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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文本与群体

!!然吾以为深入禅理者"其转入天学更弥精也# !!吾天会中"玄扈

徐相公及杨京兆"初时者等夙慧"博极群书"误入释门久且深# 因穷思"反得

天学而亟归之恨晚"永归之无贰#

!!!张赓"#题天释明辩$

!!恩赉有加"高贤大良"乐与交游# 索其携来图籍"华言译之"成如干

种# 见者叹为奇绝"争售诸梓"洋洋洒洒"成一家言# 而同志者"又虑简帙浸

多"难以遍阅"复梓其题赠之文#

!!!杨廷筠"#绝徼同文纪序$

!!颜曰$天教明辨%"从予友丁子履安之意也# 履安家世天教"纯粹温

良"吾党共推"俟予书成梓以问世"使读之者知天主上帝救赎之深恩"西士远

来之苦志!!

!!!张星曜"#天教明辨自序$

"



一!明清天主教的"整体形象#

研究明清基督教!的著名学者谢和耐!#$%&'()*(+,(-"在其著作#中国与

基督教$中提出%由于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与差异导致了明清天主教

的失败%而中国基督徒所接受的天主教不过是儒家与某些基督教观念杂糅

的产物"

& 许理和!.+/0 12+%3(+%"456'5776"在其晚年对谢和耐所提出的这

样一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即为什么佛教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而基督教则不

可同日而语(

# 萧若瑟!"686'("在#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指出%虽然礼仪

之争等原因导致了天主教被官方所禁止%但天主教保持了自身的纯正与统

一$

& 马尔科姆)海!9$:%;:<=$>"则以*在远东的失败+!?$/:'+(/, -3(?$+

.$)-"作为其著作的主标题%

& 杨意龙!#;3, @AB;',C%"4D4'"44E"认为基

督教在 "F 世纪中国的尝试是一次失败&

& 中国学者侯外庐等则在#中国思

想通史$中指出%明清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带来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

因而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

&

在谢和耐之后的学者%虽然有不少著作企图纠正明清天主教失败论%

而提出明清天主教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如柯毅霖!*/$,,/G+/H(::(+"即

用其著作#晚明基督论$表明%明清天主教传教士不仅成功引入基督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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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用*基督教+指广义的*基督教+!G3+/)-/$,/->"& 关于*明末清初+%学界多有讨论%本

书将其限定为 "86I 年!利玛窦,罗明坚进入肇庆"至 "F5I 年!雍正元年"%但某些地方的讨论业已超

出此范围&

参!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57"I%尤

参是书页 F"'FI&

"466 年%谢和耐邀请许理和去巴黎讲演时%谢向许提出这个问题& 但在其他地方%许理和并

不同意谢和耐的*失败论+%认为虽然明清天主教持续时间并不长久%但传教士的适应策略是成功的&

参!比"杜鼎克!JKA@'K/,0"纪念许理和的文章%*L, <(<;+/$<.+/0 12+%3(+许理和!"456 M5776"+%

/, !"#$M%&'(&)# *+,(+)-,.&,-("$#'/$+)#-,NNN!5776"- 8 ME&

#萧著$%页 "47'"4"&

9$:%;:<=$>% 0-",+)&"# (1&0-)2-'(% %13-#4 5$6(1&7)&-81 9&(6&&# (1&%&'(&)# %$),4 -#4

*1"#- 0")'(7&:-#AO;,K;,- P(H/::(QR($+<$,% "48FA

#;3, @AB;',C% *$#;+8"-#"'<-#4 *1)"'("-#"(3-=1&0")'(2#8$+#(&)A=;,CS;,C- =;,CS;,C

T,/H(+)/->U+())% "46IA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十七章-*明末天主教输入什么.西学/( 具有什么历史意

义(+%北京-人民出版社%"48EV"48F 年版%"467 年重印%页 ""64'"547&



心教义基督论%而且中国信徒亦能较准确理解与接受基督论等教义& 柯氏

认为从福传和神学的角度看%*这种相遇并非是失败%因为即便是最一般

的成果也具有重要意义+

!

& 陈村富在其研究艾儒略!*/':/;J:(,/%"865'

"ED4"

"的文章中亦指出%就福建地区而言%艾儒略通过适应策略以及广泛的

人际网络%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 孟德卫!@A.A9',C(::;"通过对杭州天

主教的案例研究否定了谢和耐的论断$

%但谢和耐的*明清天主教失败论+

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随着礼仪之争的不断升级%康熙帝在其

晚年下令全面禁教%雍正亦踵其后%明清天主教遭受到全面的禁止%因而丧

失了与儒释道三教进行交流,对话的前提与可能& 传教士与儒家士大夫之

间的宗教,文化对话不复存在& 民间的天主教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而一

旦被官府发现则又会引起严重的反教事件& 因此%明清天主教似乎最终遭

受了失败的命运&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明清天主教不仅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引入

了全新的西方宗教与文化%而且还形成了稳定的天主教徒群体& 即使在禁

教时期%天主教徒群体亦能维持下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天主教社区%诸如

湖北的磨盘山天主教社区,浙江的麻蓬村天主教社区等等%

& 因此%明清天

主教徒群体的形成,壮大与维系%似可为重新检视明清天主教的*整体形象+

提供一个新的视域&

伴随着天主教传教士的入华%天主教及西方文化被绍介,引入中国& 当

然%对于传教士而言%其入华之首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信仰& 而为了更好地

传播天主教%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采取了不同的辅助方式%诸如以科技

传教,以书籍传教或以文化传教等等& 因此%西方的历史,地理,文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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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444%页 I6D&

关于艾儒略%参#列传$%页 "I5'"D5&

陈村富-#评艾儒略的传教活动$%#宗教文化$第 " 辑%北京-东方出版社%"44D%页 "5"0艾儒

略在研究福建地区的天主教时%亦有类似的结论%参.+/0 12+%3(+% *W3(#()'/-9/))/;, /, ?'X/$, /, O$-(

9/,CW/<()- O(H(:);YZ()R;,)%+ /, .A[A\(+<((+% (KA% >&?&,$@<&#(-#4 >&8,"#&$;0+A"&# B)$?"#8&"#

(1&!&?&#(&&#(1 -#4 2":1(&&#(1 *&#(+)"&'AO(/K(,- .A#A[+/::% "447% RRAD"F MD8F&

@A.A9',C(::;% =1&0$):$((&# *1)"'("-#'$;5-#:C1$+A=;,;:':'- T,/H(+)/->;Y=$]//U+())%

"44DA另参@$,/(:[$>)% DE&65"'($)3$;*1)"'("-#"(3"# *1"#-% G3/%3()-(+% ^()-Q'))(_0 9$:K(,% 9J-

^/:(>M[:$%0](::% 57"5% RRA58 M5E&

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EID'5778"$%台北-辅仁大学

出版社%577E0陈村富,吴宪-#浙江麻蓬天主教村 5F7 年变迁史$%#宗教与文化$第 D 辑%北京-东方出

版社%577"%页 I85'IF6&



数学,天文,历法,医学,哲学,神学等一并被引入中国!

& 被当时中国信徒统

称为*天学+%既包括天主教又包括西方文化& 李之藻 !字振之%"8E8'

"EI7"

"在编纂第一部天主教文集#天学初函$ !"E56"时%即将之区分为*理

编+和*器编+& 然而%这种区分很显然将传教士所引入的天主教*简化+为

*理+%或谓*思想+或*文化+& 利玛窦!9$--(;Z/%%/%"885'"E"7"

#等传教士

与儒家士大夫所进行的交流与对话%虽然集中在文化,道德,伦理,哲学等层

面%但亦有信仰,宗教礼仪等方面的内容& 现有的研究著作则集中关注由传

教士所引入的自然科学,历法,数学等内容0将中国信徒及其活动纳入中国

科技史的框架之中%而有意去除其身上所具有的宗教色彩0关注传教士将西

方人文主义引入中国%或者将托马斯哲学引入中国$

0亦有关注儒家士大夫

与传教士在哲学,道德等方面的对话等等&

那么%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给当时的中国引入了哪些新东西( 西方文化,

宗教,科技( 还是传教士与当时精英阶层进行对话这个新的历史事件( 实

际上%明清传教士不仅仅在传播天主教的思想或教义%同时也积极引入天主

教的组织,礼仪与制度& 换言之%明清天主教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是

作为*宗教+的天主教& 作为*宗教+的明清天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教

徒群体当为传教士将西方的天主教信仰以及组织制度等引入中国而形成的

新产物& 因此%可以说明清天主教给当时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新的东西首先

应该是作为一种*新+宗教的天主教& 而由新宗教所形成的天主教徒群体

!包括社区"%也应该视作是明清天主教所带来的新内容&

为什么会在明清中国社会出现*全新+的天主教徒群体( 此处的*全新+

有两层含义-首先%即指该群体所信仰的宗教为*全新+的西方天主教0其次%

则指该群体的身份有别于既有的儒释道三教身份%如曾上疏反教的文翔凤

D

%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

!

"

#

$

有关西书传入中国的个案研究%参P;̀:*;:H(+)% F"9)-)"&'$;%&'(&)# F&-)#"#: ;$)*1"#-- *")8+G

F-("$# $;%&'(&)# 7$$A'9&(6&&# 2+)$@&-#4 *1"#- "# (1&/&'+"(H"''"$# !8-IJKLM N8-IJOLM"% P$,IJ- F$G

Q"'("8'$;7$$AD8R+"'"("$# -#4 *")8+,-("$#% F&+?&# - ?(+K/,$,K \(+a/()-L,)-/-'-(% 57"5&

龚缨晏认为李之藻出生于 "8F" 年%参龚缨晏,马琼-#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浙

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I!5776"-64'4E0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台湾" #清华学

报$D!5774"-E8I'E6D&

关于利玛窦%参#列传$%页 I"'DF&

?(K(+/%;9$)/,/(KA% %&'(&)# 5+<-#"'("8*+,(+)&B)&'&#(&4 ($*1"#- 93/&'+"(H"''"$#-)"&'!SPTTN

SPTTT8&#(+)"&'"- B)$8&&4"#:'$;(1&*$#;&)&#8&5&,4 "# .$<&% U8($9&)VL NVO% "44IAZ;<(- L,)-/-'-'<

=/)-;+/%'<QALA% "44EA



!字天瑞%"8FF'"ED5"所谓*此一派流布士庶之间%非释非道+

!

%又不同于

其他世俗身份& 而之所以会形成全新的宗教身份%关键则在于天主教能够

吸引士大夫或普通百姓加入教会&

利玛窦等传教士何以能让儒家士大夫受洗入教( 或者%儒家士大夫何

以会加入天主教(

" 全拜科技*引诱+之所赐%还是纯粹的宗教兴趣%抑或由

于古典证道故事之吸引(

# 仅仅从群体的角度看%明清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吸

引士人转向天主教%并形成稳定的信徒群体%关键在于人际网络的作用& 斯

塔克!Z;K,(>Q-$+0"在研究早期基督教兴起的著作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

即*向一个新的异化宗教团体的归信%通常发生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即其他

条件相同%但此人与该宗教团体内部成员的情感依附强于他与外界人员之

间的情感依附关系+

$

& 同时%更明确提出*各种证据表明%所有的信仰都依

赖于人际网络的影响+

%

& 就明季天主教来说%人际依附关系以及交往%往往

是儒家士大夫皈依天主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人际网络的运作%天主教能形成稳定的群体%并在辨教,护教,扬教中

体现出强大的力量%如利玛窦至少曾与 "IF位士大夫往来晋接&

%又如#天学集

解$中收录了至少有 8F篇由进士为天主教书籍所撰写的文章!序,跋等"

'

& 而

据初步统计%明清参与天主教书籍编辑活动!校订,校梓,参阅,笔录,修润等"

的士大夫共有 D7D 位之多(

& 文翔凤谓利玛窦等传教士*借润于山人文士之

手%而文理贯穿经史矣+& 文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担虑-*天主教者亦以中国人润

色之%而久之又安辨其非西洋之本书耶(+

)

& #明史$则认为%徐光启,李之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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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翔凤-#处分西夷议$%载氏著#南极篇第八$%#禁毁$子部 7""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44F%页 D6D 上&

梁家麟分析研究者研究中国基督徒信仰的原因时%提出了*吃教者+,*心理挫折+,*文化危

机+,*个人挫折+等模式& 参氏著-#徘徊于耶儒之间$%台北-宇宙光出版社%"44F%页 "I'57&

明清传教士在哪些方面吸引士大夫*皈依+天主教( 科技,数学%还是其他非物质层面的东

西( 谢和耐认为%所有 "F 世纪早期的信徒完全由于传教士的科技诱导& 柯毅霖不同意此种观点%而

认为杨廷筠等信徒是因宗教兴趣而与传教士联系%参!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论$%页 I6"& 李学则

认为%中世纪的*古典证道故事+在*劝说+士大夫皈依天主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李学-#中国

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台北-中研院V联经出版社%5778%页 "'E&

!美"罗德尼)斯塔克!Z;K,(>Q-$+0"-#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5778%页 5"&

!美"罗德尼)斯达克!Z;K,(>Q-$+0",!美"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Q/<)[$/,b

a+/KC("-#宗教的未来$%高师宁,张晓梅,刘殿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77E%页 I8"&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4E%页 56E'I"E&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577E%页 F5'FD&

数据来源参本人博士论文附录%本书从略&

文翔凤-#处分西夷议$%页 D6I上'D6D上&



信徒所参与的编辑活动%对于推动天主教的发展有了积极作用%*而士大夫如

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0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

& 天主教徒群体

通过人际网络%不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资源& 反教群体亦同样借助了人

际网络的作用& 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的交往发生了明显变化&

大体而言%明末的天主教在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下%与

处于中上阶层的中国士大夫交游晋接%并逐渐形成如许理和,钟鸣旦

!P/%;:$)Q-$,K$(+-"所言的*儒家一神论+ !G;,Y'%/$, 9;,;-3(/)<"的学说"

&

利玛窦,徐光启!字子先%"8E5'"EII"等教内人士提出*补儒易佛+的目标%

并通过*文化适应+!%':-'+$:$%%;<<;K$-/;,"策略%逐渐取得士大夫的信任与

加入%而形成了以中上阶层的士大夫为主体的天主教徒群体& 该群体对于天

主教神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初步融合与对话%提供了载体与可能性%并为天

主教的进一步本土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此时%中国天主教徒群体与以佛教僧

侣,居士以及部分儒家士大夫所组成的反教群体之间%展开了对话与碰撞&

迨至清初%虽然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之加入%已经改变了明末以*上层路

线为主+的传教模式%但多数耶稣会传教士仍坚持*自上而下+的方式%著名

传教士如汤若望 !#($, JK$< Q%3$::\;, [(::% "84"'"EEE "

#

,南怀仁

!?(+K,$,K \(+a/()-%"E5I'"E66"等大多深居京城& 中国天主教徒群体构成

不断转入中下阶层$

%但天主教仍以儒家为主要依附对象& 在面对儒家正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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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六#列传第二百十四$%北京-中华书局%"4FD%页 6DE"&

.+/0 12+%3(+% *#()'/-J%%;<<;K$-/;, $,K -3(G3/,()(G':-'+$:L<R(+$-/H(+% /, =1&*1"#&'&."(&'

*$#()$?&)'3- T('5"'($)3-#4 H&-#"#:% (K/-(K a>@A.A9',C(::;AP(--(-$:- Q-(>:(+\(+:$C% "44D0 .+/0

12+%3(+% *G;,Y'%/$, $,K G3+/)-/'$, Z(:/C/;)/->/, O$-(9/,CG3/,$+% *-(1$,"85"'($)"8-,.&?"&6% c%-A4F%

\;:A6I L))'(D% RRAD M80 P/%;:$)Q-$,K$(+-% W-#: ="#:3+#% *$#;+8"-# -#4 *1)"'("-# "# F-(&H"#: *1"#--

1"',";&-#4 (1$+:1(IO(/K(,0 P(]B;+0- .A#A[+/::% "466A另参张晓林-#儒家一神论及其定位问题$%

#宗教学研究$D!577E"-"8"'"86&

#列传$%页 "EF'"6E&

正如!法"谢和耐所言-*事实上是约 "E57 年之后%耶稣会士们不再于大文豪与高级官吏中

进行归化活动了& 他们后来为之举行洗礼的任何人都没有像徐光启或李之藻那样的名望和权威%甚

至也没有像王徵和孙元化那样略为逊色一些的人物& 知识阶层全部变成仇视传教士及其教理的人

士了& 在大清时代绝无仅有的一次著名归化是使一些皇家王公皈依了天主教& 因此%传教士们当然

会最终将其努力转向了民间阶层%如农民和城市小职业主阶层&+参!法"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

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页 EF& 另参罗群-#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1口铎日抄2研究$%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57"5%页 "4'58&



时%天主教不得不面临被*儒家化+!%;,Y'%/$,/d(K"的境地!

& 而此时%中国天

主教徒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处理天主教与儒家正统之间!尤其

是礼仪"的关系& 天主教徒群体与反教群体之间的斗争亦然没有停止& 同

时由于天主教徒群体不断转入中下阶层%各种问题亦由此而生"

&

随着康熙禁教令的颁布以及雍正禁教的展开%清初天主教逐渐转入地

下& 明清之际的*精英+天主教%逐渐变成*民间+天主教!R;R':$++(:/C/;,"&

正如鄢华阳!ZA.,-(,<$,,"

#

%狄德满!ZA*AW/(K(<$,,"

$及拉曼!OAUA

O$$<$,,"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此时期的天主教不仅没有实现利玛窦等人所

提出的*补儒易佛+的目标0相反%却成为众多民间宗教或大众宗教或教派

!)(%-"的一种%而被官方*标签+

&为一种等同于*白莲+,*无为+的*异端+,

*邪教+

'

& 至此%明清天主教徒群体完全变成了民间宗教群体之一种(

& 实

际上%此时的天主教徒群体以中下层百姓为主)

&

因此%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态及其构

F

导!论!文本与群体

!

"

#

$

%

&

'

(

)

O/' S'$,CM%3/,C(KA% U)(1$4$X3"# F-(&T<@&)"-,*1"#-I[(+0(:(>- T,/H(+)/->;YG$:/Y;+,/$

U+())% "44DA另参B;',C% #;,3 @A!杨意龙"2-'(N%&'(!3#(1&'"'- H-((&$."88"-#4 *$#;+8"-#"'<I=;,C

S;,C- G(,-+(;YJ)/$, Q-'K/()% T,/H(+)/->;Y=;,CS;,C% "467% RRADI MDD& 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亦面

临同样的问题%参#$<()@A?+$,0(:% *O/' 13//)#;'+,(>W3+;'C3 Z/-'$:O$]-;J::$3/)G3/,()(P$<(-

G;,%(R-'$:J,-(%(K(,-)$,K W3(;:;C/%$:ca)-$%:()-;-3(G;,Y'%/$, ML):$</%=$+<;,/d$-/;, ;Y-3(="-#;-#:

>"-#,"%+ U3A@A@/))(+-$-/;,% G;:'<a/$T,/H(+)/->% 5778&

关于明清天主教徒主体从中上阶层向下层的转变%另可参=$,Ka;;0% RRAI6E MI4"&

Z;a(+-.A.,-(,<$,,% *G$-3;:/%)/, ./C3-((,-3 MG(,-'+>Q/%3'$,+% /, @A[$>)(KA% *1)"'("-#"G

(3"# *1"#-- ;)$<(1&2":1(&#(1 *&#(+)3($(1&B)&'&#(IQ-$,KY;+K% GJ- Q-$,Y;+K T,/H(+)/->U+())% "44E%

RRA6 M5IA

ZA*AW/(K(<$,,% *G3+/)-/$,/->$,K G3/,()(=(-(+;K;_Q(%-)- 9$))G;,H(+)/;, $,K Q>,%+(-/)</,

Q3$,K;,CU+;H/,%(/, -3(.$+:>./C3-((,-3 G(,-'+>+% /, H$#+<&#(- !&)"8- DD !"44E"-II4 MI65A

O$+)U(-(+O$$<$,,% *W3(L,%':-'+$-/;, ;YG3+/)-/$,/->/, O$-(L<R(+/$:G3/,$!"F5D M"6D7"+A

T,/H(+)/->;YO;,K;,- Q%3;;:;Yc+/(,-$:$,K JY+/%$, Q-'K/()% U3A@A@/))(+-$-/;,% 57770 O$+)U(-(+O$$b

<$,,% *1)"'("-# 5&)&("8'"# F-(&T<@&)"-,*1"#-- =1&T#8+,(+)-("$# $;*1)"'("-#"(3"# 2":1(&&#(1 -#4 2-),3

E"#&(&&#(1 *&#(+)3IO;,K;,- Z;'-:(KC(G'+d;,% 577EA

标签!:$a(:"常用来定义!K(Y/,("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参 =AP(]-;, 9$:;,>%

B'381$,$:3$;.&,":"$#- B&)'$#-,"("&'% B)$9,&<'% B$''"9","("&I9/%3A- [$0(+[;;0 =;')(% "44"% RA"6D&

虽然早在南京教案期间%官府亦曾将天主教等同于邪教%但经过杨廷筠等儒家天主教徒的

努力%天主教并没有被禁止%反而获得了支持& 此处主要是指禁教之后%官府对天主教的定位及其政

治意义& 乾隆十三年!"FD6"正月福建老官斋教暴动失败%官府在闽浙大肆搜剿民间宗教及其教徒%

其中即包括天主教%是年六月福建巡抚的奏折即将天主教与金童教,大乘教,罗教等并列为邪教& 参

#史料旬刊$第二十九期喀尔吉善等奏折%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4I"%页 E"'EI%页 EE'E6&

参见拙作-#灵异故事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民间化$%#东岳论丛$"!57"""-54'DD0节录版

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E!57"""-6D'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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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发生了重要变化& 该变化实际上是后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融

合与碰撞之前兆&

可以发现%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作为一种群体力量逐步在中国社会

里呈现出来& 因此%基督教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思想或神学%更是一种

活生生,现实的群体!

& 然而%目前的学术成果中或多或少忽视了一个重

要事实%即明末清初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群体'''天主教徒

群体& 该群体之形成与发展%实际上是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发生冲突

与融合之前提与基础& 同时%该群体亦是明清天主教进一步本土化的动

力与主因& 不可否认的是%明清天主教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传教士的

依赖性& 但同时%中国本土的天主教徒群体的力量不可小觑& 他们一方

面构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受众%推动天主教思想,文化,神学与中国本土

思想文化的对话与融合0另一方面则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早在民国时期%天主教史大家陈垣 ! "667'"4F" " ,方豪 ! "4"7'

"467"等在其著作中业已注意到明清天主教徒的群体性等问题%但未引

起足够重视&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明清天主教群体之形成及其影

响"

& 但正如钟鸣旦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也有相当多的学者研究中

国的教内人物& 但是%以群体为着眼点的研究却付之阙如+

#

& 而对于明

清天主教徒群体的宗教生活!以及普通信徒的宗教生活"等等的研究仍

是薄弱环节$

&

6

%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

!

"

#

$

许理和指出%*所有宗教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史+!$::+(:/C/;,)$+(<;+(-3$, $3/)-;+>;Y/K($)"%

中国佛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Y:/Y("& 许理和所研究的正是当时上层*士绅+!C(,-+>"以及受过

教育的僧侣如何将佛教纳入上层的文化生活之中%以及印度佛教如何适应中国的生活模式!<;K();Y

:/Y("& 参 Q-(R3(, ?AW(/)(+!太史文"% *Q;%/$:=/)-;+>$,K -(3 G;,Y+;,-$-/;, ;YG':-'+()- ?;+]$+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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