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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笔者是以罗马国家图书馆所藏印刷本为例 该书使用米黄色软皮革作封皮 书脊上

有墨水书写的标题 已褪色 卷边装订 红色的喷色书边 此对开本使用那个时代的上

等牛皮纸印刷而成 书页大小为 毫米 毫米 全书页码编排为 即

书中还附有铜板画孔子像一幅以及折叠起来的铜板印刷的中国地图一张 此外笔者经比较发现 虽同为

年在巴黎印刷出版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藏本 与罗马的藏本内容一致 但内容

上各部分的排列顺序却略有不同 而且奥地利的藏本为红色软皮封面并有卷边装订 金色喷色书边 在装订上更为

精美 另外 书中还出现多种类型的页码形式并存 部分页码排序重叠以及前后页码不相衔接的现象 笔者据此推

测 书中各部分内容应该是各自独立排版印刷 之后才又将各部分拼合成书出版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的手稿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该书的前言实际上由两部分组

成 手稿里这两部分的字迹明显不同 笔者阅读过该部分手稿 并与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殷铎泽 柏应理亲笔信

进行了字迹的比对 可以确定前言第一部分从字迹判断其作者是殷铎泽 第二部分的作者是柏应理 但正式出版时

只保留了柏应理在前言第二部分末尾的署名

一 中国哲学家孔子 简介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为西式精装对开本
在巴黎经由活版印刷

于
年出版 该书题为 中国哲学家孔子 抑或说是用
拉 丁 文 来 展 现 中 国 的 智 慧

标题下是四位耶
稣会译者的署名 殷铎泽

恩理格
鲁 日 满
和 柏 应 理

扉页上特别标注该书是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之命 于法国宫廷
图书馆面世

或许由于该书出版的资助方
是法国皇室 因而与在华耶稣会通常的出版惯例
不同 书中以一封署名柏应理 以个人名义撰写的
致法王路易十四的感谢信 取代了通常耶稣会在
出版物扉页标注出的 值会 名单 即主持该书出
版 校对审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集体鉴定者的
名单 以及由会省负责人撰写并署名的出版批准
声明 此外 扉页上还标明了该书的出版人姓名

出版地址 以及
出 版 时 间 年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的内容包括 柏应理
所写的 致伟大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

殷
铎 泽 与 柏 应 理 合 著 的 初 序

殷铎泽所作 孔子传
并附孔子像 大学 中庸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中国哲学家孔子 成书过程刍议

罗 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 ）

摘 要 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用拉丁语西译 大学 中庸 论语 三书 并以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为题在欧洲

出版 使得儒家思想对当时欧洲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尝试借助中外文历史材料的爬梳 重现该书曲折的

成书过程

关键词 殷铎泽 柏应理 中国哲学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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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南怀仁神父在信中也提到
耶稣会在澳门的圣保罗学校沿袭的是耶稣会在欧洲的教育制度 来华耶稣会也曾设想对此进行改革 用中文经典的
学习取代对西文经典的学习 但从未实现过 详见

孟德卫在其 奇异的土地
一书第 章 对 中国哲学家孔子 所作介绍中提到在利玛窦和金尼阁的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一书
第 页和德礼贤神父 利玛窦全集 第一册
第 页和第二册第 页都提到了利玛窦翻译 四书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一书第 页也谈到 一
五九三年 利玛窦 曾将中国 四书 转为拉丁文 微加注释 金尼阁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五七八页 凡传教师入中
国者 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 此书是否印行 抑尚存有写本 未详
孟德卫和德礼贤神父根据自身对文献的熟悉程度 各自推论出利玛窦所翻译的 四书 是 年出版的 中国哲

学家孔子 的底本 但是德礼贤比孟德卫更早提出来这一点 详见

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找到了波塞维诺 年版的 选库文集 一书 书中第九章确实
刊登了一段来自罗明坚关于德行教诲的文字 文中所引的拉丁译文来自一本中文书 据内容可以
明确判断是 大学 的开头部分 有意思的是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是罗明坚翻译了这段文字 但屡次提到罗明坚通过
多年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学习 最终编成了一本中文的教义手册 此外 伦贝克的看法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德礼贤神
父在 利玛窦全集 中所表露观点的影响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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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扉页

论语 三书 的拉丁文
全译本 柏应理所作的 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

和 中
华帝国及其大事纪

并附柏应理绘制的中国
地图

二 中国哲学家孔子 成书史略

来华耶稣会士翻译 四书 的活动

年 时任耶稣会中华会省副省长的李玛
诺 制定了来华传教士在
语言文化训练方面的四年 研习计划

其中明确规定来华传教士都必须学习
四书 尚书 等著作 事实上 来华耶稣会士的
四书 翻译活动早在罗明坚

利玛窦 时
期就已开始 据利玛窦与耶稣会的通信记载 为了
给刚来华的耶稣会神父石方西

教授汉语 他从 年 月到
年 月在韶州译成了 四书 并打算将它们

寄回意大利的耶稣会总会 德礼贤神父
和孟德卫都认为利氏的

四书 翻译可能成为后来几代耶稣会士集体译
介 四书 的底本 并最终被润色 完善成为了 中
国 哲 学 家 孔 子 一 书 而 伦 贝 克

则提到 四书 翻译最早可能始于罗明
坚翻译了 大学 的第一部分并收录在 年波
塞维诺 在罗马出
版的 选集文库 一书中 无
论如何 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的是 耶稣会士 四
书 译介成果主要体现在 年 年间的四
个拉丁语译本当中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欧洲语言
的转译本 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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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行时间及地点 书名 译者 书的内容

年
江西建昌 中国的智慧

郭纳爵

殷铎泽

序言 署名殷铎泽 包括译者导言和一个拉丁文
孔子传 郭纳爵所译 大学 和殷铎泽所译部分 论
语 陈伦绪神父指出殷铎泽是第一位西译 论
语 的欧洲人

年
广州 果阿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罗马耶稣会档案

馆藏本 Ⅲ

殷铎泽

译者以及集体校对的神父名单 中国副省会长
成际理 所写的许可
信 署名殷铎泽的编者手记 中庸 全文及拉丁文翻
译 根据费赖之 荣振华神父的版本描述以及陈
伦绪神父对此书的描述及判断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的藏本缺少了八页拉丁文的 孔子传

年
广州 果阿

中 国 政 治 道 德 学
说 英国伦敦大
学亚非学院藏本 北
京国家图书馆亦藏有
该书的缩微胶片

殷铎泽

译者以及集体校对的神父名单 中国副省会长
成际理所写的许可信 署名殷铎泽的编者手记 中
庸 全文及拉丁文翻译 八页拉丁文 孔子传 伦敦
大学藏本符合费赖之 荣振华等人的版本描述

年 巴黎
关于各种奇异旅行

的报道

该书第四部分收录了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一书
全部拉丁译文 但没有原书的中文和注音部分 拉丁
译文后附有一个法语简介 介绍了殷铎泽
在 编者手记 中所说的主要内容 似是为了方便当
时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写 之后是从拉丁语转译成法
语的 孔子传 并节选
中庸 的部分拉丁译文转译成法语

关于该书的版本情况参见

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目录中 该书与后面将会提

到的殷铎泽的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都被置于 西文四书直解 Ⅲ 的标题之下 但里面其实只有

大学 论语 和 中庸 三书的译文以及拉丁文的 孔子传 并没有 孟子 的译文

该版本在内容上与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版本几乎完全相同 只是在 中庸 译文之后还收有八页拉丁文 孔子传

并在最后一页加盖了殷铎泽的印章并注有 年 月 日获准出版

的字样 由此可以断定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确为残本 该书版

本具体描述亦参见

笔者此处阅读的版本是德国 的藏本 书中明确标明了此处的

殷铎泽译文在法国再版的时间是 年 另外 据 介绍 的游

记在巴黎刻印出版了两次 年第一版的刻印工是 年第二版的刻印工是 此

人也是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刻印工 第二版面世时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一书的封面也被译成法语 详见

目录第 号对该书也有相关介绍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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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行时间及地点 书名 译者 书的内容

年 巴黎

中国哲学家孔子

殷铎泽 恩理格
鲁日满 柏应理

该书内容详见下文介绍

年 阿姆斯
特丹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
道德

匿名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法语节译本 语言通俗易
懂 西文 版本 约为 厘米 内容包括 引言

和正文 正文分三部分 第一
部分介绍中国历史 古代历史人物以及哲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 大学 中庸 和 论语 三书的节译
最后还翻译

了 条中国哲学的 座右铭

年
佛罗伦萨

各种关于中华帝国
及其相邻国家的记载
并附孔子传

书中收录了殷铎泽所作的拉丁文 孔子传 和
中庸 译文

年 布拉格
中华帝国六经

卫方济
四书 以及 孝经 小学 的全部拉丁译

文 现存可见最早 最完整的 四书 拉丁译文刊
行本

续表

目录第 号 该书的原始手稿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西文手稿部 此外该书还

有同一时间出版的多个印刷本 现藏于欧洲多个图书馆 笔者亲见的印刷本有五个 分别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 法国

国家图书馆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埃尔兰根大学图书馆和 图书馆 另外也阅读了瑞士日内瓦大学

图书馆藏本在 上的扫描文档 尽管在出版的时间地点 巴黎 以及书中的内容上 各个印刷本都

保持一致 但内容各部分在排序上却有出入 原因详见后文分析 另外 丹麦汉学家伦贝克曾出版 汉字的传统历史

一书 书

中收录了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部分手稿 经他

翻译考对认为这些手稿是由殷铎泽所作 论述了中国象形文字的发展历史 后来因礼仪之争的缘故 最终没有被允

许收录进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中而遗留下来的残篇

笔者此处阅读的版本是德国 的藏本 据孟德卫考证 该书的匿名

编者可能是 刻印工为 该法文版后来又于 年 年以及 年连

同 页的短文 一起于巴黎多次再版 另外 该法文版于 年被转译成英文 以

为题出版 此后又于 年 可能还有 年 再版 年

出版了第二个英文转译本 题为 详见

众多法语 英语转译本的出现 充分

说明了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出版后在欧洲受关注的程度

目录第 号

目录第 号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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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软禁在广州的 位传教士的名单 参见
另有一说认为当时共有 位传教士被软禁在广州 其中包括

个耶稣会士 个多名我会士和 个方济各会士 参见

鲁日满在 年 月 日从广州给当时身在欧洲的殷铎泽去信 解释了这一原因 详见
如前文所说 与此前耶稣会在华出版的译著不同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扉页上并没有写出参与该书修订和批准该书出

版的耶稣会人员名单 或许是由于该书最终是在法国 依靠法王路易十四的资助出版的缘故 取而代之的是由柏应理执笔
致法王的一封感谢信 但法国耶稣会史学家裴化行 在其著作中引用了鲁日满 年 月 日所
写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有 名在华耶稣会士参与了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修订审阅 他们分别是 潘国光

刘迪我 聂仲迁 聂伯多
成际理 和 李方西 参见

当时耶稣会将 四书 的拉丁文译本在欧洲出版的目的 不仅仅是要展现耶稣会在华工作的成果 回击其他修会对于耶稣
会在华传教路线的指责 同时还有后续人才培养上的考虑 希望能将它作为培养未来来华传教士的教材

但殷铎泽乘船在里斯本靠岸后并没有经由荷兰前往罗马 因此他没有收到这些译文手稿 后来
年当柏应理担任 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 返回欧洲时 他还曾写信给安特卫普的耶稣会院 要求他们寻找并寄回这

些手稿 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河南 大象出版社
该命名与殷铎泽之前翻译并出版的 中庸 拉丁文译本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极其相似 充分体现了写信时殷铎泽对该项翻译出版工作的强烈主导意图 也凸显了他在当时 四书 西译活动中所

扮演的核心角色 但由于出版工作不断被延滞 待后来柏应理重新找到寄到罗马的该书各部分手稿并在巴黎正式出版时
从书名到序言署名 到内容排版等方面都与殷铎泽在这封信中的设想相距甚远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此后 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也对中
国古典著作的翻译倾力颇多 只是比起 四书 他
们更为重视 五经 的译介 而在这些由耶稣会士
西译的 四书 版本中 柏应理 年在巴黎出版
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对欧洲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成书过程
通过此前 年由殷铎泽出版的 中

国政治道德学说 一书扉页中所列出的译文鉴定
名单 以及之后 中国哲学家孔子 出版时的译者
署名 可以推测出 在 年之间 耶稣会
负责 四书 翻译工作的主要成员包括了殷铎泽
鲁日满 恩理格和柏应理 年 月 年
月 此前因杨光先所起教案而被流放广州的 位
来华传教士集体召开了 广州会议 会议前后
殷铎泽被选为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 前往罗马
汇报中国传教区的悲惨现状并请求紧急的物质援
助 殷铎泽走后 四书 的翻译工作仍在广州继续
进行 此时 面对方济各会的利安当

多明我会的闵
明我 以及利玛窦
继任者龙华民等人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对耶稣会
在华传教策略提出的严厉批评 经过 广州会议
的激烈讨论 奥地利耶稣会神父恩理格和两位弗
莱芒神父鲁日满 柏应理开始在原先 四书 简略
直译的基础上 重新进行了校对和注释 尤其针对
其中译名的敏感之处以及耶稣会当时所受到的批

评 引用中国古籍在译文中提出反驳 这项工作大
概在 年间完成

但最后柏应理等人只完成了 大学 中庸
论语 三书 译文的注解 没有完成 孟子 一书
其原因是当时被软禁于广州的各位神父 因健康
情况不佳而无法继续完成篇幅较长的 孟子 一书
的艰辛翻译

此外 最后共有
位耶稣会士参与了 三书 译文的修订和审核 这
些已经完成的译作 包括前言 其中的一些部分先
后经由不同的方式被寄到欧洲 希望能将它们在
欧洲出版 比如鲁日满写于 年 月 日的
一封信中就提到他们已将 论语 一书的译文经由
马尼拉寄往欧洲 在 年 月
日的一封信中也保证说自己会尽快通过三种不同
的途径 将 前言 最后的六章 乃柏应理所作 寄
给此时身在欧洲的殷铎泽 另外 在

年 月 日的报道中也提到 有一些专题著
作 已经从巴达维亚寄出 它们将
经由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 希望最终能被寄到
此时正在进行欧洲之行的殷铎泽手中 而根据殷
铎泽 年 月 日写给
的信可知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书的出版工作波
折重重 殷铎泽本人在信中将这本待出版的儒学
译著命名为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但正式出版时该书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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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子 在信中他也明确宣称了自己
作为该书序言作者和译者之一的身份 但 中
国哲学家孔子 成书出版时 序言最后的署名却只
有柏应理 一方面因为内心无法信任柏应理和鲁
日满所推荐的荷兰出版商 另一方面
也因为那时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一场城市大火 导
致 出版社的印刷工具受损而无法按计划开
展出版工作 殷铎泽转而听从基歇尔

的建议 选择了曾替他出版 中
国图说 的出
版商 但后来由于该出版商
迟迟没有做出实际的出版行动 而且由于出版纠
纷 此人与基歇尔的关系恶化 年 月编辑出
版 三书 的工作转而又由基歇尔来负责 之前分
别寄到阿姆斯特丹的各部分译稿也被汇总转移到
罗马 交给了基歇尔 但基歇尔本人也一直没有
花时间对译文进行处理 直至 年基歇尔去世
之时 译文仍被存放在耶稣会的 罗马学院

其出版工作一直受到搁置
直到柏应理作为 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 在

罗马四处活动时 柏应理才重新在 罗马学院 找

回了他们之前寄回欧洲的手稿 年柏应理在
皇家图书馆馆长

的支持下 对 中国哲学家孔子 进行编排
修订 然后将该书交给一名信奉天主教的荷兰出
版商 负责出版 该出版商的出
版社就位于巴黎的 路上 而该书的出
版也迅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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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士通过仔细阅读

中国哲学家孔子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手稿 并根据字迹和墨水颜色 他分辨出一共有四个人参与了该手稿的撰

写 抄写工作 另外 高华士根据页码和传教士之间的通信判断 殷铎泽直译 中庸 的译本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原本计划放入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中一并出版 后来出于未知原因放弃了 笔者个人

认为这里被抽调的可能是殷铎泽讨论中国汉字的一篇文章 伦贝克对此有专门的分析 参见

另据高华士推测 柏应理之所以愿意将 中国哲学家孔子 交给 出

版的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该出版社离柏应理下榻的 路易大帝耶稣会学校 非常近 所以柏应理可

以放心地把书交给他 其二是心理上的原因 柏应理对荷兰人一直抱有特殊的好感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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