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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扮演了进步的角色， 发展教

育，推动了哲学、神学与科学的

发展。 但有的时代它也是保守

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

天主教教会代表了怀疑进步思

想的力量。他们禁书，抵制新思

想。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

这段时期，它既有保守性，也有

进步性。 比如说耶稣会传教是

西方与全球的互动， 他们做出

了一些先进的贡献， 把非西方

的文化引到西方去。 但它在欧

洲也有保守的一面， 比如对科

学、思想 、印刷 、传播的严格控

制等。 这也是科学革命在新教

国家发展比较快的原因。

欧洲史的研究基础让我对

欧洲历史文化背景比较有把

握。 在中国研究中西文化交流

的学者的长处是能够掌握中国

史料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可是

对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本身的

历史背景则不见得那么了解 。

举个例子， 我为什么要从意大

利开始写利玛窦的传记， 就是

因为我想把利玛窦所受到欧洲

文化的影响清楚地表达出来。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汇报 ：您的 《利玛窦 ：紫

禁城里的耶稣会士》 披露了外

文文献中的利玛窦， 展现了晚

明不为人知的一面。利玛窦“以

儒释耶”的方式引起了争议，却

为他个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

也为耶稣会在晚明中国的活动

打开了局面。 利玛窦成功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后来没

有出现第二个利玛窦？

夏伯嘉：第一，利玛窦是一

个天才。第二，他所处的年代跟

晚清也非常不一样。 利玛窦认

为中国的古代文化比古希腊 、

古罗马的文化更加辉煌， 中国

人不是多神信仰、迷信的民族。

可是古希腊、 古罗马文化后来

成为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

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

文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不能划等

号。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到

中国来的时候， 欧美的白人来

到世界各地， 都带有种族优越

感， 那时基督教也已经成为了

西方文化的一种符号。 在他们

看来， 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征服

全世界，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

督教文化本身的优越。 明代传

教士基本上不会觉得基督教的

优越是因为白种人的优越 ，他

们大部分是能够将民族与宗教

分开的。

利玛窦觉得中国人很聪

明， 也非常欣赏中国的政治制

度、科举制度。他觉得科举制度

能够让中国把最聪明的孩子引

到国家精英的位置， 可以让最

有才智的人去统治这个国家 。

科举制度虽然在今天饱受诟

病， 但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公

平的制度。相较而言，欧洲的贵

族社会是通过血统来继承财产

与社会地位的， 当时欧洲也没

有一个像中国科举制度那样面

对社会大部分人的公平的人才

选拔制度。 唯一一个相似的制

度就是通过教会来选拔人才 ，

其中耶稣会在其中就扮演了很

重要的角色， 但这一制度也不

是遍及全欧洲的。

利玛窦成功的关键是对中

国文化的尊敬。 他真心佩服中

国文化， 这也是他多年努力学

习中国文化的结果。 在异文化

中，要受到人家尊敬，你也一定

要展示出对人家的尊敬， 对别

人文化的认识。 他通过十几年

的努力， 对中国的文化下了很

深的功夫。 利玛窦自从踏上中

国国土之后， 就没有想过要回

到意大利去， 他对中国文化的

认同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改

变， 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为

了中国文人。 他诚心接受了许

多儒家文化因素， 特别是在道

德伦理、待人接物方面。他的成

功在于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中

国读书人，尊重儒家礼仪文化，

对中国人彬彬有礼。 社会伦理

方面的儒家思想对他也是有深

远影响的。

耶稣会后来也培养过中国

神父 ，18世纪的时候他们也挑

选了一些中国的年轻人送到法

国去， 让他们从头到尾接受整

体的西方训练，用拉丁文、法语

来学习。 可是这批人回到中国

以后却没有对中西文化交流做

出重大贡献。 因为他们去国外

的时候还比较年轻， 没有深厚

的中国文化的底子。 当然也有

例外，徐光启、李之藻在翻译方

面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另外还有马相伯兄弟，

可是这要到19世纪了。 在当时

的时代环境下， 具备深厚国学

功底的中国文化人很难同时对

西方也有很深刻的认识。 我们

不能以现在的眼光要求他们学

贯中西， 作出一种创造性的综

合贡献。 我想在那个环境里面

是不可能的。

文汇报： 明清来华的西方

人有外交使节、 商人与传教士

等。 如何在世界史的视野中看

待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

地位？

夏伯嘉：外交使节和商人在

中国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没有时

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像在澳门

通商的葡萄牙人，通常去广州一

个月就要离开，他们跟中国人的

互动都需要借助翻译。外交使节

在中国也不能够停留太久，所以

他们通常请传教士做翻译，他们

和商人一样都不能长期留在中

国生活。

明清时期能够长时间留在

中国，深入学习中国文化的只有

传教士。独立的汉学家出现得很

晚，可能要到19、20世纪了。晚明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其实不

多，只有二十几个人，利玛窦是

先驱。比较能够承继他的传统是

意大利教士艾儒略，可是他的活

动范围主要是在福建省。因为那

时明末农民军起义，北方与南方

的交通与通信已经中断，北方在

农民军的手里，所以北京的耶稣

会士也不能与南方的耶稣会士

通信。

除了耶稣会以外， 明清之

际来华的还有方济各会与奥古

斯丁会的传教士。 他们绝大部

分是西班牙人， 从西班牙到中

南美洲再到菲律宾、中国。他们

的经验与路线跟耶稣会是非常

不一样的， 因为西班牙是通过

征服与殖民把基督教带到中南

美洲的。 他们在中南美洲的文

化政策是打击、 镇压与消灭本

地民族的宗教与文化信仰 ，他

们到了中国之后也执行这一套

文化政策。 只有少数人对中国

文化感兴趣， 大部分人觉得中

国传统文化不值得学习， 认为

那也是迷信的一部分。 他们在

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与福建部分

区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可是

这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他们在闽南一些大宗族与小宗

族、 社会与经济的矛盾中引起

了某些宗族对天主教的兴趣 。

对他们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方

面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区域相对

较小，主要在闽南和广东；另外

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情感方面可

能还是比较欣赏耶稣会， 因为

与中国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所

以我们在分析明清传教士的时

候还是要区分他们的差会。 明

末清初还比较简单， 因为耶稣

会还是主体。 到了清代中叶以

后就越来越复杂， 差会本身的

矛盾最后甚至导致了礼仪之争

和百年禁教， 成为了中国传教

史上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19世纪开始有新教传教士

来中国传教。 新教教义认为耶

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传教

了， 福音在那时已经传播到全

世界去， 所以他们刚开始并没

有把传教作为主要任务。 新教

开始在海外传教得益于海外通

商。在1700年以前，在亚洲势力

最大的欧洲国家是葡萄牙 、西

班牙。 这两个帝国在1700年以

后开始衰落， 他们在亚洲的地

位相继被荷兰、英法等国取代。

17—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发展与此紧密相关：荷兰在 17

世纪开始替代葡萄牙人在亚洲

的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支

持新教传教士的海外传教 ，他

们投入的资本与人力并没有天

主教教会多， 因为他们主要还

是一个贸易公司，以赚钱为主。

新教的贡献有把《圣经》翻译成

马来文， 以及创制台湾地区高

山族的书写语言等。 18世纪后

期英国作为一个全球商业帝国

的兴起， 带动了新教的蓬勃发

展。 法国也是一个强大的海上

帝国，支持天主教传教。所以后

来中国的天主教事业从葡萄牙

人、 意大利人的手里转到了以

法国人为主的传教士手里 ，这

跟法国国力、 帝国殖民地的海

外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从欧洲认识中国

文汇报 ：18世纪欧洲为什

么会出现中国热？

夏伯嘉： 欧洲出现中国热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

瓷器的出口。 瓷器在明代已经

开始大量出口， 葡萄牙人把瓷

器经印度运输到欧洲去， 后来

荷兰与英国人的直接通商也是

源于出口中国瓷器。 欧洲甚至

出现了模仿中国瓷器的技术 。

这是中国热兴起的艺术因素。

第二点与耶稣会有直接的

关系。 1678年，巴黎出版了拉丁

文版的 “四书”：《大学》《中庸》

《论语》。 《孟子》没有翻译，因为

篇幅太长了。 这是“四书”第一

次在欧洲出版， 在欧洲产生了

很重要的影响； 也是欧洲汉学

的奠基性著作。 “四书”的翻译

凝聚了几代耶稣会士的心血 ，

利玛窦就参与过“四书”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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