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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中国世俗迷信的批判

张振国

摘要: 在天主教看来，世俗迷信显然是对天主教权威的直接挑战，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重大障碍。因此，明

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及中国天主教徒撰写了大批文章，对中国的世俗迷信口诛笔伐，试图为天主教在华的顺利

传播扫清道路。然而，天主教徒的这种批判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人们对世俗迷信的执着依旧，传统信仰并未

从根本上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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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俗迷信，是指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表现出

的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盲目信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

过分依赖这种力量去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或困

境，从而使之成为人们对待世俗生活的一种态度与

方式。一般来讲，中国世俗迷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预测命运及吉凶类，如算命等; 二是自然禁忌

类，如择吉等; 三是巫术类，如请神消灾等。天主教

之所以对世俗迷信极力予以批判，其原因在于二者

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首先，二者之间存在对

祸福世人权能的争夺。其次，二者在对人生苦难的

理解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因此，传教士及天主

教徒不得不对世俗迷信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

一、对预测命运及吉凶之术的批判

预测吉凶及命运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非常普遍的

一个现象，具体可分为星命、算卦、相面、破八字等形

式，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百姓生活琐事，人们大都会

问卜推算。明清时期，预测吉凶及命运之术在民间

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遇到婚丧嫁娶及其

他重大事件，人们往往会占卜预测吉凶，以求福避

祸。在传教士看来，预测命运无疑是对天主权能的

僭越，“犯天主首戒，是逆天大罪”，对其进行批判是

义不容辞的责任。
1．对星命术的批判
星命术( 或称星命学) 属于中国古代星象学的

一种。星象学按其内容可分为占星术与星命术两

类: 占星术是根据天空各类星象的性质、位置及异常

变化来占卜预测地球上的自然灾害及人类社会中政

治、军事方面的异常事变的学说和技术，在社会上层

影响较大，主要用于国家朝廷军政大事的预测。星

命术是古人根据日月五星四馀二十八宿及想象出的

神煞的运行变化及相互关系来预测分析个人命运吉

凶祸福的学说和技术，主要流行于社会的中下层，用

于推测个人的祸福命运。［1］( P3 － 4) 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星象学是古代天文学的畸形变异，但无论如何，

它在传教士看来显然属于迷信的范畴，应该进行批

判。然而，占星术在社会上层中影响较深，可以说是

封建统治者的治国工具之一，明清时期也不例外，因

此，传教士对于占星术则很少涉及。
利玛窦在《畸人十篇》中，以严谨的逻辑推理揭

示了星命术的荒谬，认为星命之符出于巧合，星家推

命不可信:“彼何人，斯能许人大福，而先索人少财。
何不自富贵，而免居肆望门之劳乎? 自诧知未来百

数十年，曷不识今兹足下乎? 吾侪所践土下，多有古

藏金宝，何不拊一孔以自资，而巡路求人乎? 则彼将

曰: 非其命，不得而取之。嗟! 夫果非命不得取，有

命不得辞，安用推算为?”［2］( P82) 从文中可以清晰地

看出利玛窦的辨析路径: 如果占星之人果能预测祸

福，就应该能够自求富贵; 如果说自己不是富贵命不

能取其财，那就意味着命中注定之事不可改易，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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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何用? 对于迷信星命术的人而言，这显然是一

种两难选择，使其无可辩驳。同时，他还指出人之祸

福之权在于天主，问星命乃触犯天主首戒。
继利玛窦之后的艾儒略对于星命术有更为深刻

的认知，他注重从科学的理性角度，对星命术进行批

驳。首先，他运用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来解释因

天体运行的速度、轨迹不同造成星象差异的现象，以

驳斥星占的荒诞:“斯图所载，只列宿之同天者。若日

月五星诸天，则尚须推算，非图之所能定画者，不具载

也。即如金星一星，借日为光，随离日轮远近，亦有弦

望消长之殊，如月轮焉。乃星家之占候者，必执明暗小

大，为休咎之祥，亦大迂诞而失真者矣。”［3］( P93 ～94) 其次，

针对星家所言“帝王将相皆天上星宿”，他指出星之吉

凶只是人为指定，没有一定标准:“帝星、将星，皆随人

各立名色，原非通论也。即如贯宿一星，中邦以主牢

狱，而西邦则称为冕旒。一极凶，一极吉。可见吉凶

之名，亦随人自立，非有定准也。”［3］( P98 ～ 99) 最后，他

针对星命术偶有灵验的现象作出解释，认为那只是

一种巧合:“此偶耳，其不中者尚多也。即如星相占

卜诸术，终日为人推测，什百之中，岂无一二奇中者?

然特偶尔凑合，非有一定之论也。”［3］( P99)

2．对相术的批判
相术，又称相面，即以人的五官、气色、声音、骨

骼、手掌、脚掌、体形等来推断其寿夭荣枯、吉凶祸福

的占卜手段，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宿命论基础之上

的。相术产生的确切时间无从查考，但不会晚于春

秋初 期，因 为《左 传》中 关 于 相 术 的 事 例 较

多。［4］( P62 － 65) 相术一经产生，就与政治、生活密切相

关，许多君王都利用相术来为自己造舆论，以收服民

心; 相术在民间也颇为流行，人们往往会根据人的面

相来推测其命运及祸福。
耶稣会士郭纳爵在对相术进行详尽考察的基础

上，从三个方面说明相面之术非正道。首先，通过将

明镜与物的现象进行类比，指出人的面相不可能预

示未来之事:“物之在，可观于镜; 物之不在，自然不

现于镜也。我人之面既明镜然，其中焉见未来之事

乎?”［5］( P22) 其次，从分析人对事物的认识规律入手，

指出通过相面预知未来之谬:“物之可识有三样: 一

谓亲识亲见之物是也; 二谓因以所然识，如识此火，

便能识其所能生之他火是也; 三谓因已然识，如识儿

女，便识其有父母，如识果便识其树是也。人之面

貌，亦非外事之所以然，亦非其已然面貌之内，亦非

亲 见 外 事。则 虽 相 面，安 以 达 未 来 之 事

哉?”［5］( P22 ～ 23) 第三，认为人的面貌大致相同，无法区

分命运的不同:“人之面貌常既一而无异，曷足于识

群事之异也?”同时，他还针对相面偶有所中的事

实，揭示其行骗的伎俩: “其有所应如合符者，非因

相貌而晓事之实，只或曾知事如此如此; 或用巧言，

以暗讨事所秘密; 或以双关语答之，以遮己愚而取世

利; 或上主许其语应验，以罚人信之昏是也。”［5］( P23)

在传教士的另一篇著作《破迷》中，也对相面术

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首先，文章作者认为人相貌之

差异乃天主所成:“人之面貌，乃上帝借父母气血而成

之，故有所厚薄。风土有厚薄，奉养有厚薄。……世尚

达摩相、麻衣相，相有多家，皆不明天性来历，而求本性

之原前。”［6］( P12) 其次，指出以面相心、相性毫无根据可

言:“风鉴能相人外面，不能相人心迹。人欲使人相面，

何不自己相心? 揣骨不如揣心，心善即相善，心恶即相

恶。”［6］( P12) 最后，认为人的富贵祸福均由上帝赐予，相

术犯十戒之首，是逆天大罪［6］( P13)。
3．对卜筮( 卜卦) 、抽签的批判
古时占卜，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

卜筮起源较早，据说始于伏羲氏时代。从《左传》
《国语》看，当时卜筮适用的范围极广，几乎无所不

包，如政治军国大事、选君继位、婚嫁生育、祭祀时

辰、出门行事、未来祸福等，都是卜筮的对象。随着

卜筮作用的日益拓展，《易经》的地位也越发显要，

成为卜卦的经典，人们往往会通过卜卦以测吉凶祸

福。“卜 者 问 天，蓍 者 问 地，蓍 神 龟 灵，兆 数 报

应”［7］，在卜筮理论中，人之吉凶祸福皆由天地所

定，而且人们还可以通过龟甲、蓍草来避凶就吉，这

显然是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因而也遭到了传教

士的批判。抽签的原理与卜筮基本相同，但却比卜

筮更为简洁、直观，也在被批判之列。
郭纳爵对卜筮进行了认真考察，予以系统批判。

首先，针对卜卦由来已久，历来被视为古代圣贤所作

的现状，对卜筮的源头细细考究，指出卜卦原本用以

教诲人民而非用来算命: “按中土史书，古人所行，

非算命卜卦，惟以筮灼龟而占卜之。夫占卜之规，非

夏商周三代后圣贤所为，何况算命卜卦乎哉? 故伏

羲画八卦者，非以令人乱算，以知将来之人事; 只比

之而 诲 人 民，明 达 稼 穑 之 道，及 五 伦 之 要 理 也

夫。”［5］( P25) 其次，对“卜筮以通神明”的说法予以批

驳:“以此驳之，则莫论人与物之情，神之诸情亦可

算明也，岂其然乎? 又史书亦曰: ‘刘( 削) 桐为琴，

绳( 结) 丝为弦，以通神明之贶云云。’按此说，亦可

谓伏羲造琴以训人算命，以训人算神之诸情，有是理

否?”［5］( P25) 最后，对中士所言卜卦以“绝心疑而自

安”的说法予以驳斥，指出卜卦必获罪于天主: “此

说宜二答: 一答算命既不贯理矣，算之必获罪于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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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安可为非理之事，获罪于上主，以图绝心疑乎

哉? 二答假如父母在外，我问其安否。算之曰: ‘死

矣。’其既其实在而无甚苦。我一闻其死，岂不枉纳

心忧之苦哉? 何谓算之以绝心疑而自安乎?”［5］( P25)

同时，郭纳爵还对抽签现象进行了批驳。首先，对

签之吉凶不能在生活中应验的现象进行辨析，认为是

人的信仰不正确所致:“抽吉签而反遭凶，抽凶签而反

得吉，常有之矣。然则神无能乎? 有能而欺人乎? 人

心非诚乎? 礼仪不足乎? 只是人信弗明，礼弗正故

也。”［5］( P25) 其次，以逻辑推理的方式证明抽签的内在矛

盾所在:“又庙像既为神，无不有灵光以明达世事也。
先告以姓名、乡里事情，又求吉签，是以量神无灵明，且

不识世人与人事也。”［5］( P26) 最后，针对世人上香、祷告

求签的现象，指出这是对神灵的贿赂、欺骗:“又先焚纸

后祷者，是以视神以当贪贿赂之小辈也。若其贪财贿

以假财贿当真财贿而纳，蛊惑神也。”［5］( P26)

4．对八字说的批判
“八字”，也叫四柱( 年柱、月柱、日柱、时柱) ，每

柱两个字，上为天干，下为地支，正好八个字。破八

字，又称“批八字”，是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的

四个天干地支、八个字来推断命运。其理论逻辑是，

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有生克变化，会合刑冲; 根据这

些古代哲学观点，使之互相配合和变换，可以标明不

同人的大运、小运和流年，以八个字的相互关系来表

象人生的一切形态。八字之说源于何时尚不明确，

但在民间却非常盛行，人们大都相信人的生辰八字

与贫富、吉凶、祸福紧密相关，尤其是婚嫁等事必定

要推算双方的八字是否相合，丝毫不敢忽视。八字

说认为，人的命运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可以通过一些

人为的手段去改变它，这就违背了天主掌控一切的

天主教教义，因而是传教士所无法容忍的。
罗广平在《醒迷篇》中，首先考察八字说的起

源，认为:“人推算排命，谈富贵，断生死，此术自李

淳风捏造。将人生年、月、日、时推命，教蠢子以图口

计。自后人传此书，添捏多章，妄言祸福，煽骗人家

钱财，起人贪谋，动人骄傲，丧身忘家，被此等陷害诬

诳也。”［8］( P52 ～ 53) 之后，他又严正声明人之生死富贵皆

由天主掌控，八字定命冒犯天主:“人之富贵生死，由于

天主审判。凡术之人，安敢擅判之生死贵贱者哉? 求

断命 者，悖 天 主; 判 断 命 者，僭 天 主 权，不 亦 罪

乎?”［8］( P53) 最后，以具体事例说明八字祸福说毫无根

据:“命若可以知富贵，小民日时与帝王同者多，小民何

得人人为帝王乎? 富贵者生辰与贫贱同者多，彼贫贱

者，至死莫能如是，何也? 禽兽出胎，亦有日时可记，与

人生日同者多，可以推富贵乎?”［8］( P53)

而郭纳爵则在《烛俗迷篇》中进一步指出，天主

对人之祸福与人之善恶相关，“以此忖之，则孰不见

我立于世受祸与福者，非运天、日、月、星所引，只上

主降之，以应我人之善恶而已矣”［5］( P15) ，并通过生

活常理论证八字之谬:“吾常双生人，其一命久而有

祥福，其一命暂而苦楚极矣。又常见吉生时八字之

人，遭世患难; 凶生时之人，反受荣乐也”［5］( P15) ，认

为八字祸福说自相矛盾，测八字于一切无益。

二、对风水信仰的批判

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
相宅、图宅、阴阳等［9］( P11 ～ 25) ，是中国人探讨与人类

事生事死活动相关的时空之“宜 － 忌”、“吉 － 凶”的

一种数术。风水术与儒家宣扬的“生死有命，富贵

在天”的观念有所不同，依照风水术观点，好风水不

属于任何人，它往往是未发现的宝地，谁占住就属于

谁，其后代子孙就能富贵发达。这种简单易行的理论，

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因此，汉唐以来，堪舆在民间就十分流行，到明清时

期更是广为流传，对民间社会的影响很大。与预测命

运之术不同，风水信仰的核心是地命论，即某人、某家

庭及家族的贫富、贵贱、祸福受其家阳宅或阴宅的风

水的制约，风水的好坏决定了人们生存状况的优劣。
这种地命论显然是与天主教的教理相违背的，而且

风水先生企图通过地理形势、位置的选择来改变人

们的命运，这就把本属于天主职责范畴的祸福世人

的权利转于个人与山水之上，这无疑会极大地动摇

天主的权威。因此，在传教士看来，信堪舆者，“欲

夺造物主祸福人世之权，而且灭君父师长之恩，功成

名就，则归于风水，不归于造物主之赐”，这是他们

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在传教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

意识到辟风水的重要性，撰写了一批驳斥风水的文

章和论著，其中以艾儒略、郭纳爵的批驳最为详尽。
在艾儒略的传教区福建，堪舆之学盛行。如谢

肇制曾云:“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中为甚。”［10］( P116) 面

对这种情况，艾儒略对堪舆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首

先，针对民间流行的择地葬亲以求获福的现象，指出

生尚且不能庇护子孙，更毋论其已死，据此以驳斥其

荒谬的一面: “人之生也，目能视、耳能听、口能言、
手足能持行，而不能庇其子孙，或富且贵。当既死之

后，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手足不能持行，

而能庇子孙以富贵，岂不惑哉? 且既朽之骨，并其耳

目口鼻手足而无之，而谓于数十里之遥，数百年之远，

呼吸可通，祸福不爽，则又惑之甚者也。”［3］( P59) 同时，他

还进一步指出，在迷信风水的情况下，不仅不能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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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还可能招来灾祸，“乃有过信风水之说，至忿争斗

讼，连年不解。有骨肉未入土，而家已零落衰替者，是

求福而反得祸也。人顾惑之不已，何哉?”［3］( P60) 其次，

从南北地势地貌等地理上的差异性来证明堪舆之说的

毫无根据:“今堪舆家谈风水，必言山从何来、从何去，

于何卓越、于何结聚，沙水如何汇合、如何环抱。然在

江南多山之处，犹得谬张其说。吾尝过齐鲁汴洛之地，

平空一望旷野千里，而人之葬其先者，有何来龙沙水，

可辨 吉 凶? 而 衰 旺 兴 替，种 种 不 同，则 何 以 说

也?”［3］( P60) 再次，针对民间舆论“为人子不求堪舆，则人

反指为不孝”的情况，艾儒略认为择地葬亲，本身带有

很强的功利性，“但今之择地者，非尽为亲也，直为获福

计耳”。而且，迷信堪舆不仅不能尽人子之孝，反而常

常出现有违孝道的过失，“过惑堪舆之说，必求山之从

何发龙，从何结脉。谓数年数世之后，子孙昌旺，公卿

辈出，皆由于此。甚且累年不得，而亲体暴露不葬也，

岂不悖哉?”［3］( P124 ～ 125)

郭纳爵在《烛俗迷篇》中通过说理的方式对风

水说进行了详尽的批驳。首先，通过今古对比说明

人之祸福与风水无关: “兹勿说异方，中土古人，一

切弗查风水吉凶，而其生也，症少艰罕，财足寿长; 死

也，子孙相继，富饶功名，多世不绝。今孜孜测风水，

而比之古人，祸多福少，其故何谓? 乃我人有祸、有
福，不与风水相与是也。”［5］( P20) 其次，借助生活常识

说明相宅毫无道理:“又今有一所房于此，吾寓之，百

病、千痛，苦楚绵连，万不料生，他人窝之，并无病，无痛，

身禧皆至。然地土既止一，风水亦止一矣。风水止一

而祸福不一，其理如之何? 又今二人同于居此，其一痛

苦贫难，其一康宁丰足。二者共有一风水，而祸福大不

一，其 理 如 之 何? 然 劳 神 以 拣 美 风 水，亦 枉 然

也。”［5］( P20 ～21) 最后，他指出择地为冢既无益于死人也无

益于其后嗣:“何谓无益于死人? 盖死人者，推之以身，

既无有生命，自然不觉福之甘与祸之苦也。拟之以

魂，夫魂既无形盾而为神矣，其有福有祸自然不系有

形盾之风水也。何谓无益于后嗣? 凡为所以然行其

已然，必须以本体近于物。如火近于木才焚之生他

火; 或以本德近于物，如日月以化物之德近乎。下

地，才能化成诸物。冢风水者，既与后嗣相遥隔矣，

则冢风水焉能生后嗣之祚乎?”［5］( P21)

三、对择吉( 择日) 习俗的批判

择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从广义上说，一切追

求吉祥、选择吉祥及避免凶祸的信息和行为，都可称

为择吉; 狭义上的择吉，是以干支历法为基础，以阴阳

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年、月、日、时所值吉凶神煞进行

推算，综合判断，选择吉日、吉时、吉方，确定趋避的一

种方法。［11］( P4 ～5) 这里所涉及的是狭义上的择吉，即择

日。择吉在中国民众的世俗生活中无处不在，其中尤

以嫁娶、修造、丧葬为重。清代更是择日发展最为成熟

的时期，清政府下设的钦天监每年颁发时宪书一册，供

全国臣民择用，择吉习俗更加盛行。在民俗学分类上，

择吉属于信仰民俗。然而，与其他的民俗相比，择吉

的功利性目的非常突出，也非常直接———其名称就

毫不隐讳地标明自身求吉避凶的宗旨，这与天主教

的教理是冲突的。天主教认为，人的吉凶祸福皆由

天主所定，而择日以避凶就吉显然是冒犯了天主的

权威，而且，择吉常常与各种数术相结合，这更是传

教士所不能容忍的，遂对之加以批判。
针对民间凡事择日的习俗，艾儒略认为时日并

无吉凶之分，吉凶在于人为，“天主之成岁时月日

也，三百六十有五，而成一期焉。何日见为凶，何日

偏为吉? 惟行吉事，日日皆吉; 行凶事，日日无非凶

也”［3］( P125)。郭纳爵则通过具体事例来论证择日求

福避祸之荒谬，“今有二国，择一日发兵相攻。其一

胜，其一败。一日之期，安容胜吉败凶之异乎哉? 又

倘我福在忌日，则忌日则易矣，天下无一人不忌而避

诸祸、引诸福也。又世中之事，虽微小者，其内亦有

大祸，而我人亦须防之。今皇历所记忌事，止有几端。
如动土、针刺等类，而吃饭、读书等事，不以为忌，何

也?”［3］( P126) 针对择日为官方认可行为，朝廷每年都颁

布时历( 俗称黄历) 的现实，冯秉正指出，日月星宿并无

生克吉凶，不能主管祸福，黄历不以吉凶为务，“星宿尚

不能主管，反认执破危成等字为吉凶，岂非虚而又虚、
妄而又妄耶? 国家颁行正朔，丕扬一道同风，使民无贰

志，此帝王经世服物之大权，并不以吉凶为务”［13］( P79)。
同时，他还通过史实来证明选择之妄: “事莫重于征

伐，武王以纣亡日兴，纣以甲子日亡。礼莫重于丧

葬，古人定制，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期后

期，俱属不合。葬书内，已亥日下葬最凶。查春秋

时，此日葬者，十有余人。又子太叔云: ‘若待日中，

恐久劳诸侯。’即此数事，便知古人随礼、随势而行，

年、月、日、时俱不选择。”［13］( P80 ～ 81)

四、对巫术的批判

在中国，巫术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在朝

廷与民间兴起了巫风，巫术广泛介入了当时的社会

生活。明清时期，巫术在民间社会中非常流行，其职

能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项。巫师被

认为是人与神鬼之间沟通的媒介，而且，在某种程度

上巫师可以操纵鬼神以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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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在巫术活动中，巫师和鬼神获得了祸福世人的

权能，具有改变人们命运及操纵自然变化的能力，这

无疑是对天主至高权威的挑战，这也正是传教士猛

烈抨击巫术信仰的根本原因。
1．对请神、画符念咒的批判
在传统社会中，人生病之后，尤其是在医药不见

效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求助于神婆、神汉请神驱魔

消灾。这种习俗在民间社会中十分普遍，尤其是在

少数民族地区非常流行，在北方萨满教信仰的各民

族中跳神驱鬼非常盛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黎

族等也经常举行驱鬼法事。在传教士的眼中，人们

请神、画符咒以驱魔消灾，也就意味着各种神灵或巫

师拥有祸福世人的权能，这显然是对天主权威的冒

犯，于是对此展开批判。
郭纳爵在对民间请神驱鬼习俗进行详细考察的

基础上，针对民间调神治病中常请轩辕帝大臣旋锋、
三郎二人驱鬼消灾的现象，在《烛俗迷篇》中从五方

面论证了“调神救病”之谬: 第一，指出轩辕是中国

古代人君，与世人无异，无力调神救人: “夫轩辕者，

中国之人君也。推之以人染病而亡，与世人无异。
……旋锋、三郎乃轩辕之二臣也。轩辕既不足调神

救人之灾丧，自然二臣益不足矣”; 第二，认为人的

生命之权在于天主，轩辕、旋锋、三郎应世人所请于

理不通:“赋命者，天主也。延减命之权，亦不在他，

在天主也。今轩辕、旋锋、三郎恃谁而延命? ……若

恃己能，此僭上权而不忠徒也; 若恃天主准己咒，非

也。盖三者信事讹鬼神，而未信事天主。则其必为

天主之反臣矣。天主准己咒，岂协于理哉?”; 第三，

指出人不能使未生之人生于后世，又不能使死人复

生而能定咒以存人命，以此来证明其荒诞; 第四，指

出据中国典籍记载，现世人们所经受的苦难是上帝

对人罪孽行为的惩罚，人不应该通过请神念咒来逃

避上帝的惩罚; 第五，通过巫人之死与他人无异的事

实，来论证调神法术的荒谬，“巫人既常尊轩辕之法

而调神，无不有大功也。今巫人死，与他人无异，何

轩辕无情乎? 无力以护乎?”［5］( P46 ～ 47)

冯秉正则对民间画符念咒治病的习俗予以批

驳。首先，论证符咒并无效果: “果能将诸药不效，

临死的重病，画一道符，念一声咒，立时痊愈。治十

个，好十个; 治一百，好一百。才可说得符咒有灵。
有了这样的灵符神咒，人都可以不死了。今并无此

效，连他自己画符、念咒的人，要病、要死。则所效

者，如何说得不是假? 如何说得百发百中?”; 其次，

指出画符咒治病是以魔驱魔，于人有害: “邪神、恶

鬼，惟受制于天主。……若其人果有认真制服之能，

必由天主的威灵而来。不由天主者，皆系以魔驱魔。
犹如锄奸去恶，地方官的权柄，皆有君命而来。不由

君命者，即系以贼退贼”; 最后，以具体事例来说明

画符咒之荒谬: “查邪术之最灵者，莫过于唐太宗

时，所传西僧咒人立死、立生之法。太宗试之甚效，

独太史令傅奕奏称:‘邪不胜正! 请以咒臣，臣必不

死。’帝即命西僧咒之，傅奕挺然无恙。少顷，西僧

自身倒毙。事详正史，可知一切符咒，灵与不灵，都

与西僧同类。世之侈谈符咒者，何不以傅奕为师; 世

之画符念咒者，更当以西僧为戒。”［13］( P83 ～ 84)

2．对叫魂( 招魂) 的批判
叫魂，又称招魂，是一种古老的信仰习俗。在中

国传统的灵魂信仰中，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

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二者

在人体中和谐共存。我国古代魂魄学说的基本观点

有两种: 其一，魂魄形神可以分离( 如《说文解字》
《说苑》《礼记》皆持此说) ; 其二，魂魄相即，即形神

魂魄彼此互相依从，不可分离，人死形亡而神灭( 如

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都主此说) 。但主

张魂魄相即学说的影响主要限于思想学术界，而对

于民间社会影响深远的则是魂魄相离说。魂魄相离

有两种情况: 一是魂魄永久分离，会造成人的死亡;

一 是 魂 魄 暂 时 分 离，导 致 人 生 病、精 神 恍

惚。［15］( P41 ～ 42) 因此，在科学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人

们往往把生病、死亡的原因归结为灵魂走失或受损，

便千方百计地以巫术的手段把游走的灵魂招回，于

是，形形色色的招魂仪式也相应出现。在天主教教

义中，人的生命权力受制于天主，而且天主更是享有

对灵魂的最终裁判权，而在招魂习俗中，巫师乃至普

通百姓都可以借助特定的仪式对人的灵魂发号施

令，从而掌控了人的生命权，这显然是传教士所不能

容忍的，因此对招魂习俗展开批判。
郭纳爵对民间叫魂习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运

用常识性的逻辑推理对仪式的各个细节逐一进行批

驳:“一曰，人死非他魂离身也。魂既跌而离身，人

焉活哉? 人既尚活，谓其跌去其魂，妄也，谬也! 二

曰，我人之魂者，纯神也，无形臭也。用衣收之，用称

称之，不甚可笑乎? 三曰，人跌，魂在，魂离肉身; 人

死亦在，离肉身。人既跌魂，巫人能收、能关。既然

矣，则人既死。巫人亦能收、能关乎? 若不能此而能

彼，诞也。四曰，模所以然，必尚己质所以然，而凡无

碍，莫不相投合如冷与水、热与火。我魂者，为肉身

之模所以然; 而肉身为其质所以然。则夫魂曷因一

跌而弃肉身? 曷待三姓人保，巫人念咒而请，始归元

身也耶? 五曰，中土人民信人魂托生禽兽。依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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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马一跌，亦将跌魂，而亦必请巫而关之矣。今不其

然，而谓人跌魂而宜关，妄也!”［5］( P56 ～ 57)

3．对求雨的批判
中国的求雨习俗源远流长，求雨方式多有变异，

各地也有所不同，而且由于求雨事关农民乃至国家

经济生活的成败，政府也多有介入，求雨活动在传统

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传教士看来，天主不仅

是造物主，而且掌握着自然界的运行变化，雨旱现象

也不例外，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求雨巫术当然是对天

主权威的冒犯，应当受到批判。
郭纳爵对中国民间求雨习俗有着较为深入的了

解，对求雨的批驳也非常精细，认为求雨虽为欲救黎

民，却有违正道。首先，针对民间求雨中“接法水”
之术，指出“法水”并无神奇之处，“凡诸江、河、泉、
井之水，或由海出，或从土中湿气生。其中非有神

奇，特为物物相生，自然之道。愚民建庙设像，指水

为法水，天不雨，为之祈祷。何不究理，而迷于邪哉?

又夫法水既验，时旱而能感雨，则雨涝亦能感霁乎，

何未之见也?”; 其次，针对民间请僧道祈祷求雨的

做法，他指出降雨之权在于天主，僧道祈祷会招致天

怒，“祷祝在人，降雨在天主。人有弗认、弗顺上主，

自觅其非，不敢祷祝，乃善愧之美。其敢于祷祝，必

将引上怒矣。又因上主所忌之物，用以祈恩，感怒愈

甚也，非沾惠之道也。至焚符请佛老等法，皆不协于

上主之旨。而用之以禳旱，其将引上怒乎，将获上惠

乎? 况僧道祈雨，特图利而已。岂其以人心为己心，

以人苦为己苦也哉?”; 最后，针对民间“用妓妇骂

詈”求雨的做法，指出其与古礼相悖，“成汤祷雨，视

本德犹不足，尚自苦、自谦，而哀告天，以蒸民之艰。
今令秽妓祈雨，己万浊犹不足，尚加辱骂上天。古今

二俗，其何相异之极哉?”［5］( P70 ～ 71)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天主教对世俗迷信的

批判可以说是有理有据，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具有较

强的说服力，即使是文人学士也常常是无言以对。
然而，其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人们对世俗迷信的信

仰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动摇，各种迷信活动依然盛

行。一方面，宗教信仰的共性使传教士不可能完成

对中国世俗迷信理论上的根本性颠覆。世俗迷信的

存在源于人们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确信，确信在茫

茫宇宙之中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操纵世界万

物的运行，掌控芸芸众生的命运。而在天主教教义

中，天主是造物主，就是这种主持宇宙的超自然力

量，因此，传教士无法否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也就

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世俗迷信的理论根基。另一方

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世俗迷信在传统中国仍有其

生存的社会空间，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我们知

道，人的意识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传统中

国是一个农业为本的社会，“靠天吃饭”是对当时人

们征服自然能力的一种基本评价，人在自然界面前

力不从心，在疾病与苦难面前束手无策，人不能把握

自身的命运，而世俗迷信的存在，为人们征服自然提

供了精神上的途径，使他们不至于对自身极其艰难

的生存状态感到绝望。只要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

足以使人进入自由王国，人不能完全掌握自身的命

运，世俗迷信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因此，即使在科学

高度发展的 21 世纪，世俗迷信仍是随处可见: 大街

小巷的卦摊依然如故，网络及各种传媒中的测字、风
水更是堂而皇之登大雅之堂。当然，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人们参与这些迷信活动时求福避灾的目的

性逐渐被弱化，世俗迷信日益被抽象为一种文化表

征的符号，其现实功利性的动机日益淡化，以致人们

往往会忽视活动本身的原初意义，仅仅是关注其仪

式和程序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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