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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文

论明末佛教与天主教的文化交涉
———以莲池袾宏为中心

⒇

刘红梅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9 )

[摘　要 ] 　　明末时, 西方天主教的传入引起了一场较大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就佛教与天主教之间来说,天主教采取排

佛政策, 对佛教缘起性空 、六道轮回理论 、戒杀说等大加批判, 使明末佛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本文以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莲
池袾宏对天主教的论辩为线索,讨论佛耶两种宗教在明末特定历史时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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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时, 西方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 与历史上前两次基

督文化的输入相比, 此次输入无论从规模到影响都很大, 以

致形成了一场较大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此次冲突主要
表现为儒学与天主教的交涉 、佛教与天主教的交涉两个方
面。就佛教与天主教而言, 天主教采取排佛政策, 对佛教理

论大加批判, 以便取而代之,而佛教出于护教之目的, 掀起了

一场辟天运动。 本文拟以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袾宏
( 1535— 1615)对天主教的论辩为线索, 讨论佛教与天主教在

明末特定历史时期的交涉。
一 、利玛窦 “补儒易佛”传教策略
身着僧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 ( 1583

年 )到达广东肇庆, 不久, 便改僧装为儒服, 确立了 “补儒易
佛”的传教策略。一方面,利玛窦采取合儒附儒的方法, 在其

著述《天主实义》、 《畸人十篇 》、《交友论》中大量引用《中
庸》 、《礼记 》等先秦儒家经典作为依据, 极力论证天主教与

儒家相契相近。另一方面, 基于其利用儒学进入中国社会的

需要及基督教本具的排他性,利玛窦对佛道二教尤其佛教进

行批判, 认为佛教思想来源于西方哲学, 而且抄袭了基督教

的某些教义, 并指斥佛教的缘起性空观 、六道轮回说及杀生
戒。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走的是争取士大夫理解和支持 、乃至
获得政治依靠的上层路线, 在这一方面, 可以说取得了较大

的成功。由于其以附儒 、补儒的方针来附会天主教教义与儒
学思想, 并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传教诱饵, 赢得了许

多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的士大夫对天主教的同情与好感, 其中

研究 、传播西方科学的不乏其人, 有一些甚至接纳了天主教

思想乃至视为己之信仰。徐光启 、李之藻 、杨廷筠是最早一
批受洗礼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对中国天主教的传播作了很

大努力, 功绩及声名颇大,被称为明代天主教的 “三大柱石 ”。
但是, 利玛窦的附儒补儒超儒 、斥佛易佛的传教方针, 以及由

于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不可调和性所

带来的矛盾日益凸显 ,渐渐引起固守中国传统思想的文人士

夫们的强烈拒斥和批判, 导致了万历四十四年 ( 1616年 )的

“南京教案”和康熙年间的 “礼仪之争”。
佛教自身的特质决定其对任何一种文化的态度都是宽

容的, 天主教传入初期,佛教并无异议反对倾向。袾宏 《竹窗

三笔》记载, 一老宿问:“有异域人为天主之教也, 子何不

辩?”袾宏回答是:“予以为教人敬天, 善事也, 奚辩焉。” [ 1]如

果仅止于教化世人敬天行善, 自然无可非议。但是, 天主教

的排佛政策及其日益传播给佛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首

先是天主教对佛教教义的攻击与歪曲, 其次是信众的部分流

失 (如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曾为袾宏门下居士 )。所以, 至万

历末年, 明末佛教丛林不得不起而辩之 ,由此掀起了一起破

辟天主教的思想论战。 福建漳州佛教居士黄贞曾收集了万
历 、崇祯年间一些士大夫 、佛教人士批驳天学的文章近 60

篇, 崇祯十二年 ( 1639), 徐昌治将其编辑而成《圣朝辟邪集》
8卷,于 1640年刊行面世。 《辟邪集》真实记载了明末佛教
与天主教的思想交锋,袾宏的辟天之文也被收入其内。

利玛窦从广东北上进入南昌 、南京, 将江南作为他结交

士人 、著书传教的中心, 袾宏所处的江浙一带自然也渐成为

佛教 、天主教直接对垒的中心。袾宏在给其门下大居士虞淳
熙的信中, 认为邪说不能摧佛, 诚不足辩, 但是天主教徒 “欲
以此移风易俗 ,而兼毁佛谤法, 贤士良友多信奉者” [ 1]所带来

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倒是令人忧心:“傥其说日炽,以至名公皆

为所惑,废朽当不惜病躯, 不避口业, 起而救之, 今姑等渔歌

牧唱, 蚊喧蛙叫而已 [ 1] 。
万历三十八年 ( 1610) , 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五年之后

( 1615年 ),袾宏作《天说》四篇, “乃略辩其一二”, 针对利氏
对佛教的攻击进行了几个方面的破斥, 成为当时佛教界首批

辟邪的代表人物。
二 、关于 “天主”
天主教是一神教,其基本戒律十戒中的第一条便是 “不

可崇拜别的神 ”,认为天主为万物之本 、万民之大父母, 是至

高无上 、全知全能 、尽善尽美的, 所以从庶民到天子都应该无

条件地敬事天主。袾宏并不否定天主的存在, 但同时指出,

天主教虽然崇奉天主, “而天之说实所未谙”, 因此他从佛教
的宇宙系统观出发,对 “天”及 “天主”加以说明:

彼虽崇事天主, 而天之说实所未谙 。按经以证, 彼所称

天主者, 忉利天王也, 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
下, 从一数之而至于千, 名小千世界, 则有千天主矣;又从一
小千数之而至于千,名中千世界, 则有百万天主矣;又从一中
千数之而复至于千, 名大千世界, 则有万亿天主矣。统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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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大千世界者, 大梵天王是也。 彼所称最尊无上之天主, 梵

天视之, 略似周天子视千八百诸侯也。彼所知者, 万亿天主

中之一耳, 余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诸天, 又上

而无色界诸天, 皆所未知也 [ 1] 。
佛教将众生生存的世界分为欲界 、色界 、无色界三界,其

中欲界中的天道又分四天王天 、忉利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
乐天 、他化自在天之六天。袾宏认为天主教所谓的上帝实际
上就是忉利天天主, 如果以三千大千世界来看, 欲界天中就

有万亿位天主, 天主教的上帝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 ,更不用

论另外尚有欲界其余诸天 、色界诸天及无色界诸天了。袾宏
以为天主教人士之所以出怪言 、立谬论, 是因为 “彼虽聪慧,

未读佛经, 何怪乎立言之桀也。”并指出从二帝三王至孔子 、
孟子, 对天皆有诸多阐发, 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 “天”的学说
已经非常充分, 又何须一个新创之天学来论天。

利玛窦以天主附会儒家的 “天”和 “上帝”, 事实上, 儒家

之 “天”与天主教的 “天主”是不尽相同的。在《圣朝辟邪集》
中, 托名钟始声的藕益智旭将儒家之天分作三种:一 、望而苍
苍之天;二 、统御世间, 主善罚恶之天,即 《诗》 、《易》、《中庸》
中所称的上帝;三 、本有灵明之性, 无始无终, 不生不灭 ,天地

万物本原之天, 名之曰命。天主教的天略相当于儒家第二种
之天, 但是不同的是,天主教以天为生人生物之主, 而儒之此

天只是治世而不是创世, 就如帝王只是治民, 并不能生民一

样。利玛窦自己亦言, 儒家的最高神不像天主教的上帝那样

能创人与天地万物, 而是皇帝的象征, 保护和主宰地上的万

物, 其对最高神的献祭和礼拜, 仅仅作为对皇帝陛下应尽的

职责, 是忠君的一种表现。如此, 儒家对天的理性主义理解

与天主教对天的人格神意义上的信仰崇拜上的区别, 以及二

者入世与出世观上的冲突,决定了天主教徒对天主教与儒学

的融会只能是浅层次的比附,不可能与儒家思想保持内在本

质的圆融一致。 而儒 、佛之间则有着儒佛融通 、儒佛圆融的
历史传统, 袾宏站在儒释一贯的立场上对儒家之天加以肯

定, 并以儒家的天说来辅助反论天主教的天主观, 对利玛窦

合儒补儒继而作超儒之想进行了直接的回击。
三 、戒杀与杀生合理
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是佛教的基本理论, 众生因为无明

业力牵引在六道当中轮回无穷 ,无始劫来互为父母 、兄弟 、妻
子 、儿女。就杀生一事来说, 杀生就是杀害过去世的亲眷。
梵网菩萨戒经更是明确地说, 一切众生皆是宿世父母, 杀生

食肉, 即是杀食过去世的父母, 且杀生断人慈悲种子, 不利佛

教修行。因此, 佛教五戒之首便为戒杀, 梵网菩萨戒亦以戒

杀为十重戒之首。与此观点不同的是, 天主教以上帝为至高

无上的神, 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山川 、树木 、粮食等皆是供
人所用, 动物自然也是用来食用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
即认为, 宰杀牲畜符合上帝创生万物以为人用的意愿, 人们

应该对上帝的仁慈心存感恩之情。
天主教徒针对佛教的戒杀思想设问:如果真如梵网经所

言, 一切有生皆是宿生父母, 杀而食之即是杀己父母。如此
推理, 则人们亦不应该行婚娶之事 、不应设置奴婢仆人 、不应
该乘骑骡马, 否则岂不是婚娶 、役使 、乘跨自己过去世的父
母? 袾宏一向倡导戒杀放生, 利物利己, 对于此种设难 ,他主

要借用天主教较为认可的儒家学说来进行批驳:
梵网只是深戒杀生, 故发此论。 意谓恒沙劫来生生受

生, 生生必有父母, 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盖恐其或己父母,

非决其必己父母也。若以辞害意, 举一例百, 则儒亦有之。
礼禁同姓为婚, 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彼将曰:卜而非同
姓也, 则婚之固无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为父母 、为非父
母, 则卜之,卜而非己父母也,则娶之亦无害矣。礼云:倍年
以长, 则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 其舁轿引车, 张盖执

戟, 必儿童而后可, 有长者在焉,是以父母为隶卒也,如其可

通行而不碍, 佛言独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 以至车马

僮仆, 皆人世之常法,非杀生之惨毒比也, 故经止云一切有命

者不得杀, 未尝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设
难, 是谓骋小巧之迂谈, 而欲破大道之明训也,胡可得也 [ 1] 。

这是说, 六道众生生生受身, 生生皆有父母, 所以梵网经

首戒杀生, 恐其为过去世父母, 但亦只是有可能并非定是往

昔世的父母。再者,物皆有命,有命皆有知觉, 杀生一事断物

性命, 最为惨毒。男女婚嫁 、车马僮仆等人世间的常法与杀
生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岂可相提并论? 所以, 经上

只说一切有命不得杀, 并不曾说一切有命不得嫁娶 、不得使
令。然则, 又有人问难:既然卜娶妇而非己父母也即可娶,为

什么不能说卜杀生而非己父母即可杀呢? 既然不娶无子人
类将渐断绝,不杀, 岂不是废祭祀之礼吗? 于此, 袾宏以佛教

的因果观为立场,力辩杀生不可不戒, 并且指出天主教徒不

信因果 、以杀生为常事之邪说, 破人正见, 实在是遗患无穷。
这是因为, 一切众生皆避死贪生, 杀生则剖腹剜心, 肝脑鼎

镬, 戕害生命。人所造作的恶行之中, 最大之恶莫过于杀生

一事。杀生断不可为, 又何须待卜方才不杀? 祭祀祖先可用
蔬果代替, 何必定要杀生广积冤业呢? 况且杀生不仅断物色
身, 就在行杀者一念行杀惨毒之心中, 已断送了自己的慧命。

四 、六道轮回与灵魂不灭
天主教的杀生合理说是建立在其灵魂不灭之说基础上

的, 《天主实义》将世界之魂分为三品:上品名灵魂, 即人魂;
中品名觉魂,即禽兽之魂言;下品名生魂, 即草木之魂。三品
之中, 后两魂随所附之物之灭而灭。灵魂最高, 能包草木之

生魂和禽兽之觉魂, 其不依赖他物而有 ,是由上帝赋予的神

性实体, 因而具有常恒不灭性。利玛窦宣扬天主教的灵魂得
救说, 认为 “人魂为神,不容泯灭, 此为修道之基”, 人的现世
不过是为人暂居,后世有天堂地狱, 在生命结束后灵魂将接

受上帝的审判 ,以其生前善恶行为或永沉地狱 、或永升天堂。
他极力批评佛教的轮回说和杀生戒,以轮回转生为人 、为畜
等的观点为 “谬说”, “轮回之说, 乃闭他卧刺之语,佛窃为然

藉此以骇人者 。自佛教入, 中国始闻其说, 诚不足信。”并指
责佛教轮回观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不相符合, 破坏了儒家的伦

理传统。对此, 袾宏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批驳, 而是列举儒

书记载的历史事例来反诘天主教灵魂不灭之说,证明因果轮

回之真实不虚:
如谓人死其魂常在无轮回者, 既魂常在, 禹汤文武何不

一诫训于桀纣幽厉乎, 先秦两汉唐宋诸君, 何不一致罚于斯

高莽操李杨秦蔡之流乎? 既无轮回,叔子何能托前生为某家

子, 明道何能忆宿世之藏母钗乎? 羊哀化虎 ,邓艾为牛,如斯

之类, 班班载于儒书, 不一而足。彼皆未知, 何怪其言之舛

也 [ 1] 。
直至佛教传入,中国尚有轮回之说是事实, 但是在传入

之前, 儒家经书中就有很多关于人死以后转生为人或动物的

记载, 此也是事实。正如临济宗罗川如纯所言:“圣人曰变,

吾佛曰轮, 理则一也。”在这一点上,儒 、佛观点并不相佐。佛
教认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的, 众生也是如此。三界众
生因为造作善业恶业, 命终受业力牵引 ,感报有苦乐 、升沉之
别, 如此在六趣之中如轮流转, 展转不息。与天主教之灵魂
不灭不同的是, 佛教说的轮回并没有一个常住实在的自我 、
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主体是轮回的载体, 只是意味着一个生

死相续 、因果相续的过程。再进一步说, 佛教的因果轮回观

含义深广, 并不单指从一种生命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生命形

态, 就人道而言, 从朝至暮, 妄想分别执著念念生灭 、一息不
停, 此种心境的迁移变化实际上也是轮回的一种形式:一念
贪心即是恶鬼, 一念愚痴即是畜生, 一念瞋心即是修罗 、地
狱, 一念善心即是人间 、天堂。所以, 在佛教看来, 无论从生

命形态的转变或是心念的迁移变化来言, 轮回之事实都是无

可非议的。
从以上看来, 袾宏对天主教的辩击, 是 (下转第 2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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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现实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在一定的

生产方式中, 每一个人的行为作用在社会发展中都不等于

零。因此, 情感 、情绪的动机作用, 客观地推动着或阻碍着地

震灾区震后重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
情感 、情绪在地震重建中的巨大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它的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去
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一直有强大的战

斗力, 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
的理想, 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 这都是

我们的真正优势。”共同的信念, 高尚的理想是在良好的 、积
极的情绪体验中确立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所
以具有优势, 是由于良好的 、积极的情绪体验显示出人的强
大的活力, 使人会心甘情愿地为这个伟大的社会奋斗到底。
否则, 如果不能及时疏导种种不良情感 、情绪, 很可能会导致

抵触, 甚至是造成破坏性的结果。即使有人的负面情感现在
没有爆发, 但也为震后重建埋下了隐患。即使是一部分人的
情感 、情绪暂时走入了误区, 如有自杀的念头, 比例即使不

高, 但在大面积的灾难中绝对数量也是不小的, 它的危害和

影响也是极大的, 值得我们多加重视。否则, 震后重建要走

进一个曲折 、复杂的过程。对此,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

备。有的人在经历突发的山崩地裂, 人死人残,这种惨不忍

睹 、生离死别的大灾大难时精神崩溃 、萎靡不振 、悲观失望,

甚至丧失正确方向, 这是伴随着挫折和困难产生的消极的 、
坏的情感 、情绪。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注意激发和保
持地震灾区广大群众良好的情感 、情绪, 就能使他们在震后

重建家园中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 保持勇往直前的战斗精

神。人心的稳定, 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客

观要求, 是赢得抗震救灾斗争胜利的保证。 所以, 对广大群

众情感 、情绪的关注 、理解和疏导,是地震灾区震后重建题中

应有之义, 否则,便无法统一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力, 无法领

导广大人民群众去为地震灾区震后重建, 社会和谐 、长治久
安而斗争,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三 、情感 、情绪干预是灾区震后重建的一项重要工程
既然情感 、情绪在人的实践活动和生活中 、特别是地震

灾区震后重建中, 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我们就应该努力培

养良好的 、积极的情感 、情绪体验, 加强思想意识修养, 在任

何情况下保持头脑清醒, 控制并掌握自己的言行, 避免失去

理智的粗暴无理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对自己或者对别人否

定的态度体验, 如引起蔑视 、愤怒和痛苦不安的情感 、情绪。
每个人都要有意识地控制和消除不良的消极情感体验。同
时, 要动员广大自愿者,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灾区 、调查
研究, 发现和辨别灾民的情绪, 通过做好深入细致的心理疏

导和思想政治工作, 控制消极情感 、情绪的爆发或减弱它的
强度, 具体做法, 如让其诉说,耐心倾听, 适当地宣泄等。因
为, 往往当人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以后, 就会有了一吐为快的

感觉, 等于梳理抚慰了情感 、情绪,倾吐之后人很快就会恢复

平静, 又回归到理性的状态中来了。适当地运用这种宣泄 、
“放电”疗法, 对人性的复归有好处。这种对人性的关爱和精
神救助, 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使人及时减压, 使灾区人

民减少更漫长 、更严重 、更大的心理余震。再加上立即着手
解决问题, 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工作中说:“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灾区
人民听到这种坚定的声音, 甚至可以化消极为积极, 把消极

的情绪体验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力量。同时, 我们要对灾区人

民群众现实的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准确了解 、掌握, 如要知

道他们在想什么 、确实要求什么, 使疏导和教育,达到理想的

效果。同时建立咨询 、服务 、医疗机制及 “伤残人员心理素质
档案库”,摸清底数, 有针对性的及时开展心理教育 、治疗和
疏导工作, 有效预防事故案件发生。当然心理干预和思想教
育本身只是手段, 其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后续的工作一定要
讲求实效, 一切着眼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围绕着怎么有利解

决问题, 我们的心理干预和思想教育就怎么展开, 我们的灾

区震后重建就怎么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 “以人为本”,才
能在我们周围创造出一种祥和安定的心理氛围,才能使灾区

人们厌弃萎靡和消沉, 热爱生活, 追求人生。总之, 情感 、情
绪干预是灾区震后重建的一项重要工程, 是当前最紧迫 、最
重要的任务之一。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情感 、情绪问题抓好,

积极为灾区人民办实事,解决难题。
在大灾大难面前,党和全国人民承载着地震灾区的艰难

和痛苦, 不惜一切拯救生命 、救助人民! 我们要借助这种浩
然正气 、民族精神,在我们广大灾区人民中, 培养出昂扬向上

的情感 、热爱生活 、珍重生命的情感 、热爱人民的情感 、热爱
人民军队的情感 、热爱党的情感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感,

为灾区震后重建贡献毕生的力量。 ◎ [责任编辑:李丹 ]

(上接第 204页 )从护正法 、破邪说的现实角度对天主 、杀生
与灵魂不灭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的,并没有对佛教与天主教

教义进行更深入的比较探讨,正如其在家弟子黄贞所言:“昔
日惟有虞德园先生与莲池和尚力辟其邪, 莲池老人至云吾留

不惜老老朽之躯, 起而辟之, 惜乎未几西归。然当时莲大师
与利玛窦未尝见面, 未详邪说, 未深辩击, 且天主教书未甚多

出, 如文王入地狱者等语,亦未有知之者。 今日天主教书名
目多端, 艾氏说有七千余部入中国, 现在漳州者百余种 [ 2] 。

事实上, 袾宏对天主 、杀生与灵魂不灭的破辟已触及天
主教教义的中心, 对戒杀与因果轮回的辩护则涉及佛教的基

本理论, 这些问题的交涉反映出两种不同宗教在宇宙 、人生
根本问题上的理论分歧。可见, 两种不同宗教在宇宙观 、思
维方式上的差异, 直接导致了这一场历史辩论。此后, 明末

佛教丛林中密云圆悟 、费隐通容 、罗川如纯, 莲池弟子黄贞 、
张广湉等, 承袾宏之辩天思路, 对天主教的创世说 、人性论 、
灵魂说 、天堂地狱说等进行详细深入的论辩, 掀起破辟天学

的新阶段。晚明四大师最后一位藕益智旭与莲池袾宏对天
主教辟佛之举有着共识,曾以儒士钟始声与际明禅师双重身

份, 从儒家和佛教两个不同角度评判天主教。其以钟始声之

名著《天学初征》、《天学再征》,以儒家的立场力图揭示天主
教教义的内在逻辑矛盾,以际明禅师之名则表达了对外教辟

佛的超然之态 ,认为如果藉此外教攻击能促使僧俗警醒, 反

倒是佛法一大幸事:“若谓彼攻佛教, 佛教实非彼所能破。且
今时释子, 有名无义者多, 藉此外难以警悚之 ,未必非佛法之

幸也。刀不磨不利,钟不击不鸣, 三武灭僧而佛法益盛,山衲

且拭目俟之矣 [ 3] ! 莲池 、藕益二师的态度也反映出一个事
实:天主教的传入对明末佛教丛林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
击, 同时也为丛林加强自身反省 、为明末佛教的复兴提供了
一个契机。 ◎

注释

[ 1]莲池袾宏.《莲池大师全集》 (M).莆田:莆田广化寺
影印本

[ 2] 《破邪集》卷三
[ 3]藕益.《藕益大师全集 》第六册卷十之四 (M).莆田:
莆田广化寺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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