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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朝政的贡献概述
曹

青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６３）

摘要：康熙时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不仅扶持康熙亲政，而且在剿三藩、与俄订约、随
行塞外、制作《皇舆全览图》、构建意识形态诸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康熙对传教士的利用固然是服务于
清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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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８年来京并担任康熙帝几何老师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他呈给法王的书简中这样称赞康熙皇帝：“这位贤明的皇
帝懂得尽可能利用一切对本国生存和发展有用的东西。叫１］（Ｐ４９）这其中就包括康熙对传教士的使用。康熙帝对传教士
的使用不仅体现在语言翻译和宫廷技巧方面，他还将这些西洋人使用到中枢政治中来。本文提到的有：德国耶稣会士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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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虔劳会修士马国贤（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ｐａ，１６８２—１７２１，在华受梵蒂冈直属）。
获任用的传教士绝大多数是耶稣会士，就国籍来看，又以法国人为最多。耶稣会具有参与政治的传统．耶稣会士们
进入欧洲各国宫廷、上流社会，极力成为君主及上层人物的告解神父，以施加政治影响，扩大天主教会的势力。而耶稣会
士大多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渊博的学问，从而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康熙时代正是法国崛起、扩张的
时期，康熙皇帝很幸运地得到一大批才学一流的耶稣会士。

一、亲政
虽然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基本是属于顺治朝的人物，但是他对于康熙朝政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一是以康熙曾出痘
为理据，一言鼎定康熙的帝位。【２】（汤若望条Ｐ１１）汤若望的这一建议是基于医学而得出的科学决策，而不是由朋党权臣决
定的。为了国家的长久安定，必需选立身体健康、不易天殪的继承人。于是“钦天监案”成为康熙亲政的突破口。《清史
稿·杨光先传》“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一语道出钦天监案的背景。康熙八年（１６６９），钦天监案翻案和擒拿鳌拜则可谓年
度大事。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新年伊始，钦天监案翻案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成为扳倒鳌拜的前奏。从正月２４日
到七月２９日，期间不时可见相关谕文。３月１７日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副，５月１６日鳌拜被擒，钦天监案于８月翻案，此
后都是钦天监翻案对汤若望等人的昭雪、赐恤。钦天监案翻案不但打击了鳌拜守旧一派的势力，而且进一步以历法加强
了清王朝的权威，巩固了清王朝的尊严。因为在中国，天文学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国祚权威性的重要标志。另
一方面。这也是清朝的立国基础由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重要标志。

二、剿三藩
在剿灭三藩的战争中，南怀仁制造的火炮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藩之乱的主战场湖广、江西等地山水纵横、交通不便，
轻便易行、机动性温的火炮则大有用武之地。吴三桂军拥有相当数量的火炮，且多不是重炮，现在保存下来的吴三桂
“周”纪年炮等，分别重３５０斤、５５０斤。【３Ｊ（Ｐ１６９、１７６）为此南怀仁不仅铸造、监制了大量火炮，而且对清廷原有的火炮进行
了革新。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上谕兵部，大军进剿需用火器。著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大炮，轻便以便登涉”。…４（１，６５８７）康熙帝还
令南怀仁将北京尚存的１５０门旧炮进行除锈修复。【５Ｊ（Ｐ５挖）最初南怀仁以不懂兵器为由力辞，但碍于皇帝坚持，只能遵
旨。８月１４日．康熙又遣内臣至南怀仁处传旨：“尽心竭力，绎思制炮妙法，及遇高山深水，轻便之用。”【６］（Ｐ１３７）
南怀仁接受任务后，经过清点数量和总结炮式，发现清军火炮的最大缺点是“重而难举，发莫能继”。因此作了如下
改进：①火炮轻便化。为使火炮适应战场的需要。南怀仁将得胜炮身加长或使用非金属材料，但没有增加口径。［６Ｊ（Ｐ１４０
—１４２、１５１）②开发连续发射１００弹的耐用炮身，康熙十四年所制镶木炮即是。努力提高炮车性能．减少放炮时的震动。
“至于炮车，其要在于点放时左右无震动，如震动则不矣。今带来得胜之炮车，点放时易震动难中。照法另绘一车图，务
令其两墙紧柬炮身，至点放时左右俱无震动。又周围凡所定攻击之方向，则车炮同齐，易为转运也。然放炮时其车未免
略退往后，故其安置之地必须平坦，以免退后有左右之偏斜。恒令炮身不离原对之方向，而所发必中矣。”［６】（Ｐ１４１）③应
用几何学理论和弹道学知识修正炮弹偏向，提高命中率。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９）１０月１９日，在芦沟桥的军事演习中，炮击目
标每试皆中，康熙帝高兴地说：“尔向年制造各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均有功效。见今所制新炮，从未有如此之准
者。”怕ｊ（Ｐ１３９）④培养专业炮手。康熙二十年８月ｌｌ ｌａ请旨验炮，奉旨：“着工部侍郎党古里同南怀仁往芦沟桥试放。着
八旗诸炮手随去学习正对星斗之法。……其时，八旗炮手约二百四十名，自八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四日止，约越三月，
学习其法。”［６］（Ｐ１３８）
此外，南怀仁还系统研究火炮并撰成专著《神威图说》，于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正月２７日进呈康熙帝，希望为清廷所
用。朝廷不愿意枪炮制品和技术流传于地方军队以及民间，因而这部书没有刊刻，最终原稿也佚失了。①
自１６７４年至１６８９年，南怀仁制炮达１５年之久。这１５年问清朝经历了三藩之乱（１６７３－－－１６８１）、王辅臣之乱（１６７４—
１６７６）、收复台湾（１６８３）、两次雅克萨战争（１６８５＂－－１６８６）等使用火炮的一些战事。如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１２月，山西提督王辅
臣反叛，陕西急需红衣炮。南怀仁与工匠们仅用２８天时间，便制成２０门送去。抚远大将军图海即令在虎山墩上架设大
炮，直接轰击城中叛军军营，叛军惊恐失措，王辅臣遂被招降。平凉攻城战是清廷平定三藩两线战场非常关键的一战，火
炮的使用迅速改变了清军面临的不利局势。【７Ｊ安亲王岳乐军在湖广受阻，于同月上奏：“非红衣炮，不能破其营垒”。又称
“广东送来红衣炮甚重，路险难致。西洋炮轻利，便于运动，乞发二十具为攻剿之用”。康熙帝批示：“悉依安亲王所请。

①少部分内容可见于南怀仁所著《形性之推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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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所造火炮，著官兵照数送至江西，转运安亲乇军前。”（清圣祖实录·卷５８）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康熙帝再次命将南怀
仁所造红衣炮发往安亲王军中。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初，清军收复岳州，半叛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８月，康熙帝为进剿台
湾作准备，认为“内造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令从湖广运２０门西洋炮至福建。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１１月，命将直隶废
‘

旧之炮化铜，供南怀仁铸造新炮，计划发给八旗各旗各４０门，共３２０门。№Ｊ（Ｐ１３８）
南怀仁是明清４００年间来华的万余名传教士中惟一身后享有谥号的传教士。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高的荣誉，应
该说与他在康熙朝铸造火炮的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康熙帝在南怀仁去世后评价说：“自吴三桂变乱以来，制造火炮有
他的军功。”【８ｊ（Ｐ３４３）“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军器，所有裨益”、“踪理历法，允合天度，监造炮器，有利戎
行”。【８Ｊ（Ｐ３４２—３４３）

三、俄罗斯事务
１７世纪崛起的俄罗斯迅速成为令中国头疼的邻居。俄罗斯是一个在政治上、宗教上都很西化的劲敌，他们坚决抵制
中国一贯的朝贡体制，与不安份的西蒙古相交，试图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中国实现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扩张。此时的中
国也开始接触到与自己传统的天下观不同的以国防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观。
在中俄事务中，康熙帝更多地借助了传教士的智慧，传教士的作用已不仅体现在语言翻译、国书的传递，更可贵的足
他们灌输给清廷官员现代国际关系的原则和意识。南怀仁、徐Ｈ升、张诚、安多、巴多明等先后担任译员，拉丁文也成为
中俄外交关系中使用的正式语言。为了求得边界上的稳定与和平，清政府努力争取和俄国的谈判。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遣闵明我执兵部文泛海，由欧罗巴洲往俄罗斯交涉事宜”，【８·（Ｐ３４１）闵明我取道欧洲向俄国转递国书。
在中俄谈判过程中，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徐日升和张诚被授为三品官，担任中俄翻译，向中国代表团解释国际法惯
例，与俄国使团周旋。在谈判过程中，清使的一些作法确实不合国际法惯例。例如在谈判开始前中方部署了过量的护
卫，张诚这样与俄国特使调解：“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是从来没有与任何别的国家进行缔和谈判的。他们不敢相信俄国人
太深，只愿保障自己免遭任何意外。而且他们对于国际公法完全陌生，不懂得特命使节的性质使他的人生成为不可侵犯
的，保障他即使面对最强大的仇敌也不致受到侵侮。”其后又写道：“除非他们（俄方）愿意在谈判尚未开始前即告破裂，就
必要对于钦差大臣们的缺少经验作些让步。”【９Ｊ（Ｐ２９—３０）钦差大臣特别不信任俄方，并且排除徐、张二人的帮助，理由是
怕俄方将二人作为人质要挟中方接受过分的条件。徐日升教导清使团谈判信任的原则，屡次失败后发了火。【ｉｏ］（Ｐ１９３）不
仅如此，徐日升还指出中方的钦差大臣甚至对于要取得的地区（诺斯山）也没有确切的数字概念。［１０Ｊ（Ｐ１２００）起初，清使团
并不完全信任徐张二人，有的事情没有跟二人商量过就进行谈判。因中俄意见分歧过大，谈判在初期并不顺利，几濒破
裂，多赖两位耶稣会士奔波协调，使事情几次回还。清使团逐渐信任二人。特别是因为张诚，《尼布楚条约》才得以顺利
缔结。最后一次几乎破裂之时，几位使臣心灰意冷，准备打点行装回程。但两位传教士依然坚持不懈。张诚有幸找到了
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双方和解的方法。张诚来自法国，那里经常谈论国王们的利益，经常爆发连绵不断的
战争和签订合约，这一切就使他善于考虑每项条约对各个民族的利弊。莫斯科人趾高气扬，谈起话来非常傲慢；中国也
自认为非常强大，因为他们已经带来了一支精锐王师，而且正等待另一支大军兴师沿黑龙江逆流而上。然而，清朝的本
意是希望能够缔结和约，以防噶尔丹与俄罗斯勾结生变。【１１ Ｊ（Ｐ２７９）１６８９年８月２８日，张氏独赴俄使行辕，【９ｊ（１：ｒ３８—３９）告
以与中国和好，则每年到北京来的自由贸易是俄罗斯所希望得到的最大好处。这也是康熙帝的意思。由是两国重开谈
判，并议妥各款，和约乃成。
遗憾的是，各国平等的现代国际法原则没有被清朝持续贯彻下去。中国一直到道光末叶，仍不承认国际社会的存
在，也不承认各国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的原则。

四、随行塞外
满族祖先女真族曾经被成吉思汗打倒过。准噶尔蒙古部的噶尔丹汗欲重写成吉思汗的史诗，他激励所有蒙古人去
参战以夺取满族人的帝国。但是康熙皇帝不可能让这个新的蒙古帝国就在中国的门槛边崛起。当沙俄与满清帝国就
《尼布楚条约》达成了协议，准噶尔蒙古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条约订后，康熙以全力对付准噶尔。康熙在巡视东蒙古、亲
征西蒙古时，都令传教士随驾，张诚则是每次都被钦点。如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７月１４日，上巡视塞外，张诚、白晋、安多
扈从；【８ Ｊ（Ｐ３５３）三十年（１６９１）４月１２日巡北塞，张诚随驾；闰７月１６日出京北狩，张诚扈从；Ｉｓ］（Ｐ３５６）＿Ｅ十五年（１６９６）２月
３０日亲征噶尔丹，徐日升、张诚、安多扈从；９月，巡行北塞，整理军务，张诚扈从；…（Ｐ３印）三十六年（１６９７）２月６日北巡张
家１２Ｉ、大同和宁夏，张诚扈从；三十七年（１６９８），遣张诚、安多随钦差大臣同往喀尔喀。【８］（Ｐ＇３６１）康熙帝在途中复习所学《实
用几何学》，【１２１（Ｐ１６４）张诚“协助他（指康熙帝）运用几何，作些实地测量工作”。【９ｊ（Ｐ９７）传教士的自然科学知识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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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又懂满文，能够与当地人（蒙古可以使用满文）交谈，所以，他们可以从当地人那里得到许多不属中国管辖省份的
知识。①康熙帝也亲自使用科学仪器进行测量。这些都可以完善行军地图。实战中清军千里追袭，如没有精密的地图
是万万不能的。

五、《皇舆全览图》
．

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时，张诚曾向玄烨呈上一份从欧洲带来的缺少中国详情的亚洲地图。由此，康熙帝认为进行一次
全国大地测量很有必要。②详细、准确的地图对军事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民生更是有重要作用。借助于地图，国
家可以全面地开展人口赋税规划，而且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河工问题需要更加准确的河道地图。
西方实用几何学、测绘学比中国传统的制图术先进，“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
故误差者多”。（清圣祖圣训·卷５２）康熙皇帝决定用西方测绘方法绘制一幅全国地图。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交
通又不方便，其难度可想而知。懂得西方科学的康熙帝深知国内科技人才不足，特任命他的老师之一白晋为出使法国的
钦差，招募传教士和科学家。白晋于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ｓ）启程，三十八年（１６９９）返京，带回一批优秀的传教士和科学
家。③康熙帝对这些专家进行了考察后再分别任用。
此前，由于永定河（原称芦沟河或浑河）的周期性泛滥对京师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康熙皇帝曾经借助传教士的实
用几何学、机械学知识治理过永定河。如康熙十一年５月至次年４月，康熙帝曾令南怀仁疏通河道，引水灌溉稻田。为
此南怀仁兴建了一条８级共１４４０米长的引水渠（指万泉庄沟道开浚工程），督造过起重机及其他仪器５５件，其中部分专
供康熙帝使用。④三十七年（１６９８）３月１６日，直隶巡抚于成龙（负责治河）奏，偕西洋人安多等，履勘浑河（永定河），帮修
挑溶，绘图进呈。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耶稣会士安多、白晋、雷孝思及巴多明受命对顺天府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细致的
勘测。经过７０天左右的工作，４人完成了顺天府区域地图，康熙帝对此很满意。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康熙帝又命令传
教士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测量，以帮助了解北京附近各河流汛期泛滥的状况，从而找到防汛之法。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地图绘制成功。上呈给康熙帝，“帝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１３１（列传七十何国宗传Ｐ１０１８６）如此，试验取得了成功，随
之在新方法指导下的全国性大地测量活动开始了。

·

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地图测绘工程正式开始，测绘的主体人员是传教士，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冯秉正、
德玛诺、费隐、麦大成、山遥瞻等９人，除山遥瞻外，其他８人均为耶稣会士。到五十六年（１７１７）测绘完成，工程整整进行

了９年。山遥瞻因辛劳过度，为瘴气所袭，于１７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殉职于云南边境。⑤除传教士外，另有多位满汉蒙官员
随同学习并参与测绘。康熙帝还分派乌喇总管穆克登前往鸭绿江、图们江，何国栋去广东，索柱去云南，白映堂去四川，
贡额去陕西，那海去河南，明英去浙江，以配合传教士工作。
五十六年（１７１７）１月，传教士在各地的测绘工作都已完成，所测制的地图由雷孝思、杜德美二人审定后再由杜把各地
分图合成完整的全国总图。康熙又派在蒙养斋跟传教士学过数学的两名喇嘛到西宁、拉萨等地测绘。【１４Ｊ全国地图一张，
分省地图各一张，于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初进呈御览。康熙将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马国贤将之制版印出。
康熙帝十分欣慰，谕内阁学士蒋廷锡日：《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具与禹贡相合。康
熙还特命工匠用上好白玉制造一张方桌，将地图刻于桌上，并以金丝条镶嵌，刻在桌上可以随时观看、揣摩，从中可见康
熙对这一地图的重视和珍爱。遗憾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此桌落入英军之手，后在由上海转运英
国途中因海船失事而沉没于地中海。Ⅲｊ（Ｐ７）
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这部地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
好、更精确”。［１６１（Ｐ２３５）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十七、十八世纪时，欧洲各国之全国性测量，或尚未
开始，或未完成。而中国有此大业，亦中西学术合作之一大纪念也。”【１７］（Ｐ８６８）但令人扼腕的是地图深锁宫闱，未布民间。
道光之后，宫廷地图又回归到古老的缩放式，白晋等人的辛劳似乎白费了，反被觊觎中国的日本人所利用。Ｌｌ别（Ｐ１６１）

①兰十七年张诚、安多这一次的出行任务见“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１７０３年２月１５
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Ｉ，页２９７。
②乍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方豪《中西交通史》等都有这样的记载。
③这批人主要有：马若瑟（Ｊｏｓｅｇｈ—Ｈｅｎｒｇ—Ｍａｒｉｅ ｄｅ Ｐｒｉｍａｔｅ）、雷孝思（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Ｒｔｇｉｓ）、巴多明（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Ｐａｒｔｅｎｉｎ）、殷弘绪（ｇｒａｎ？
ｏｈ—Ｘａｖｉｅｒ

ｄ’ＥｎｔｒｅｅｏＵｅｓ）和傅圣泽（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ｃｇｕｅｔ）等，对中四的文化交流作出Ｊ，巨大的贡献。

④《熙朝定案》，《熙朔崇止集熙朝定案（外＿种）》，页ｌｏｌ—ｌ∞。莱布尼兹（Ｌｅｐｎ！ｔｚ）所记载同一事转引自郭慕天，《康熙与天主教》。
⑤有关此次测绘情况可见《正教奉褒》，《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七），中华
书局，页５３９；《中国大主教史人物传）（中）贞２９８～３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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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层思想的筑建
西学东渐对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信念和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钟爱和对传教士的器重加熏了
朝中的满汉文化矛盾。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护清朝的大国尊严，康熙皇帝利用了民间的“西学中源”说来构建上层思想。
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康熙帝亲自制文《三角形推算法论》，官方提倡“西学中源”。康熙帝把“西学中源”和《易经》联系起
来，其依据是“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即“代数学”ａｌｇｅｂｒａ一词的译音，亦称“阿尔热巴拉”、“阿尔热八拉”。康熙帝
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源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
岁增修，所以得之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夫算法之理，皆出《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
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清圣祖实录·卷２４５）
为了为“西学中源”说寻求理论支持，同时也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礼仪之争”，康熙让对《易经》有所了解的白晋
继续研究。从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ｃ１４）起，白晋开始和傅圣泽、郭中传（Ｊｅａｎ

马若瑟（Ｊ删Ｉ—Ｈｅｎｒｇ—Ｍａｇｉｅ

ｄｅ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Ｇｏｌｌｅｔ）、赫苍璧（Ｊｕｌｉｅｎ—Ｈａｅｉｄｅ Ｈｅｖｉｅｎ）、

ｈ６Ｉｌｌ珊）通信讨论《易经》问题。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康熙帝让白晋进宫并带齐他所有关

于《易经》的作品，以及他为写作而使用的全部中西文书籍。帝问白晋的发现是否可靠并经得起考验，白晋回答说自己的
工作建立在代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中无可争辩的定理以及最古老和最博学的诸民族一致的传统上。¨９』（Ｐ１５６）换句话说，
白晋认为自己的研究是科学的、可信的。
白晋的研究成果有《易经原旨探》《易经释义》《易经总稿论》《易考》《易引原稿》《易学外篇》等十余种。《易经总稿论》
讨论的是易学中的象数内容，证明“天尊地卑图”实际就是帕斯卡三角。康熙帝很赞同这个结论：“白晋作的数甚是明白，
难为他，将新作的释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并图留下，易经明日伺候，钦此。”啪Ｊ李光地写《周易折中》的
时候还了解过白晋的研究。
但是白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认同。耶稣会内部一开始就否定了索引派，认为索引派将中国经典与圣灵
相连，否定了灵魂的纯朴善良。而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这是最宝贵的品质。¨９Ｊ（Ｐ１６３）
礼仪之争进一步尖锐化，康熙帝担心白晋的附会论调会成为罗马方面阎踏、刘应反攻的理由，对待白晋的《易经》研
究必须慎重。自晋的研究也不能让康熙帝满意。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要想读懂《易经》并非易事。康熙五十年５月１０
日，和素奏：恭进王道化送到博津［白晋］所书易经五张。朱批：览博津书，渐渐杂乱，彼只是自以为是，零星援引群书而
已，竞无鸿儒早定之大义。譬如援引易经之贾谊，该文章句，出自何典故、何书，即彼未必知之。【２１ Ｊ（Ｐ７２１）５月２２日，康熙
帝朱批：览博津引文，甚为繁冗。其中日后如严党［阎趟］、刘英［刘应］等人出，必致逐件无言以对。从此若不谨慎，则朕
将无法解说。西洋人应共商议。不可轻视。［２１ Ｊ（Ｐ１６３）６月７日，康熙帝御书朱谕：白晋所著《易经》，颁此旨前具奏。该书
内所引事项甚多，但全篇文章、书名、前后、初终、始末，其意义各异，倘若择其一二句暂为依据，则于和尚、道士、喇嘛等经
内，何样好句无有，选用之不尽，现在可也了。尔等教内之人议论万事，乱无决断。此一二句，虽略近于理，但全篇文章学
问各异，日后难以回答。朕为此甚忧，特退回此书。６月１６日，在和素进呈《佩文韵府》折后的朱批中，康熙提到：博津之
易经看不懂，不知尔等懂否？１２１ Ｊ（Ｐ７３４—７３５）
康熙意识到这项工作不容易完成，便问是否有其他欧洲人可能帮忙。当时白晋受到耶稣会内部压力不被允许与康
熙谈《易》理，但是康熙坚持询问，白晋最后推荐了傅圣泽。傅圣泽于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抵华后，初在福建和江西两省
传教。康熙五十年６月２３日，傅圣泽到达北京。傅圣泽的赴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耶稣会同僚们通常
都是因为其科技才能而被召进宫廷，与此不同，傅圣泽被宣进宫则是因为他研究《易经》。【１９Ｊ（Ｐ１３４）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康熙帝御批禁教令。随着礼仪之争陷于决裂，康熙帝对白晋研究的兴趣也淡了。康熙五十五
年（１７１６）闰三月初二日，康熙帝谕：白晋他作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Ｌ２ Ｊ（白晋、傅圣泽条，Ｐ２８５）５月，“朕观自晋所引之
书，甚属絮聒，繁乱其间。倘由颜［阎］玛、刘英［应］辈出，必致件件为其所穷。若不自今严加防范，朕亦无法可解可辩。
将西洋人一同传来，着他们公同商议，不可轻忽，钦此”。幢１ Ｊ（Ｐ２３２）
傅圣泽入官后曾向康熙帝介绍符号代数，五十一年（１７１２）／ｋ月康熙帝在热河时傅圣泽献《阿尔热巴拉新法》。当时
有两种西方代数传人中国，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张诚、白晋、安多、巴多明、杜德美在给康熙帝讲授西方数学时已经引介
过“借根方比例法”。这样两者在区别时分别被称为“旧法”、“新法”。但是傅圣泽所教授的“新法”康熙帝弄不懂，所以也
没能继续，并禁止了新法的传播。康熙帝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而热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
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易甚多，骛突处也不少……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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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耳。①傅圣泽也逐渐改为从事历法之翻译。
虽然“西学中源”的极力鼓吹者是李光地等朝臣和梅文鼎、梅成毂祖孙，白晋、傅圣泽所为几乎没帮上腔，但也是尽了
力的。归根结底，一方是为求证中学体现西方，一方是重在说明中国产生西学。二者的出发点有根本的不同。

七、结语
质言之，康熙盛世的出现有传教士的功劳。作为对传教士的回报，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康熙一度解除了对天主教
的限制。礼仪之争决裂以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御批禁教令，但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在禁教令颁布后仍然能够以
其才能留在北京。然而，传教十并没有带来中国的近代化，只是授之以鱼，而不是授之与渔。康熙作为一个中国的皇帝，
将他们作为御用工具使用，有时甚至作为皇帝的秘密而禁止外传，②并且在这个满汉关系复杂的帝国中极力掩饰外国
人的作用。“西学中源”说严重助长了清人夜郎自大的心理，而且对中国传统科学盲目推崇。康熙之后各帝屡次禁教，西
学无从传播，清朝学术彻底从清初的“中西会通”转向乾嘉考据，阻碍了中国传统科学向世界近代科学的转变，从而延缓
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１］［法］白晋．康熙皇帝［Ｍ］．赵晨译，刘耀武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３］刘旭．中国火药火器史［Ｍ］．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４（兵十六）［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熙朝定案·恭纪验炮［Ａ］．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７］李斌．西式武器对清初作战方法的影响［Ｊ］．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０２，（４）．
［８］正教奉褒［Ａ］．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９］［法］张诚．张诚日记（１６８９年６月１３日——ｌ踟年５月７日）［Ｍ］．陈霞飞译，陈泽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
［１０］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Ｍ］．王立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

［１１］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１７０３年２月１５日）［Ａ］．［法］杜赫德编．耶稣
会士中国书简集：Ｉ［Ｃ］．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１６９１年张诚神甫第三次去鞑靼地区旅行［Ｊ］．清史资料：第５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１３］赵尔巽，等．清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４］葛荣晋．“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９集［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１５］杨元华．中法关系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５卷（地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６．
［１７］方豪．中西交通史（下）［Ｍ］．长沙：岳麓书院，１９８７．
［１８］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１９］（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Ｍ］．吴莉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韩琦．自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Ｊ】．汉学研究，１９９８，（１）。
［２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责任编辑：戴利朝）

①参考《掌故从编》二辑《清圣组谕旨一》。转引自洪万生．《康熙皂帝与符号代数），新语丝电子文库ｗｗｗ．ｘ／ｓ．ｏ璀）。

②虐熙要求传教士，“不要在我们（传教士）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直微”。＜张诚日记＞

１６９０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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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马明忠 早期进入青海的天主教传教士考述 -青海社会科学2009,""(6)
早期进入青海天主教传教士活动情况文字记录较少,比较零散,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有助于青海天主教历史的研究.

2.期刊论文 李晓晨.LI Xiao-chen 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河北学刊2009,""(1)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
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
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3.学位论文 刘青瑜 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 2008
近代以来,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同时,他们还进行了许多其它方面的活动,如办医院、办学
校、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内蒙古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概述传教史
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教士在内蒙古除传教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进而总结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影响。
序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和目的、研究的概况、资料情况、研究的方法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
史为基础,重点概述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第二章从医疗、教育、慈善、抗战、传教士对鸦片和匪患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等方面,详细考察了传教士
的社会活动。进而总结出传教士的社会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本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以绥远公教医院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所进
行的医疗活动。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第三部分从救济灾荒、兴办育婴院及安老院等方面具体研
究了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第四部分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重要贡献。第五部分详细考察了传教士对内
蒙古社会存在的鸦片和匪患问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第三章以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考古学和蒙古学科学研究活动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传教士的科研活
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考古学方面,主要分析考察桑志华、德日进、闵宣化、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并阐述了传教士的考古成就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在蒙古学
方面,文章具体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和赛瑞斯两位蒙古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内蒙古学术界的影响。结语部分将天主教传教士在
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置于中国和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得出结论。文章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展的各项社会
活动和科研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天主教传教士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他
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确实对内蒙古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一方面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
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通过这些活动也把内蒙古介绍给了世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内蒙古。可以说,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和媒介的
作用。

4.期刊论文 马冬秀.MA Dong-xiu 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时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下限
-宜春学院学报2008,30(3)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有其相似之处即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发展,但两者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来
华的背景与目的上,两者在华事业的进展与结果上,两者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及成员构成上等.

5.期刊论文 施雪琴 简论近代菲律宾传教士的成长及其意义 -南洋问题研究2004,""(4)
推动传教士的本土化,是近代天主教东传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菲律宾,菲律宾传教士的成长却因西班牙传教团的重重阻碍
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近代菲律宾本土教士的成长在菲律宾历史上占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推动了天主教的本土化,为"教区菲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
是,菲律宾传教士的成长对推动近代菲律宾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影响.

6.学位论文 袁墨香 马戛尔尼使华与天主教传教士 2005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清朝。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国家间交往。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让英国急于向外扩张，寻求倾销市场。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中国；由于当时的清廷国势正盛，英政府不可能采取武力措施
打开中国市场；因而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访华，希望同清廷谈判，改善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从16世纪开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东来。在以后的大约200年间，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风俗、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学传入
中国，促成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繁荣阶段。这些传教士成为最早的“汉学家”，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
葡、西、荷等西方国家逐渐与明清政府发生接触。他们多次组织商团或者使团来华。作为了解东方的西方人，传教士就成为中西交往的媒介。他们
不仅仅作为双方的翻译，也是西方使者入华的“引路人”。
马戛尔尼使华不可避免的与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生联系和接触。那么这些传教士在第一次英使入华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仅仅作为中英双方的语
言翻译而存在的?还是起到了更多的影响?本论文正是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文章凡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主要总结了以往学者对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研究。指出一些学者从清朝角度出发，认为马戛尔尼出使的失
败是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另有一些学者从礼仪、文化、贸易等角度出发，研究马戛尔尼的出使。多数学者将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中英双方。很
少提及第三方在这次出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因此本文就此提出问题：传教士在马戛尔尼的出使中究竟是起到了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是叙述和分析马戛尔尼出使前的准备工作与传教士的关系。首先是分析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华的背景与目的，指出中英贸易的发
展演变和英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戛尔尼使华的背景；而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善中英贸易的状况和在华的英商的待遇，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就是此次出使的目的。接着论述马戛尔尼的出使准备工作，尤其是详细论述使团需要翻译和媒介，传教士正是充当了这个角色，突出分析使团在英国
并未找到合适的翻译，在欧洲找到的传教士翻译并不能完全胜任。再次分析天主教传教士在乾隆朝的状况，指出传教士已经不能像康熙朝那样备受信任
，由“帝师”降到“陪臣”和“工匠”。
第三部分主要是讲述马戛尔尼使团与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关系。首先是介绍在马戛尔尼使团入京前，与在华传教士的接触；其次是从两个方面分
析马戛尔尼使团与在华传教士：对英使不友好的传教士(以葡籍传教士为主)和对英友好的传教士(以法国籍传教士为主)；然后分析造成传教士对英使团
不同态度的原因是英葡矛盾和传教士个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分析了乾隆给英王的第二道敕书中的关于传教的问题，重点分析传教士是否在其中起到重要
作用。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首先分析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与传教士的关系，先分析了对此问题的两种观点，再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同时，必须看到偶然性的存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葡籍传教士在清廷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通过和砷等清朝重臣直接影响了马戛尔尼的出使。
最后从马戛尔尼使华的个案，察看传教士在清前期的中西外交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传教士是当时唯一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宫廷的西方人，对中国最为
了解，成为当时中西交往的媒介。因此在中西最初的外交活动中，他们也确实发挥了沟通双方的作用，成为西方使团入华的“引路人”。

7.期刊论文 李伟丽.LI Wei-li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5,21(1)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传教地结果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
间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8.期刊论文 汤开建.赵殿红.Tang Kaijian.Zhao Dianhong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 -社会科学
2006,""(12)
自利玛窦开教南京以后,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南京、上海、杭州、松江等地的天主教传播相当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
方面: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播的宽松环境,江南地方官绅的支持和帮助,一批素质极高的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贯彻执行以及适应本土特点的
传教方式的不断探索.

9.学位论文 张振国 拒斥与吸纳：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应对——以明末至鸦片战争为限 2008
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的文化移植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本土文化。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
所要面对的主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
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我们中学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
。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共分三部分对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
逾越的问题。显然，在传教士眼中，中国的祭祖仪式属于异教偶像崇拜，即使是利玛窦也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祭祖在中国社会运转中所具有的重大
社会意义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无异于关闭中国人步入天堂的大门，严峻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重新
考虑中国祭祖礼仪的性质。于是，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思维框架中，利玛窦借用儒家经典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化了祭祖礼仪的世俗道德内涵，而故意忽视
其中的迷信因素，要求传教士尊重中国民众的祭祀习俗，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其后来华的多明我方济各等托钵修
会的传教士，则出于宗教的本能而把中国祭祖礼仪列为应当禁止的迷信范畴，对利玛窦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把自己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识上报罗马教
廷请求裁决，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质疑及教廷的压力来华的耶稣会士选择康熙皇帝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特别依据，使“礼
仪之争”突破了单纯神学急诊的范畴而演变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利弈，结果导致了中国政府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
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中国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祭拜木主、烧纸钱、向祖先祈福等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习俗却态度一致，视
为典型的迷信行为而对之予以系统的文化批判。然而，面对中国信徒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即使是视中国祭祖礼仪为迷信行为的托钵修会传教士
，也不得不对中国民间的祭祀习俗做出相对宽容的姿态，不仅尽量适应地方的习俗礼仪，而且把天主教的内涵融入民间祭祀礼仪之中，希望信徒能以天
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第二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
仰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因此，为实现“中华归主
”的夙愿，传教士在入华之初即对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文化上的“扫荡”，试图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城隍、关公、观
音、灶神等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性神灵进行批判，宣扬天主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民间社会盛行的算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行
为以及各种巫术活动予以批判，指责其对天主权能的僭越。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学
说的“卫道士”，以儒家人文主义的标尺对民问信仰加以评判，批判其荒诞与虚伪。尽管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入情入理，但其实际功效却并不乐观
。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影响力，使其难以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
，虽然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宗教意识向来比较淡薄，因此他们对于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回应主要聚焦于祭祖、祭孔的礼仪方面，而在民问神祗
及世俗迷信问题上并未与传教士形成对话，但这远不足以使其转而改宗天_丰教，因为，毕竟民间信仰已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儒家士大夫阶层
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传统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民问神祗的先天仇恨，更加之被中国民众对待神灵的那种随意性乃至鄙夷、侮慢的表面现象所
蒙蔽，有些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然而，实践证明，传教士及其信徒对民间神祗的这种直接打击，导致他们与
民间社会乃至官府的积怨日深，给福音传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征服偶像活动逐渐发生转向，由直接的“暴力”打击转为与民间神祗之间的
“法力与灵验一的“和平竞争”，以此收服人心。他们利用中国民众对圣物崇拜的心理，充分发挥圣水、圣像、十字架在归化信徒中的作用；介入民众
日常生活，与和尚、道士、巫师斗法，驱魔禳灾以赢得信徒；大肆宣扬天主神迹，以天主的灵验收服民心。不过令传教士尴尬的是，他们为收服人心所
采取的举措竟然与民间信仰极为相似，因此，在赢得民众大批归化的表象之下，中国教民原有的信仰心理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则难有定论。当然，对
于天主教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尤其是摧毁神灵偶像的过激举动，中国民问社会也予以积极回应，他们或制造、传播谣言丑化传教士及天主教
，或对传教士及其信徒实施直接的报复行动。第三部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因应与吸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中华归主”的战略
目标，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而本土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
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布道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把民间信仰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鉴于当时传教环境的恶化
，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民间信仰作为适应的对象，借鉴民间信仰的生存及传播方式以使福音得以延续。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
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
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
下层民众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一些传教士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以
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
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清中叶天主教依靠
众多散居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立性习教，度过了官方禁教的严厉时期，成功避免了天主教在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使其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
，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孕育出带有中国民间小传统色彩的天丰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
晚清教禁开放后，成为天主教在华复兴的基础。当然，由于教会统一组织与管理的缺失，这一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没有严格的规范，使自身与中国民间
信仰之间应有的距离难以把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失，使天主教在教义、礼仪方面呈现出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民
信仰的波动；而且，天主教的下层路线使其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世人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为近代反教谣言的泛滥埋下伏笔，使之成为
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

10.期刊论文 刘丽霞 从<文艺月旦>(甲集)看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 -广西社会科学2003,""(2)
<文艺月旦>(甲集)是20世纪40年代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所编写的一本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编者立足于天主教的道德伦理观,对现代文学的
许多作品进行了简要的道德评介.此书的序和导言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就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探讨,拓展了我们的批判视
野.但无疑,囿于道德立场,其结论带有浓郁的天主教道德伦理色彩,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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