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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火器引入与徐光启对外新观念

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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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末名臣徐光启受到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深刻影响，为了明王朝与清朝的战争获得胜利，

在澳门葡萄牙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成功推动了从澳门引入先进西洋火器。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新
式作战工具所带来的对传统冷兵器时代战争观的颠覆性变革，阐发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进攻与防
御思想。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显露出中国知识阶层对１７世纪初外部世界认识的微妙变化，特别是引发了对当
时占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下传统对外观念的反思和冲击。·虽然新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改变了北方战场
上的力量对比，但却无法根本挽救明王朝的衰落。值得关注的是，大规模引入西洋火器的行动激起了明王朝
内部新旧观念的激烈斗争，迫使徐光启的计划最终半途而废，而且明王朝使用先进西洋火器反过来也刺激了

清朝在此领域的迅速发展。徐光启引入西洋火器，其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挽救明朝覆灭，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他希望能借此机会改变南京教案后明朝确定的排斥天主教政策，推动天主教在华的进一步发展。徐光启抱憾
去世后，他引入西洋先进火器和战争思想的努力，间接地为清朝彻底击败明朝，统一国家，拓宽疆土提供了重
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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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明代中后期西洋火器引入、使用

其余火器止作营中号炮，尚多不堪。”【２１此后徐光

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西洋火器引入的具

启还卜奏：“领ｆｌｊ涌珠、佛郎机、三眼等大小炮位，

体史实考证上，对先进火器引发明代中后期对外

炸裂极多，悉不敢用；止有鸟铳一种，曾经试放不

观念变化的研究还不充分。徐光肩是明末叫朝莆

坏，陆续改造机床，分发演习。其余应造者料价全

臣，为挽救明朝危亡，曾多次主导引入西洋火器并

无，悉往停阁。此三营军火器械之大略也。”日１

阐发了自己对这种先进武器的诸多深刻认识。全

徐光扁把希蠼寄托在从澳门获取新装备上，

面梳理徐光肩引入西洋火器经过，考察由此在对

“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究愈

外观念领域产生的微妙变化和激烈斗争，对于全

精。”ｆ４１澳门葡人直接设厂仿制荷兰“红夷炮”，大

面理解明代末期中国与吐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炮的长度、ｕ径、射程、精度及威力接近近代火炮，

一、徐光启引入西洋火器的努力

完全能满足徐光启的要求。李之藻记载了万历四
十八年（１６２０年）向澳门求购武器的过程：“少詹

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萨尔浒战役明军惨
败，徐光启在尝试“监护朝鲜”未果后，接到万历
皇帝任命：“徐光启晓畅兵事，就着训练新兵，防
御都城。”一个月后再次得旨：“徐光启升詹事府
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要
练兵就需要挑选作战威力巨大的火器。明军当时
的状况令人担忧：“领得山西营所请盔甲军火器
械，中间独有鸟铳一种、改换机床事件，差足应用；

事徐光启奉敕练军，欲以此铳在营教演，移书托臣
转觅。臣与原任副使杨廷筠合议捐赀，遣臣门人
张焘问关往购。””１张焘到达广东后无法进入澳
门，无奈求助李之藻同年进士、广东按察司吴中
伟，最终进入澳Ｉ、Ｊ并得到葡萄牙商人的大力帮助，
购得四门新式大炮，带领澳门商人推选的技师、翻

译回到广州。正当李之藻复命同京，争取勘合督
运北上时，徐光启已因病辞去练兵一职。因为担

［收稿｜Ｊ期］２００９旬３－１６
［作者简介］仞晓波。男，山东文髓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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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些先进武器所托非人、或被后金略去将会后

京城危在旦夕。徐光启再次挺身而出，在继续购

患无穷，张焘把大炮运到江西广信安放并遣回澳

买西洋大炮的同时，他还详细规划京城防守具体

门人士。

细节，为崇祯皇帝出谋划策：“西洋大铳并贡目未

明军辽阳惨败后，徐光启重新得到任用。他

到；其归化陪臣龙华民（Ｎｉｃ０１鹪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

１５５９—

上奏提出要在广宁以东坚壁清野，凭城坚守，认为

１６５４）、邓玉函（Ｊｅａｌｌ

稳固防守的根本“莫如速造大炮。盖火攻之法无

兵事，极精于度数，可资守御。”［１刈徐光启建议让

他，以大胜小，以多胜寡，以精胜粗。”鉴于后金已

传教士轮流协助主管守城事务的钱象坤，随时提

经取得部分火器的事实，徐光启认为：“今欲以

供咨询意见。澳门葡萄牙传教士和商队组织的援

大、以精胜之，莫如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陈，与臣昨

军由陆若汉（Ｊｅａｎ

年所取西洋大炮。欲以多胜之，莫如即令之藻与

和统领公沙的西劳（Ｇｏｎｚａｌｖ６ｓ

工部主事沈綮等鸠集工匠，多备材料，星速鼓

率领，应两广军门李逢节、王尊德之招进人广州，

铸。”旧１明政府内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包括

“奉命招募澳夷精艺铳师慊伴三百人，费饷四万

刑部尚书黄克缵、刑部侍郎邹元标、浙江按察使陈

余两募成一旅”ｌｌ ２｜。这次澳门准备提供援助规模

亮采以及兵部尚书崔景荣等人。天启皇帝也表示

还是比较大的，有可能为明朝戍边发挥一定作用。

同意：“这城守台铳，既确系有济捍卫，着该部会

但由于明廷内部存在反对意见，到达南昌的大部

同议行。”在将澳门大炮运回的同时，朝廷还派人
到广东调来士兵和工匠准备仿制、演练大炮，阳玛
诺（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Ｆ啪ｃｏｉｓ

Ｄｉａｚ

ｓａｍｂｉａｓｉ

Ｊｕｎｉｏｒ １５７４—１６５９）和毕方济

１５８２—１６４９）等人因为“博涉

通综，深明度数”而奉调北上，“器得人而尽利，人

借器以用神，然必得地以护铳，而后可藉器以护
人。”¨１在给门生户部主事鹿善继信中，徐光启陈
述了购买火器的来龙去脉，称赞澳门商人帮助购
买之事“志向可嘉”旧Ｊ。在要求帮助解决买炮的
四千两银子及张焘的盘费开销之外，徐光启还提
出尽快去广东寻找参与过制造枪炮的工匠，在既
有征调基础上，再加１０人，星夜赴京。
接到工部尚书王佐支持引入、制造军火器械
的信函后，徐光启非常振奋，写信给李之藻说：
“读泰蒙公手札，以手加额，此功成，真国家千万
年苞桑之固……此万世之计，而金石不毁，千年常

在。”喜悦之余，徐光启也提供了很多重要意见和
建议。“一切修造大应集思详议，有实用虽数倍

Ｔｅｒｒｅｎｚ

１５７６—１６３０）虽不与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Ｔｃｕｚｚｕ
Ｔｅｘ

１５６ｌ一１６３４）
ｅｄｉａ—Ｃｏ玎ｅａ）

分葡人被迫南还，陆若汉等少数人继续北上，并且
带来“西洋盔甲刀铳等式”，反复申明并无借此谋
逆之事。队伍到达琉璃河得知良乡已经失陷，慌
忙退回涿州。徐光启对此忧心忡忡，一旦武器、援
兵落人后金手中，“恐以十余年报国之苦心，翻成
误国之大罪也”ｌｌ ３｜。甚至担心涿州守将和澳门援
兵不敢轻信京师来迎之人，故愿亲赴涿州。
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陆若汉与公沙的西劳远
戍登州，在徐光启门生、登莱巡抚孙元化军中效
力。徐光启很失望：“初意谓可成一营，不意悉遣
海行，今遗留不满二千。”他劝说崇祯皇帝，尽快
把登莱之兵调到近畿一带，方便军需供应，而且可
以通过训练不断扩大规模，“盖非此辈不能用炮、
教炮、造炮，且当阵不避敌，己胜不杀降，不奸淫，
不掳掠……待我兵尽得其术，又率领大众，向前杀
贼，胜贼数次，胆力既定，便可遣归。”他还提出：
“亦须星夜速取广东工匠于登莱，及西洋统领铳

工价不足惜；无实用者虽毫厘亦妄费也。”一１此

师偕来，仍取诸样式，斟酌备办。”【１４１但登州很快

外，包括战车设计制造、火药合成、工具使用等方

就陷入孙元化部下孑Ｌ有德发起的叛乱，葡人与孙

面，徐光启多依据“西国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元化并肩战斗，大部分战死，少数人保护陆若汉逃

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从澳门赶来的葡萄牙人

回北京。第二年，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请求崇祯

得到明朝信任，迅速投入造炮、训练等准备工作中

皇帝表彰“澳人慕义输忠”，认为“总皆同心共力

去，但随后在试验大炮时，葡萄牙炮手哥里亚因事

之人，急应赠恤”【Ｊ引。要求追封公沙的西劳为参

故被炸身亡，天启皇帝下诏葬于西便门外青龙桥，

将，以下诸人皆赐官职和抚恤金，对陆若汉等幸存

何乔远为其撰写碑文¨０｜。虽然葡萄牙人因此被

者“更宜优厚，荣以华衮，量给路费南还。仍于澳

送回澳门，但这些大炮却被留在京师周边和东北

中选强干数十人，入京教铳，庶见国家柔远之渥，

边防要地，精通火炮技术的茅元仪还专门为这些

兼收异域向化之功。”¨刮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和

火炮设计炮车。

动机，来华澳门葡人为明王朝作出牺牲是不应该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皇太极攻破遵化、抚宁，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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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

二、徐光启的火器观及对外观念发生的变化

器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徐光启强调火器的利用，称“今时务独有火

徐光启评价明朝火器发展时认为：“夫火器

器为第一义”，他充分认识到新武器带来的巨大

之来也，自永乐间征安南始也；其稍盛也，自嘉靖

威力。通过使用火器来稳固都城防守，可以达到

间御倭始也。用之而效者，若杨襄毅、曾中丞、郭

“根本既固，人心帖然，丑虏闻之，绝意深入，乃可

武定、周尚文、戚继光之属，非一人也，然而皆皮毛

渐向外间作用，且战且守，直达奴巢”嗌１的目的。

耳，未合也。近岁以来，温中丞、赵士祯所作，稍合

同时，他还意识到火器的使用和普及，对既有的冷

矣，未尽也，亦未大也。”Ⅲ１徐光启认为永乐年间

兵器会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因此冷兵器时代的战

远征安南有火器传来，与沈德符观点一致，“本朝

略战术思想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将在未

以火器御虏，为古今第一战具，然其器之轻妙，实

来遭到彻底失败。在明中后期，为了适应火器的

于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８｜。永乐四年（１４０６

使用，已经开始出现了“战车为营”的新式作战方

年）明成祖在敕书中提醒安南作战要注意：“昼夜

法，通过层次性进攻或者防御多次实现了“战有

举火放炮以眩惑牵制。”¨别说明当时已开始战术

必胜、守有必固”的目标。但是徐光启还是非常

性使用火器。另外，火器很早就被应用在东部沿

担心：“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数万横行，何足疑

海防卫，戚继光“署登州卫所，发地窖，永乐时佛

也！然而我常畏敌者，何也？假令事理变异，彼挟

郎机，年月铸文可考”【加Ｊ，这些都可以作为火器在

此长，我岢其短，其为可畏，更何如也？故日，在今

永乐前已被广泛重视的例证。徐光启把明代实际

之日，有不容不习之势者此也。”Ⅲｏ在对后金的战

使用火器的时间延迟了，但徐光启对此后火器发

争中，徐光启这种忧患意识得到了印证，后金逐渐

展迅速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正德、嘉靖年间葡

掌握了火器使用，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尽管徐

萄牙人东来，很多明人目睹西洋火器威力，迅速进

光启费尽心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在当时并没有

行学习和改造。

得到一般官僚、知识人广泛的认可和赞同。其原

徐光启对先进火器的使用非常关注，万历三

因之一，是徐光启提出的主张与传统的观念有很

十二年（１６０４年）他曾提出：“最利者，则无如近世

多冲突之处。例如有人表示怀疑：“守城法，每言

之火器。迩来诸边所造，诸家所说，较昔为精矣，

能战然后能守，宜城外结营。独徐光启明其不然，

尚有进于此者、则尤宜早计也。盖乃中国之长技，

只凭城守，整顿大炮，俟其来击之……语太深文！

而今虏中亦有之，恐异日者、彼反长于我也。大都

顾兵难例论，存此可备参考。”旧刊可见，即便是比

攻守之备，无论其军器焉、火器焉，其材美，其工

较开明的黄景防也仅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

巧，其费巨，其日力多，其造者自为用，五者备、然

态度。

后可以为良矣。”Ｌ２ｕ这些想法和意识在当时还没

其实在对作战工具、战术思想产生怀疑的背

有得到普遍重视。２０多年后，到崇祯二年（１６２９

后是更深层次的观念冲突。保守人士坚持传统华

年）后金兵临北京城下，徐光启还向朝廷反复解

夷秩序体系下“天朝威声夺夷”的认识，认为利用

释：“古时无火器，故非战不能守城；今火炮既能

外来势力和相对比较先进的大炮是不能稳固万世

杀贼于城外，是坐而胜战也。若城外胜负难期，不

基业的。徐光启在向澳门寻求先进火器的过程

如守城为稳”口…。

中，朝廷内部不同声音始终存在。有大臣劝天启

真正好的火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徐光启认

皇帝，“澳夷火器可用，其人不可狎，乞募其器而

为：“夫用火之精者能十步而一发，若是速也；能

罢其人”汹］。两广总督胡应台重提天启招募葡萄

以石出火，无俟宿火，若是巧也；能射鸟二三百步，

牙人一事，“顷太仆李之藻欲募三十六人乘风浮

骑而驰，而击方寸之质。稍大者能于数千百步之

海，以图恢复，张焘之来，窃疑之，用夷攻虏，事不

外，越壁垒而击人之中坚，若是命中也；小者洞甲

经见。”【２９ ３显然，他是对这种有悖华夷观念常理的

数重，稍大者一击杀数千百人，能破艨艟巨舟，若

做法不满。他们质疑引入葡人及火器的做法，将

是烈也。”∞１到崇祯年问，徐光启的认识更进了一

这种“羁縻之术”视为国家的“大谬辱者”。崇祯

步：“火攻之法，一在铳坚，二在药弹相称，三在人

末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非常反感明朝引入葡人

器相习，相称相习，可以连发不损，则其益多

及大炮，“倚仗于幺么之匪类，从此目中竟无中

矣。”Ⅲ１也就是说，他从单纯强调“器”的优劣，上

国，骄悍殆不可制”。他深深担心，“犬羊之群，不

升到了“人器相合”的层面，徐光启看到了人与武

早严其节制，将来必为内地之患”唧１。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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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礼科给事中卢兆

袁崇焕倾向徐光启所谓“坚守城池之策”，将大炮

龙，他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多次上疏，反复强

移人城内，在守卫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蓟辽

调：“闻中国尊则四夷服，内忧绝则外患消。未闻

总督王之臣在上奏中提到：“城上铳炮迭发，每用

使骄夷酿衅辇毂也。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

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８１。这与计六奇的记载

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后

如出一辙：“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击，

能扬威武哉？”ｐ川卢兆龙是广东香山人，比较了解

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旧引大炮威力

葡萄牙人。他认为朝廷从澳门寻求援助，只会成

由此可见一斑。袁崇焕因此获得“宁远大捷”，暂

为葡人得寸进尺、寻求在澳门得到更多权利的借

时巩固了边防。战后被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

口。而且如此众多的葡萄牙人全副武装来到京

军”的火炮，正是徐光启与李之藻从澳门运来四

城，开销巨大自不可免，而且“辇毂重地，招聚多

门炮中的第二门。《清朝开国方略》中记载着努

夷，万一变生意外，事关非细””２ｌ。为了更好地说

尔哈赤当时的愤懑：“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

服皇帝，卢兆龙除了指责葡萄牙人图谋不轨之外，

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也？”Ⅲ１

又重点攻击姜云龙贪赃舞弊、与葡人沆瀣一气。

根据徐光启从后金使者方金纳处得到的消息，短

在其多次上疏影响下，多疑的崇祯终于动摇，命令

短四天交锋，后金伤亡一万七千余人，“老贼因此

清查澳门葡人接受姜云龙唆使要挟朝廷的罪状，

大挫，缺望而死”Ｈ¨。可以说，徐光启的努力在一

姜云龙被革职回籍，接受调查和进一步审判。徐

定程度上为延缓明朝覆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启看到局势已不能挽回，主动上疏乞休，同时他

徐光启引入火器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呢？《明

根据广东巡抚高钦舜的上奏为姜云龙辩白。崇祯

史》中说：“（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

皇帝挽留了徐光启，但明确批示：“其澳商事情，

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煲、水利诸

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驯维持了此前决定没有

书。”［４２１他本人也承认军事上的很多想法，尤其是

改变。

关于“铳城”的知识，“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当

徐光启引入先进武器、革新战守的军事思想

时“南京教案”引发国内排教高潮，作为当时中国

没有得到彻底施行的机会，《明史·徐光启传》的

天主教传播“柱石”级别人物，徐光启希望借引入

分析很有道理：“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

大炮缓和明政府对耶稣会传教的限制，重新恢复

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

利玛窦当年所得到的信任与优遇。

白。”Ⅲｏ但徐光启本人却从未放弃努力。崇祯六

万历四十七年边境告急，徐光启上疏朝廷提

年（１６３３年）孙承宗称病从北方防御卸任，崇祯皇

出：“急访求闽广浙直等处精巧工匠，召募赏给，

帝曾希望徐光启以宰臣身份总领其事，“光启亦

皆从优厚。以便成造。其惯习火兵，尤宜访取教

自意可尽展其所欲为”Ｌ３引。据徐光启家人回忆：

师，作速训练。”【４到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徐光启

“夜分退朝，喜形于色。初不以叨居辅弼之位，遂

要求朝廷不拘一格启用各类人才，无疑是为后来

忘锁钥北门之计；而绸缪户牖之防，肠盖一日九

邀请西方传教士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徐光启

回。”∞刮但遗憾的是最终仍未能实现，徐光启只得

向朝廷介绍火器的发展现状与巨大威力，强调传

抱恨而终。

召包括西人北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

三、徐光启引入火器的目的与结果

“戢兵之期，未知何日，欲收全胜，必在铳器”Ⅲ－，
徐光启认为，西洋火器相对比较先进，主要表现在

徐光启引人火器的基本目标当然是为了扭转

“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等四个方面。

东北战场的颓势，进而为稳固明朝统治奠定基础。

徐光启还在上疏中提出，“诸人之来，感国厚恩，

但他千辛万苦购置的火器，免不了“视同瓦砾，弃

忘身自效，誓欲灭此而后朝食，其忠愤之气，见于

之黄沙白草间”的命运。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后

辞色。”Ⅲ１建议应充分利用他们既有的先进武器

金大举进攻宁远，明军“其得力多藉西洋炮”，这

和技术。崇祯皇帝急于应付眼前的危机状况，肯

些大炮是“茅元仪与满桂依式为之，欲载以取盖

定了“铳夷留京制造教演等事”，而且还要“精勤

州，乃置宁远，竟用以歼敌”【３７ Ｊ。战争前有１２门

料理，速收成效”。但否决了徐光启提出的北在

大炮尚在城外演武场中。火器把总彭簪古提出把

潞安、南在扬州“各开一局”的重要提议。

所有火器移到城内，但有人提议放在城外使用即

不仅如此，徐光启亲自代北上的“劝善掌教”

可，甚至还有人为避免敌人得到，建议提前破坏。

陆若汉和统领公沙的西劳上奏：“窃见东虏犯顺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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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年，恶极贯盈，造物尊主曾降瘟疫荒旱，灭

放、安装、教练等方法，系统总结了火器使用的一

其父子，竞不悔祸。”其中已经巧妙地把自己的宗

些注意事项和战术运用。既介绍了西方先进的军

教观传达给崇祯皇帝。陆若汉称：“汉等居王土，

事技术，同时也总结了明军与后金作战中的经验

食王谷，应忧皇上之忧，敢请容汉等悉留统领以下

教训。同时类似专业书籍还包括孙承宗的《车营

人员，教演制造，保护神京。止令汉偕通官一员，

扣答合编》、韩霖的《慎守要录》、孙元化的《西法

慊伴二名，董以一二文臣，前往广东濠镜澳，遴选

神机》以及张焘、孙学涛的《西洋火攻图》等等，都

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二百名，慊伴二百名，统

是明代火器发展的重要见证和宝贵经验总结。

以总管，分以队伍，令彼自带堪用护铳盔甲枪刀牌

明朝火器的使用最终影响到战场上的对手，

盾火枪火标诸色器械，星夜前来。”Ⅲ１按照陆若汉

为清代火器的普及和使用奠定了基础。徐光启根

等人的想法，明军一旦拥有最新火器装备并充分

据“壬子之岁”（１６１２年）朝鲜上报明朝的细节，

演练，清除北京周边的威胁仅需几个月时间，打到

认为后金遣使到朝鲜大量购买硝磺等制造火药之

关外征服后金也不过两年左右。徐光启还进行了

物，是因为东北所产甚少，而明政府又严加控制的

补充说明：“彼人不作诳语，臣近与议论，深入兵

结果，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贼之经营此物有年

家阃奥，益知此辈必能破贼。”Ｈ刊他甚至愿意与陆

岁矣”。此后他还提到：“东奴谋用火器已二十

若汉一起赴澳门拣选将卒、试验铳炮，坚信凭此可

年。师徒数败，得我大小炮位五六万，火药数百

以实现“数年国耻，一朝可雪”。葡萄牙语档案中

万，收藏练习。”【５¨到万历四十七年冬，明朝川浙

留下了徐光启致澳门耶稣会巡按使的书信，其中

军曾大败满洲，但最后“被东贼连放大炮而

传达了皇帝对澳门葡人在抵御北方侵略中发挥重

溃”垆２｜。徐光启从前线得到消息，后金在进攻辽

要作用的感谢，要求继续调派武装士兵。如果能

阳东门时，仅有携带大炮的七百人军队，他们装备

彻底打败满洲，“澳门城将名誉永垂，同时将从我

精良并且已经使用崭新的战术，大败明朝同样携

皇陛下那里接受诸多优待，而这些优待澳门将永

带火器的干余人川军。“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

远享受。”【镐１显然，这是澳门方面梦寐以求的

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

利益。

我兵存者七人而已。夫假铳诱敌，近而后发，则势

徐光启引入西洋火器的努力影响了当时很多

险节短，此用器要术，臣尝密与诸将吏言之，不谓

人。他多次上奏：“西洋大炮我所首称长技……

贼已暗合。若我兵则初见敌尘，便已发铳，无一中

夫兵器至于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

者；敌近即委而去之。两者巧拙何如也？”¨副由此

……盖教练火器，必用澳商。”旧１这些想法逐渐得

可见，战场上双方使用火器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

到一些大臣的支持。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兵部尚

均衡之势。到崇祯四年，皇太极利用汉化满人佟

书董汉儒等上疏，“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

养性，与被俘的明将丁启明等人成功制造了红衣

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

大炮，随后在围攻大凌河城的时候发挥了决定性

俱精利。其大铳尤称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样

的作用。从此，火炮成为满人行军作战的必备

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与贼遇

武器。

于原，当应手糜烂矣”嘲Ｊ。此外，还涌现出如熊廷

仅仅依靠先进火器的引人和使用不可能挽救

弼、孙元化等一批与徐光启志同道合、善用火器的

明朝大厦之将倾。徐光启死后，形势进一步恶化，

名将，在明末抗击人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引入制造的先进火器发到各地，“将帅多不得

这也深深影响了崇祯皇帝。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

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

徐光启已经去世，御史杨若桥举荐汤若望（Ｊｅａｎ

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Ｕ Ｖｏｎ Ｂｅｌｉ

１５９１—１６６６）制造新式火

亦发炮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

器，名臣刘宗周表示反对，崇祯帝坚持徐光启提倡

雷而已。”Ⅲｏ更麻烦的是，明朝很多掌握火炮技术

的“火器终为中国长技”，斥退并最终罢免了刘宗

的重要官员投降满洲，带走了大量的火炮、先进的

周。

造炮技术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例如，当年在涿州
徐光启死后，汤若望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在北

护送徐光启等从澳门购来大炮人京的冯铨，后来

京设立铸炮所，在监制各种新式大炮的同时还和

就归顺了后金。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孔有德带着

焦勖合作，撰写了《火攻挈要》，其中系统介绍了

大量火炮、火药以及军队投降满清，这在一定程度

各种火铳的种类、制作、储藏、搬运以及火铳的试

上改变了双方先进武器装备上的力量对比。北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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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陷、崇祯皇帝自杀之后，汤若望带着徐光启等人

贡献。毕生追求富国强兵、根除外患的徐光启始

耗费时日修订的历法和造炮技术替新朝廷服务，

料未及，自己大力宣传、辛苦引入的先进西洋火器

为彻底打败明朝残余势力及此后疆域拓展作出了

会产生如此戏剧性的效果。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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