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范生与基地学校导师研习合作成果



 林红玲，吉林大学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吉林毓文中学教师，北华大学教育硕士导师。2014

年、2015年获吉林市普通高中提高教学质量培育优秀人才突出贡献奖（吉林地区高考历史单科最高分）。获“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论文一等奖。在《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和《长春师范大

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和教学论文。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出版学术专著一本。

宫傲嘉   历史文化学院14级学生，曾任吉林市文庙义务讲解员，多次获得奖学金，参加多项社

会实践活动。



天主堂开天籁齐，

钟鸣琴响自高低。

阜成门外玫瑰发，

杯酒还浇利泰西。

          ——尤侗《外国竹枝词》



前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进入中

国的高潮：一是佛学东渐，二是西学东渐。

    在西学东渐中，传教士起着重要的作用，充当了交流的

媒介，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其中的典范就是利玛窦。他是继

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位用完整的国际眼光考察中华文明的

西方人。

    有人评价他是对中国最有贡献的外国人，真正沟通中西

文化的第一人，在中国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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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音“jiān”《尚书·禹贡》：“东渐于海。”意为，流入。
东渐：原指河水东流入海，引申为向东方流传。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末年(15,16世纪左右新航路开辟

后）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
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
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
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西
学
东
渐

何谓西学？
    所谓西学，是指西方产生并且传播到东方的学说，也被
称为新学，也泛指西方近代文化总称。西方这一概念是历史
的产物，明朝万历年间，我国就将欧美等国家传入中国的科
学文化统称为西学。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涌现出大批的杰出人物，但
比起一个人的成就来，其他人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中国
近代化起始于西学的输入。而首先带来西洋学术文物和
思想的就是这位西学东渐的开创者——利玛窦。



中 文 名 利玛窦

外 文 名           Matteo Ricci

国 籍 意大利

出 生 地 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

出生日期           1552年10月6日

逝世日期           1610年5月11日

     “利玛窦”为中国式名字，开启了洋人取汉名之先河，也是他接受的第一个中国习俗。在
《出使四国日记》中曾提到“西人之显明于中国者，自利玛窦始。”
    他号西泰（Sithai，为河漕总督刘东星所取）、清泰（语出虞淳熙《杀生辨》）、西江
（初抵肇庆时居西江畔）、大西城山人（一著作《交友论》署名）、利山人、西泰子。
    中国士大夫多尊称他为“利子”、“利公”、“利先生”、“泰西儒士”等。



     
     利玛窦中国行程
  
   1582.8.7 抵达澳门。
   1583.9.10 到肇庆并建西武寓所。
   1589 广东总督欲从肇庆逐出利玛
窦，辗转到韶州（关）建第二个寓所。
   1595 南昌立足，建第三个寓所。
   1598 入北京，欲修改中国历法，
未果。南返南京翌年建第四家寓所。
   1601.1 作为欧洲使节入京向万历
皇帝晋奉礼品，但未能亲见皇帝。自
此享受“大官廪气”待遇。
   1610年5月去世。万历皇帝为利玛
窦首开赐外国人墓地先例。



澳门篇

初到澳门识墨宝      扑朔迷离学汉语



 
这三个书写的

必须工具

它们式样繁多 

装饰精美

 ——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一纸一砚一世界     一笔一墨一人生

利玛窦所使用的文房四宝，现已无从考证。
此图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
交融的使者》巡展中，所展示的明代万历年
间的 。



   1582 年8 月7 日,利玛
窦抵达澳门。在澳门,利玛
窦开始学习汉语,拜师完全
不懂西语的中国人。澳门
就此成为中西语言比较的
第一个实验室，

也成为远东第一所
东方语言学校。

1565年创办（前身为圣保禄公学）  
1762年关闭



    2010年是利马窦
逝世400周年，为纪
念其促进中西科技文
化交流的伟绩，澳门
特区政府在澳门著名
景点大三巴设立其铜
像。澳门邮政局特推
出利玛窦逝世400周
年纪念邮戳。

    利马窦铜像由铜合
金铸造，高2.2米，重约
半吨，身穿中国明朝士
大夫服饰，右手执毛笔，
左手提古籍。

纪念邮戳



    1582年（万历十年）罗明坚与巴范济在一次与广东总督陈士峰会面的珍贵机会中，
送上了一座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洋自鸣钟作礼物，换取了他们在肇庆长达四、五个月的
特殊居留恩许。为随后而来的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于明末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583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1583年9月10 日，利玛窦和罗明
坚打扮成和尚，来到了肇庆。
    利玛窦初到肇庆时担任神医工作，恰好王知府的公子得了痢疾,中医的各种草药都无
济于事，而利玛窦用奎宁药治好了其病。由此博得王知府的好感,认为他是有德之人。这
样，利玛窦有了保护人,并获准建造房屋居住和建教堂
传教(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个传教组织和教堂),任何
人不得打扰。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习俗,利玛窦在生
活方式上开始中国化。他使用中国姓名,削须剃发,身
着僧衣,平时与人交往送礼物，行叩头礼,把自已看做
是佛教的和尚，称为“西僧”。他在信中曾自述到:
“我们穿戴如同中国僧人模样,放弃欧洲神父所用的
十字型方帽。”在王泮的影响下，其他官员纷纷效仿
与其交游。利玛窦立足于肇庆，一住十年,为今后在
大陆的传教打开了局面。

根据历史画复原利玛窦在1583年9月10日
坐船沿西江抵肇庆，途经羊岭时的情景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马窦、罗明坚两位传教士经当时的肇
庆知府王泮特批，在崇禧塔边建造了肇庆第一座教堂——仙花寺。王泮
亲笔题写了两块匾额，以示祝贺：一为“仙花寺”，挂在寺的门口；一
为“西来净士”，悬挂在圣堂上。

         仙花寺，以内地第一座天主教教堂而载入史册
   “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寺”是中国佛教道场。
利玛窦将天主教堂起中国化的名字，拉近了他与肇庆人的距离。
    



上书：“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
窦于公元1583年9月10日（万历
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抵达肇
庆，在肇居留六年。公元1585
年11月24日（万历十三年十月
初四）在此建成仙花寺，这是
中国较早的欧式风格建筑。”

    1585年11月24日，中国内陆第一
座欧式天主教堂仙花寺全面竣工。教
堂分上下两层，外墙用青砖砌成。屋
顶树起了木十字架。
   《利玛窦扎记》对当时的仙花寺有
以下的描述：“建筑结构新颖，颇为
美观。中国人一看就感到惬意。”
    圣堂大厅上挂有圣母玛丽抱着小
耶稣的大幅彩绘油画像，大厅陈列着
自鸣钟、铜制地球仪、浑天仪、太阳
钟及被称为无价之宝的威尼斯三棱镜，
还有圣经和各类书籍。从仙花寺的窗
户望去，西江水浩浩荡荡地奔流，江
上舟船来来往往，一派繁华景象。可
惜一百多年前，一场冲天大火将仙花
寺烧毁了。

中国内陆第一台机械自鸣钟

利玛窦带来的地球仪



篇

蓄发留须做儒士      熟读四书传儒学

韶州、南昌



    1589 年（万历十七年）夏天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
    1590年，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
称教宗西师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
因期盼能传“天主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
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明帝能对此四僧“给有
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
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
   1591年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开始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约在1593年11月（一
说1594年）翻译完成，并寄回本国，但可惜没有出版，而且翻译手稿现已失传，只
是在他的著作“Opere Storiche”中列有“四书”名称。



    在利玛窦的译本中，他尤其重视孔子学说
和强调儒教的宗教性。孔子学说被解释为说教
的典章，帮助人们去理解《圣经》。孔子是中
国的“哲学之王”，他编了“四书”、“五经”
（The Doctriness）。利玛窦认为这些书是中
国人的“道德指标”和“人类理性之光”，所
以利玛窦将其介绍给耶稣会士，作为伦理及社
会政治的评价标准。利玛窦对儒家的伦理思想
作评价时说：“儒教的目的是国家之和平安宁，
及家庭与个人的良好关系；在这方面，儒家的
主张很好，合于天主教的原理。”很显然，利
玛窦从基督教的价值观对儒家伦理和孔子思想
作了积极的肯定。
   利玛窦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时，取名为
“Confusius Sinarum Philosohus”
   拉丁文版的《论语》，包括《大学》
（Magnae Scientiae）、《中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s）《论语》
（Rationcinantium）三书的译文，因为利玛窦
反对《孟子》学说，而未将《孟子》纳入。

利玛窦所穿的儒服样式



    利玛窦在南昌定居三年，而这三年的传教活动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598年底南
昌已有教徒200多人，利玛窦还在南昌广交官员、儒士和望族等。他在南昌交友的一个显著
特点就是以文会友。他与他们谈论天文、地理、哲学、神学，赠送和介绍多棱镜、自鸣钟、
天体观察仪、日晷、地球仪、世界地图和书画等西方先进科技产品。还著书立说，如《交
友论》、《西国纪法》、《天主实义》等，传述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
丁等关于交友之道的格言。
   《交友论》是他用中文写的第一部书，1595年刊印于南昌。该书曾收入《四库全书》子
部杂家类存目，约三千五百字，是关于论友谊的西方格言和中国的贤人贤语。书中所论及
的交友之道皆为至理名言，如他说：“吾友非他，乃第二个我也，故当视友如己
焉。”“友之与我，虽有二身，二身之内其心一而已”。

这部《交友论》使我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同时，也使人认识了我们欧洲的作为。
                       ——利玛窦



南京篇

遇到李贽以心交      既见光启把书译      



南京是中国人认为全世界

最重要的城市

我也承认 这座城市在

东方各国的确首屈一指

我还敢说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

能与之媲美

      

         ——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从澳门到肇庆，一路北上韶州和南昌，再到南京，
他过着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的生活，相当深入的融入了当
时士人的生活，利玛窦在南京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结识
了徐光启、李贽等朝野人士。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

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观国之光未? 中天日正明。

      ——李贽《赠利西泰》

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
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
四万余里矣。及抵广州南海，然后知我大明
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住南海肇庆几二
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
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
《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
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
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
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
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诌，非
露聪明则太闷闷瞆瞆者，皆让之矣。但不知
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
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
太愚，恐非是尔。    
                                        

—— 李贽《续焚书 与友人书》

1599年利玛窦北上来到南京。适逢李贽也作
客于此。不肯轻易谒见达官显贵的李贽，这
一次不惜纡尊枉驾，亲自登门拜访利玛窦。
出于敬意，李贽送给利玛窦两把扇子，上面
有他亲笔所提的两首小诗。



利玛窦与徐光启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          
《几何原本》

    在徐光启眼里，“西泰诸书，相比之下，学习八股文章如同
“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 在利玛窦带来的众多书籍中，徐
光启选中了《几何原本》。这是古代西方数学的经典之作。古希腊
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巨著《几何原本》集当时希腊数学之大成，是用
公理化方法建立起来的数学演绎体系的最早的典范之作，在西方甚
至被称为“数学的圣经”。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
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因此，“此书未译，则
他书俱不可得论”。反过来，利玛窦也认为，“把欧几里德的《几
何原本》译成中文，此举不但把科学介绍给大明帝国，提供中国人
一种有用的工具，而且也使中国人更敬重我们的宗教”

该书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
不大像是一部数学着作；如果鉴于我国古代把这
门数学分科叫做“形学”,意译成《形学原本》,
又显得太陈旧.于是,利玛窦提议：汉语中的“形
学”,英文叫做“Geo”,它原指希腊的土地测量,
可在汉语的词汇里找个发音相似、意思相近的词.
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觉得不理想,后来他
想起“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
便主张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



北京篇

紫禁城内来献礼      万历喜得自鸣钟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携带大量进贡皇帝的珍
品，由南京启程,出发北上进京,途经扬州、淮安、
济宁、天津等地。几经周折，于1600年7月下旬,利
玛窦才抵达天津。在苦等了半年之后,终于接到进
京的圣旨，于1601年1月24日进人北京。
   利玛窦到北京后，当天晚上,在太监们的安排下,
利玛窦就开出一张“贡献土物表”，进献天主图像.
圣母像.圣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自鸣钟，西琴
及《坤舆万国全图》等物，第二天这些贡物便由太
监送进宫内。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对自鸣钟情有独钟,还特地在皇官内为自鸣
钟盖了一座钟楼。但他最后并没有亲自接见这位传
教士,而是派了两个画师去给利玛窦画了像。随后
利玛窦搬出暂住地“四夷馆”，被允许在北京长期
居住,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只
有他才能修理自鸣钟。”



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坤舆万国全图》

万历皇帝命人给利玛窦画的自画像



   利玛窦用了13 年的时间(1588-
1601),由澳门沿着肇庆、韶关、南
昌、南京、天津等地,最后成功地人
住北京。他是第一个进人紫禁城的
西方人,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
中国的发展。1605 年,利玛窦在宣
武门买了一座大宅院,作为“北京会
院”(即今“南堂”)。由于在京城
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
年之内就变得十分稳定,天主教的信
仰在各地滋长起来,中国成为利玛窦
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那时候,
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比得
上利玛实,他被尊称为“利西泰”。

       南堂是由意大利籍传
教士利玛窦在明万历三十
三年兴建的，早期的南堂
名叫宣武门礼拜堂规模非
常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
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
一座十字架以表示其天主
教堂的身份。
　　清顺治七年，在德国
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
主持下，在宣武门礼拜堂
的原址上开始了天主堂的
翻建工程。



   碑身正中刻有“耶
稣会士利公之墓”八
个大字。右边碑文是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
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
人。自幼入会真修明
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
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
来都,万历庚戌年卒。
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
十二年。”

         利玛窦墓
现位于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庭院内

    利玛窦在1610年(万历三十
八年庚戌)5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享年59岁。按照当时中国的惯
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
但是中国的教友为了纪念利玛
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
葬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破例
准奏，亲赐葬地和安葬祀费，
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
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
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见
《大西利先生行迹》)，墓碑是
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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