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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传教士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以艾儒略与福建地区为例
口周金雷
内容提要

罗

群

晚明耶稣会传教活动向民间深入之后，传教士们开始进入远离两京的地区，并在不同社会阶

层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异于早期“西儒”形象的社会角色。本文以艾儒略在福建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为
个案，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传教士及所传天主教的不同理解与接受状况，并以此透视异质文化问交流与相
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晚明天主教地方社会角色扮演文化交流
作者周金雷，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罗群，浙江传媒学院讲师，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对于相对稳定的晚明社会结构而言，传教士无疑是

国台山、何司空匪我、苏司徒石水、蒋相国八公、黄宪副友

一些“陌生人”，这些陌生人溶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程，正

寰、孙学宪凤林、铨部周公日台、陈公祝皇、当道则前兴泉道

是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过程。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的

令冢曾公二云、前濑南道今司徒朱公未孩”回，在他们之中，

传教活动开始由两京向地方渗透，传教士们的交往由上

艾儒略建立了“西儒”的身份，他不仅参与他们的学术活

层士大夫转向中下层士人为主的地方士绅，而传教方式

动，并写作出版大量中文著作，锄许多闽人赠诗艾氏向他表

也由科技、出版等间接方式转向直接的谈话和口头宣教，

示钦慕或友好，还有一些名士为他的著作写了序跋。

这使他们在中国人眼中的身份和角色定位与利玛窦时期

然而，“西儒”之“儒”是否真正被上层士人认同为群

所建立起来的“西儒”形象有了很大的差别。意大利耶稣

体中的一分子而非“陌生人”呢？齐美尔曾这样定义来自

会士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和他建立的福建教

异文化的“陌生人”：他并非历来就属于它，他带着一些并

区正是这一时期耶稣会政策转向的代表。

非和不可能产生于它的品质到它里面来。＠对于福建士大

艾儒略被华人名为“西方孔子”叫，他于１６１３年进入

夫群体来说，艾儒略与他们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他所宣

中国内地，先后在北京、上海、扬州、陕西、山西、杭州、常熟

讲的理论，即使穿着儒学的外衣，也始终无法被真正地理

等地传教，并成功地开辟福建教区，晋升为耶稣会中国副

解和接受。

区区长。因此，以艾儒略在福建的人际网络为例来研究

《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诗》中收录了福建７ｌ位

传教士在晚明地方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中的角色扮

士人向艾儒略的赠诗共８４首，诗人们表示了对艾儒略学

演，并以此透视异质文化间交流与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

问、道德的景仰之情，但大多数作品都强调着同一主题：

性，应该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遥远的距离。叶向高诗中言“爱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一、上层士人阶层与“夷狄之礼”

蹑履历穷荒，浮槎过弱水。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蜘莆阳曾楚卿诗日：“乃有泰西人，一苇浮中夏。日

１６２５年，正在杭州的艾儒略因致仕回乡的首辅叶向高

穷章亥步，九万风斯下，入门粲玉齿，名理恣所写……”ｏ

的邀请到了福建②，此后便驻闽传教，直至１６４９年卒子延

几乎所有的诗作都提到了“九万里”（或八万里）、“三年”

平。在福建上层士人之中，艾儒略与许多人有非常友好的

的行程、远涉重洋等词句，强烈地体现了一种距离感。这

交往。在李嗣玄的传记中，记载了与艾氏“或谊笃金兰，或

种距离感，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上层士人之

横经北面”的好友们，包括“张令公夏詹、柯侍郎无誉、叶相

间的身份认同不仅来自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与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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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而且在于他们共同的生活经历。明代士大夫都是出

没有清楚地对传人的新东西作出宗教与世俗的区分”，凹

自各个县学、州学、府学，都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他们

艾儒略《西学凡》所带来的学科分类观念在当时中国尚付

都有担任各级官职的经历，这使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政

阙如。因此“西学”既可包括西方的天文地理、历法火器、

治危机都极为关注，其中不乏东林党人和复社人士；他们

数学等等科学技术，也包括天主教神学、西方政治学、教

对远道而来的艾儒略有敬重之心，却鲜有亲近之意。在

育学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它被中国士人称为“格致

艾儒略的福建教区受洗入教的教徒中几乎找不到上层士

之学”，其道德修练的方法论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人的名字，在曾经为艾氏的著作写过序跋的诸多福建士

因此传教士们作为教师，与他们神职人员的身份并不冲

人之中，凡有进士功名的都非教徒。在前述与艾氏“谊笃

突。事实上，大多数晚明的中国士人教徒都认为西学与

金兰、横经北面”的“数十公”中，也仅有张赓一人受洗入

儒学不仅并无相悖而且合儒补儒，这也使这些士人天主

教，而他们对天主教，更是态度暧昧，甚至抱有敌意。如

教徒也具有了儒士和教徒的双重身份。凹

大学士蒋德瑗，是艾儒略传记中所提到的十余位好友之

在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的传教方向有一个从上

一，他曾参与艾氏作品《西方答问》的出版，在１６３７年福

层至下层、从中央到地方的明显转向，许理和将中下层士

建的反教风潮中明确反对驱逐传教士出境，并给予艾儒

人社会称为耶稣会“最卓有成效的领域”，衄不仅因为在这

略以极大帮助。然而，他在为反教文集《破邪集》所作的

些人中涌现出大量虔诚的皈依者，而且正是通过他们，天

序中却显露出对天主教的蔑视：“吾儒性命之学，则畏天

主教得以直接面向广大平民，渗透到普通大众之中。在

敬天，无之非天，安有画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

艾儒略的福建教区，“中下层士人社会”正是天主教最为

浓胡子耳”。＠他对传教士们的态度，是“其教可斥，远人则

活跃的阶层。在艾氏传记中所提“其他青衿韦布、皈依称

可矜”，这是建立在“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

弟子者，奚啻数千人”，即指这些人。他们视艾儒略为“明

器以为工，……而迹其人，不婚不宦，颇胜火居诸道流”四

师”，“爱之若慈父”，∞追随和协助他赴各地传教。因此，

的基础上的。他与艾儒略的友谊，绝非出于互相理解，视

艾儒略在他们之中的身份，首先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

为知己的认同感，而是一种大国心态下的宽容。

师者。在《口铎日抄》的对话体记述中，艾氏解答了李九

总体而言，艾儒略在福建八闽之地自由传教二十多

标等人自天主教至日常生活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内容包

年，“建堂二十余所，受洗者以万计”，田这本身就体现了闽

括神学教义、天文地理、儒家学说、道德修练、中国传统礼

文化本身的宽容和友好，也是福建大多数上层士人对于

仪、地方风俗等等，基本上是随问随答，或应时或有感而

传教士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上层士人与艾儒略

发，非常生活化。艾儒略的说教方法也丰富有趣：既有直

的关系并非是一以贯之，而是具体的、复杂的，随时间推

接的布道宣教，也有圣经故事和圣人故事、西方古代寓

移而前后有很大变化。谢和耐将这一变化称为“从同情

言、甚至包括艾氏本人在世界各地的经历、还有各种宗教

到敌视的过程”。衄一般而言，他们对天主教的了解越深

绘画的图解；修辞手法上比喻、隐喻、象征、引用等等都是

入，则越多排斥。如蒋德璩也表示“向与西士游，……不

随手拈来，运用得当。特别是艾儒略常常引用中国经典。

知其有天主之教也”，凹在“比读其书，第知其窃事天之旨”

如卷一中引《论语·里仁》“君子讷于言”谈“当多读少

后，则加入了“破邪”的行列。如周之夔在艾儒略人闽之

言”；卷四中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凹批评前来拜访的

初曾赠诗示好，∞而他在为《破邪集》所作的序言中却说

漳州道士“事主不一”；田卷三谈星象时引《毛诗》“月离于

“视天主教与从其教者，只宜视如禽兽，不当待以夷狄之

毕，俾滂沱矣”，并说“即孔子亦观星而备雨具也”，锄可见

礼”，凹此话说得虽过于激烈，然“夷狄之礼”四字却很能说

他不仅精通于四书五经，对《史记》、《孔子家语》中的典故

明大多数闽中士大夫对艾儒略友好和宽容的实质。

也相当熟悉。正是由于他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颇似古人。

二、中下层士人教徒的“先生”与“司铎”

他得到了弟子们由衷的敬仰和爱戴，被称为“西来孔子”。
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虽然艾儒略并没能真正被福建的上层士人社会所认

虽然艾氏的“先生”身份被学生们不断地强调，但这

同，但在中下层士人社会中，他却成为重要的一员，深受爱

并不表示其“司铎”（或称“铎德”）身份的次要。事实上，

戴和尊敬，被尊为“先生”。早在１６２１年，杨廷筠的《代疑

天主教的理论和实践在福建中下层士人教徒中非常重

篇》中就曾使用“撒责尔铎德”作为拉丁文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ｏ的音

要。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之下，他们过着相当严谨的宗教

译，清以后的中国天主教著作中多将传教士称为“铎德”或

生活。有自己的宗教社团，如《口铎日抄》中提到的贞会、

“司铎”，而在晚明中国教徒的相关作品中，却多将他们为

圣母会等等。在艾儒略学生们的眼中，天主教的神职身

称为“先生”，以此来界定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身份，这使

份与儒者的身份在艾氏身上合而为一。因为“撒则尔铎

其神职人员的身份被淡化，而教师的世俗身份被加强。

德”被理解成中国文官的某个品位：“彼中官品，尊九而卑

传教士们所传之学在晚明被称为“西学”或“天学”。

一，铎德之品七，犹中华之三品也。其职专司天主祭祀，以

在当时，“西学”一词往往语焉不详，由于“当时的中国人

化民认主为任。”雷这样，既体现了艾氏“学而优则仕”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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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又突显其“抱道怀仁、超然物外”学的高尚情操。

超自然的功能。这使传教士具备了不在尤在的特征：在灵

对于艾氏所抱之“道”，这些中下层的士人教徒们无疑是

异事件中，他们往往并不在场，而这些圣物本身就有着神奇

有清醒并深刻的理解的。
无论是在科考中取得“进士”资格而迈入权力世界之

的魔力。同时，传教士的神奇能力可以通过施洗过程而传
递给教徒，而令教徒也能逢凶化吉，消灾避难。

大门的士大夫。还是未通过科考的地方中下层士人，他们

福建广大平民对于巫术和神迹绝不陌生，相反，闽台

都有“以天下为已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鼬福建士

民间信仰素来发达，各色庙宇神灵遍布城乡之间。闽越

人对天主教的关注正体现了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有

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就是“信鬼神、重淫祀”，曾对于身

意识地思考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有意识

有异术、屡显异能的传教士们，当地平民多敬畏有加；对

地对传教士在本地社会结构中角色身份作出理论定位，

耶稣与圣母，他们也奉为神灵，供奉其圣像；对圣架、圣水

在晚明社会动荡和道德失范的局势下，他们都希望通过

等圣物，他们也视保佑平安或丰收之物。然而，对大多数

对儒家传统的发扬来挽救国家的危机。相形之下，上层

平民而言，供奉圣母像与观音像甚至妈祖像并无差别，

士人对天主教的关注主要在学术和科技的层面，而中下

“圣水之水与杨枝洒水”也是“同一作用也”，曾可见他们

层士人则更关心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而对传教士

对天主教并不真正了解。

的社会身份有着不同的定位。

三、平民阶层中“外来的巫师”霉

谢和耐以“外来的巫师”界定传教士在晚明下层社会
的身份，可谓入木三分。在耶稣会的传教方向转向民间之
后，广大平民百姓已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目标群体。对

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而言，传教士与天主教常常代

超能力的强调是吸引他们放弃原有信仰而改信天主教的重

表着异人和异术。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极为有限，

要手段。“往往是由遥远地方传来的某种圣教和巫术，具

曾到过福建的耶稣会士不超过十人，雷福建地理环境又十

有更大的威望并被认为最为灵验”，凹因此无论是作为传播

分复杂，民族与方言众多，因此，传教士不可能与广大平

者的耶稣会士还是作为传播中介的中下层士人都有意识地

民教徒有较多的直接接触，下层民众对传教士的了解往

强调了天主教异能的一面。这样的身份，虽然使传教士在

往只能通过那些追随传教士们的中下层士人教徒，或者

短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崇拜和敬畏，但也使他们游离在中国

通过亲友、邻里、师徒等关系的人际互传，他们与传教士

民间社会的边缘，无法成为其中真正的一分子。

们的直接接触基本上只能来自于教堂的主日活动或宗教

概而言之，艾儒略能被接受与认同的人群只局限于

仪式中。因此。他们所了解的传教士，是异国长相、身披

中下层士人教徒群体，在这个不大的群体中，他成为了其

祭衣，口中诵念咒语（拉丁文）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人。

中的领袖，这不仅是由于他所传播的西学西教被这一群

在民间，传教士们常常被视为拥有巫术的巫师，甚至

体所接受，更是因为他个人的卓越能力和人格魅力。然

在死后也被神化为某个神祗。如利玛窦入华之时常被传

而在这一人群之外，他仍是一个身份不甚明朗、甚至时常

其有炼金之术，死后则被尊为钟表匠的行业神；∞生前传

受到怀疑和敌视的外来者与“陌生人”，这也可能是清初

教于陕西的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因其驱赶蝗虫的能力，

之后，耶稣会在福建的事业逐渐被更平民化的道明会和

死后被视为当地的土地神而备受崇拜。曰艾儒略等传教士

方济会所取代的重要原因。

在福建民间的身份定位，由于至今仍留有一些相关中文
资料可供探索，因而在晚明耶稣会士中显得极富代表性。
首先，许多民众认为艾儒略具有通灵的能力，即他可
以与天界或冥界之神鬼直接沟通。这样，他就成了怪梦
或其他灵异事件的解释者。如泉州教徒张识四十七岁时
曾梦见“床帷有光一道，递现二十一字：日愤勘、日解虐、
日德邻、日白乡、日听简、日健盟、日百系亦脱、日三年当
受予”田，他向艾氏请教其中涵义。艾氏认为“三年当受
予”即指他还有三年之寿，果然他于三年后“是月是日是
时去世升天”了。
其次，传教士们被认为是具有超能力的人，包括驱
魔、治病、免灾等等。在李九功的《励修一锰》下卷④中记
载了许多福建平民信徒的灵异故事，由于许多故事的主
角都是福建当地人，因此读来颇觉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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