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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科学译介为主线，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标志性事件而非朝代更迭为界线，对

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翻译活动进行了全新的分期，提出以 1687 年为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

的分水岭这一全新命题，强调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此之后确立的优势地位，并且论述了他们取得的突出

成就及其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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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 年 1 月 28 日，在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

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怀仁去世，标志着一个

时期的结束。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公元 1687

年，发生了明末清初近二百年间耶稣会士来华

传教活动中的一件重大事件，那就是以洪若翰、

张诚、白晋、李明、刘应为代表的五名博学的

耶稣会士以法国 “国王数学家”之身份，带着

科学仪器、礼品、年金和国王下达的 “改进科

学和艺术”的敕令来到了中国，并且于 1688 年

2 月 7 日抵达北京皇宫，开创了耶稣会士 “西

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科学译介二百年中的

一个崭新阶段，而且也是一个全新的高峰，尽

管康熙帝正式允许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传教的敕

令直到 1692 年 ( 康熙三十一年) 才发布。

一

对于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及科学

译介活动，以往的研究或者是对某个时期作一

个大概的综述，如以明末或清初为不同的研究

断面; 或者是选取某一人物或某一文本进行个

案研究，如大多的研究集中在利玛窦、熊三拔、

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身上，利玛窦尤其成为众

多研究的重中之重。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未

能对这一时期的科学译介活动进行比较合理和

明确的阶段分期，尤其是生硬地按照朝代更迭

来进行阶段分期，那是不合乎情理的，因为在

华耶稣会士们所从事的传教和西方科学技术译

介工作并不是随着明朝的灭亡就戛然而止，到

了清朝又再行恢复的。他们的工作完全是一脉

相承地延续下去的，不少耶稣会士是在见证明

王朝覆灭清王朝崛起的时代变迁与动荡之中继

续艰难地推进着他们的工作的，其中最为著名

的就是“来不逢时”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

他追随着南明王朝颠沛流离于中越边境，直至

吴三桂 1662 年剿灭南明桂王朱由榔，之后不久

他于郁郁寡欢之中病逝于中越边境，但是他在

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依然为 “中学西传”做出

了突出贡献。

再者，从明末清初二百年间耶稣会士在华

传教和从事科学译介活动的过程来说，其每一

个阶段的特点显然是各有千秋的。一方面，耶

稣会士不断地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自己传教策

略，相应地，其科学译介活动规模也出现高低

起伏;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国情也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尤其是朝廷对待耶稣会士和基督教

( 当时称天主教) 的态度在二百年中并非始终

如一、一成不变。就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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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时代和后利玛窦时代的耶稣会士全部是

在纯宗教信仰的支撑下怀揣传播福音的远大目

标而来，而清康熙帝时期却出现了中国皇帝出

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主动邀请耶稣会士来华，以

及法国国王为了科学考察的目的主动派遣耶稣

会士来华的情形，由于目的性更加明确，因此

在清康熙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受教育水平、

科学技术熏陶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要胜出之前来

华的耶稣会士一筹。此外，持续两个世纪的耶

稣会士的科学译介活动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

二次翻译高潮和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但是综

观其发展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这个

时期的工作以及成就呈现出明显的高低起伏状

态，阶段性特征明显。

过去的研究大多认为，这一时期的中西科

技文化交流可以分为初步发展、走向繁盛和日

渐衰落这三个阶段。具体来说，第一阶段起自

1582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结束

于 1644 年 ( 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这是

中西科技与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

段。第二阶段为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即从 1644

年到 1722 年，这是明末清初中西科技与文化交

流的繁盛期。明末清初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第

三阶段起自 1723 年 ( 清朝雍正元年) ，结束于

1775 年 ( 乾隆四十年) 在华耶稣会停止活动。

罗冬阳则认为，中国史学界一般以耶稣会

士 的 来 华 作 为 “西 学 东 渐” 开 始 的 标

志。［1］( P29 － 32) 单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没

有问题，但是若把技术的因素也考虑进来，则

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起始至少应该从嘉靖三年

( 1524 年) 明朝在南京仿制佛郎机炮算起。从

明嘉 靖 三 年 ( 1524 年) 到 清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1773 年) 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的 250 年

间，西学东渐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自嘉靖三年 ( 1524 年) 明朝在南京仿制

佛郎机炮到天启七年 ( 1627 年) 崇祯帝登基。

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耶稣会士

和中国士大夫信者之间密切合作译著西学著作。

第二阶段，从崇祯二年 ( 1629 年) 崇祯帝敕令

设局修改历法到崇祯十七年 ( 1644 年) 明朝灭

亡。这一期最主要的特点是，引进西学不仅仅

是士大夫和耶稣会士的私人行为，而且得到了

政府的有力支持，成为了官方有组织的行为。

第三阶段，从顺治元年 ( 1644 年) 清朝入关到

乾隆三十八年 ( 1773 年) 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

稣会。

上述阶段分期虽然体现了十分鲜明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生活特征，但是，这种阶段分期法

过于笼统，完全是以朝代更迭为界线，尤其是

对于在明末清初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影响的法国耶稣会士的地位和作用未

能予以重视。还有的学者虽然不是按照朝代更

迭来作为分期起始点，但每个分期的时间跨度

太大，阶段性特征不够明显，不便于进行归纳

性研究与总结。

本研究认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 “西学

东渐”和“中学西传”的科学译介活动以利玛

窦 1582 年抵达澳门为肇端，以 1687 年法国五

位“国王的数学家”抵华为分水岭，直至被称

为“最后的耶稣会士”的钱德明于 1793 年在北

京去世，总共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在这二百余

年中，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与接触呈现出了明显

的阶段性特征。

据此，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的科学译介活

动为主导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以下五

个阶段:

( 一) 从严格限制到逐步获允 ( 1582 年—
1601 年) ，起自沙忽略、范礼安、罗明坚、利

玛窦，直 到 1601 年 利 玛 窦 艰 难 获 准 进 京 为

标志。
( 二) 以 利 玛 窦 获 准 进 京 至 利 玛 窦 病 逝

( 1601 年—1610 年) 。
( 三) 后利玛窦时代，这个时期的科学译

介起自 1610 年，终于 1687 年，在此期间发挥

重要作用的耶稣会士包括庞迪我、高一志、熊

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

雅谷、柏应理、南怀仁等人。
( 四)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开创科学译介的

分水岭，起自 1687 年，结束于 1720 年，其代

表性人物包括洪若翰、白晋、张诚、巴多明、

雷孝思、冯秉正、马若瑟、殷弘绪、宋君荣、

蒋友仁、钱德明、韩国英等人。
( 五 ) 康 熙 雍 正 帝 禁 教 至 钱 德 明 去 世

( 1720 年—1793 年) 。

上述阶段分期，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利玛窦所在的明末清初时期的科学译介

活动，不但因利玛窦这个标志性人物的存在与

否而对科学译介活动的开展及其成效有着不可

忽视的影响，而且，后利玛窦时代的耶稣会士

在科学素养和科学译介的成就方面虽各有所长

但基本上都难以与利玛窦相提并论; 第二，传

统研究倾向于根据朝代更迭将这段历史分为明

末和清初这两个阶段，但事实上，朝代更迭对

于耶稣会士的科学译介活动并无多大实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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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第三，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清康熙帝时

期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活

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未曾得到高度重视与突出，

与利玛窦相比，法国耶稣会士所取得的成就及

其对中西科技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不但毫不

逊色，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辉煌夺目。

二

之所以说 1687 年五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是

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的一个分水岭或者新阶

段的起点，主要可以从 1687 年之前和之后来华

的耶稣会士在派遣者、会士的国籍、会士来华

的目的、会士来华之后从事科学译介活动的重

点等几个方面来加以佐证，如白晋等五人 1687

年抵达宁波 ( 在此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无一例

外是从澳门入境进入中国内地的) 之后经过长

途跋涉于 1688 年 2 月 7 日抵达北京，此时距作

为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标志性人物南怀仁去世

刚好十天，无疑宣告着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

具体来说，1687 年五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作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的分水岭，

有着如下一些史实支撑:

( 一) 1687 年五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之后，

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充当 “西学东渐”和

“中学西渐”主力军的不再是晚明时期的意大

利、葡萄牙、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耶稣会士，

而是由法国的耶稣会士确立优势地位，这种情

形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和康熙帝去世之后法国

在华的传教势力受到遏制，葡萄牙入华的教士

再次有所增加。就当时的国际关系而言，这样

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到了 17 世纪中叶

以后，随着法国在欧洲政治舞台的崛起，由它

来充当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主力军客观上达到

了更好的效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从宗教的

角度而言，耶稣会虽然在成立不久后即试图向

法国发展势力，但遭到了法国朝野多方面的强

烈抵制。这一不利状况直到 1603 年法国耶稣会

士皮埃尔·戈登进入皇宫后才有所好转。耶稣

会在法国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一方面它加速

了本身的 “法国化”，另一方面则大量兴办学

校，培养法国本土的耶稣会士。随着耶稣会在

法国的立足与发展，法国耶稣会士把传教的眼

光转向海外，尤其是北美与中国，并效仿意、

葡、西等国向国外派遣耶稣会士以扩大自己的

影响。

( 二) 与晚明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几乎都

是由教会派遣来到中国不同，在 1687 年及之后

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

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的，或者是由大

清皇帝康熙遣人去欧洲招募而来的，这开启了

中法两国官方早期交流之先河，甚至可以被视

为是人称“太阳王”和 “龙子”的两位君主之

间关于科学国策的对话，双方都希望借助于对

方的力量来进一步强大自己，传教已经从单纯

的宗教意义走向了国际关系的舞台。晚明时期

虽然也有金尼阁奉命返回欧洲招募耶稣会士的

行动，而且也带来了日后在西学译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的耶稣会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

傅泛际等，但此次返回欧洲招募传教士的行为

是由中国耶稣会传教团发起的，其原因是，随

着耶稣会在中国逐渐打开局面，教团遭遇了人

手不够的困难，同时也需要招募一些博学多才

之人来进一步地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 而且，

此次招募的规模也是相当小的，在邓玉函等人

抵达中国之后，晚明时期未见有进一步返回欧

洲招募耶稣会士的后续行动。另一位著名的耶

稣会士柏应理虽然在凡尔赛宫晋见法王请求向

中国派遣耶稣会士，但是并未见诸行动。到了

清康熙帝时代，1687 年来华的五名法国耶稣会

士直接听从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敕令而不是

听命于罗马教皇，之后还有大批法国教士陆续

抵达中国，而且像巴多明和马若瑟等为中西文

化科技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耶稣会士，更是由

康熙帝亲自下令白晋去法国招募邀请而来的。
( 三) 晚明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是自

发地和主动地来到中国的，但是，从明朝对他

们迟迟不愿意接纳的态度来说，他们是相当被

动的，而 1687 年之后大举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

不但几乎都是自觉自愿地来到中国传教的，而

且他们 还 受 到 了 大 清 朝 廷 的 欢 迎。1699 年 1

月，康熙还批准法国耶稣会士在几年前他们受

赐的地方兴建天主教堂，为此还拨给银两、材

料若干，并且命工部帮助建造，此举成为当时

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一大盛事。
( 四) 晚明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大多

在国内就受过系统而严格的科学训练，在某些

科学领域颇有造诣，但是应该承认，其水平相

对而言仍是参差不齐的，他们来华之后对中国

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也是深浅

不一的，再加上他们所处的大环境不是十分理

想，因此，他们为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所做的一

些事情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而 1687 年后入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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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耶稣会士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

他们大多是长于精确科学的学者，其中有数学

家、天文学家、自然史学家、地理学家、地图

学家、生物学家、医生等，同时还有语言学家，

哲学家，史学家等人文科学学者和出色的画师，

他们的科学素养在同期来华的许多其他国家耶

稣会士之上，他们入华之后为中西文化科技交

流所做的事情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一点从他

们频繁地地向法国教会和皇家科学院写信汇报

他们的传教和科学考察情况以及详细地介绍中

国文化就可以得到证明。
( 五) 包括利玛窦在内的奉行 “适应”策

略的耶稣会士虽然以西方科学作为吸引中国人

的诱饵，但科学传播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种手

段，他 们 的 唯 一 目 的 就 是 传 教，利 玛 窦 译 出

《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拒绝继续往下翻译就

是明显的例证，因为在他看来，翻译完前六卷

就足以实现其以科学为手段扩大教会影响的目

的了。相比之下，法国 “国王的数学家”则不

然，他们来华不仅旨在使中国接受天主教信仰，

同时还有十分强烈而且非常明确的科学目的，

科学不再只是传教的手段，更是他们来华的直

接和重要的目的之一，作为法国科学院的通讯

院士，他们考察的成果须向科学院汇报。他们

要为皇家科学院提供多种领域的资料，诸如中

国人的天文学、舆地学、植物学、科学和艺术

等诸多领域，这一切均属于耶稣会士们任务的

组成部分。以洪若翰为首，他们所进行的科学

活动都各有分工，比如，白晋负责考察自然史

( 动物、植物) 与中国的医学。同时，他们还

必须熟悉法国科学院的著作，以备必要时在中

国宫廷中使用它们。对于这种双重使命，五位

法国耶稣会士之一的洪若翰在 1703 年 2 月 15

日写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的

长信中有详细交代，其中特别提到他们的使命

就是“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

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2］( P251)

( 六)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入华传教的二百

多年中，耶稣会士们在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指引

下，一方面坚持“合儒易佛”的调适中国的文

化策略，另一方面则坚定不移地执行以科学传

播为开路先锋的传教活动，为西方科学技术知

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把灿烂的中华文化译介到了

西方国家，其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催生了西

方的中国热和汉学热。相对而言，明末时期来

华的耶稣会士们的 “中学西渐”成果在深度、

广度和高度上显然比不上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之

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法国耶稣会士对中

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天文、

地理、动 植 物、医 药 学、农 业、化 学、冶 金、

纺织、军事技术以及园艺、交通等应用技术。

此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与传教毫无关系，而

是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与早期来

华的耶稣会士为推进传教而研究中国在性质上

已有很大的不同。1687 年之前的非法国耶稣会

士时期，传教士的汉学著述以介绍中国的历史

文化为主要内容，而 1687 年之后，法国耶稣会

士登上了欧洲汉学盟主的宝座，此时法国汉学

著作从介绍中国文化演进到研究中国文化。

目前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认可的是，1687

年及其以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中有不少人的

身份事实上已经从耶稣会士变成了耶稣会士兼

汉学家，无论是白晋、雷孝思、冯秉正、马若

瑟还是巴多明、宋君荣、蒋友仁和钱德明，在

汉学研究中他们个个著作等身，尤其是在雍正

禁教以后，传教活动难以为继，少数获准留在

宫中的耶稣会士除了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朝廷

服务之外，其主要工作就是潜心研究中国文化。

以耶稣会士为媒介和桥梁，当时中法之间的文

化科技交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欧洲出现

了持续性的中国热，为欧洲的汉学研究奠定了

基础，此后法国汉学界名家辈出，人才济济，

成果丰硕，始终在西方汉学界居领先地位，其

原因就在于此。张西平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指出，

法国耶稣会士入华是欧洲汉学研究历史上的重

要事件，不仅打破了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当局的

保教权僵局，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了欧洲汉学

研究的重大转折点，自法国耶稣会士 1687 年入

华之后，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就从意大利和葡

萄牙转到了法国，在此之后，法国一直保持着

其欧洲汉学研究重镇的地位。［3］( P427)

三

1687 年后，法国耶稣会士大规模来华，之

后立即投身到了 “西学东渐”和 “中学西传”

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之中，并且取得了十

分突出的成就。黎难秋指出，康熙帝初学西学

时，就十分重视翻译与编撰西学书籍，在他的

倡导和鼓励下，整个康熙时期基本上保持了明

末徐光启时代西学东渐高潮的势头，耶稣会士

与中 国 学 者 一 起 译 述 了 不 少 西 方 科 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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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4］( P255) 但是，与晚明时期和 1687 年之前的清

朝初期的耶稣会士相比，法国耶稣会士并没有

在西学译介方面留下太多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

的西学著述，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
( 一) 在适应性路线指引下，以利玛窦为

首的早期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播为手段开创的传

教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

护教人士的鼎力相助之下，天主教在中国已经

形成一定的气候，传教难度降低，耶稣会士通

过西学译介来扩大教会影响、打开传教局面的

必要性有所降低。
( 二) 康熙皇帝对 “西学”的热衷使得他

在亲政之后对传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 三) 白晋和巴多明等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之后，不少人被直接召到宫中为皇帝服务，他

们从事的活动更多的是以满足皇帝的需求为主，

奉皇帝之命进行著述。他们虽致力于中国经典

的研究，却远离了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大

多数的中国人的思想，他们仍是陌生的，以至

于不可能根据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了解编

撰出有影响力的西学著述，白晋和巴多明编译

出了当时堪称世界最先进水平的 《人体解剖

学》之后被康熙束之高阁就是最好的证明。
( 四) 1687 年后来华的耶稣会士以法国的

耶稣会士为代表，其主要使命是考察和发现中

国，他们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因此其对于中国

问题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更是以自

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科学知识和观念为基

础，来研究中国古经，形成一套独特的思想体

系。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寻

找更为理想的楷模，如索隐派领军人物白晋研

究了《易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耶

稣会士的“中学西传”成果多于西学译介成果

的主要原因。
( 五) 在雍正元年开始全面禁教之后，尤

其是到了乾隆年间，朝廷对耶稣会士的需要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钦天监为朝廷服务，

二是制作在皇帝看来时髦而又灵巧的各类 “奇

技淫巧”以满足其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即便有

一些零星的西方科技著作翻译也被皇帝束之高

阁，大规模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气候已经不复

存在。张国刚就指出，宋君荣 1723 年来华之时

正赶上雍正禁教之始，不但传教已是决然不许，

连西学译介也已经断然不可能，除了为朝廷所

用，宋君荣在朝中几乎只能与中国人谈论中国

的历史、地理、政治、天文。于是，宋君荣在

其用心之处成绩卓著，其对中国古史、边疆史

地和天文记载的研究不仅独步一时，而且也成

为后世研究之嚆矢。［5］( P328 － 329) 《在华耶稣会士列

传及书目》如是记载: “君荣抵京时，情势已

是大变，康熙已崩，雍正继位，明白反对天主

教。君荣之奉命为译人者，盖朝廷重其学识，

而不承认其为传教师也。”［6］( P689) 另外两位法国耶

稣会士钱德明和韩国英更是分别迟至 1751 年和

1760 年才到北京，他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十

分相似，来到中国后，除了一头扎进中国问题

研究外别无选择，而他们来华之前所掌握的许

多科学知识以及来华之后对汉满语言掌握的娴

熟程度为他们广泛涉猎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

于是他们在 “中学西传”方面成 就 卓 著。由

宋、钱、韩三人合作完成的 《北京耶稣会士关

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一书，

是 18 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一部耶稣会士作品集，

也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问题研究

所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宋君荣的著述

《中国之犹太人》，更是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研

究犹太人在华历史的扛鼎之作。

总的来说，1687 年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尤其

是法国传教士对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科技交流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 “中学西传”方

面，很多人取得的突出成就远远超过了在他们

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包

括洪若翰、白晋、巴多明、雷孝思、马若瑟、

殷弘绪、冯秉正、傅圣泽、宋君荣、蒋友仁、

钱德明等。

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不仅让欧洲了解了

中国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比

如，《易经》中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论述包含二的累

含二的累乘方的数学程式，白晋就此认为 “八

卦卦象与二进位制数学，两者之间不无共同之

处”。他的这一见解引起了当时正在研究二进制

原理的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的极大兴

趣和高度重视，因为白晋在华期间不但与法国

科学院的科学家保持着通信联系，还与莱布尼

茨频繁通信，讨论的问题较为广泛，他们讨论

二进制的信件曾刊登在欧洲的科学刊物上，引

起了欧洲科学界的关注。根据韩琦的研究，白

晋给莱布尼茨的信现在还存 6 封，莱布尼茨回

白晋的信现存 9 封，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研究与

《易经》的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承认，而

白晋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7］( P60) 德国学者柯

兰霓 ( Claudia von Collani) 对白晋与莱布尼茨

的通信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与分析，并且指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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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在给莱布尼茨的信中对卦的介绍对于莱布尼

茨创建二进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8］( P37)

殷弘绪 1712 年来到景德镇并在此居住了 7

年。在那里传教期间，为了完成法国国王和科

学家下达的考察中国科学技术以供自己借鉴之

用的任务，他深入研究制作瓷器的工艺规程，

并直接向制瓷工人请教。教徒中有不少就是当

地的制瓷工人，他们为他提供了有关操作过程

的资料。股弘绪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研究了

中国的参考书籍，最终把景德镇瓷器的制造方

法系统而完整地介绍到了欧洲，促进了中西文

化科技交流， “高岭”扬名天下不但使全球掀

起了大规模的制瓷热潮，而且还促使世界公认

瓷器为中国的又一伟大发明，对人类物质文明

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巴多明除了在与先后担任法国科学院院士、

常务秘书和院长的德梅朗 ( de Mairan) 之间的

通信往来中竭力纠正欧洲社会对中国古代科技

成就的偏见之外，还向欧洲介绍了传统的中医

文化，如在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

封信中，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冬虫夏草、三

七、大黄、当归、阿胶以及中国特有的药草和

植物等，其中还详细介绍了这些中草药的种植、

制作方法和医学功效，如其对冬虫夏草的药用

功效的介绍: “它具有大致与人参相似的功效，

不同的是经常服用不会像人参那样引起出血”

及其对三七之形状和名称之来历的描述: “三七

比冬虫夏草易得，这是野生于云、贵、川诸省

山区的一种植物，它长有八根茎，没有分枝，

中间的茎最高，茎干圆形。茎段长有与莴属植

物叶子相似的三片叶子，茎、叶间有细小叶柄

相连。叶子光亮而无茸毛，色泽深绿。另外七

根茎高度不超过一法尺半，茎干呈三角形，它

们是从高度在其之上的第一根茎上长出来的，

一侧三根，另一侧四根。这七根茎顶端各只有

一片叶子，由此它才能被称为三七: 因为中间

的茎有三片叶子，其他的七根茎总共才只有七

片。”［9］( 卷II，P306) 又如，在同一封信中，巴多明详

述了阿胶的加工工艺，在谈到阿胶的医学功效

时，他说: “中国人认为这种药物有多种疗效，

声称它能润肺化痰，促进肺叶活动，化解气闷

并使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呼吸自如，它还能补血、

健全肠道的功能、保胎、通气驱热、止血、利

尿等。阿胶是慢性药，需长期服用: 它可与其

他草药一起煎服，有时也可以用其粉末———不

过这种情况较少”。［9］( 卷II，P310 － 311)

宋君荣根据徐葆光的 《琉球地图》和 《琉

球三十六岛图》及康熙朝 《针路图》绘成了法

文本的《琉球诸岛图》 ( Carte des Isles de Lieou

– Kieou) ，从台湾北滨鸡笼山到琉球那霸京城

针路上 ( Ｒoute de Kilougchau du Port de Napaki-
oug) 填入的中国台湾附属岛屿有 Kiloug chau

鸡 笼 山 ) 、Poukia chau ( 彭 佳 山 ) 、Hoapinsu
( 花 瓶 屿 ) 、Taoyusu ( 钓 鱼 屿 ) 、Hoan-oey-su
( 黄尾屿) 、Tche-oey-su ( 赤尾屿) ; 填入的琉

球领属岛屿有 Gumichau ( 姑米山) 、Isles Machi
chau ( 马齿山诸岛) 等，有效地揭示了中国的

主权领土台湾岛及附属岛屿鸡笼山、彭佳山、

花瓶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及中国藩属

国琉球王国的岛屿名称。

此外，在华几十年间，宋君荣还与欧洲学

者要人书信往返不断，向西方世界详细地介绍

了中国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习俗和

风土人情等，为西方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

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大大的窗户。1971 年，由

日内瓦 Droz 书局出版、Ｒenée Simon 夫人编辑

的《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 ( Le P·Antoine
Gaubil S· J·2: Correspodance de Pékin，1722

年—1759 年) 收录了宋君荣的 342 封信。因其

出色的工作成绩，1751 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和

巴黎考古研究院同时聘任他为通讯院士; 1739

年 3 月 16 日，宋君荣被俄罗斯圣彼得堡帝国研

究院推举为该院客座研究员; 1749 年又被伦敦

研究院推举为联合研究员。此等荣誉实乃明末

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中绝无仅有。事实上，宋君

荣在华期间的身份与其说是一个耶稣会士，还

不如说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一位身体力行的科

学研究实践者、一位杰出的汉学家，在西方的

汉学研究领域，他不但被公认为是法国的第一

代汉学家，更是被尊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奠基人

之一。

蒋友仁在《坤舆全图》中首次正确地介绍

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宇宙模式和开普勒的行星运

动第一、第二定律，除此之外，该书还介绍了

太阳黑子、太阳自转、月面结构、金星位相、

四颗木星卫星和五颗土星卫星的绕行周期、土

星环、太阳系天体的自转和有关数据、彗星以

椭圆轨道绕日运行、恒星是同太阳一样的发光

体以及地球为椭圆形球体等内容。这些均为 17

世纪天文学家伽利略、惠更斯 ( Huygens) 和卡

西尼 ( Cassini) 等人及欧洲天文界的重大发现。

钱德明不但是《孙子兵法》的第一位西文

译者，而且，在明清二百余年间来华的耶稣会

士中，将中国古代音乐传播到欧洲的，钱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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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第一人，其代表作 《中国古今音乐考》是

西方首部系统地研究中国音乐的巨著，在西方

音乐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在 “西学东渐”

和“中学西传”活动中推动和促进了中西文化

科技交流，同时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

方向———汉学。尤其是 1687 年后来华的法国耶

稣会士，他们从单纯的观察和考察到发表自己

的分析评论，这些耶稣会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

文化科技的同时，实际上已成为了欧洲最早的

汉学家，他们的“中学西传”成果事实上奠定

了欧洲汉学的基础。由于法国耶稣会士在其中

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法国才会至今保

持着欧洲汉学重镇的地位。任继愈先生主编的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 “出版说明”如是说: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

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

汉学者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

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

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史和中西文化

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

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

耶稣会士因传教之需把西方的各种信息和

先进的科学知识引入了中国，又在深入了解中

国的基础上向西方介绍中国，他们是 16 世纪至

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角色和先驱者。

耶稣会士所起的作用不仅使中西哲学、宗教、

科学的实质性接触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因其客观的积极性而成为人

类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并被载入史册。

如同徐宗泽概括以言之: “尝考西士所著之书，

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个

者也……西士所讲之学、所立之说，有起衰振

敝之功、回生扶死之效……西士所施于吾国学

术界之影响，不在某种学问而在于治学之精神，

即以科学之方法研究学问，故其所讨论者皆切

实有用之学，裨益国计民生。”［10］( P3 － 6)

季羡林先生对这段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

之成就及其影响作出了高度评价: “我们中华民

族是伟大的民族，几千年来我们的发明创造，

传出了中国，传遍了世界。在过去两千多年中，

我们也同样拿来了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从最

大的宏观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

模的传入共有两次: 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传

入，一次就是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

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来

看，都是宗教的传入; 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

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

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

化的发展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

实，没有争辩的余地。”［11］( P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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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andeville's Paradox
DU Li-yan

Mandeville's Paradox“private vices are public benefits”reveals that human is full of desires which seek for the maximum of
personal benefits． It seemingly strange that personal desires help social prosperit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human has any
morality?”Utilitarianism holds that morality is based on utility．

Political Pluralism: Typology of Competitive Democracy
MAO Geng-hong，LI Qin-lian

Pluralism is a popular term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West． Theorist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have dis-
cussed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political pluralism． Post-modern theorists emphasize the heterogeneous pluralism with the
features of“fragmentation”and“irreducibility”while theorists of modernity tend to focus on the possibility and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pluralism． Competitive democracy is a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pluralism．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sm，Con-
nolly，Dully and Murphy discuss political pluralism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which have limitations but have some sig-
nificance to the solution of political disput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age of pluralism．

Struggles between Political Groups and Literary Trend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A Study of A Collection of Mao Xianweng-related Poems

LUO Zheng-ming
Though A Collection of Mao Xianweng-related Poems is a fairly small collection of poems，it collects some poems of 22 important poets like
Han Yu，Bai Juyi，Yuan Zhen and Niu Sengru．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its possible author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work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truggles between political groups and literary trend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Mid-autumn Moon-traveling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aoism
ZHU Hong

The Mid-autumn Moon-traveling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aoism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aoism． Most of these poems were
written after the Kaiyuantianbao Period when Taoism was proposed by Emperor Xuanzong． The legend of Emperor Xuanzong's trave-
ling in the moon in Yejingneng Poetry is characteristic of such poems and has the similar poetic elements as the legends in the Taoist
immortal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ontents of family reunion in later poems on the same theme． The Xuxun belief in Taoism re-
veals some entertainment elements for the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Sacred Ｒeading: Hagiographies of Xu Xun in the Ｒeligion Life
XU Wei

As for normal reading experience，a hagiography is only one form of th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But，hagiography may have special mean-
ing for Taoists． Xu Xun was the patriarch of Jingming Tao，his hagiographies may produce different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
tions to ordinary Taoists，Jingming Taoists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or disciples of the new Jingming Taoists since the Yuan Dynasty．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Taoist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YU Lai-ming，LI Chao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t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times because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Taoists was on
the decline while that of non-Taoists was on the increas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aoist literary creation by the two groups were the key to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oist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of Taoist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Ｒe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Jesuit Missionaries' Scientific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Yin-quan，HU Da-ping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translation works and the prominent figures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the two-century period which is divided
into five sub-periods indicated by symbolic events rather than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dynasty to another． In 1687 the first contingent
of French Jesuits arrived in China，marking a watershed in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between the 16th and 18th century． From that
year on，the French Jesuits began to play a domineering role in the scientific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China，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iability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al Elements of Campus Hur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XU Wei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Tort Liability Law”in China，there still have been controversies over it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The pa-
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to“Tort Liability Law”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structures，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al elements in hope of giving a longitudinal and accurate comparison of their basic principles．

Enhancing Yunnan's Tourism Competition 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 Xin

Tour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illar industries in modern economy and in quite a few countries，tourism faces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mode to enhance its development quality，which relies mu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ourism，and pro-
poses the ideas and approaches for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Yunnan．

Literary History in Hu Shi's“Self-narrative”Articles
CHEN Yong-hua

It is safe to say that some of Hu Shi's“self-narrative”articles are another kind of literary history． Because of their free choice
in form，they carry with themselves some historical elements that can help us return to the“historical scene”． Through compa-
ring these“self-narrative”articl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narratives in literary history，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lications of lit-
erary history in Hu Shi's“self-narrative”articles，which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history．

·211·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十二卷·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