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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耶稣会士早期西学传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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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论文将主要关注耶稣会士

—

年间刚进入中

国时西学传入策略的探索。首先将传入的内容区分开来，将注意力转回到他们真正的目的，而后具体分析在这
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所遭遇的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制定的相应策略，当时中国人对这些策略的回应，以
及耶稣会士对这些策略的再认识。进而从中分析当时中国士人在接受明末耶稣会士所传入的科学与宗教时的态
度，以及他们明显区别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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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一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由此

了基督教的信仰，必能使日本吐弃现行所有的由中国人传

开始。然而在许多书籍以及论文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科

授的各种学说。
”

学”这一方面，无论是痛心疾首还是由衷赞叹。事实上耶稣
会来中国意欲何为，是来中国传播无论先进与否的科学，还

传教士的艰苦卓绝，
其目的是在中国传播他们的宗教，
以使这一国度接受基督教信仰，然后将这一影响波及至大

是为了其他？我们应该首先将“传入”的内容区分开来，以

东亚文化圈。我们甚至可以找到相反的明证。

讨论他们的真正目的，以及为了这一目的所实行的早期策略。

管日本与中国教区事务的主教，澳门耶稣会神学院院长法
国人瓦伦丁 卡尔瓦罗 （
） 派遣阳玛诺

一
耶稣会士“间关九万里东来” ，中途艰苦卓绝，“从
极西

浮海，两三年始至” 中国，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

年，辖

（
，
—
）视察所有的居留地点，而
后发表一道教谕，“除福音外，禁止向中国人讲授数学或
任何其他科学” ，这一教谕不久即被迫撤销。但是“

什么？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圣方济各 沙勿略 （
，
—
）在中国的上川岛上心忧如焚，大声疾

年中国与日本教区巡视员安德烈 帕尔梅罗（
，
—
）也因看到某些传教士重科学轻宗教而感

呼“啊，岩石啊，岩石，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裂开” ，他所

到吃惊，并明令禁止” 。耶稣会士们自己在中国期间也

痛心疾首的又是什么？沙勿略的信札可以为我们提供说明，
他在
年 月
日于印度西南部的科钦（
）所

不失时机地宣称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宗教才是他们最为重
要的选择，“多少世纪以来，上帝表现了不止用一种方法

写的《致欧洲的耶稣会》（
）一信中
说道：“板东（
）大学，座落在日本的一座岛屿之

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
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
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

上，它因其地名而得名，并且是全日本最为著名的大学，它

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有知识

的僧侣非常多，他们在一起研究教义以及各宗派学说，不
过所有教义都传自中国，并且一切经籍亦均使用汉文。
”

的佐料增添味道” 。因此，“所有这一切，我们有关科学
知识的叙述，都成为未来丰收的种子，也成为中国新生教

因此由于这一关系，日本人总是以中国人为鉴，
“日本人总

会的基础。
” 而在另一处利玛窦 （

以为中国人智慧极高，并与其他各国间建立有密切的外交
关系。因之有关天主诫命及造世的这一难题，若真是事实，

）则明确指出：“象纬之学，特是少时偶有所猎；献
上方物，亦所携成器，以当羔雉，其以技巧见奖者，果非

为什么中国人却毫无所知呢？” 沙勿略在日本的传教工作
屡遭挫败，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说：“我

知窦之深者也。若止尔尔，则此等事，于敝国庠序中，是
为微末，器物复为工人所造，八万里外，安之上国之无

，

—

年——前往中国，并希望甚至能

此？何用泛海三年出万死而至之阙下哉？所以然者，为奉

够归化皇帝本人；因为，如果我们一旦播下福音的种子，那
么它必定会在中国广泛地散播开来。并且一旦中国人接受

天主至道
。
” 在这里利玛窦一语道明，如果以技巧见
奖于他，那么实在是一种误读了，他泛海三年出万死而至

准备今年——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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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最根本目的是为奉天主至道，而非其他。

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

，
—
）在《西方答问》
艾儒略（
中写道：
“至如经典书籍，最上则天主之经，其次则历代圣

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
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

贤所著述者，而格物穷理诸种与夫文集诗史又次之。
” 无

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
” 尽管在政治体制、生活

论如何，他这些文字之目的是在向中国人说明，“天主之
经” 的地位才是最高，而“格物穷理诸种与夫文集诗史”

行为以及日常观念等许多方面，即使佛教极盛之时，也未
能取代儒家的主导地位，但在意识形态之上，佛教却是风

则为最次，那么中国人既然关注于“洞晓心性功夫，生死
大事，共止于至善真福者也” ，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最次

靡一时，并且宋明理学所吸收改造的主要在于以佛教的宇
宙论、认识论成果为基础，重建孔孟传统。
“佛法以有生为

的科学之上。但是国内外的许多书籍以及文章都非常明确

空幻，故忘身以济物。
” 佛教一般而言是从个体的生死心

地注意到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科学，而纷纷赞扬或批评西
方科学以及学术的“传入”，事实上这一注意力的转移，明

身来展开其理论体系构造的；同时佛教为了宣扬自己的教
义，大讲宇宙论、世界观以及认识论，在中国出现了各种

显偏离了耶稣会士的本来目的，也偏离了我们应该真正注

精巧完整的思辨哲学，因此，明代士人正是借鉴佛教的这

意的方向。并且这种西方科学的“传入”或者“内传”，主
要也不应该归功于耶稣会士，而是源于中国的特殊情况。

两大特点来构造其伦理哲学的。
“政治气氛的堕落、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从利玛窦时代

这种情况展现在当时的耶稣会士眼中就如同沙勿略《致欧
洲的耶稣会》 一信中所说：“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大帝

起就使文人阶层越来越广泛地觉悟了其政治责任并向往伦
理的严格性。
” 对于王学的反动，对于佛教的拒斥，则在

国，境内安居乐业，绝无大小战乱。我从去过中国的葡萄

明末就已出现，许多士人不再空谈心性，而是转向经世致

牙商人那里得知，中国在正义与公平方面，远超基督教国
家，就我在日本以及其他地方所见，中国人如同日本人，

用学问的研究。仅以耶稣会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为例，葡
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
，
—
）曾

肤色为白色，非常聪明，并且极其好学。他们的天分远超

谓李之藻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志于实用学问，其在

日本人。
” 其同日发出的《致伊纳爵》（
）一信中又说，中国是“一

左右即绘有中国 省全图，而耶稣会士的到来正好给予他
以大兴奋。李之藻在《 浑盖通宪图说 序》中说：
“藻也何

岁

个最为富饶的大帝国
，中国人具有极高的智慧，并且
极其好学。尤其是法律，道德以及政治科学，他们在这些

知，幸获问奇，聊附诵说，抑亦与海内同志者共订诸，
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自有在。
” 徐

方面孜孜以求，不怠不倦” 。在中国居住了很多年之后的

“余友李水部振之，卓
光启在《刻 同文算指 序》中亦说：

利玛窦也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
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 。因

荦通人， 既又相与从西国利先生游，论道之隙，时时及
于理数，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

此在这些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极其好学，尤其对于法律，

之说。
”

道德以及政治科学，而且事实上当时很多士人的思想也并
不闭塞僵化，甚至非常喜好外来事物。

曾德昭在其著作《大中国志》最后一章中更加具体地论
述说：“李良不仅聪敏机智，而且极端好学，渴求知识，他

而当时普遍的士人言论与心态又是怎样的呢？顾亭林
在《日知录》中总结明末士人思想以及心态时说：
“刘石乱

和神父结成知交并相互往来，从而他被我们充实和新奇的科
学所吸引，特别对某些地图和别的新奇的科学感兴趣。
”而

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

且他不仅自己感兴趣，特别重要的是“他自己深信，所有能

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
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以明心见性之空

读，并且爱好读书的人，都不能不对欧洲学术和科学产生好
感，
因此他一直留心要神父们从事翻译欧洲的书籍，他

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

本人则尽力给予他们不小的帮助” 。他认为不仅自己需要

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
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

学习西方的学术与科学，同时还应该向他人传播这些新事
物。通过长期与耶稣会士接触，深入研究与探查他们所携典

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
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 顺其自然，他将明末学风的败坏

籍，“他完全懂得现已译为中文的欧几里德的前 卷；他已
学习了我们的各种算数及许多规则和这种技艺所教导的奥

归源于王阳明，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年之久

妙，以此为题目他撰写了 卷书，他通晓天体学及类似的稀

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
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 。因此王

奇的东西，但有意义的是，他深通并协助译出亚里士多德的
书，以及科因布拉学院 提出的有关问题，所以他已完全深

阳明的良知根本弊端在于“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

入这方面的工作。而最后，他学习了我们大多数逻辑学，为

微精一之说” 不求经世致用，只求返诸内心；而相反圣人
则是“举尧舜相传之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 ，其讲求的

此他留下了 卷已刊印的中文译文，此外，他孜孜不倦地
讨论这些及其他的学科” 。因此曾德昭最后断言说：
“我敢

则是民生和人伦。
并且明末许多儒生越来越倾向诸说混合，特别是以儒

说一句真话：神父们译成中文的神学或科学方面的书籍，有
的包括很多卷秩，几乎没有一本不经过他的手，他要么亲自

摄佛，援佛入儒。顾亭林批评说：“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

校正，要么帮助我们做，要么给予新的修饰，

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
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
夫学

工作有说不出的愉快。
”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李之藻所执着的几乎全都是科学

他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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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学术，比如天文学，他学习制作日时计和测象仪，学

广东已经居住了

年之久，这种危机仍然时时威胁着他

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逻辑学等等，而这些都是区别于王
学的经世致用的学问。考察李之藻所译诸书，到现在为止

们。而当利玛窦与罗明坚走在大街上时，他们对听到人们
用“一千种绰号”来辱骂他们的行为，已经感到习以为常。

没有发现一本是有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籍，而徐光启所译所

我们也可以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找到耶稣会士与中国

作也大多都是科学学术书籍。
通过这一实例，我们尽管可以不怀疑李之藻、徐光启、

人之间所发生的多次冲突。中国人对外国人充满了猜忌与
狐疑。

杨廷筠之类的士大夫文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深层次
的真相却应该是中国人主动地表现出了对于西学（其着重

不仅如此，更加糟糕的是，与谢和耐教授在《入华耶
稣会士与中国明末的政治和文化形势》 一文中所肯定的相

点是西方科学与学术）的好奇心与旨趣。围绕在耶稣会士

反，中国当时并不存在有利于基督教传入的土壤，进入中

周围的明末士大夫是一众如李之藻般著名的文人、学者、
猎奇者，同时他们又是一群经世致用学问的追求者。正是

国的耶稣会士遭遇到了一种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久的宗教，
这种宗教是如此之强大，根基又是如此之深厚，而且与他

他们改编并且卓有成效地翻译了在罗马诸大学以及葡萄牙

们所持有的宗教又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以至于如果他们

）中使用的教科书
的科英布拉大学（
以及其他科学类别的书籍，也正是他们才迫使耶稣会士将

不使用佛教造成的形象，佛教的用语以及佛教的思想，他
们就几乎无法在中国立足。

宗教传播事业不情愿地纳入到科学的保护伞之下。
总之，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非为了教授中

耶稣会士此时处在一种两难境地，如果过分直接地反
对在这一地区存在了如此之久，并且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的

国人西方的逻辑学、数学、历算以及天文学等科学，其目

宗教，那么他们在这一地区传播自己的宗教，并使此一地

的是传播宗教。而他们的翻译工作甚至直到 世纪末才逐
渐停滞下来，也仅仅是因为通过这一翻译、改编与教授活

区人们接受基督教的可能性就将变得非常渺茫，并且非常
糟糕的是他们也逐渐意识到“宣传一种新宗教特别使他们

动，能够破除中国旧有的偶像崇拜，能与中国旧有的宗教

反感，因为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早已知道，在传布新宗

相抗衡，可以吸引中国的士大夫并使之归化，并通过已经
得到中国士人承认的西方数学以及天文学的严密性与精确

教的借口之下，纠集起一批反叛祸国的阴谋分子曾经造成
了内乱和骚动” ，更何况他们还是“番鬼”，无论如何，

性可以更好地加强他们所传播的宗教的权威。因此，李约
瑟说：
“耶稣会士以他们的缓和方式，成为第一批实行这种

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身上都带有葡萄牙人野蛮的烙印；但
是如果他们妥协了，如果他们采取梁启超所谓的“诸说混

统治的人，虽然他们的情况只是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统治。

合说”，那么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宗教中融入对方的内容，但

他们力图通过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带往中国的办法，
来完成他们的宗教使命
。不过对他们来说，科学只不过

是这种做法却是很可能使他们所做的所有努力实际上不过
只是在促进异教（即中国的佛教与道教）的发展而已。而

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

且由于当时的中国人极其缺乏这一方面的参考资料，他们

科学的威望来支持和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
” 梁启超
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断言说：
“明末清初的那

并不具备判断一种新型宗教的能力，那么他们自己的宗教
极有可能被看作是佛教的一个变种，而不再是一种独立的、

一点点科学的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里稗贩进来，
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

新颖的宗教。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任何策略都有一种延续

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

性或者惯性，如果在其他地方可行，同时又取得了极佳的效

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做引线， 这种方
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有效。
” 故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传

果，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此地也继续施行这种策略呢？罗明
坚与利玛窦当时并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还不知

入” 或者“内传” 已经不能够很好地反映现实，因此我们

道真正活跃在中国的是儒家，是儒生。保罗 鲁尔在其博士

应该把宗教与科学明确地区分开来，耶稣会士所真心传播
的只是宗教，而科学不过是宗教传入的敲门砖而已。

论文《孔子或孔夫子，耶稣会士们对儒教的解释》中写道：
“罗明坚在对教理的阐述、在辞汇及其全部方法中，都表现

二

得他对儒教的存在几乎完全无知。
” 并且这位重要人物在得
以充分认识这位尊贵的拥有绝高地位的孔夫子之前又离开了

尽管在

年，由于葡萄牙帮助中国围剿海盗有功，

广东总督特别准许他们在澳门居住，但是由于沿海（特别
是广东一代）居民历来就具有对西方人的一种强烈的不信

中国，于是对中国的探索就交到利玛窦手中。但是利玛窦本
人或许受到他在印度工作经历的影响以及同会修士在日本的
经验的影响。
年，利玛窦被派到印度果阿（ ）传

任感 ，同时暂住澳门的葡萄牙人的不断搅扰，粗暴的风俗

教，在果阿传教期间，他制定出一种传教原则：第一，与当

习惯，
“在这个混杂的，流徙不定的民众团体中，风俗往往
是极恶劣的” 。罗明坚（
，
—
）

地基督徒合作（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基督徒，所有的也只是
佛教徒、道教徒）；第二，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生活方面，

在
年 月
日自澳门写给耶稣会长的一封信中抱怨
说：
“从现阶段开始，我们就必须与这些人谨慎行事，不要

这两点在果阿畅通无阻，因此更加坚定了利玛窦对这些原则
的实践。

表现出不恰当的虔诚。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已取得的优势，
我也不知道这汇总有利条件今后是否还会出现。我讲这一
切是因为这些中国人非常敌视外国人。
” 即使耶稣会士在

同时，在华耶稣会士也受到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的
影响，由于日本人“对作为他们的教师的僧侣极为崇敬” 。
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在某些方面向佛教靠拢。而且这一策略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如果不考虑政治与经济原因）也带来了巨大的实际效益。在

这一策略的呢？

年
年，在知府王泮的批准之下，利玛窦

年，山口地方的新领主大友义长于
年送给耶稣会一
座佛寺时，即在汉字的《裁决状》上称这些耶稣会士乃“从

与其同伴在肇庆崇宁塔旁边建造房屋，教堂落成之后，王
知府送来两块匾额，“其中一块他要放在教堂的门口，

西域来朝之僧”，其东来目的则为“佛法绍隆” 。

年，结

这块匾上刻着‘仙花寺’
。另一块，他吩咐放在接待宾客的

城山城守邀请费雷拉访问奈良，旋而受洗加入基督教，在结
城山城守等重要人物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武士受洗加入

会客厅，上面刻着‘西来净土’
” 。在仙花寺中，耶稣会
士最初所供奉是圣母像，
“当人们去访问神父的时，官员和

年夏天，耶稣会士在京都附近 到 里的
基督教，到
五座城市中建立起七座教堂，而仅
年，京都受洗人数就

其他拥有学位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
人都向上图像中的圣母像敬礼，习惯地弯腰下跪，在地上

达到

叩头。这样做时，有一种真正宗教情绪的气氛。

人。甚至到

年，高母羡（

，？－

首先

）奉命出使日本，仍然在其上丰臣秀吉书的汉文本中称
自己为“僧”，其在最末一段写道“西士出一千五百九十二年

是使他们不会相信，像已经流传的谣言，像已经流传的谣
言那样，我们是把一个女人当作神来崇拜的” ，但是为什

仲夏朔月托重僧师羡高茂拜上” 。

么他们这些“官员和其他拥有学位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

因此，在华耶稣会士依照在别处的传播经验开始以佛教
年在澳门和高麦斯神父一起编写了一
方式行事。罗明坚

些供奉偶像的人”在不了解所供奉为谁的情况之下就会主
动的跪拜圣母，而且为什么耶稣会士在“有一种真正宗教

本拉丁文问答要理，并于当年冬天请一位中国文人译为中文，
年改作《新编西天竺
其题名为《西天竺国天主实录》。

情绪的气氛”的时候将圣母像换成了“救世主基督的像”？
这是因为人们在圣母像与中国的一位神仙——即妈祖——

国天主实录》，其著者题为“时万历甲申岁秋望后三日天竺国

之间产生了混淆，妈祖就是天妃，就是天后。毫无疑问，

僧书”，并于是年刊刻发行。而后于
年改为《天主实录
正文》，其著者仍然题为“天竺国僧书”。不久又开始刊刻第

肇庆人将圣母与天后混淆了，他们以为耶稣会士所供奉的
就是他们所敬拜的妈祖娘娘，于是他们不经意地违背了耶

二版，改题为《新编天主实录》，其著者则改为“天竺国僧明

稣会士的原初愿望，把圣母称之为“天后圣母娘娘”，故此

坚”。其中论述道：
“僧虽生于外国， 惟以天主行实，原于
天竺，流于四方，得以救拔灵魂升天，免坠地狱。
”其中论述

他们不得不“由于种种原因，最好把圣母像从神坛上取下
来，换上救世主基督的像” 。 甚至理学名儒章潢也曾说：

全用佛教用语，如称自己为“僧”，而其所来之处为“天竺”，
其目的则是“救拔灵魂升天，免坠地狱”。
年，利玛窦
奉范礼安（

，

—

）之命起草了一

封以教宗名义致明朝皇帝的信札 ，其中称谓教宗西师都（原
文中三字均加口字旁）五世 是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

“近接瞿太素，谓曾游广南，覩一僧，自称胡洛巴人，最精
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
东西南北远近几何。
” 而且非常麻烦的是自从唐朝出现过
各个教派共荣的情况之外，在“中央帝国” 的地域中再也
没有任何重大的文化交流，因此中国人没有任何参照物来

因期盼能够传播“天主正教”，来“推广慈悲，普济世人”，

比较并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即使在中外文化交流极

特派遣“博雅儒僧”四出传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
的“上僧”等四人入华。

其频繁的唐朝，景教修士们也被称之为“僧”，最有力的证
据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不仅如此，耶稣会士在穿着打扮方面也仿效和尚的方式，
神父们剃光头发胡须，穿上和尚的衣服到处行走。张尔岐在

而利玛窦在中国南方所归化的第一批基督徒绝大部分
都是按照中国方式戒斋的苦修士，这就是说既不吃肉，也

《蒿庵闻话》中写道：
“又闻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

不吃鱼。这种表达方式就是以斋公而著名的严格守斋的信

为西僧。引致佛寺。摇首不肯拜，译言‘我儒也’
。
” “译言
‘我儒也’
”，为张氏误记。萧约瑟在《天主教传入中国考》中

徒，并且这种表现方式又明显地具有中国宗教的特色。而
且更为糟糕的是耶稣会士有意识地向佛教靠拢，更加剧了

写道：“陈公以为西士弃俗修道，绝色不婚，是与桑门释子无

中国人的冷漠。仅以利玛窦为例，“一五八三年始至肇庆，

异，命居肇庆府东关天宁寺中。时神父亦剪发髡首，披袈裟以
示弃俗之意。颇类僧人，故时人称神父曰西僧或番僧。
” 他们

即在是年终，授洗一将死老人，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又在肇庆付洗某秀才，福建人，圣名保禄，同时亦有肇

不仅在穿着上绝类中国和尚，甚至在功能上也与他们极其相
似。“神父和中国寺庙里的和尚的某些职能有类似之处，使得

庆青年领洗入教，圣名若望。在一五八四年中，信奉天主
教者仅三人。
” 并且这些受洗的人无一例外地是平民阶层，

百姓们用同一名字来称呼这两种不同的东西” ，而且“他们

并无一个是“级别较高和居官的文人” 。这种情形比较像

十分强调独身，以致他们似乎完全摒绝婚姻。他们经常的习惯
是出家朝圣和祈求布施。他们的一些非宗教的礼节在某些方

欧洲的各个王国蜂拥而至的改教，特别是国王带领全体臣
民集体入教的情形——比如教皇格里高利（
，

面，和我们教会的仪式很近似，例如说他们唱经就和我们格里

—

年在位）派遣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

高利式的唱经没有差别。他们的庙宇里也有塑像，他们献祭时
所穿的袍服和我们的差不多” 。因此，他们在言行方面就同

，逝于
年）前往不列颠去改造信奉异教的盎
格鲁－撒克逊人，在肯特国王埃塞尔波特（

佛教徒混合在了一起，企图以早已存在的佛教为敲门砖打开中
国的大门。

， —
年在位）的妻子贝尔塔（
）
的协助之下，仅用几个月，就使埃塞尔波特以及他的成千

三
但是他们这种策略的效果如何，中国人又是如何回应

上万的臣民接受了洗礼。——相比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结果当然很难获得总会长的满意，也很难博得罗马主
人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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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过

—

这

论耶稣会士早期西学传入策略

年的探索，以利玛窦为代

表的耶稣会士逐渐意识到：第一，事实上，和尚在中国是
受轻视的，处于最底层的阶级。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论
述说：
“这种寺院特殊做奴仆的阶层被认为是，而且也的确
是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来自最底层的群众，
年幼时就卖给和尚们为奴。他们由做奴仆而成为弟子，以
后再接替师父的位置和津贴。人们采用这种继承的办法以
保持职位。但他们里面绝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
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
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
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每况愈下。

虽然这个阶级不结婚，但是他们放纵情欲，

以致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能防止他们的淫乱生活。
” 如果
继续与佛教混淆，与佛教徒混同，那么他们只能够感化少
数最底层的百姓，而且在高阶层人的眼里他们也只能是最
底层的人。“因为我们的人所运用的方式贬低了他们的身
价，并使许多人误以为他们是偶像崇拜者”，因而他们很难
接触并感化高阶层的士人，故此他们必须转变策略方针，
绝不能再同那些无文化、地位低下、普遍受鄙视的和尚出
现任何形式的混淆。第二，事实上中国最为活跃的阶层是
儒生、士大夫，如果天主教要想进入并深入中国的生活，
它必须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接触点。
如此耶稣会士就必须首先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尽管
利玛窦早已在试图脱掉身上的僧袍，但是他还必须获得上
级的批准，不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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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他还是决定不再自称为和尚

了。
年，郭居静（
，
—
）请
示耶稣会巡视员范礼安，询问能否准许他们留胡子与蓄头
发，并在访问士大夫的时候穿上他们阶层的衣服。

年

月 日，教廷对他们的请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月，利玛窦正式地换上儒生的衣服，改弦更张。

年

同时利玛窦以及他的伙伴们也开始深入考察中国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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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吸引他们。由此他们开始向士大夫们靠拢，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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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复归，
‘物’既非客观事物，
‘知’也不是对于客观事
物的认识，其体系是一种狡猾的僧侣哲学，但居然有人说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将朱熹哲学作为中国唯心主义哲
学的集大成者加以分析和批判。在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析论

它‘是有唯物论的精神的’
，这就不仅是令人失笑而已，我

上，赵纪彬高度肯定了朱熹格物致知论对于自然科学进步

们必须警惕这种说法的意图。
”
任继愈首先引证朱熹阐发格物致知的文献，即《大学

的巨大价值，侯外庐和任继愈虽然也注意到朱熹的格物致
知的合理性，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揭示格物致知论的唯心

章句 补格物传》。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任继愈对朱熹强调

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任继愈尤其揭示了其中的宗教性因

具体事物是认识活动的开始对象是予以肯定的，但是任继
愈进一步指明了格物致知论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封建主义

素，并给予严厉批判。
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书写的内

本质。任继愈指出，朱熹格物的范围虽然无所不包，但是
“他的重点仍摆在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上。
可以说，他

在差异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容易忽视马克思主义史
学进路的丰富性。对赵纪彬、侯外庐、任继愈的朱子学解

的格物说虽然包含求知的因素，但不在于以格物去认识自

读分别处理既要侧重观察马克思主义史学解读的一致性，

然界并发现其规律，而是一种封建道德的修养方法”

也要突出其中存在的差异性。

。

四、余论
从政治属性的勘定、哲学属性的辨别、格物致知的析
论三方面进行观察，可以看出赵纪彬认为朱熹在政治集团
上属于封建社会的先进分子，并且政治态度具有先进性；
而侯外庐、任继愈则认为朱熹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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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代表。在哲学属性的辨别上，赵
纪彬强调朱熹思想为二元论经历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的
转变，其思想有唯物主义的要素；而侯外庐和任继愈则认
定朱熹哲学为一元论，是客观唯心主义。侯外庐和任继愈

责任编辑 董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