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
以１５８７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
戚印平

作为天主教传教士在１６至１７世纪撰写的众多的书信和其它文献，是当代学者用于
研究东方基教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本文通过对远东耶稣会的年报制度考察，以日本丰臣
秀吉发布的驱逐传教士的重大事件为例，分析了这些书信的来龙去脉后，指出这些书信
的可信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可信，有很多细节都被隐瞒或修改过，因此需要通过
各种史料的排比印证，找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事实真相，是现代研究者不可推辞的历史
使命。
关键词：远东耶稣会 丰臣秀吉 传教士
作者戚印平，１９５４年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众所周知，１６至１７世纪耶稣会士留下的书信和其它文献，是我们研究天主教东传
史以及东西方文化交往的基本史料。但遗憾的是，这些文本的内容大多不够完整，甚至
存在着偏差、谬误和别有用心的谎言，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被美化了的殉教史”。①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丰臣秀吉１５８７年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阐述年报制度的
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情境中文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远东耶稣会的传教史中，１５８７年７月２４日丰臣秀吉发布的传教士驱逐令是具有
历史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近半个世纪的传教成果几乎毁于一旦，而且激发了教
会的内部矛盾。在这一突发事件后不久，我们从１５８７年ｌｏ月１５日佩得罗·拉蒙
（ｐｅｄｒｏ Ｒａｍｏｎ）神父写于生月书信中清楚地看到传教士的沮丧与失望。在这封转道巴

西、并要求总会长“亲展”（即亲自折阅）的密信中，拉蒙神父无奈地说道：
今年日本正处于难以想像的状态，充满了苦闷，如果我主不以其无限的慈悲给
予帮助，基督徒将蒙受损害与损失，不仅在当地的许多神父与修士的生命受到危
险，而且耶稣会亦会遭到破坏。……简单地说（这么说是因为阁下已对此详细了
木本文为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成果之一。
１高濑弘一郎：《基督教时代的研究》，岩波书店，１９７７，第４０页；《耶稣会与日本》，ｌ，高濑弘一
郎、岸野久译，大航海丛书第２辑，岩波书店，１９８８，第６５３—６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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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全体耶稣会神父与修士将被逐出日本，根据名为关白殿（Ｑｕａ丌ｌｂａｃｕｄ。ｎｏ）的
日本全国的领主、统治者所下达的命令，我们全体在此平户岛。那里停泊着我们乘
坐的船只。事实上，事态已经发展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全体成员将竭尽全力潜伏
下来。我们不知道事态将发展到何种地步，但我们期待着我主不会抛弃自己的葡萄
园与园丁……。Ｗ

与拉蒙神父的简单描述相比，教会文献中最为详尽的权威记述是收录在１５９８年埃
武拉版《书信集》中的《１５８７年度日本年报》。在年报的开头部分，作者首先记述了丰
臣秀吉曾对耶稣会士表示过的种种好意，详细描述了在平定九州之后，驻守博多的丰臣
秀吉如何用日本茶道的礼仪，热情招待前来拜访、并向他表示祝贺的日本准管区长科埃
略神父（Ｇａｓｐａｒ ｃｏｅｌｈｏ）。丰臣秀吉不仅慷慨地允许传教士在博多重建毁于战火的教
堂，而且再次透露征服朝鲜与中国的绝密计划。几天之后，这位独裁者还亲自参观了送
科埃略来此的弗斯特船（ｆｕ５ｔａ），②在船上品尝了神父进献的糖果（ｃｏｎｃｅｍａｓ）和葡萄
酒，再次与神父们长时间地亲切交谈，对葡萄牙的造船技术大加称赞，甚至要求租借葡
萄牙的战船，用于计划中的大陆远征。但作者随后笔锋一转，提到了突如其来的传教士
驱逐令：
……当天夜里（７月２４日），关白殿（即丰臣秀吉。译注）突然变心，对神父
们以及日本的基督徒进行了从来没有过的全面迫害。他在同一夜剥夺了朱斯特（高
山）右近的领地，将他流放，又对我主的教义和宣传它的神父们发布了侮辱性的语
言，决心破坏日本所有的基督教堂，命令神父以及修士们在２０日内全部离开日
本，返回故国。并威胁说，如延期滞留，将加以重罚。他声称他听说神父们宣传恶
魔的说教，反对神佛，认为这将对日本的宗教与风俗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决心在
日本根除天主的教义，将神父们全部赶出国外。他声称这些想法产生于很早以前，
所以憎恨天主的教义，发动了这一迫害，他显然知道大部分基督徒都在西部的诸
国，所以在成为君主前，一直在等待，现在已经征服了那里，所以开始实行这一想
法。

为弥补驱逐令与丰臣秀吉此前友好态度间的逻辑矛盾，作者解释说：
关白殿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如他所说的）是长久以来的考虑，还是当晚因诸
人对他所说之事而突然发怒（我认为这接受于真实），还是我主确定的新教会与地
狱之敌开始战斗的规定时间来临了？对此，关白殿的言论及其布告是很明白的。我
之所以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于突然发怒接受于真实，正是因为他声称这一想法由来已
久。如果他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就不会给予迄今为止的上述巨大的恩惠，也不会
对某些日本贵族表示很大的信赖，并给予他们在此之前的宠爱。因为关白殿没有理
。《耶稣会与日本》，１，第３２页。
２葡萄牙船只的一种。吃水较浅，体形狭长，单桅或双桅，装备有ｌＯ对或３５对船浆，并配置有小
规模火器的武装船只。《日本基督教历史大事典》，教文馆，１９８８，第１２２２页。另据《１５８６年度日
本年报》记载，教会为科埃略此行，因雇佣此船而花费了约３０克鲁扎多。参见村上直次郎译：
《耶稣会日本年报》下，新异国丛书，第一辑，雄松堂，１９８４，第１３８页。

万方数据

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
由长久地隐瞒这一想法，日本的贵族（尤其是统治天下者）没有这样的谦逊和自制
力。关白殿声称他早就怀有这样的考虑，是不想表示出如此重大的变革是由于突然
的愤怒而草率行事。日本的大人物是异教徒，他们原来就很傲慢，至于统治天下
者、尤其是像关白殿这样拥有巨大势力者，（因为是日本全国的君主）而非常骄
傲．忘记自己是弱小的凡人，甚至希望像神那样受到尊崇。而且无法控制其情欲和
喜怒，也不惧怕来世的痛苦（因为日本的大人物通常信奉禅宗，该宗派主张肉体死
亡的同时灵魂亦归于毁灭），而且因为这些岛屿极为偏远，无视世界的其他地方，
在这世上没有可惧怕的事物。……
出人意料的是，弗洛伊斯随后为事变起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声称这位独裁者的突
然震怒是因为他的淫欲未能从女基督教徒那里得到满足。他说。
关白殿成为日本国的君主，其地位得到确保后，（就像尼禄一样）暴露出一直
隐藏着的众多不德，尤其放纵有关妇人的情欲，据人们传说，在大坂城中，除了正
当的夫人之外，还有约３００名小妾，为前往（京）都及大坂附近的众多城堡，还在
那里安置了许多其他妇人，而且还为了纵情声色，还派遣许多人前往日本各地，寻
找美貌少女，不论其身份贵贱，即使是富商或大诸侯的女儿也强行带走，或按其意
愿带来供其施虐。我们知道如同地狱使者、最为尽力者的姓名，他原来是比睿山的
僧侣，名为Ｔｏｃｕｕｎ，这个异教徒因此受到极大宠爱。这个人为尽其可怜的职责而赶
赴有马领内，注意到在那里看到的几位基督徒贵族少女，认为合适陪伴关白殿下，
在准备施行时，她们强烈反对，躲了起来，所以这个异教徒未能如愿，大为光火，
公开宣言基督徒这样做是听从神父们宣传的教义，不愿仕奉天下的君主，今后要在
日本铲除基督教会及其教义。…
很显然，作者十分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事变的原因是由于传教士宣扬异质文化中
的基督教信仰，反对日本传统宗教中的神道、佛教，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生活形态
造成危害，是基督宗教的一神信仰与东方封建皇权的本质冲突。但令人回味的是，年报
似乎不想承认这一点，而是通过丰臣秀吉淫欲的绘声绘色的大段描述，竭力将事变的起
因归结为丰臣秀吉个人的性格缺陷，而他的这一弱点又被身边居心叵测的小人所利用。
为了与上述论断相呼应，弗洛伊斯还自欺欺人地从５个方面论述了事态即将缓和的种种
征兆。②

１５４７年７月２７日总会长秘书波朗科神父（Ｐｏｌａｎｃｏ，Ｊｕａｎ

Ａｌｆｏｎｓｏ

ｄｅ）奉罗耀拉之

命、写给耶稣会员的信件。在此信最后一页的背面，波朗科神父抄录有《分散在罗马以
外地区的会员写信时应该遵守的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对书信写作及其传输程
序，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在意大利的会员每８日写信一封，其它地方的会员每月写信一
《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２２０—２２３页。
参见《耶稣会日本年报》下，第２７３—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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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如有新的情况，或发生重大事件，可不受此限。凡教化事宜，可每月写信。每人每
年至少写信三封，具体时间分别为１月、５月和９月。书信语言应使用拉丁文．亦可使
用其它通用语言。凡ｌｅｔｒ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ｓ，通常应制作二、三份副本，一一
起送往目的地。各地会员寄往罗马的信件和情报，其频率由罗马总部决定。 但４月一
ｄｅｌｌｅｇｏｃｉｏｓ．１ｅｔｒａｓ

次的１ｅｔｒａ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ｓ，原则上限于公开性很强的教化事项，而所谓ｌｅｔｒａｓ
ｌｅｔｒａｓ

ｄｅ

ｎｅｇｏｃｉｏ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ｓ或ｈｉｉｕｅｌａｓ则专指会员内部情报传递，其中包括许多不便公开问题。。
罗耀拉于１５５６年７月３１日去世，第二任总会长拉内斯（Ｌａｉｎｅｚ．Ｄｉｅｇｏ）正式承认

公布了罗耀拉去世前还在修定的《会宪》以及《会宪细则》。其中对应于会宪第９部分
第１章第９项的《细则》Ｍ条款规定：“向会员传递修会情报（Ｌａｓ

Ｎｕｅｖａ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Ｉｕｐａｎｉａ）应采用以下方法：各管区长属下的住院或神学院，每隔４个月，书写一封仅
限于教化事务的书信（ｕｎａ

Ｌｅｔｒａ ｑｕｅ ｃｏｎｔｅｎｇａ ｓｏｌａｍｅｎｔｅ ｌａｓ

ｃａｓａｓ

ｄｅ ｅｄｍｃａｃｉｏｎ）ｊ

一封为

当地的通行语言，另一封为拉丁文。前者寄送总会长，后者另一封由管区长自己保存，
信中记述内容，仅限于教化事宜，而不可涉及个人事务。如须将情报通报于管区其他
人，可依据留存于管区长的信件，制作足够数量的抄本。如信件（Ｌｅｔｒａｓ）传递需花费
多时，地区上长和住院上长可将拉丁文与通行语言的信件直接送给总会长，并将抄件分
别送至管区长。如管区长认为必要，可委托某人，将送给他的信件抄本转送管区的其他
人。如需要将某一管区的情况通报其它管区，总会长可下令将某管区来信制作足够多的
抄件，以分别送往其它各管区的管区长。并且允行他们为自己的管区制作新的抄件：在
葡萄牙与西班牙、西西里和那波里等交往频繁的管区之问，亦可相互传送交总会长的信
件抄本。”毽拉内斯去世后，总会在其中第３７项决议规定，原本每４月一度的书信改为
一年一次。又决议第５４项对《会宪》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正，再次确定教化书信一年一
次，由各住院院长和地区上长送交总会长。同时还颁布了被视为书信写作规范的《书式
令》（Ｆｏｍｌｕｌａ ｓｃ曲ｅｎｄｉ）。上述信件要通常制作多个副本，通过不同航线送往目的地。
以发自日本的信件为例，首先被集中到九州长崎等葡萄牙商船出发港，抄写三份，其中
两份交给定期商船，经澳门、马六甲航线，送往印度果阿，再由果阿至里斯本的商船送
往欧洲。另一份直接送往马六甲。④由于前往澳门的定期船通常会因商务事宜停泊到下
一个季风来临之时，所以直接送往马六甲信件一般会比前者早一年到达欧洲。
弗洛伊斯在１５６０年１２月７日于果阿写给马科斯·努内斯（Ｍａｒｃｏｓ Ｎｕｎｅｓ）的信中
说：“在前往欧洲的船只出发前的１１月和１２月，学校时常因抄写信件工作过于繁忙而
停课。有１２名耶稣会会员协助这项工作，尽可能正确的抄写它们。现在因必须制作７

１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上卷，箭内健次主编，吉川弘文馆，
１９８８，第３８、４０页。

２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第４１—４２页。
３参见松田毅一：《近世初期日本关系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９６页。关于至少三个副本的制作，卜引
１５８６年１０月１ ７日弗洛伊斯于下关发给印度管区长范礼安的报告书亦可引为旁证。其曰：“在等待
从日本返回中国的第一船之前，全部收集远隔诸国的书信，并抄写三份是困难的。”《耶稣会日本
年报》下，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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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副本而极为忙碌。其中４封送往葡萄牙， 另外３份分别送往卡布拉里亚（ｃａｆ渤ｊａ）、
马六甲、摩洛加和日本。信件到达果阿时， 众人非常高兴地在一起阅读，但这些信件常
常不能及时送达。”①
１５６１年，新任总会长秘书纳达尔（Ｊｅｒｏｎｉｍｏ Ｎａｄａｌ）神父以视察员身份前往葡萄
牙，下令对送达葡萄牙的信件加以修改，选择有教化作用的部分内容，供各修院的修道
士们在就餐时朗读，并出版其中的“合适部分”。在纳达尔的鼓励与推动下，耶稣会土
书信集的出版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到１６世纪末，至少已有５种不同版本的书信集问

世。曙其中最为著名、并被引为典范的标准版本，即为１５９８年奉埃武拉大主教布拉卡萨
（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ＢｒａｇａＩｌｃａ）之命编纂的两卷本书信集。＠

ｄｅ

《近世初期日本关系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９９页。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将新的抄本重新送往日
本，关于同一艘商船运送信件的４个复本，据松叫毅一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调查，同一信件ｊ曾
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的不同译本。据此推测，果阿的４个抄本可能是不同语种的译
本。
。参见法国学者帕热斯（Ｐａｇｅｓ，Ｌｅｏｎ）编写的相关书目。帕热斯为法国著名汉学家。１８１４年生于巴
黎。在作为外交官工作于北京期间，开始研究天主教东传史。１８５５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沙勿略

书信集》（￡Ｐｆ￡Ｐｌ丐幽墨Ｆ肠ｒ』。盯）。随后历访欧洲各地的图书馆，广泛收集各种相关文献．编

撰了《日本图书目录》（删６，ｊ（柳印厅ｊＰ乃ｐ册ａ』ｓ』劂），因而被视为远东天主教史研究的先驱
者。根据他的研究，最早的书信集刊于１５５５年，题为《几位耶稣会神父及修道士于印度、日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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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８年出版的这部书信集通常被简称为埃武拉版书信集。尹ｊ两卷，葡萄牙语一Ｅ卷收录了１５４９年
至１５８０年的耶稣会士书信，题为Ｊｅｓｕｓ．ｃａ扎ａｓ犁１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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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１５４７年波朗科信中抄录的《规则》中有关收信部分的第四项说：“不可让有害之人

看到信件。书写ｈｉｊｕｅｌａｓ尤应注意此事。关于从当地用１ａｓ砸ｎｃｉｐａｌｅｓ送出的情报，无论
是概要，还是助理修士的抄本，都不是为所有人而写的。此事虽没有一般性的规定，但
它对灵修者产生教化作用的同时，未必会对一心想着俗事的人所喜欢，甚至还会产生负
面作用。为此，必须充分考虑对不同的读者会产生怎样的教化作用，并决定是否让他们
看信。一般来说，上述情况颇为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说，灵修者比世俗之人更难教化，
所以应权衡利弊，考虑周详，或者什么都不让他们看，或者只让他们读有利于教化的部
分内容”。随后第五项规则又日：“相反，对那些可从中获得慰籍之人，应该让他们看内
容积极的信件。这会使他们增加对修会的好感，保持人会的希望，并最终加入修会”。１
该规则将书信分为ｈｉｊｕｅｌａｓ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ｓ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项规定：“第一，在决
定写信之前，应做如下区分：书写并送出ｃａ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即主要谈论教化事项；书写并
送出的ｈｉｉｕｅｌａ，即不论其是否有助于教化，自己人之间的其他人的缺点、不会被所有人
所欣赏的那种，不可让别人看到的东西。”第二项规定：“如果ｈｉｊｕｅｌａｓ中包括可让某些
人看的部分，又有不可让他人看的部分，在书写若于事情时，应分为不同的章节。这样
一来，这些人就只能看到那一部分了”。第三项说，在ｐｄｎｃｉｐａｌ中，无论对事对人，应
注意不可过于赞赏，而叱责则应更加谨慎，即使谈到某些人的恶行，且事实确凿，亦应
慈悲为怀。如果（对收信人来说）了解这些事并不那么重要，就不要明说。第五项规
定，如果信中涉及有权有势的圣俗之人，在写ｈｉｊｕｅｌａｓ时可使用暗号。以便即使被他们
读到，也不会产生反感。②耶稣会还建立起类似于新闻检查的审查制度。１５５８年Ｊ ２月
１３日，再次被任命为总会长秘书的波朗科神父在从罗马写给印度管区长克瓦多洛士的信
中说：“……我想向你提出下列忠告。即在当地书写的教化书信中，如果没有可写信
者，亦应接受具有判断力的人的审查。因为为教化全体会员而记写的事项中，有碍于教
化的内容不是一切都应该记入的。”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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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题为《耶稣会神父及修士由日本寄来的信件第二编》（Ｓｅｇｕｎｄａ ｐａｒｔｅ ｄａｓ ｃａｒｔａｓ ｄｅ Ｊａｐａｏ
ｑｕｅ ｅｓｃｒｅｖｅｒａｏ Ｉｏｓ Ｐａｄｒｅｓ ｅ Ｉｒｍａｏｎｓ ｄａ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ｄｅ Ｊｅｓｕｓ），收录了１５８１年至１５８９年的
信件。参见村上直次郎：《耶稣会日本年报》，下，译者前言，第４页。
参见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第３８—３９页。
２参见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第３８—４０页。
。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第４２页。波朗科神父的这一忠告是有感而发。他在此信中提到如
下事情：“弗洛伊斯在由他制成的～封教化信件中说道，在Ｃｈｏｒａｏ，有一位助理修士为管理教堂、
向新基督徒教授教义而驻留于此。为对抗试图火烧教堂的摩尔人，他拿着长铳枪和带火的火绳冲
了出去。摩尔人被该岛的基督徒杀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神职人员，这样手持武器，即使有必要，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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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
１５７６年，视察员范礼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 ＶａｌｉｇｎａＩｌｏ）在抵达印度后不久，收集了当时留
在印度管区的历代总会长的命令，编制了《总会长命令精选》，其中包括１５５８年１２月
１３日罗马总会就通信制度发出的相关指令。但在为此所作的说明中，范礼安颇为无奈地
表白说：“关于由当地送出的这些书信，将努力按阁下所希望的那样制作，但我们的愿
望是否能够达成尚有疑问。这么说是因为传教地和居留于定居点的会员们数量众多，各
人分别写信，所以上长不可能对所有的书信加以审查，所以无法下达必须这样做的命

令。”、毗外，在《命令精选》收录的１５５２年１月３０日罗耀拉致努内斯（Ｎｕｎｅｓ

Ｂａｒｒｅｔｏ，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信件的说明中，范礼安亦解释道：“由于属下诸人分散居住，所在地无法始终
强制检查，这样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恰当机会，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上长完全审查属
下的信件是不可能的。但在居留地（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这一点应该得到遵守。理
由是，居留地的神父们拥有许多的自由，所以我相信他们是有德的、具有分辨能力、并
且是忠实的。”②
然而，当范礼安抵达日本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地考察了传教情况
之后，范礼安对以往书信记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出入极为震惊。他在写给总会长的
信中惊呼道，这种差异几乎到了“黑白颠倒”的程度。在１５７９年１２月５日于口之津写
给总会长的信件中，范礼安直截了当地指出：“基于我给阁下的报告，阁下将很容易理
解已被印刷的日本报告离事实有多么遥远。导致上述情况有三、四个理由。首先，作为
新参与者，（传教士）大多不了解语言、习惯以及该国国民的伪装。他们的评价只能基
于日本人显示的外表。他们相信这与他们的内在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以赞美之词描述他
们，称他们为单纯而信仰虔诚之人。然而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加以伪装的不正直之人？
有些人能够透视到他们的内心，但他们是从所谓“教化”角度来叙述日本人，所以听众
认为它是真实的，并伴有某种内在精神。还有～些人描述了满怀激情ｉｎｆｅｒｖｏｒｅ ｓｐｉ＾ｔｕｓ
的改宗群体，事实上，日本人是奉领主之命而改宗的，而他（领主）则是为了从葡萄牙
船上获得可期待的收人才下达这一命令。但书信执笔者们则在报告书中．将此描述成蜂
涌而至，表现出巨大灵性热情。还有人将表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极小之善描写为人人皆
备，将发生于某一场合之事记录为整个日本的现象，所以欧洲（获得的印象）与我在此
所见到的，完全不同。”㈤
对于书信描述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范礼安一起经马六甲、澳门抵达日本

的墨西阿（Ｍｅｘｉａ，Ｌ舢ｒｅｎｃｏ）神父亦极感震撼，他在１５７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于口之津发出
的信中说：“日本只报告好的，所以他（范礼安）和其他人都对（日本）基督教会产生

也是不够谨慎的。因此，尊师应使全体会员手持我们独特的武器，即灵魂的武器，而将卜述武器
交给世俗之人。”
１针对波朗科神父就弗洛伊斯信件的指责。范礼安说道：“此外，我们在某种场合的确要使用武器，
虽然在信中不能提到此事，但在当地的某些场合，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印度总协议会咨
询第２７曾提到此事。”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第４３—４４页。
二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第４４页。
３《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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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误解，认为它只是缺少主教与主教座圣堂，有许多国民可叙职为主教的、光辉的原始
基督教会。”１
为防止错误信息继承传往欧洲，范礼安对日本教会的通信制度加以整顿。严令送往
海外的信件必须经过上长的审阅。同时要求，各地传教士应尽可能每周或每月向上长报
告驻地情况，日本布教长（后升格为副管区长）至少每年写信二至三次。传教士之间的
通信是自由的，但如果涉及重要问题，需事先获得上长的允许。在葡萄牙定期船离港的
两、三个月前，各地住院应简单总结本年度的教化成绩，包括新改宗者的数量、新建教
堂等等。这些信件应呈送直属上司，再由他交给受准管区委托、执笔撰写日本年报的
人。地方上长可以阅读送出的信件，但不得修改或阻挠。
范礼安还以身作则，亲自指导卡里翁（ｃａｍｏｎ．ＦｒａＪｌｃｉｓｃｏ）神父撰写１５７９年１２月１
日送交总会长的第一份日本年报。根据他提出的写作规范，年报首先概述日本耶稣会的
一般情况，随后依次介绍肥州、肥后、筑前、筑后、丰后、都、山口各地的传教活动，
并加以简短小结。按总会的规定，年报应由管区长亲自动手，但很长时问，它们由弗洛
伊斯等擅长文字的人执笔，但在送往欧洲之前，一般都会经过当地上长的审查。

２

关于范礼安在此期间所起的作用，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②但可以确定的是，范礼
安为规范远东教会的通信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说，由于他的努力，远东地区的年
报制度趋于定型化。

四
据考证，在丰臣秀吉发布传教士驱逐令的当年，弗洛伊斯曾就此事变制作过多个报
告，但除前引埃武拉版的《１５８７年度日本年报》，年报的其余诸稿均未公开出版，“而署
：《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１０５页。
２《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１０５一１０６页。
５关于范礼安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人认为，范礼安改革原来的年报制
度，确立了有别于先前的“日本年报”制度。这些学者及其相关论文有：舒瓦特（《秀吉禁教令之
前的耶稣会士传教书信》，基督教文化研究会年报，第六年第四号）、松田毅一（《日本巡察记》解
题２，平凡社东洋文库，１９８５）、切希利克（ｃｉｅｓｌｉｋ，Ｈｕｂｅｒｔ）（《耶稣会年报的成立与评价》，东
方学，第４９辑）、五野井隆史（《关于耶稣会日本年报》，基督教研究，第１８辑）和高濑弘一朗
（《基督教相关文献》，日本古文书学讲座，６）。但柳田利夫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范礼安只是延袭
了由来已久的年报制度。参见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第３７、６３
页。
。已知的不同年报文本有以下四种：ｌ、１５８７年８月５日发自半户，署名为路易斯·弗洛伊斯的另一
文本。此件共１９页，葡萄牙语，封面上写有“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关于丰后国的
１５８７年的第二年报，Ａｎｎｕａ ２，第一信发自日本”；２、１５８７年１０月２日发自平户，署名路易
斯·弗洛伊斯，此件共２４页，葡萄牙语。封面上写有“致罗马耶稣会总会氏、阿桂委瓦，关于去
年最后书信后发生于日本的事件的第一年报，Ｐｒａ Ａｎｎｕａ第一信，发自日本”；３、１５８７年ｌＯ月２
日发自度岛，署名路易斯·弗洛伊斯，此件共１８页，葡萄牙语。封面上写有“致罗马耶稣会总会
长、阿桂委瓦，关于日本国主关白殿迫害我主基督教、当地神父以及基督教界的第三年报，Ａｎｎｕａ
ｔｅｒｃｅｒａ第一信发自日本”；４、卷首附有奥尔格蒂诺１５８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自平户的信件的抄件，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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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弗洛伊斯的年报亦非原作，它是经过范礼安等人的修订后才被公之于众的。。除此
之外，在事变发生的当年，包括拉蒙在内的１６位日本教士在其信件中提及此事ｊ但它
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封存于教会档案馆中。４
关于拉蒙此信，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细节，拉蒙此信的发送方式没有通过
传统的渠道，即通过定期商船，取道澳门，送往欧洲，而是通过一艘因事故漂流到日本
天草的西班牙船只，绕道巴西，送往罗马的。关于这一反常行为，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
定期商船不能及时返回澳门所致，但考虑到信中不同寻常的内容，无法排除的另一种猜
测是，拉蒙神父此举是有意为之，他想通过另一条渠道，向罗马传递不为人知的其它隐
情。或者说，正因为偶尔觅得如此良机，他才敢于坦言对某些大人物的不同意见，并因
而在信封上标注总会长“亲展”的字样。吲
如果这一推测合乎情理，那么拉蒙神父的顾虑极有可能源自刚刚被任命为印度总主
教区上长、并继续兼任视察员之职的范礼安。上述猜测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范礼安是在
１５８８年的７月２８日携天正少年使节团返回澳门后才得知日本的突然事变。但由于定期
商船的停航，心急如火的范礼安无法及时赶往日本，亲自处理善后。与此同时，～直未
能得到上级指示的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神父于１５８９年２月１日召集了一次咨询会，就
以下两点进行表决：在日本发生事变的当下，巡视察员是否可从中国前来、如何前来？
如果他不在澳门，前往当地的莫拉神父（Ｍｏｒａ，Ｍｅｒｃｈｉｏｒ）该如何自处？对于第…个议
题，多数与会者希望范礼安前来日本，但同时主张，为避免刺激丰臣秀吉，其身份最好
是印度副王的使节，而不是教会上长。对于第二个｝义题，大多数认为，如果范礼安不在
澳门或已经去世，莫拉神父应当转而向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求援。４。
记为１５８７年ｌＯ月８日平户发信，共１８页，西班牙语，封面上写有“致罗马耶稣会总会艮、阿桂
委瓦，前记信件之后有关后、都、五畿内以及下地方教化事宜若干问题的１５８７年的年报。可供修
院及学院中阅览。发自日本，第一信。”参见《近世初期日本关系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４９２页。
参见《近世初期日本关系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４９３—４９４页。关于对年报的具体修改，见同书第
４９５—４９７页。

。参见《近世初期日本关系南蛮史料的研究》，第４９４～４９５页。
５拉蒙在信中说：１５８１年于日本召开的首次协议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范礼安在写给总会长的报告
中声称他采取的是多数派的意见，但拉蒙神父却明确指出，范礼安欺骗了上长，持反对意见的传
教士人数更多。此外，他还告诉总会长，由于哗众取宠心理作用，传教士书信中常常夸大其词。
为显示他们的传教成果，将丰后的大友宗麟称为国王，而不知底细的教皇则因而称他的妻子为女
王，这一错误在当地成为笑柄。拉蒙还说，被送往欧洲的少年使节出身低微，其中伊东只不过是
大友的亲戚。他甚全认为：“由于耶稣会士的种种谎言虚构了日本的基督教界，所以神用将他们驱
逐出日本作为正当的惩罚。”参见《耶稣会与日本》，１，第３４、３６、３７—３８页。
’与会长共７人，除准管区长科埃略、弗洛伊斯和作为管区代表的莫拉神父之外，还有戈麦斯
（Ｇｏｍｅｓ，Ｐｅｄｒｏ）、奥尔格蒂诺（０ｒｇａｎｔｉｎｏ，Ｇｎｅｃｃｈｉ—Ｓｏｌｄｏ）和拉古纳（Ｌａｇｕｎａ，Ｆｒａｎｃｉ ｓｃｏ
ｄｅ）等人。会议记录中逐一记录了他们对每个问题的表态。戈麦斯神父认为范礼安应该前来．如
果他不在或已经去世，可遣使印度，直接向管区氏与副王求救。而莫拉神父应前往菲求援。奥ａ：
格蒂诺认为范礼安应作为印度方面的使节前来日本，同时赞同向菲律宾的两班牙求助。弗洛伊斯
亦赞同范礼安以使节的名义前来日本，但对是否向菲律宾方面求援未置可否。莫拉对第一个问题
的态度与戈麦斯和奥尔格蒂诺相同，亦赞同在范礼安去世的情况下，向菲律宾求助。拉佩罗神父
的态度与拉莫相同。拉古纳的态度与弗洛伊斯基本相同。科埃略最后总结说，视察员可作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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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礼安在澳门收到会议记录后，勃然大怒。他在寄给总会长的附加说明中，他以极
不寻常的严厉措辞谴责道：
我将这次协议会的记录送给阁下，想让你知道据此在日本实行的计划。我想制
定这一计划的他们完全陷入了疯狂状态了。为交涉处于疯狂状态的人们所设想的这
些方案，准管区长派遣拉莫神父前往吕宋，关于他此举的理由，我将另函详告。虽
然这些手段有时会带来某些希望，但他也在疯狂状态消退的现在后悔了。我确信想
通过莫拉神父施行的这些计划是困难的，不仅没有可能，而且非常危险，弊端极大
且不恰当。并为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惊诧不已。Ｗ
我们很容易从一连串重复使用的“疯狂状态”中，清楚地感受到作者气急败坏的冲
动情绪。按常理度之，人们或可认为此举是缘于坐困澳门的束手无策，嘤’但下文的分析
表明，范礼安如此失态是因为不可言说的其它考虑。
１５９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终于抵达日本④的范礼安在写给总会的第一封信中，为事变起
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将矛头对准不久前（１５９０年５月７目）去世的准管区长科埃
略，声称这一切是以“（科埃略）欠缺考虑的某个轻率之举为非常重大之契机”。他说：
从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品性看，我并不怀疑我信中所说的事态。准管区长是一个
真正有德的人物，所以其行为的动机都有着虔诚的善意，这是真实的，但他犯了大
错误，违反了真正摄理的命令，做了决不能做的事。这是非常恶的行动，这一行动
违背了对此事提出杰出意见的全体神父的意见，违背了我留在当地的命令，亦违背
了印度对他多次提出的希望，介入了不可介入的许多事，疏忽了他自己不得不进入
的职责。④
范礼安进一步说明道：
我想就轻率行为向阁下作若干说明。阁下不应由于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而困惑不
、

解。情况如下：
战争在若干年间持续不断，为此，有马与大村的领主、丰后的弗朗西斯科王面
临许多的危险。科埃略神父抓往这一机会，热心地希望他们在这些战争中能保护自
己，并以帮助他们的借口过深地介入其中，以至发展到极为严重的草率和轻率的行
为。尤其是劝说关白殿为征服龙造寺和萨摩之王而远征下，并与他约定，将要求丰
后的弗朗西斯科王和其他基督教徒的领主们全体服从于关白殿。在他看来，面对关
白殿的种种企图，神父必须表现出尽可能地援助他。最后，对于关白殿所说的在平
总督的使节、而不是耶稣会视察员前来日本，但同时认为，面对暴君，范礼安的使命难以完成。
他还同时建议，如果有便船，管区代表还应该前往吕宋，请求他们救援日本。详见《耶稣会与日
本》，第４９—５３页。
‘《耶稣会与日本》，上，第４８—４９页。
２在他１５８９年７月２８日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另一封信中，范礼安声称他甚至将四封信送往离澳门
１００里格的泉州，请中国商船带往日本。《耶稣会与日本》，上，第６１页。
“在经过漫长而焦急的等待之后，范礼安于１５９０年６月２３日从澳门出发，并于同年７月２１曰抵达
日本长崎。相关情况参见松田毅一：《日本巡察记》解题Ｉ，第２６６页。
‘《耶稣会与日本》，上，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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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本后前往中国的打算，该神父亦认为他会在某个时候附诸实施，完成这一希
望。为了在这一点上自己可以给予的援助，他还说，关白殿渡往中国时，可以提供
两艘葡萄牙船，并与印度副王交涉，送来援军。
关白殿非常狡猾，表面上对神父对自己所说的极为满足，表示出给他的极大的
好意，但内心却开始这样想，即这个神父有能力让基督教领主按自己的希望行事，
而且富裕得可能向自己提供两艘渡往中国的船只，如果他介入战争，也许会与在当
地被称为大坂的佛僧们同样行事。这些佛僧在纠合了众多的日本民众后，成为三个
国的领主，对信长进行残酷战争，这是信长经历过的最长期的苦战。在这一方面，
神父们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极有力的领主成了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的神父
们或许在某一天发动对自己的大规模战争，成为天下、即日本王国的统治者。
神父们与基督教领主们很容易判断这个神父所言及其约定是非常轻率而危险
的。所以便向他提出忠告。但是他已经沉缅于来自于关白殿的好意，所以并不认为
他在这一点上犯了错。相反，他认为自己处事巧妙，可因此为基督教界获得极大的
成果与信誉。
……此外，上述神父为了在战争中对这些领主施以更多的恩惠、给予援助，违
背命令，逆反理性，定制了一艘弗斯特船（ｆｕｓ七ａ），还购买了几门大炮，更可恶的
是，他自己还搭乘那艘弗斯特船，到处巡游，当关白殿（三年前）为征服下的诸国
而来随军驻留博多市时，科埃略神父乘坐用彩旗装饰的上述弗斯特船从海上访问了
他，那样子就像大总督。在日本，这样的船完全是新奇的军舰，所以令全军大惊二
关白殿本人亦访问了那艘弗斯特船，进入船内观察了全部，然后对科埃略神父大加
赞美，说这就是军舰。但他内心，肯定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基督教徒领主们、尤其
是朱斯特右近殿和阿格斯蒂诺（小西行长）对此感触强烈。他们非常了解此人的内
心与性格，所以立即给予警告，担心该神父的这一行为会给耶稣会与基督教界带来
巨大的灾难。他们劝说该神父，作为弥补之策，就说此船是为关白殿所制，并将它
送给他。另外几位神父也做了相同的劝告。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他。阿格斯
蒂诺对他说，如果不把此弗斯特船送给关白殿，肯定会给耶稣会带来某种灾难。但
科埃略没有意识到他所说的，而是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关白殿非常的恩惠，所以自己
向他表明的服从的态度，将会获得极大的报酬。但结果恰恰相反，在那天夜里，德
云（佛僧，关于他我将在别的书信中加以论述）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进行了诽谤，
使他激怒．决定了这一次的迫害。…
从对于丰臣秀吉心理的细腻描述看，范礼安显然非常清楚事变的真正原因，他提到
一向宗信徒阻挠日本统一的往事，显然击中丰臣秀吉等人内心深处的担忧。但将一切责
任推给科埃略个人，显然有失公允，范礼安此举不仅不够光明正大，而且还藏有某些不
可告人的私意。

《耶稣会与日本》，上，第８０一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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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按范礼安所言，科埃略的错误在于他“违背了我留在当地的命令，亦违背了印度对
他多次提出的希望，介入了不可介人的许多事”。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科埃略参与了
维护基督教大名以及丰臣秀吉统一九州的军事行动。范礼安在信中明确宣称：
我预测到以某种形式介入战争后，会在日本产生对我们的弊端，所以留下如下
指令。原文如下：在劝说日本领主缔结和睦或进行战争、或在提供援助以使自己成
为战争某方领主的敌人时，神父们必须极为慎重。因为这样做与我们修道会所希望
的背道而驰。我们应尽可能与所有的人成为朋友，因为相反会带来极大的弊端，降
低我们的信誉与评价。但是，有利于基督教界的必要场合，神父们亦应在不公开声
明对方的敌人或成为战争协助者的情况下援助基督教领主，如他人不理解这一措
置，必须给予满意的说明。
即使是基督教领主，亦不可向领主提供大炮和其它武器。因为这样做有百害而
无一利，但有时相关领主的性格及贫穷会使之采取别的措施时，在这种情况下，可
进行良好的劝说，尽可能努力避免这样的情况。
这两节在我离开日本时留下的关于日本人风俗习惯的警告中。这是我送往贵地
的这一警告的论著第一章，即以“这一点必须坚守”开头的那一节，如阁下有兴
趣，可以参看。我在印度时得知上述科埃略神父想介入战争的通知，所以给他去
信，提出警告，神父们从他的桌子中发现这些相关文书时大吃一惊，并责怪他，因
为他隐瞒了这些文件，连自己的顾问也没有一个知道。。
对照史实，范礼安指控大多有莫须有罪名之嫌。以提供西式军火和对外贸易等世俗
利益为诱饵，换取各地大名对教会的支持，自沙勿略以来，日本教会经多次惨痛失败后
总结出来、长期坚持、并行之有效的传统传教策略。②在范礼安首次巡视日本期间，他
的确曾在１５８０年写给总会长的绝密报告中主张改变这一传统的传教策略，拶但很快便屈
从于事实，改变了这一过于天真的想法。他亲自出马，以提供枪枝、弹药为条件，换取
了九州大名有马睛信的改宗。出范礼安在１５９１年与丰臣秀吉的会面中，向这位发布驱逐
令的独裁者呈送了包括火枪、短剑、战马以及野战帐篷在内的礼物。＠
另信中所谓“离开日本时留下的关于日本人风俗习惯的警告”，应为他首次巡视日
本期间所作的《日本耶稣会士礼法指针》。嘞这份文件的初稿写于１５８１年ｌｏ月，全文共

。《耶稣会与日本》，上，第８２—８３页。
２参见拙作《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第４７—６７页。
３范礼安在１５８３年写给总会长报告中，认为不必继续沿用早先用世俗利益作为传教丁具的传教方
法。参见《日本巡察记》，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１参见《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五卷，同朋舍，１９９７，第２３２页。
’参见《卜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１期第ｌ卷，同朋舍，１９８７，第２２３页。
此文原名Ａｄｖｅｒｔｉｍｅｎｔｏｓ ｅ ａｖｉ ｓｏｓ ａｃｅｒｃａ ｄｏｓ ｃｏｓｔｕｍｅｓ ｅ ｃａｔａｎｇｕｅｓ ｄｅ Ｊａｐｐａｏ。矢泽利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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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项，逐一论述并规定了传教士应当遵守的社交礼仪和行为规范。结束对日本的巡视
之后，这份文件与其它相关报告一起被送交罗马的总会长。１５９０年８月１３日至２５日，
第二次来到日本的范礼安于加津佐召开管区会议，对该文进行修改。会见了丰臣秀吉
后，范礼安又对此文加以修改，增补至１９０项。在１５９２年２月３日至１４日召开于长崎
的管区会议上，该规定最后定型并获得通过。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离开日本时留下的关于日本人风俗习惯的警告”、即１５ ８１
年的版本中并没有范礼安信中所说的内容，有关避免介入战争、不得提供大炮和其它武
器的规定，出现在１５９２年版本的第１８０和１８１项。甚换句话说，明确发出上述警告不是
在事变之前，而是在事变之后。指责科埃略“隐瞒了这些文件”，甚至“连自己的顾问
也没有一个知道”，不仅是无法成立的无稽之谈，不免使人对范礼安的人品产生怀疑。３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则不难领悟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及一石数鸟的巧用所
在：首先，此言可视为对罗马总会的合理解释与交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方
式，遵３不仅有助于维护远东耶稣会的声誉，而且不会使欧洲同事与社会公众对日本以及
刚刚起步的中国传教事业丧失信心；其次，罪在一人的做法虽有失公允，但它不仅脱却
了自己的责任，而且有助于安抚人心，使其它传教士得到解脱。剖第三，此举有利于平
息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排除少数狂人武力传教的妄想，并有助于“文化适应策略”在
整个远东教区的最终确立；＠最后～层深意是，对科埃略的指责和重申不准介入战争的
简井砂译。参见《日本耶稣会士礼法指针》，基督教文化研究会，基督教丈化研究系列，ｊ．
１９７０，第５３一１２６页。

详见切希利克：《日本耶稣会士礼法指针》解说，第４０一５０页。
！参见《日本耶稣会士礼法指针》，第１２３一１２４页。
。’事实上，就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范礼安还在１５８７年４月１７目于果阿写给日本ｌ长的信中要求传
教士尽力顺应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范礼安在信中明确宣称：“根据我的切身体验，如果
我们不能顺应他们的习惯，将会产生导致众多麻烦的两个主要弊端，即我们在日本中间丧失评价
和权威的同时，基督徒亦会远离我们。”切希利克：《日本耶稣会上礼法指针》解说，第４４页。
’在此信的开头，范礼安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他告诉总会长：“想到上述神父所行的种种
轻率举动，我大为吃惊，所有的神父与基督徒领主也都被惊呆了，但是他已经死了，而他曾绎以
所有的善意行事。犯错亦是人之常情，我想现在没必要就这些事情特别致信阁下。书信有丢失的
可能性，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这样做于事无补。我想请阁下理解的是，详细的记述虽有必要，
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代写书信的人，我只想在神的帮助下，尽可能努力平息事态。”《耶稣会与
日本》，第７５页。
ｊ范礼安明确说：“由于这些处置，似乎使以往外人和住院中我们耶稣会士感到满足。让他们理解，
犯错误的是他，而不是耶稣会的方针。”当然，或许意识这样做不仅对科埃略不够公平，向且有损
于他自己的人格，范礼安在信件末尾又假惺惺说道：“根据我和其他人的一般性判断，科埃略神父
一个人做出如此困难而危险的决定是极为轻率而缺乏思考的。我不得不确信他己经在妄想中丧失
理性，缺乏健全而完全的判断力。因为他曾经是一位有德而虔信之人，对日本有深刻的经验，如
果不是陷于妄想，丧失判断力，是不会犯如此大的过失、做出轻率的行为。”“科埃略神父是由于
帮助基督徒、并保卫他们的过度热情与希望而做了错误判断，为他的意图加以辩护，但他介入战
争的行为仍使我感到遗憾，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他还活着，将受到处罚。因为他所做的一切
事，违反了耶稣会的命令与方针，违背了其他神父们的意见以及我在离开当地时所作的指示。”
《耶稣会与日本》，ｌ，第８７、８８页。
关于日本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可参见高来协议会记录。在这次会议上，戈麦斯神父主张向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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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有助于形成某种间接的舆论压力，使西班牙人蠢蠢欲动的各种图谋丧失其行动的
合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本修会的既得利益。
关于最后一点，我们或可从他对科埃略的另一项指控中察觉出他对西班牙人抱有强
烈的戒备心理与担忧。他写道：
他（科埃略）看到用这样的方法不能达成自己的意图，便抱了将西班牙军队导
入当地的其它念头。他认为如果导入２００或３００名西班牙人，让所有的神父修筑一
座要塞，就能够与关白殿的力量相对抗并自卫，于是给菲律宾诸岛的总督与主教去
信，请他们送来这样的援军。菲律宾嘲笑了这一请求，回答说就此事致信国王陛

下。塞坦尼神父给该神父回信，就此事进行了咨询，说明应邀送来援军是和洽当
的，而且还例举了许多理由，说明菲律宾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无疑亦表现出神的
恩宠与摄理。因为如果派来援军，或让关白殿知道了这一邀请，日本基督教界与耶
稣会就会被完全破坏。
但他还是没有改变决心，去年决定派遣莫拉神父（他在这一点上与科埃略持相
同看法）来中国，如果能在中国与我会面，就说服我携带２００名士兵与大量的粮
食、弹药前往日本，将让我动员菲律浦国王以及国王在印度与菲律宾的总督，为从
这个暴君保卫基督教界，向日本派遣援军。如果我死了，莫拉便亲自前往菲律宾寻
求援军，并从那里前往西班牙，就此事游说菲律浦国王，再基于从他那获得的指
令，向阁下说明一切。这一指令是我从中国送给阁下的。
我为如此鲁莽、不计后果的行为感到震惊，因为我确信这一切都是不可能、不
适当而且危险的。我认为这是过于无知而轻率，完全背离此前种种设想。而且这些
企图也令所有的人、全体神父以及大多数日本修士和基督徒感到震惊，之所以令人
吃惊的是此事竟然没有传到关白殿的耳朵里。我带回了莫拉神父，并给菲律宾的赛
特尼神父去信，告诉他当地对准管区长的死亡、他去信菲律宾要求援军之事感到非
常危险并极为担心，这只是束手无措的虚幻妄想。希望不要再提此事，如有必要，
我还要求他向总督和主教说明由当地致信的理由，说明这将招致不恰当的弊端，而
且是不可能的。①
考虑到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情况和当时耶稣会所处的微妙地位，我们或可对范礼安的

宾的西班牙人请求武装援助。参见《耶稣会与日本》，ｌ，第５０页。此外，范礼安此言极有可能是
对卡布拉尔（Ｃａｂｒａｌ，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等反对派的挑战的回应。由于传教策略的分歧，卡布拉尔被解
除了日本最高上长的职务，改任澳门的中国布教长。卡布拉尔不仅反对自沙勿略以来颇有成效的
传教策略，而且主张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他在１５８４年６月２７日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
出了详细的军事计划。１５８６年卡布拉尔前往印度，并在１５９２年之后出任印度主教区上长一职，范
礼安的权威以及传统的传教方式受到极大挑战，他与卡布拉尔的个人恩怨使得传教策略的争议具
有更多的复杂性。参见高濑弘一郎：《大航海时代与基督教》，《基督教时代研究》，第３９—７４页。
范礼安信中还说：“我到达当地后立即迅速将他收集的武器和弹药全部秘密出售。为了通过我们在
澳门的朋友卖掉它们，我还下令将所有大炮装上船。为改变我们将介入战争，从事轻率而危险之
事的基督徒与异教领主们的看法，还公开明言，没有可让旁人置啄的其它想法。”《耶稣会与日
本》，ｌ，第８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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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有所体会。众所周知，范礼安在结束第一次对日本的巡视后，携带了四位基督
徒少年，前往罗马。这次被称为天正少年使节团对欧洲的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不
仅成为耶稣会招摇过市的最好广告，而且成功地使教皇同意日本的传教权为耶稣会所
有。教皇的这一授权引起广泛争议，其中反对最激烈者，当数以菲律宾为根据地的方济
各修会、奥古斯丁修会和多明我修会。出于复杂的利益需求，受西班牙管辖上述修会一
直对耶稣会独霸日本极为不满，他们千方百计向日本渗透，并试图进军中国。而作为受
葡萄牙控制的耶稣会，则千方百计地极力阻止别人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范礼安写给
总会长的那份著名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处处设防的良苦用心。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对前述１５８９年２月的决议以及奠拉神父的使命极为愤怒，恼羞成怒地将科埃略
求助于西班牙人斥之为“鲁莽、不计后果的行为”，并以幸灾乐祸地口吻告诉总会长，
“菲律宾嘲笑了这一请求”，并借塞坦尼神父之口，委婉地指出“菲律宾还没有这样的
能力”。
—Ｌ
／＼

身为教会学者的休特神父（Ｓｃｈｕｔｔｅ，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ｚ）曾一针见血指出，“所谓年报，显然
与布教长致印度管区长（事务性的、或保密性的）书信有很大不同。不过是在被许可的
范围内讲述传教的形势而已。从实证性的报告这一点而言，它是完全真实的。但传教活
动的真实背景、失败以及混乱，是不会提到的。”他还告诫我们：“为正确把握日本年报
的价值，我们切不可忘记它的目的。它是供公布的、传教事件的经过。关于国家行政、
每个各人的交际，它几乎不会提供一般公众无权参阅的相关文献史料，我们不可从年报
中找到布教长决定的本来背景。这就像现在的公开文件，对于了解背后秘密的人来说，
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从报告的字里行间读出俗人看不到的东西。年报也是如此。这些实证
性的内容是真实的，对于国家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有着最高的趣味，就像美丽的挂
毯，年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事件，但织物里面的丝线是如何织成的却看不到。与布教长
工作的对立面，有异于传教权威（国民与教会内部）的出入和丑闻，通常只是暗示的程
度。因此，年报或范礼安改革后的年报，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它没有单纯历史（Ｈｉｓｔｏｎ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ｅｒ）之外的任何东西。”①
作为教会学者，休特神父能出此言已属不易，尽管他也与范礼安一样，没有直截了

当地说出那些“单纯历史”（Ｈｉｓｔ嘶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ｅｒ）之外有多少“通常只是暗示程度”的
“出入和丑闻”。不言而喻，通过各种史料的排比印证，从年报冠冕堂皇的说教文字
中，找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事实真相，是现代研究者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辛岩）

①《范礼安的日本传教方针》坛，忉口肛口分Ｍ泌加昭ｍ门咖船以ｒ却口疗．１一ｌ（１５７３—１５８０）．１—２（１５８０－１５８２）
１９５８

Ｒｏｍａ．ｐｐ．３５１—３５２。转引自松田毅一：《日本巡察记》解题ＩＩ，平凡社，１９８５，第３１ｌ一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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