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玛窦神父 年 在将 孔子 这个词译介到西方时 便把该词拉丁化

为 年殷铎泽神父 年 又把 改写成

此后英文和法文都采用此名 意大利文用 德文用 等等 于是儒家思想以此为序曲

经过多代耶稣会士的努力正式传入西方 儒家的许多核心概念也在此过程中逐渐为西方人所 了解 以

及 误解 本文以 中国哲学家孔子 第 册的 中庸

拉丁译文为蓝本 通过勾勒 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 天 这一概念的翻译 再现经由他们过滤并传递

给当时欧洲知识界的 孔子之天

一 天 的西译 以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翻译为例

中国哲学家孔子 书中收录了 大学 中庸 和 论语

三书 的拉丁文翻译 其中第 册的 中庸 译文应该是出自殷铎泽笔下 因书中第

册并无译者署名 笔者作此推断的依据有两点 一是从手稿的字迹判断 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

年第 期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
以 天 的翻译为例

罗 莹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十六至十八世纪 四书 拉丁文译本流变考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讲师 北京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 三书 译文实际上是在前代来华耶稣会士口述以及译文笔记的基础之上 不断加工整

理所得 实属几代来华耶稣会士合作翻译的成果 出版时 扉页上有四位译者的联合署名 殷铎泽 恩理格

年 鲁日满 年 和柏应理

年 下文凡是涉及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拉丁文书名 皆缩写为

摘 要 十六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 四书 西译活动实为 儒学西传 的源头 其译文直接奠定

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 在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里 天 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

过程中 其 名 与 实 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 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

进行人为设定 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 结合 礼仪之

争 的历史背景 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

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

关键词 中庸 概念翻译 耶稣会 经院哲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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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子 原始手稿分上下两部 第一部手稿 其中包括了 中庸 一书的原始译文手稿

字迹通过与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殷铎泽的亲笔信比照 不管是在字母书写形态还是缩写习惯上都保持

高度一致 基本可以确定是殷铎泽本人的字迹 二是从译文内容的一致性进行判断 通过与殷铎泽在

年出版的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一书进行比照 该书是殷铎泽在广州及果阿翻译出版的早期 中庸 拉丁文译本 以直译为

主 殷铎泽的早期译文在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中得到充分保留 尤其是从译词的选择以及句式安

排上都与他之前的译文保持一致 而在原来直译的基础上 殷铎泽又增添了许多个人的补充以及八篇关

于中国文化的专题小论文 在手稿中 凡是由个人所增添的议论部分他都用括号标出 凡是个人所作

的专题小论文部分也都会在页边作注明确标明 并在正文中另起标题行文并独立成篇 以此与 中庸

一书的直译部分进行区分

年 中国哲学家孔子 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借助法国皇室的资助于巴黎出版 在出版前

柏应理对殷铎泽的译文又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 因此该书手稿的上部有两种不同的字迹 其中殷

铎泽对原文的直译部分得到充分保留 被删减的多是殷铎泽个人的注释和专题论文 该书出版后在当时

欧洲的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为了伏尔泰 孟德斯鸠以及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构建自身的孔子

形象并将之吸纳入自己思想批判体系的重要来源 书中 天 一词的翻译举例如下

例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中庸

译文 这一来自上天 人身上所具有的事物 被称为理性的本性 受到这一本性的塑造并追随它

被称为准则 或者说是符合这一理性 不断修正直至自身行为能遵循这一准则 这被称为教育或者说是

德行的修炼

例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中庸

译文 所以 当人们洞悉何为 中 以及和谐时 天与地才能达到平静的状态 恒久保持和平 所

有事物才能获得一致的繁衍和生气

例 在上位 不陵下 在下位 不援上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

中庸

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西文手稿部 藏书号

殷铎泽所写的这八篇专题论文 分别涉及 中国对鬼神的理解及祭祀

关于 上帝 之名 古代人是否将上天理解为物质性的 以及关于最高的天帝 上

帝 古代中国人已知道最高神的

存在并用 天 来称谓它

中国人的命运观 占卜

及预测 中国的文字 中国人的音乐

古代中国人对于精神不灭的看法

中文书籍中提到的 诚实的人在其死后将会获得的奖励以及堕落的人在其死后会受到的惩罚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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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如果位于更高的职位和等级 不要苛刻地对待较低等级的人们 让他们感到害怕 如果是

处在较低的职位和等级 不要阿谀奉承来获取较高等级的人的欢心 在这一点上 总的来说是为了完善

自身 不要对别人要求什么 这样就不会对其他的人和事产生怨恨 对上不要抱怨上天没有带来成功

或者抱怨 上天 通过困难使自己遭受痛苦 对下不要指责或者非难人们 不要把困境或错误的原因归

咎于他们 毫无疑问 他满足于自己的命运 不要求任何跟他所处地位无关的事物

由此可见 殷铎泽在翻译 天 一词时统一使用了 这一翻译 该词在拉丁语中多指自然

之天 有时也意指宇宙世界 空气 天气以及天堂 上主 等 耶稣会士在跨文化语境下对这一概念

的内涵进行人为的重新设定 在此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

二 儒家之 天

一 古人论天

说文解字 解 天 为 颠 颠者 人之顶也 以为凡高之偁 至高无上 是其大无有二也

按照王国维所考 古文的 天 字本像人形 不管是在殷墟卜辞上还是在盂鼎上的天字 其首独巨

是天本谓人颠顶 故像人形 因而 天 的本意为头顶 而后又引申出天空 尔雅 释天 穹

苍 苍天也 自然 易 系辞 乐天知命 故不忧 天生的自然的 庄子 山木 此木以不材得终

其天年 天性 吕氏春秋 本生 天子之动也 以全天为故者也 乃至天神 上帝 书 泰誓中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孔傅 言天因民以视听 民所恶者 天诛之 以及君主 尔雅 释诂

天 君也 等含义 而通观孔子在 论语 中的言论 共有十几处提到了 天 主要的意思有 天

空 自然之天 天神或者天理 简而言之 天 在中国思想史上自先秦始便一直交织着自然之天和神

性之天的双重身份 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偏重 比如 诗经 尚书 中的 天 明显富于神性与主宰

性 到孔孟墨子那里 天 的双重身份仍俱在 但神性之天的倾向较为明显 相对地说 在庄周 荀子

的著作中则更凸出了自然之天的含义 待 易经 和 中庸 出 又演变出了 德性之天 的观点

二 朱熹论天

以殷铎泽为首的耶稣会士翻译团体在其译文中明确指出 他们参考过的 四书 注释本包括了朱熹

的 四书集注 此外还借鉴了张阁老 即张居正 张侗初等人的注释 尽管后来在礼仪之争的压力

之下 他们转而指责以朱熹为首的 新阐释者 是无神论者 但实际上他们对于

主要儒学概念的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观点 从朱子的著作可以看出 他

在认同 德性之天 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分疏出了主宰之天和驳杂之天 尤其后者更是朱熹的个人创

天 的具体含义可参见杨柏峻 论语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中的

等处的文句

殷铎泽在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的译者手记中明确指出他翻译时使用的中文底本是 中庸 的南京版本 作者

是朱熹 这本书一般被称为 四书集注

中国哲学家孔子 译文中多次出现张阁老的名字

耶稣会译者多次引用了张居正在其 四书直解 中的解释 此外 他们也表明自己参考了张

侗初的注释

这对概念的提出和深入论述可参见钱穆先生和王儒松先生著作中有关 天人 关系的章节 详见钱穆 朱子新

学案 上 成都 巴蜀书社 年 第 页 王儒松 朱子学 上册 台北 教育文物出版印行社

年 第 页W
W

W
.F

OND
AZ

IO
NE

IN
TO

RC
ET

TA
.IN

FO



见 前人论天多以单纯论 主要是就 理 来论天 而论及天人关系则每每呈现出一种两者对立的姿

态 将好的善的一并归之于天 坏的恶的归之于人 而朱熹论天 亦如他论 理 性 之间的关系

那样 更愿意以一种一体两分的通达眼光来肯定 天 因 理 而成主宰 也因 气 而驳杂

在 朱子语类 中 朱熹指出 对于世间万物而言 天命之谓性 这 天 就是 主宰之天

此天 自然如此 运转不息 亦须是上面有个道理教如此始得 因此主宰此天的是在它上面的一个

理 但对于这主宰之 理 究竟是什么朱熹似乎并没有明说 但总的来说 天人合一 天在人中的看

法是朱熹天人观的核心 而 中庸 开篇的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恰恰点明了天人

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也成为朱熹阐释其天人相贯观点的一大支点 既然人之性本由天出 亦即是说 天

命之性 理 自始至终都备于己 只因禀气而生恶 因此 他继而提出率性行道 修身自诚的具体实

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后儒所说的借由工夫以恢复本体之性指的也是这个

总结朱熹在 中庸集注 中对于 天 的主要注释 主宰之天 天命之谓性 上不怨天 下不

忧人 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材而笃焉 受禄于天 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诚者 天之道也 等

自然之天 一个有其道 有其理也因此具有了美德的上天 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 悠久无疆 天地

之道 博也 厚也 高也 明也 悠也 久也 今夫天 斯昭昭之多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尽也

考诸三王而不缪 建诸天地而不悖 质诸鬼神而无疑 知天也 上律天时 譬如天地之无不持

载 无不覆帱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下之化育 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 等

三 儒家的天人观

中国的 天 背负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如上文已提到的那样 既有自然之天也有主宰之天 尤其

天 在殷商文化中 后来在商朝出土的甲骨文中又出现了 帝 字 直接等同于最高神 这在后来中

国人翻译佛经 基督教圣经等宗教文献的用语选择可以看出 比如 天 提婆 天父 天

国 天堂 天使 等 但是周代以后 殷商巫文化的色彩很快被伦理道德 人文关爱等内容冲淡

虽然中国的 天 并无西方严格意义上一神论中的位格特征 却从不失其神性抑或说始终扮演着一种超

自然的准则和监督惩戒力量 不管是从孔夫子的 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

之 还是民间小传统里面的祭天活动 都可以一窥中国人的 天命观 甲骨文中的 天 犹如一个长

着人脸 伸开双臂的人 生动地反映了 天人合一 思想 中国人以天为极 但中国人从来都不是无条

件地相信 赎罪式地奉献并被动地服从于具有普遍性 绝对性和创世者身份的唯一神 我们相信人与天

的互动互爱 人要 与天地相参 以入天时 周以后 天 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中几乎从未被实体化过

儒家更是主动避免将其人格化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人类对信仰的偏执 决断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盲从等非理性行为 而是突出人所充当的主动追求者的角色

自古各朝各代的 天子 纷纷借 天 命以正其治国之名 视自己为承继天道以安排人事这一人间

秩序的最高管理者 儒家知识分子基于对天道下落为人事的积极担待之心 对于如何辅助乃至约束 天

子 以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有着深入的思考 比如余英时先生对于朱熹思想中有关 道统 和 道

学 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点 朱熹从淳熙八年开始使用 道统 一词 两年之后又进一步界定了 道学

的含义 到淳熙十二 十三年他增改 中庸序 通过这样的苦心划分 朱熹将 道统 与 道学 划

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由周公之前内圣外王的 道统 圣人而居天子之位 到孔子之后内圣外王相分离

的 道学 朱熹在 中庸序 中说道 吾夫子 指孔子 则虽不得其位 而所以继往圣 开来

张祥龙对孔子面对怪 力 乱 神 鬼所采取的 不语 和 远之 的态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孔子 他躲

避的就是一种认为终极者 天 神 性等等 可以成为我们的断言对象和把握对象的 固执 态度 对于孔子而言

信仰和信念根本就不是现成的 可以被断定式地表达出来 以接受外在经验的检验 而是就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构成的

孔子发展出 中庸 和 诚 的学说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避免合理信仰的困境 使我们具有至诚的和合乎理性的信

仰 详见张祥龙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 第 页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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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玛窦开始 早期来华耶稣会从先秦的典籍中找到 上帝 天 等术语 并特意使用这些传统术语使基督

教能够适应中国文化 并创造出 天主 一词来对应基督教的 但自从 年多明我会入华 年方济

各会入华传教之后 各个天主教修会之间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分歧和争议日渐扩 详见

不管是早前来华耶稣会士所承担的 四书 拉丁文翻译工作还是之后法国耶稣会士对 五经 所给予的更多关

注 耶稣会借助中国的原始典籍发展出了一套理论以证明在中国存在着一种自然 原始的宗教 正是这种宗教提供给中

国人道德的真理 中国人在判断是非对错时更多的是借助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神启 该种宗教中有许多因素是与基督教相

契合的 比如待人如己 强调人的守信 甚至有着相同的 敏于事而慎于言 的实践观等等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包含

了人类在伦理和理性方面的真理 但是儒家与基督教也有相冲突的部分文化因素 如祭拜亲人和孔子 一夫多妻以及明

朝时包养娈童的风气等 这些便被视为是缺乏基督启示真理的表现 需要耶稣会作为中介 在亲近并取得中国人的信任

后进一步地启示他们 让他们在受洗前抛弃 这些都可以用来向欧洲人论证耶稣会在华 本土适应 策略的合理性

康熙 年在位 本人由于受到熊赐屡 李光地等理学名臣的引导和影响 早年就已形成 崇儒重

道 崇朱轻王 的思想 尤其对程朱理学分外推重 根据 清史稿 记载 清朝顺治时期仍然沿袭明朝科举的考试安

排及经书传注 但从康熙二年 年 尤其是从康熙二十四年 年 开始 科举在考试内容和程序上都有了大

变动 四书 被安排在首场考试且由皇帝亲自出题 程朱理学由此成为清朝官方的统治思想 这也使得 四书 在清

初教育和科举考试中获得了相当凸显的地位 殷铎泽在先前来华传教士 四书 翻译的基础上 以朱熹的 四书集注

为底本翻译 中庸 他从事翻译的时间应该是在 世纪 年代 即清朝初期 他选择这一底本或许是因为程朱理学

的重要性日益受到提升 四书集注 渐成科举应试的重要书目 又或许是受到他所接触的奉教文人的影响 而且据

熙朝崇正集 的记载 殷铎泽后来与康熙皇帝关系甚好 想必也与他通晓汉语 熟悉儒家经典 尤其还能够理解朱熹

的 四书章句集注 有关 由此赢得推崇程朱理学的康熙帝的青睐和尊重

学 其功反有贤于尧 舜者 正因为孔子虽贤却不得其位 便只能开 道学 以传承 道统 中的精

华之所在 此外 在朱熹眼中 天 与 人 的关系一如他讨论 理 与 气 的关系那样 乃是一

体之两分 天即人 人即天 人之始生 得于天也 既生此人 则天又在人矣 朱子语类 一七

因此 儒家文化始终坚持 人生于此天地之间 必定求能与天地参 君子修身以敬天配天 诚者 天

之道也 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 朱子语类 六七

三 耶稣会士译 天

按照西方宗教史的观点 被定义为在土地之上并与之相分离的宇宙空间 在圣经旧约中

天 被视为雅威的居住地 但是与东方宗教不

同的是 旧约中的 天 并没有被神圣化 而是被视为雅威的受造物 他造出了穹苍 从而 把穹苍

下的水和穹苍上的水分开 并称这穹苍叫天 很明显 上文所描述的儒家之 天 是 这一译词

所无法囊括的

需要注意的是 与利玛窦等人所主张的适应求同 传教方针有所不同 殷铎泽在翻译时似乎更为注

重中国之 天 与神的区别 一如龙华民以及徐光启所明了的 基督的上帝与中国的天之间的差异要远

大于其相似之处 在译文中殷神父从未将 天 直译为 上帝 而多译为自然之天 此外

他将 天下 译为城市 帝国 也颇符合原意 某些段落中也译为世界 宇宙 由此

可以看到西方文化视野下更为宏大的世界观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其背后所蕴含的近代天文地理知识

殷铎泽在文本中对概念翻译用词选择的谨慎 尤其对于 天 和 神 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更

多地视儒家为一种哲学派别 一种还缺乏基督启示真理的自然神论思想 结合当时轰轰烈烈的 礼仪

之争 这一时代背景 以及殷铎泽本人也在自己的早期 中庸 译本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的序言中

明言自己选择了朱熹的 四书集注 作为翻译的底本 或许可以理解为 他意在将利玛窦的 儒教

换装为 儒家 借助宋儒的解释转而强调儒家 唯物 无神 的一面 就像之前龙华民曾在其著

作中提到过的 他们 指中国人 的神秘哲学是一种纯粹的唯物论 这其实也可视为是殷铎泽神父

为耶稣会在 礼仪之争 的大背景中进行的辩护 为他们之所以宽容儒家祭祖祭孔等中国礼仪从中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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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哲学家孔子 原始手稿的第 册里 殷铎泽屡次于边注上强调 儒家祭祖祭孔的性质是非宗教性的

为耶

稣会在华实行 适应 政策进行辩护

最为典型的塑造中国人形象的画像是 年前后一幅名为 神奇的茶壶 的俄罗斯漫画 一位有着西方 典

型 中国人形象的黄种人 更确切地说 就当时的年代而言应该是一位传递了绘画者希望西方人能够了解到的中国人形

象的 中国人 正张开他那双留着锋利长指甲的手 掀开里面沸煮着八国联军的茶壶盖 张着嘴怒视他们 形象极为

狰狞 这幅漫画正是孟德卫 一书的封面插图 有意思的是 年

月该书的中译本却把封面换成了 所绘制的油画 马国贤向他的 个中国学生诵读福音书 探究

其因 该书的中国编者是出于对西方丑化中国形象的愤慨也好 出于对中国读者民族情感的考虑也好 笔者觉得这种更

换在其动机上恰恰反映了出版社 作为控制舆论宣传力量主动的一方 或者是为了迎合取悦受众 或者是为了控制主

导受众 往往传递给读者打上不同亮点 焦点的 现实 作品

籍中找论据 强调儒家是一哲学门派而不是宗教 将其祭祖祭孔等礼仪指责为宗教异端行径的指控也就

无法成立 耶稣会对之的宽容也就不会有悖罗马教会所规定的主旨 一如当年利玛窦从 诗经 尚

书 中找到中国人实有 上帝 天主 这一原始信仰的证据 从而建构中国的 基督论 殷铎泽反

其道而行之 相同的方法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一方面这当然是耶稣会长期以来重视研读中国典籍 吸收

中国文化来辅助传教的策略赋予他们的特长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教士的诠释 译介不仅能反映部分

的现实 甚至还能塑造现实 从欧洲中国形象的不断变迁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来看 游记 书信 报告

图片等 话语 也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比如启蒙时期欧洲 崇华派 和 贬华派 之争 白晋为康

熙帝所做传记使其光辉形象在欧洲获得传颂褒扬 更不用说之后新教传教士对八国联军的侵华和义和团

起义所做的记载和分析 他们对所谓 中国人气质 的整体性概括 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最流

行的中国形象是 长着一张邪恶的面孔 鼻梁平塌而眼角上扬 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留着又长又

尖的指甲 凶狠狡诈的眼神中将异族视为 猎物 或者 食物 直至今日 西方一旦反华情绪受到

煽动时 报刊上往往还会出现类似中国人形象的讽刺漫画 由此可见 话语 力量之强大 而研读和译

介中国典籍也已成为耶稣会拓展在华传教事业 增强自身在欧洲公众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力 证

明自己掌握一系列关于 中国 问题的真理及发言权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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