇使者和起初
数量不大的一批主教以及高级的和一般的教会官员开始，涉及面慢慢扩大，然后逐渐发
展成为一批可靠的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区主教和副主教、人教堂主教、代理主教和朱受影
响的传教士”。通过整饬，“不称职的神职人员、还有信奉新教的官员被逐出教区、修道
院和大教堂；情妇被赶走，非天主教的书籍被焚毁，种种豁免和不利于教会生活的特权
被废除；当局和主教命令采取严惩的办法迫使教士放弃圣职买卖、不暴饮暴食和穿戴世
俗服装．，，。另夕ｉ’，耶稣会还通过高效的教育制度为天主教造就了“一支经过神学培训和
具有宗教责任意识的神职人员”＠，提高了神职人员的素质，为天主教的复兴提供了人
才基础。
首先，耶稣会教育为天主教会培养了人量的高级神职人员。１５４８年耶稣会成功创
办墨两拿学院。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耶稣会学校在欧洲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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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学校多具有优良的师资、严格的管理和较高的教育质量，他们培养的人才受到
了罗马教廷的青睐，很多人进入了教会上层。１６２１—１６７６年间的罗马教皇大多在耶稣
会学校受过教育或者选耶稣会士作为自己的忏悔神父。在为天主教会输送高级教职方面
最为突出的是罗马学院和日耳曼学院。罗马学院创办于１５５１年，建立之初即享有盛
名。１５８１年蒙田参观了罗马，他在《游记》中写道：“在基督教世界中，这所大学是一
个奇迹，……它是伟大人物的摇篮。”①在建立后的５个世纪中，罗马学院为天主教会
培养了６位圣徒、３０位接受宜福礼者，１２位教皇和几百位主教、红衣主教，被称为
“教皇的学校”圆。日耳曼学院丁：１５５２年创办于罗马，当年罗耀拉在给巴伐利亚会士
克劳迪·勒·杰伊（Ｃｌａｕｄｅ

Ｊａｙ）的信中说，日耳曼学院“将承担对被选的好品行青
年（他们承诺献身予基督徒的虔诚和美德）的教育采Ｉ道德培养，当他们在学业和德行方
Ｌｅ

面取得值得赞扬的进步时，将被送回德国并给予牧师的有俸职位。当然，那些在德行上
有明显特殊成就的人将被提升到主教乃至更高职位’’＠。正如罗耀拉所期望的，日耳曼
学院的很多毕业生后来成为主教或帝国教会的领袖人物，到１６世纪末，日耳曼学院学
生已掌握了萨尔茨堡、布雷斯劳、奥尔米茨、奥格斯堡、的里雅斯特、维尔茨堡、帕绍
等地区的主教职位，被称为“主教的工厂”回。‘这一称号一直维持了２００余年，１５６０－－
１８０３年，德国约有１８％的主教毕业于该学院，地近罗马的奥地利更有３０％的主教职位
被该学院毕业生控制。在日耳曼学院毕业生控制下的南部德国和奥地利，成为天主教复
兴和阻扼新教势力南下的重要阵地，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民众仍多信仰罗马天主教。
其次，耶稣会教育为天主教会培养了素质较高的普通教士。对罗耀拉米说，发展教
育事业是沾净天主教教士的重要手段。１５５４年８月，罗耀拉指示第一位德国籍会士彼
得·迦尼修：“帮助天主教的另一卓越方法是增加耶稣会的学院和学校”＠，明确要求
迦尼修创建学校，对小孩和青年人施以拉丁语和天主教教义教育，培养未来的教士。
１５５５年，迦尼修在因戈尔施塔特建立了一所学院，随后又在科隆、布拉格、冈斯布鲁
克、慕尼黑等地建立学院，培养高质量的新教士。经过３１年的不懈追求，剑１５８０年，
迦尼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有１８所学院处于他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之下，约
１１００多名会士忙碌于这个帝国的教育事业。
不仅德国，其它地区的耶稣会学校在培养教士方面也做出了杰山的贡献。罗马学院
和日耳曼学院建立了专门培养教士的附属学院，成为最早的培养教士的国际性机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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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院为教士的培养选用最优秀的教师，制定的规章制度和选用的课本也成为其它学校
的标准和典范。①日耳曼学院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德国和‘被异端影响’的北欧其它地
区如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作为未来主教区教士的青年提供教育４ ｏ。克劳迪奥·阿
奎维瓦（Ｃｌａｕｄｉｏ Ａｃｑｕａｖｉｕａ，１５８１．１６１５年在任）任会长时，耶稣会曾被授权在任何大学
建立神学学校。国这样，继罗马学院和日耳曼学院后，其它耶稣会大学也纷纷仿效，建
立了培养教士的附属学院，如１７世纪早期的蓬塔穆松（Ｐｏｎｔ．６．Ｍｏｕｓｓｏｎ）大学，为来
自三个不同主教区的学生设有三所“神学院”。虽然特兰托会议决定建立教区神学院，
培养教士，但由于许多主教未能认真执行该规定，耶稣会学院实际上取代了教区神学
院，锄成为“真正的、出色的神学院”＠，真正承担起培养教士的责任。为尽可能地利
用资源，加强教士的培养，耶稣会士也大量涌入非耶稣会大学讲授哲学、神学课程。如
１５６１年，．会士接管了特里尔大学的哲学和神学系，从１５６０至１５７５年，三位会士在科
隆大学教授神学。
为培养忠诚于天主教的高素质教士，耶稣会学校根据教士工作的需要精心设置了神
学院的课程。１５６３年起，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开设了“道德论辩”（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课。这一课程不仅强化了未来教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律，也使道德神学（Ｍｏｒ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成为神学课程的一个独立分支。为培养教士成为出色的传道人，耶稣会除开

设了文法、修辞等训练口才的课程，还自创了一种特殊的教材一一“教诲性信件
（Ｅｄｉｆｙ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这些信件是各地传道团每年向罗马总部递交的传道情况汇报，内

容主要包括吸收的新成员、皈依人数、听仟悔次数等，也记载一些奇事，如神迹般的存
活、成功驱除魔鬼。罗马总部在阅读后，将这些信件送往大学，作为传道的范例教育学
生，用实际事例坚定学生信仰，强化耶稣会的神圣使命，同时也传授了传道技巧。面对
人文主义思想和新教的侵蚀，耶稣会教育更加注重对天主教信仰的论证，增强教士信仰
与道德的坚定性。第三任会长弗朗西斯科·德·博加（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Ｂｏｒｊａ，１５６５．１５７２

年在任）明确地宣称：“虽然异端和谬误有悖于天主教真理，但讲坛上的传教士不要轻
率地、无选择地攻击它们……，努力论证天主教信仰、并以其它方式反击错误才是天主
教徒的责任。例如，当时机到来时，他应服从罗马教会；以圣经章节和辩论坚持贞洁、
教士的独身；列举虔诚生活、虔诚男女的回报；细想善功和赎罪的价值；激励人们服从
君王和主教。”＠

，

耶稣会培养教士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到１７世纪前期，天主教教士的质量有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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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ｓｔ Ｊｅｓｕｉｔ最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２３４．

９

Ｊ．Ｃ．Ｈ．Ａｖｅｌｉｎｇ，劢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１，Ｐ２００．
…Ｒ．Ｐｏ—ｃｈｉａ Ｈｓｉ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国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ｎｅｗａｌ，１５４０－１７７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３３．
９
９

Ｊ．Ｍ．Ｇｉｎｎｅｓｓ。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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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显提高，对天主教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这些人肩负了恢复天主教的主要
重任。……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经常以巨大的勇气吸引着新教徒重返天主教的行列，
并且做了一件同样必要的工作，即教育和增进了传统的、但是不热心的、或者丧失了勇
气的天主教徒的信仰”。①如毕业予科隆耶稣会学院的符茨堡主教尤利乌斯·埃希
特·冯·米斯佩尔布鲁恩就是一位热诚的天主教徒，他一直活到１６１７年，在任期间，
以铁腕统治符茨堡、驱逐异端的传教士，压制牧师会成员要求参加政府的希望。他长期
统治的特征是“天主教得到明显的复兴，以及通常认为由于他的德政而带来的种种繁
荣”圆。

总之，耶稣会教育通过宗教人才的培养为天主教输送了新鲜血液，“～代新的信徒
币ｌ受到教育的天主教徒逐渐形成，从他们中间，在适当时候可以选拔很多热心的教士和
主教从而着手按特伦托会议上神父们的精神恢复教区生活。到１６世纪的最后２５年，天
主教的复兴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对异端进行最后的打击。”固

，

二、．培养政府官员，影响世俗政权，
为天主教复兴提供政治保障
耶稣会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培养了素质较高的神职人员，也为世俗政权培养了相当
数量的人才。当时，许多国王、诸侯、官员是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最著名的如神Ｉ
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Ⅱ，１６１９．１６３７年在位）、巴伐利诬公爵马克希
米连一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Ｉ，１５９７．１６５１年在任）、法国首相黎塞留和马萨林等。这些毕业

生在掌握了世俗政权以后，大都执行了有利于天主教的政策，维护了天主教的地位。有
的甚至通过行政、军事手段，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利益，为天主教复兴提供了政治保障。
１５９０—１５９５年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接受耶稣会教育的斐迪南二世，“在青年时代就已
经发誓：宁可放弃他的国家和统治也不放弃他的信仰”。１５９６年，成为奥地利大公后，
他“按照复辟天主教的精神治理他的国家。据说他每天两次出席弥撒，乐丁二了解仟悔、
殉难和圣徒的奇迹，并且恪守教规，这表现于外表的虔诚，但也表现为严格履行宗教的
服从”。“他同自己前任的那种准备让步和不明朗的宗教政策和对内政策决裂，有效地促
成建立一种以君主为首的天主教国家制度”．这种做法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奥地利的复
兴，而且“为奥地利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创造了前提”回。

斐迪南不仅影响了奥地利的宗教信仰，也影响了德意志的其它邦国。１６１７年，他
出任波希米亚国王伊始，立即破坏并欲取消德皇鲁道夫二世在１６０９年大诏书＠中允诺
回Ｒ．Ｂ．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第８３
页。
∞同上书，第４５５页．
曲同上书，第４３６页。
固［德］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蠡史》（第二卷上册），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德意ｊ基皇帝鲁道犬二世足一个虔诚的耶稣会士，在任期问，曾试图通过高压政策迫使波希米亚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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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自由政策，着手打击和迫害波希米亚的新教势力，激起波希米Ⅱ新教贵族的反
对，触发了三十年战争。１６２０年，斐迪南二世在天主教联盟的帮助下，取得白山战役
的胜利，并“使用暴力恢复了天主教，在许多地方导致信奉新教的居民大量流亡”。“白
山战役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涉及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德国。波希米亚的社会、宗教和政
治状况经历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变化”①，今天捷克的宗教信仰仍以天主教为主。１６１９年
斐迪南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继续贯彻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政策。．１６２９年颁布
“归还教产敕令”，规定一切被异化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都恢复天主教礼拜，归还一切
自１５５５年后充作俗用的直属帝国的修道院和一切自１５５２年起被新教徒占有的领主所属
教会财产。“归还教产敕令”不仅重振了天主教的势力，而且“使天主教复辟最广泛地
向北德中部推进”四。
与斐迪南二世同时代的巴伐利亚公爵兼选侯马克希米连一世，也是耶稣会学校网戈
尔施塔特大学的学生。１５９７年继任巴伐利亚公爵后，立即修订法典，整顿军队，加紧
对国内和教会的控制。为对抗以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首的新教联盟，１６０９年２
，月，马克希米连一世组织天主教联盟，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方面最强有力的人
物”固。１６１４年，促使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大冈·威廉改奉天主教。１６１９年，支持奥地
利打败波希米亚新教国王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此后天主教联盟又征服了上巴拉丁，
取得了对整个巴拉丁领地的控制权，作为德国新教堡垒的巴拉丁领地遭受严重破坏。·
１６２３年，又乘胜攻占了新教诸侯控制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萨克森地区。马克希米连
’一世取得了选侯资格，占有了上巴拉丁地区，并在１６４８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
了确认。马克希米连一世的扩张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对于天主教在南部德国的复兴无
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

除为世俗政权直接培养人才之外，耶稣会还通过其它方式影响世俗政权对天主教的
态度。在这些方式中，教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耶稣会教育活动本身影响了世俗政权的宗教态度和宗教政策，推动了天主教
的复兴，这一点在巴伐利Ⅱ表现得尤为明显。宗教改革运动之初，新教在巴伐利亚曾得
到广泛的响应。但随着耶稣会教育活动的开展，新教在巴伐利亚的传播遭到了挫折。
“白１５４８年起至１７７３年，耶稣会士在因戈尔斯塔特火学拥有决定性的影响，促进了研
究工作，并为反对新教教义的进一步传布而斗争。”在耶稣会教育深深影响下的巴伐利
亚，世俗政权的天主教信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同，“反宗教改革④在阿尔布雷希特五世
教势力屈服于天主教势力，但因阻力甚大无法推行，不得不在１６０９年７月签署了“大诏书”，承
认了波希米贬新教派的合法地位，并允许波希米哑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毋［德］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第２０５页．
。同上书，第４５８页．
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９４页．
９据基恩·兰德尔的‘天主教和反宗教改革》（Ｋｅｉｔｈ Ｒａｎｄｅｌｌ，Ｔｈｅ Ｃａ幼ｏｌｉ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０）一书，。反宗教改革”一词ｉＢ现于１８世纪晚期的德国，到１８５０年才
普遍使用．但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这一用语遭到许多专家尤其是天主教史家的反对，他们提出了
。天主教改革”一词，有的也称“天主教复兴运动”、。天主教革新运动”或“对抗新教运动”．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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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公爵（１５５０．１５７９）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巴伐利亚得到贯彻”回，巴伐利亚成为天主教在
德国复兴的中心。在公爵威廉五世（１５７９．１５９７）统治晚期，巴伐利亚的“人文主义以
耶稣会士的风格达到了非凡的高峰”圆。马克希米连统治时期，又通过战争等手段推动
了天主教在南部德国的复兴。

．

耶稣会在巴伐利Ⅱ开展教育活动的成功不仅影响了巴伐利亚本身和德国南部，也通
过巴伐利Ⅱ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扩张，影响了德国西北部的宗教信仰。这一影响主要通
过控制当地教会实现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不倦地为他的幼子恩斯特聚敛了许多兼任
圣职的薪俸”＠，包括科隆大主教和选帝侯以及弗赖辛、希尔德斯海姆、列日和明斯特
的大主教，恩斯特成为德国两北部地区的大权贵。通过兼任圣职，巴伐利亚的势力向德
国西北部延伸，此后近２００年间，巴伐利皿王朝的子孙们不仅占据着科隆选帝侯的职
位，而且“儿乎不问断地占有列日、斯塔布洛、科隆、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机德
博恩和希尔德斯海姆等地的教会职位”回。这意味着“在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从波
恩到距离北海仅几英里的这片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保证了对天主教的鼓励和推行”＠
促成了这一地区天主教的复兴。

其次，通过培养传教士和忏悔神甫影响世俗政权。关于传教士的培养及贡献，需另
文阐述，因篇幅所限，本文仅简单涉及耶稣会所培养的仟悔神甫的影响。高质量的教育
使耶稣会的毕业生受到了各国统治者的信赖，纷纷以他们作为仟悔神甫。据记载，从亨
利三世到路易十五的法国国王、斐迪南二世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希米连之后
的所有巴伐利Ⅱ公爵、葡萄牙和波兰的大多数统治者、１８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都
以耶稣会士或耶稣会学校毕业生作为他们的忏悔神甫。＠作为忏悔神甫，通过与统治者
的接触，在无形间影响世俗政权的宗教倾向和宗教政策，必然对维护天主教利益产生了
有益的影响。

三、吸引青年和异教徒，扼制新教扩张，
推动天主教复兴
耶稣会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根植于“愈显主荣＂．的根本宗旨，教团的所有活动都

实它们都是指１５５０－－１６５０年１００年前后天主教为维护自身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只是侧重点
有所不州。前者重在对新教的反击，后者重在自省性。对此，除引文中使用。反宗教改革”之
外，本文作者皆使用。天主教革新运动”一词。
ｏ［德］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下册），第８４７页．
∞同上书，第８４８页．
国Ｒ．Ｂ．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第４４９
页．
回［德］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仕译：‘德意志史》（第二卷下册），第８４８页．
ｏ
Ｒ．Ｂ．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第４６０
页．
白Ｒ．Ｐｏ－ｃｈｉａ Ｈｓｉａ．ＴｈＰ觑ｏｒｌｄ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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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于天主教复兴的神圣使命。对早期耶稣会来说教育只不过是实现天主教复兴、光荣
天主的工具，是。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回，其教育的“首要的追求
就是让自己的学生们成为尊崇传统的虔诚天主教徒”ｏ。为实现这一目标，耶稣会士像
对待宗教使命一样，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投入教育事业，他们不仅“调动起自己身上全部
的能量，也激发起孩子们身上全部的能量”＠，将教育这一愈显主荣、复兴天主教的工
具运用到了极致，．产生了极为出色的效果。
首先，耶稣会学校非常重视宗教教育。１５５１年１２月，博兰克＠（Ｐｏｌａｎｃｏ）在给耶
稣会全体成员的信中要求，耶稣会学校应每天留出时间祈祷、反省，每星期忏悔、领圣
餐；每星期天、：霄日参加布道；辅助传道等。＠１７世纪７０年代，波伦皿的圣露西学院
学生皮特罗·安东尼奥·阿达米（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ｏ

Ａｄａｍｉ）的日记详细描述了学生的宗教

生活：平日学校鼓励学生“出于虔诚而非强迫”早晚去参观学校教堂中的圣礼；在每间
教室里有一个带有圣母像的祭坛，当学生进来时，要对她表示崇敬并在落座前祈祷万福
玛利Ⅱ；每次班会以祈祷开始；早晨课结束时学生一起参加弥撒，在这期间，他们经常
祈祷《玫瑰经》或《圣母玛利距祷告》；星期六经常为学生举行灵性会议，并引导他们
自省、给他们机会忏悔；学校希望学生每月忏悔、领圣餐，学生自己有时则频率更高地
践行，两周一次甚至每周一次；在星期天和节日，早晨是伴有讲道的弥撒，晚上是晚
祷，大多数：常日常有游行和其它宗教表演。总之，这些活动给学生的宗教生活注入某种
秩序和内聚力，使他们在离校后仍能继续。＠
其次，耶稣会教育的方法与政策非常灵活。罗耀拉认为要有影响力必须首先被人接
受，他经常建议会士，为“愈显主荣”必须先去适应他们的性情，并爱他们，努力争取
到天主教阵营中来。这一思想被耶稣会学校运用来教育新教教徒，认为对待新教教徒首
先“必须一心想着对他们宽人并真正爱他们’’；“第二，争取他们的好意是必要的，这样
他们可能爱我们并在他们心中为我们保留一席之地。通过亲密的交往，提及我们共同的
东西，回避引起争论的尔西，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ｏ。这种灵活的方式也体现在宗教
教育上。罗耀拉认为，对非自愿者“应柔和地劝说，不要强迫，不要因为不遵守而驱逐
出校”＠，不主张强迫任何人参加宗教活动。遵循罗耀拉精神的耶稣会学校在新教学生
参加宗教活动方面作出了一定让步。如路德派学生免背圣徒连祷文（ｔｈｅ

Ｌｉｔ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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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回灵活的政策吸引了新教徒，很多新教父母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耶稣会学校接受教
育。如荷兰曾决定对送子弟入耶稣会学校的父母施行罚款，但仍不能制止人们用假名送
子弟入学；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驱逐了耶稣会学校，但“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把他们
的孩子送到法国边境比如杜埃、蓬塔穆松和尚别里等地”的耶稣会学校。＠这样，耶稣
会学校不仅坚定了天主教徒的信仰，也使一些薪教徒改宗天主教，进而影响了学生的父
母。

最后，耶稣会教育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耶稣会学校招收的学生不仅仅局限于贵族
和富人的孩子，也包括人量的穷人。由于耶稣会学校是免费的，不可避免地使下层民众
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如１５６１年，蒙雷阿尔学院有４００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下层穷
苦人。这样，“由于耶稣会＋的教育活动，天主教国家的识字率上升了”固，促进了教
义问答和其它基础信仰知识的普及，使天主教更深入人心。上述措施的推行是卓有成效
的。通过教育耶稣会成功吸引了人批青年和异教徒重返天主教，不仅有效扼制了新教势
力在欧洲的扩张，也为天主教在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地的复兴做出突出贡献。
德国是新教的诞生地，对罗耀拉来说，从新教手中夺回德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
此，耶稣会在罗马开办日耳曼学院，作为反对德国宗教改革的利刃。罗耀拉明确表示开
办日耳曼学院会成为“最安全的、几乎唯一支撑德国摇摇欲坠的和已经崩溃的教会的方
法。希望许多虔诚的、精力充沛的青年被送到这里。他们将通过学习生活的榜样和坚实
知识的影响宣讲福音，并通过他们的演讲，至少通过他们个人的影响，打开他们同胞的
眼睛。”＠。当时的教皇尤里鸟斯三世（Ｊｕｌｉｕｓ ＩＩＩ，１５５０－１５５５年在位）也希望日耳曼学院
的学生“将会找出隐藏着的异端教义的毒素，并驳倒它，把它连根拔起，然后改种上信
仰之树”＠。
针对德国的耶稣会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位于罗马的日耳曼学院，为了更有效的对抗
德国新教势力，耶稣会将它的教育活动迅速地扩展到德国本土。在这方面，迦尼修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他所建立的学院“不仅成为再教育的阵营，而且每个学院都成为整个
地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舞台”ｏ，为天主教在德国南部和西北部、奥地利、匈牙利、捷
克等地的复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波兰，耶稣会士通过开办教育使宗教改革遭受重刨，成为波兰天主教革新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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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在这一过程中，耶稣会的罗马学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就像弹射器冲破了波
兰宗教改革的同墙”回。１５６５—１５８６年，大量的波兰贵族到罗马学习ｉ其中有４４人回国
后担任主要的教会和世俗职务。随着与罗马联系的加强，意大利文化开始代替德国文化
成为在波兰统治阶层中的主要文化。１５７６年，波兰国王和耶稣会结盟，成为天主教革
新运动÷Ｊ忠诚支持者。此后，耶稣会学校在波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波兰培养
了大量传道者、忏悔神父、教师、作家，同时也培养了几代波兰主教。１５７６年，波兰
有５所耶稣会学院，到１６４８年增至３２所，１７世纪初几乎有‘ｌ万名青年男子在耶稣会
学院学习。这些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毕业后或进入世俗政权和贵族阶层，或控制当地教
会，他们与罗马学院培养的学生一起成为波兰天主教革新运动的中坚力最。

四、结语
伴随着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发展，１６世纪下半叶，天主教终于成功地扼制住新教的
进攻，并在此后的近百年间，走上了复兴。虽然“未能重建两方的教会统一，’但是它做
到了至少使半个欧洲和（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使半个德国（包括奥地利）仍然信奉天
主教。罗马教会在改革过程中澄清了教义，确定了对付宗教改革土要教义的界限，在欧
洲面对新教形成了有抵抗危机的能力，并且通过它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入新人陆”圆，
在很人程度上促成了现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宗教格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天主教在这些区域的复兴中，耶稣会教育活动发挥了重要
的共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的腹心，耶稣会的教育活动不仅改
善了天主教的形象，扼制了新教的蔓延，而且凭借它庞大而高效的教育机器，源源不断
地向新旧教斗争的前线输送营养。
总之，“在这次天主教的复兴运动中，在促使一切脱离罗马的地区和国家重新皈依
正统教会方面，没有一个机构发挥的作用比耶稣会更大。”＠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统计耶
稣会教育在其中的份量——即教育所影响的人数和程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影响广泛、
意义重大。

’

。

（责任编辑辛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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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徐宗泽对当时公教教育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众多支持者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实践者
。同时，徐宗泽从公教角度对国家观、劳工问题、三民主义、战争与爱国等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表现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改良意识及强
烈的爱国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总体而言，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关怀，作为一个宗教信徒对于宗教信仰
的虔诚，作为中国天主教内的一个文化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这些都使徐宗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
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10.期刊论文 陈明霞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8(4)
在明清之际这个特殊的时代,封闭的国门已经被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从1582年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闭关政
策为止的近200年时间里,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裹挟着西学东来,他们的传教等活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反思中国传统以道德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活动成为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剂,客观
上掀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面纱.据统计,从利玛窦来华至康熙禁教的200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共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
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知识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这一数据一方面反映了传教士远征中国的主旨,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传教"政策客

观上补充了"中学"之不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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