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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１６世纪中叶开始，邢酥会士携天主教先后进入日本与中国。处于战国末期“下克上”风潮中的日本
是由“轻文重武”的武士阶层所主导的封建割据社会，中国则是“重文轻武”的士大夫所主导的中央集权社会。中国
明末社会与Ｅｌ本战国末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两国深层的社会政治传统也大相其异，迫使远东耶酥会采取了不同的
传教策略，这种“因国制宜”的伟教策略其实也就是中Ｅｌ两国传统文化相异所催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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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６世纪中叶开始，耶酥会士携天主教先后进入日本

大的军事武装组织，除此之外，有的寺庙（如杂贺、根来众）还

与中国，其于两国的布教过程不同，但结局一样，都以失败而

进行军工（火枪）生产，有的寺庙从事金融、贸易等业务，还有

告终。处于战国末期“下克上”风潮中的日本是由“轻文重

的甚至公然进行诸如堕胎药物的买卖。

武”的武士阶层所主导的封建割据社会，而中国则是“重文轻

可见，当时日本的佛教已经堕落为世俗利益的角逐者，

武”的士大夫所主导的成熟封建社会。中国与日本“儒家文

一些佛教教团甚至蜕变成贪婪的新封建主，非但失去了心灵

化”的区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士庶

救助的宗教力量。反而加重了民众现世的苦难，使民众失去

官僚的儒家思想国家，而日本是一个武士阶级的儒教国家。

了赖以慰籍的精神支柱，佛教的神圣殿堂在人们心中已经坍

中国明末社会与日本战国末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两国深

塌。人间现世变得荒芜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变成一片荒芜。

层的社会政治传统也大相其异，迫使远东耶酥会采取了“因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当一个社会出现政治、经济、伦理、

国制宜”的传教策略。

宗教或心理危机时，人们就会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
动摇，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社会理念。竹［２】（ｎ倒因此，
战国末期耶酥会东来布教可谓恰逢其时。

１６世纪中叶，正值日本割据混战的战国末期，近一个世

中国晚明时期的天主教人华，也恰逢一个比较有利于新

纪的战乱造成了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的失控。在镰仓体制

异宗教与学说传播的社会大环境。晚明是一个好异慕新、宽

被摧毁的同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战国大

容包纳、思想文化相当活跃的时期，明初以来程朱理学一统

名，成为新体制的基本构筑者。战国大名区别于守护大名的

天下的格局此时已被打破，人们在对待各家学说上也渐趋包

地方在于，守护大名不仅由幕府任命，其权利也基本受幕府

容，乃至出现了百家九流无不有补世道的说法。

制约，独立性相当有限。而战国大名则是依靠各自的政治经

明末也是一个社会生活特别紧张的时代，各个性质的书

济实力，雄居一方，自成体系。在“下克上”的时代风潮中，传

院、社和各种性质的学会，在那里成倍地增长。“近代盛交

统权威和以这种权威为根据的社会文化规则遭受了严重破

游，江南益甚。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竹［３】（麟’。

坏，濒于崩溃。而新的文化规范又无从产生，从而使日本社

社会的繁衍、大党派的结盟与组成，这可能正是明末社会与

会陷入文化虚脱状态。…

政治史的重大事实之一。第一批赴华的耶酥会传教士们似

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无休止的战

乎确实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发现了特别有利于其教义及著作

争使大片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此时的佛教界理应发挥其救

传播的条件。另外，从１６世纪末起，在中国文人中产生了对

助、安慰人心的作用，但是，它却完全失去了作为宗教所应有

佛教影响越来越广泛的仇视情绪，这种策略对利玛窦有利。

的生命力，教团日益朝世俗化方向发展，僧侣们日益恣情堕

利玛窦最后所选择的与排斥佛教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结盟，也

落、流连于贵族式的生活享乐。延历寺、本愿寺成为势力强

是他在政治和文化上所下的巨大赌注。【３】（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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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战国末期的日本，由于佛教的堕落造成民众对新

武家政权是日本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形态，对日

的救赎信仰的渴求；而明末中国正处于一种思想大开放的和

本社会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学者人

平时期，天主教的人华恰遇其时。

间田宣夫曾在其《武者力世汇＞一书中评价了武士政权的历
史作用。他先引用了１６０２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中对日本的文字说明：“尚强力”、“权常在强臣”，然后评论

日本历史与中国历史有鲜明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专

道：这个评语决不是褒奖语，其意思是说，日本人好战，武力

制帝国持续了２０００年之久，最终陷入了东方专制这一概念

优胜者即可掌握权力，由于这种野蛮的风俗，日本不能成为

所表述的停滞社会。而日本的确一度从中国引进了古代型

先进的文明国家，这是可悲的。他认为，利玛窦是从国际性

的专制帝国制度形态，而后来却从内部产生出与之完全不

的或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评价中世纪的日本人的，是国际性的

同、而与西方中世纪社会极为相似的封建制社会。正如日本

立场。例如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男子应以习文修学为最高目

学者富永健一所指出的，在古代，日本的天皇在作为律令社

标，视武人为鹰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习武，少习文”。

会的专制君主这一点上与中国皇帝是共同的，但在中世纪被

著者认为：这正是武士政权存在的阴暗的一面，而这一中世

武家政权夺取了权力这一点上却与中国的皇帝不同。［４】（嘲）

纪的遗产即轻文重武的岛国风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也

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照此标准，从宏观上来说，中日封建
传统社会的区别即是“有道”与“无道”之别。

未能消除，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抱有警惕么？［６］（ｎ鲫’
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梁漱溟指出，“从前中国人是
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总之，事实上中国非一般

在日本，天皇作为集权的古代专制国家皇帝的地位得以

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中国实为一文

确立是在大化改新时期（６４５年）。但是，在日本历史上，天皇

化体而非国家。”中国自春秋以后，宗法衰落，乃见国家雏

本身作为专制权力保持者的时期极其短暂，律令制在平安时

形；战国七雄始为真统一完备的国家；到汉代家族兴盛，又不

代（７８１．１１８５年）中期的８５８年以后首先由于摄关制度，接着

成一个国家了。眦７】㈣１’

由于在其末期１０８６年以后的院政制度而发生了质变。在日

与中国的因大规模治水而逐步形成的成熟的中央集权

本有许多学者用“王朝国家”这个概念来概括摄关政治和院

政治传统相比较，由于日本是个岛国，加之主要山脉又将日

政时期，该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皇权旁落。之后由于

本有限的平原分割成若干小块，自然的地理条件限制了中央

１１９２年镰仓幕府的建立，古代天皇制向中世纪封建制度过

集权的发展。它于公元７世纪实行大化改新，建立了统一的

渡。这一过渡意味着天皇被武家政权夺取了统治权。尽管

封建国家，但公元９世纪以后便陷入分裂状态，形成６０多个

其后有天皇试图从武士手中夺回权力的几次反扑，但都无济

细小部分。有的历史学家用“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

于事。基本可以说，自外戚摄关政治以后，日本天皇就沦为

来形容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地图，战国时期的日本也何尝不是

虚君，直至今日。

如此。‘８１

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是建立在通过面向全民开放的科

完备统一的国家政权必然具备完善的“出人境管理制度

举选拔制度之上，因而文人统治难以动摇；而日本平安时代

与秩序”，再加上明朝帝国时业已浸透国民人心的“夷夏大

的宫廷贵族依靠传统的氏族制度，没有建立原本意义上的文

防”意识，使得西方耶酥会士难以堂而皇之地进人中国内地

人统治，无力维持其政治权力，结果武士阶级最终以其“武

传经布道，他们必然得委曲求全、改头换面，以“仰慕”伟大华

治”最终取而代之，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直至明治维新，前

夏文化为借口，以科学文化交流为幌子，采取“附儒补儒”的

后长达７００年之久。’

文化适应策略也就不足为怪。而封建割据的日本列岛则完

有学者将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其

全是另外一幅图景，葡萄牙商人的一支“铁炮”加速了地方大

中将镰仓时代到德川时代末期的开国视为日本传统文化的

名中央权力争夺进程，随之而来的南蛮贸易成为决定武备力

确立期。【５０在这个时期，武士阶级利用朝廷、贵族之间的斗争

量、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得各个地方大名趋之若鹜。

而登上中央政治舞台，以１１９２年建立镰仓幕府为开端日本

为争取葡萄牙商人的来航贸易，地方各国大名轻易地、争先

进入了长达６个世纪的武家封建政治时代。而其中“下克

恐后地就向东来耶酥会士敞开了自己的“信仰市场”。

上”的战国时代又是这几百年武家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时
期。“战国时代是一个无视法则，将实力决定一切的逻辑发
挥得淋漓尽致的时代。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中成

正如上文所述，中日传统社会的中坚阶层分别是士大夫

长起来的是战国大名。战国大名不同于守护大名，他们不是

与武士，一文一武。其实，日本武士并非完全的“武夫”，中国

凭与将军的关系而是完全凭实力崛起，因而在以自己的实力
夺取的领域内，握有不服幕府统制的全权。“胡

的士大夫并非完全的“书生”，但相对比较而言，“重文”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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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传统，日本却是“重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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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轻武本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孔子就主张文

常态），且世袭；而中国士大夫的管制是“流官制”，且非世袭。

武兼备，他曾对鲁定公言：“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

因为世袭，其地方权力得以日益巩固，日益强大，民间的家族

者必有文备”。ｆ９】（ｎ牺’两汉以后，文武兼备之风稍替，迨至隋

血缘关系也因此遭受侵蚀，最终是。官大于亲”。在这种强

朝开科取士，重文之风开始兴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崇文

大、永续性的政治权力的压迫下，民众只有“投靠”权力者，以

轻武”是自宋代以后。宋太祖以武力统一天下，但是，基于五

换来“安身立命”的“安堵感”，也就是臣民与主君之间结成一

代武人拥兵自重、据地称乱的前车之鉴，遂采取。以文臣知州

种功利性的、政治性的“恩义”关系，而将家族性的“血缘”关

事”的“重文轻武”政策。在这种国家政策的强力作用和朱熹

系放置一边。这种基于军事物质权力基础之上的“恩义”关

的倡导下，加之科举制度的实施，尚武精神所存无几。【ｌ训

系使得“服从意识”或“忠意识”得以轻易滋生培养，并被彻底

再从日本历史自身发展来看，自平清盛掌管朝政后，进

贯彻。正如梁漱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指出的，“西洋人之

入武家“草刨天下”时代。１２世纪末，镰仓幕府建立，开始了

纪律习惯，不是出于它的文化，而是出于它的武化——即仍

武家政治。通过《贞永式目》的颁布，把“武家的习惯和民间

为其集团斗争之所锻炼者。州７】（睑’由此也可以认为，日本人

的法统”成文化和系统化起来。因此，“尚武”逐渐成为社会

之“服从意识”又何尝不是出于其武家政治斗争的需要呢？

风尚，文弱则无以立身。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

日本的这种“服从意识”是轻视血缘、轻视生命的一种

陶自中世开始，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

“冷酷主义”。反观中国传统，倡导“孝治天下”，。官”仅“及于

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ｕ训

一生”，家族血缘关系始终是其最终的归宿。所以，中国是

与中国士大夫相比较，日本武士的精神观念具有以下二

“亲大于官”，“血浓于水”，是重视人本生命的“温情主义”。

个特点，其一是绝对忠诚意识；其二是务实精神。一般来说，

在天主教时代，中日都出现过“集体改宗”，但其改宗过

武士对于主君（领国领主）的忠诚是绝对的、无可选择的，如

程与民众动机却非完全一样。在日本，“集体改宗”这种宗

山鹿素行所说的那样：“事君尽忠，究义详事而置身于后，守

教事情往往是地方权力者的政治主导下瞬间完成的，是出于

其位而不辱君命，臣之职分也。”中国士大夫可以通过科举而

主君的政治、军事、贸易政策的需要。当“伴天连”的政治利

获得某种相对的独立性，或基于某种超然的思想价值观念而

用价值丧失时，“集体改宗”也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集

获得某种当然的正当性，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有通过维持

体弃教”。深刻的宗教信仰受制于肤浅的政治权力，这在当

“家”这个组织实体存续的手段的有效性才能得以存在，因

时的日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他们的价值观念，也随着这种有效性的变化而转移。而

四

日本武士，由于世袭的“安堵感”，加上在狭小的日本列岛上
划分为众多细小领国的状况，则在地理上使武士极易于接触
和了解现实，武士的务实精神也由此逐渐形成。［１¨

通过考察日本早期耶酥会史，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的认
识：从政治上说，１６世纪下半期封建割据的日本与中国明王

长期以来，人们将日本也划入“儒教文化圈”，因此常常

朝的政治格局不一样，战国末期“下克上”风潮中的足利幕府

忽略或混淆了中国与日本的儒家思想的区别。事实上，在某

与日本天皇一样沦为政治傀儡，地方大名在没有中央权力的

些重要方面，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差甚远。比

制约下各显其能、各显神通，竞相展开南蛮贸易利益追逐。

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将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

以葡萄牙王室支持为背景的耶酥会传教士恰逢其时地来到

德，并将“仁”视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志士仁人，无求生

了日本，在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下，传教士们获得了左右逢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１１本却忽略“仁”而强调“忠”，忠

缘的布教机会。可以说，南蛮贸易利益诱惑、中央权力失坠、

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乃是日本儒教的五个美德。

商教一体策略是天主教得以顺利进入日本的三大要素。从

日本儒教的主要概念是“忠”而非“仁”，这与中国的儒家

思想上来说，战国末期的日本正处于一个社会思想转型时

思想大相径庭。即使是“忠”，其意义也不相同。“事君以忠”

期，传统强势的佛教正日趋没落，正从“中世纪至高无上的宗

在中国是有“仁”的条件的，即“在不违背‘仁’的前提下为君

教和文化宝座上滑落下来竹【１２】（ｎ２），与此同时，传人日本的中

主尽忠效力”，而日本的“忠”则被解释为“不顾一切、乃至自

国儒学尚羽翼未满，而日本固有的神道在思想体系上仍滞留

己的身家性命为主君尽忠效劳”，是一种“愚忠”。另外，关于

于一种幼稚、蒙昧状态。因此可以说，１１本当时处于一种国

。勇敢”。在中国从来就不强调其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仁者

民思想意识虚脱的状态，或者说准真空状态。东来天主教便

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个体人格的

得以乘虚而入，并且其所披挂的科学理性外衣更助长了其在

修养达到“仁”，便会具有超乎寻常的勇敢和献身精神，因而

日本的迅速扩张。

不必刻意去强调勇敢，培养勇敢。而日本却把勇敢作为一个
主要的美德，为武士阶级所推崇和遵循。
日本武士阶层的为官是终身的，固定于一域（转封不是

至于中国，在历经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之后，至明末清初
时期，中国社会政治与国民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与定型，尽管
国民经济与国家军事能力会因朝代更替而起伏，社会政治出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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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童联书唐，１９８７＋

现动荡，毽萁始终具有强大的文讫势能，这种强大辩文化势
能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一层厚重的保护壁，外来异质文化很

［３］张履祥．盲行见闻录：第１卷［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３．

难冲破，更不用说取面代之丁。梁漱漠指出：“中属的伟大非
它，原哭是人类理性薛伟大。中国豹缺欠，却菲瑾挫的缺欠

（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ｏ＇ｑＴ］Ｃ嗍’这
种。理性早启”每“文化早熟的欠缺”相对手西方文明来说如
瞎，耱对于丑本犬和文强率说更是摇诧。因此，当远东耶酥

【４］

［５］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形成．等发展的三个时期［Ｊ］．日
奉学剃，１９９６．（４）：３８－４２．
（６】沈仁安．德Ｊｆ｝时代史论［Ｍ］．石家庄：河ｊＥ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７］粱漱溟．中国文他要义［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删．

儒”的文化低姿态而储然潜入中虽。
总之，中国明末社会与日本战国末期的社会背景不同，

【８］徐乎＋近代日本的历史性抉择［Ｊ】．世界厨史，１９９１，（５）；
４５．

两群深层的社会政治传统也太相其异，迫使远东耶酥会采取
了“匿国毹宣”的不同传教策略：在日本摄以“商教一体”为特

［９３司马迁．史记（髓体宇二十六史５）［ＭＪ．长眷：吉林＾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

征，在中国是“科教一体”为特色。可以认为，这种“因国制
宜”的传教策略其实也就是中日不同文亿传统所摧生的
结栗。

［１０］陈景彦．中日知识分子的“豢文”与。尚武”［Ｊ］＋日本学
论驽，２００５，（２）：３－４．
［１１］施越伦．幕藩体制下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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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转而面对强大中华帝髓文明时，其能改弦易辙，采取不
嗣的传教策略，即完全的文化策略——。科教一体”，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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