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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教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士林阶层对基督教的误读甚至诽谤有关。 通过对引发教案的一篇士林文章

《辟邪纪实》的研究，解读其中对基督教的诋毁言论，并分析当时基督教在民众中的形象，希冀对当时盲目反帝和反教的

认识情况稍加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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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历史上，不少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教士来访传教。 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播

西方文化。 现行中学教科书中， 一般会将明朝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传教士定位于向中国人 （例如徐光

启），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文化使者。 这是建立在中西交往向来和平友好关系基础上的一个方面，为当

下大众普遍知晓的一个主要话语表象。 在不排除这一方面存在的前提下，我们不妨换个视角，从晚清

士林的文字中，探寻中国人在历史上对基督教的一些认识和接受情况。 从这个角度考察西方传教士来

华事迹，也许能获得较为立体的见解。
二

以晚清号称“天下第一伤心人”所撰之《辟邪纪实》[1] 为例，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郑安德题解如下：
《辟邪纪实》于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五月底初版，于壬戌（1862）八月再版，增加了《批驳邪说》数

十条，作者自称：“天下第一伤心人”，其姓名与背景不详。 本书中《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前序》、
《后叙》及《辟邪纪实》上卷和《辟邪纪实》中卷据荷兰莱敦大学汉学图书馆藏本编辑整理，《辟邪纪实》
下卷、附卷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编辑整理。

《辟邪纪实》包括上卷、中卷、下卷、附卷四部分。 上卷包括《天主教集说》、《天主教入国考略》、《辟
邪说上篇》、《辟邪论下篇》四篇文章。 作者在前两篇文章介绍了天主教教内许多邪僻丑恶之事，以及天
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后两篇是杨光先当年反对天主教时旧作。

中卷包括《杂引》和《批驳邪说》两篇文章。 《杂引》中，作者摘录了《西洋志略》等书刊杂志中对天主
教描述，并对天主教加以评论批驳。 《批驳邪说》中引用了天主教的四篇文章《天路指明》、《甲乙二友论
述》、《耶稣教略》、《训子问答》，从中摘录一些字句，逐条批驳天主教之非。

下卷只《案证》一篇，从《摘录怀仁堂杂著》等书中摘录了天主教以淫邪、幻术迷惑百姓，祸害社会
的事情。

附卷包括《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三篇。 《辟邪歌》是作者以诗歌形式揭露天主教恶行，号
召大家共辟邪教。 《团防法》是作者自己草拟的，用来防止天主教流传的法规乡约。 《哥老会说》则是作
者对哥老会的起因及会中黑话介绍，并提出了除灭哥老会的一些方法。

总之，《辟邪纪实》的作者多方摘录有关天主教的传闻和文章，意图通过揭露天主教内违理、邪淫、
以幻术迷人、以妖术害人的事迹，说明天主教是无父无君，荒淫无道、邪僻虚妄、祸国殃民的邪教，宜群
起而改之，同心而斩绝之。 而虽曰“纪实”，今日看来，《辟邪纪实》中的许多记载，多属道听途说，以讹传
讹。 [2]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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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下第一伤心人”的姓名身份，有云此乃崔暕笔名。 崔暕（1834-1902），字晦贞，别名贞史，湖

南宁乡县人。出生于历代书香家庭，1856 年中秀才。其后投身湘军，治军十有五年，擢至贵州补用知州，
1875 年乡试中举人。 光绪七年（1881）以永宁知州调署仁怀知县，被吏议归。 光绪十二年（1886）再任仁

怀知县。 平生以攘夷卫道自任，守正不阿。 光绪二十年（1894）著有《论语参注》。 善书法、篆刻、通佛学。
今贵州仁怀怀阳洞内剩有篆刻。 据湖南近代史专家刘泱泱考证，正是其 1861 年 5 月始编撰《辟邪纪

实》一书。 该书首录“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摘录，《圣谕广训》即清朝帝王统治学习录，乃官民

日常必备书），以下依次为《天主邪教集说》、《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辟邪论》（上、下）、《杂引》、《案

证》各篇，附录《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末刊《辟邪纪实考订书目》。 1862 年（同治元年），又针

对新近出版的教会读物，加著《批驳邪说》一篇。 置于《杂引》之后，然后于该年 9 月付梓印行。 该书就大

体内容和基本倾向看，可以说与《湖南阖省公檄》（近代反洋教运动初期的著名反教宣传品）毫无二致，
惟篇幅较大，资料更丰富。 刊后流传甚广，历久不衰。 1871 年，又经各绅士集资重刻。 就在崔暕编撰《辟

邪纪实》的过程中，1862 年 4 月到 5 月，湖南爆发了湘潭衡州教案。 崔暕的活动及其思想，对此次教案

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他本人也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注意吸取群众斗争的经验。 《辟邪纪实》
刊行不久，他便将该书进行修订，删去《批驳邪说》和附录各篇，而增入衡州教案中散布的《湖南逐异类

公呈》，将书名改为《辟邪实录》。 [2] 如今《辟邪实录》难得，流传于世的依旧是保留《批驳邪说》的《辟邪纪

实》。
“天下第一伤心人”之名应属忧国伤时之意。1862 年《后叙》曰：“此予去岁《辟邪纪实》之作，为万不

得已，非好事之为也。 兹复批驳邪说，得数十条，增杂引后，使人知邪教之言，固无在不使人以可攻者。
或疑予徒劳无补，邪教之从不从，存乎人之本衷。 此则予亦知既从者，为牢不可破。 甚冀未从者见之，有

以激发天良，遵守至正至平之教，不使声明文物之邦，尽为邪教所坏，亦天下万世人心之大幸矣！ ”[2]471

崔暕，作为晚清士民，与其说他对清朝朝廷的恭顺维护，不如说是对封建统治的执迷不悟。 近代史上的

绅士阶层，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各自对教案持不同态度。 就封建性较强的部分而言，确实是

教案的积极参与者、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而另一部分思想较开化的，或对西方政教比较了解、或基于

清楚认识国情及考虑到斗争策略的人来说，大多对教案持理性分析甚至反对的态度。 这两种人中，按

历史阶段划分：中日甲午战争前，前者构成主要成分；甲午战争后，后一种人逐步增多，愈益发挥显著

的作用。 [3] 崔暕恰好属于前者。 湖南自宋明以来，理学盛行，重“华夷之辨”，其为湖南书香世家，必然明

其就里。 加之曾投湘军，曾国藩曾号召读书人讨伐天主教，其必也染习忠义之气。 就其对所著《辟邪纪

实》多次修改，可见其卫道思想之重。
三

辟邪，避除凶邪之意。 显然，这反映了《辟邪纪实》作者及其所代表的清廷将基督教视作邪教的事

实，由此出发，不免误导当时的无知百姓。 就郑安德所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中所记，题名

含有“邪”字篇目就有六种，包括《天辟邪事》、《邪正理考简言》、《辟邪归正》、《破邪集》、《辟邪集》和《辟

邪纪实》。 事实上，“邪教”的定义包含着反教者对基督教的误读甚至是有意误读。
上卷首篇《天主教集说》：“宋元时，间有匪徒倡立清真祆神等寺，旋亦敕毁。 迨明季，夷匪利玛窦、

王丰肃、阳马诺、庞迪我等，先后混入中国，以善作奇技淫巧，兼称能测天文，又有妖术烧炼金银，人多

惑之，海防遂废。 ”[2]473 作者将天主教与火祆教混为一谈，称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为“夷匪”，称其“混入”
中国等，用词刻薄，与其说暴露其自身孤陋寡闻，不如言暴露其歪曲事实之心。 然而文末又曰：“吾友博

览群籍，并参以实闻实见，辑为是篇。 ”乍听可笑，其实就是故意为之。
上卷第二篇《天主邪教入国考略》中将基督教相关书籍称之为“妖书”，认为大唐景教碑是伪造的。

又将和利玛窦一起的徐光启也一同视为“匪徒”，似有非我族类便要划清界限之意。 文中处处语含贬

损。 后两篇杨光先旧作《辟邪说》（上、下）则是反对天主教排儒排佛的言论。 清康熙初年，杨光先曾在天

象测算上屡次输给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难保其对于传教士和基督教怀有迁怒之

情。 作者辑录此二文，“惜当日皆不以为然，欲使其言之奇中，斯则可为当道诸公一痛哭矣！ ”其实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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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切实际的观点上搜罗论据。 中卷《杂引》与下卷《案证》亦复如是。
中卷《批驳邪说》中收录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天路指明》、《甲乙二友论述》[4]、《耶稣教

略》和沈子星《训子问答》的阅读笔记。 作者从逻辑判断上批驳四文中中关于上帝和耶稣的各种言论，
反对其中合儒排佛的成分，态度强硬。 《训子问答》，1862 年刊刻，作者实为杨格非，非其中文助手沈子

星。 杨格非 1861 年到湖北传教，《训子问答》和《甲乙二友论述》同属问答体小说，以虚拟的人物宣讲教

义。 杨格非后来受到湖南宁乡士绅周汉《鬼叫该死》一文的咒骂，诬蔑基督教是“鬼教”。 崔暕与周汉同

乡，沈子星因随“英夷”杨格非信教而被反教者视为“教匪”，又属无妄之灾。
可以说，整篇《辟邪纪实》充斥着对基督教的诋毁，谎话连篇。 在文章中诽谤基督教的内容从采生

折割、诱奸妇女、诬教民为匪、迷药、投毒、冒充官员名义发布反教檄文、剪辫、诬教堂藏军火、教堂大门

紧闭起疑、诬传教士刨挖坟墓、冒充西方使节发布反教檄以及内容不明的各式谣言无所不包。 即使有

些传教士确实存在强占土地、盗买盗卖、低价勒索等不端行径 [5]，以及在翻译作品时夹杂着权力话语，
这种中国文人的夸大其词可以说彻底消解了基督教来华“劝人为善“的本质，在无知百姓看来基督教

必是“邪教”没错。 口诛笔伐之势在附卷的《辟邪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以歌谣形式传播的谣言应

运而生，顺口易懂，通过社会人际口耳相传，成为流言蜚语。 无需全篇背诵，只其中一两句，“圣书又名

为天经，遍相引诱害非轻”，无论老小耳濡目染，便可达到谣言四起的目标，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 完全

符合“谎话说了一千遍就变真了”心理学原理。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利用“谣言“这一宣传策略，对

敌方恶意中伤，达到煽动民愤，“杀了鬼子发洋财，一声喊起大家来”，从而诱使愚昧群众付诸行动的有

效方法。 附卷还提供了行动指南———《团防法》，一步步给百姓洗脑，使得他们言听计从，走上暴动之

路。 《辟邪纪实》打着“绅民公刊”的旗号，造谣惑众，妖魔化西方宗教和传教士、教徒。 有研究者认为：
“就教案发生的时间来看，教案多发时间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与反教宣传品有关，如 1861 年《湖南合

省公檄》和 1862 年《辟邪纪实》引发了十九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大部分重大教案。 ”[6] “《辟邪纪

实》书中捏造事实，尤为荒谬绝伦，此皆引起教案的唯一原因。 ”[7]

官绅对西学的排斥集中表现在对于基督教的排斥问题上。 士林对西学排拒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

是：只凭感觉，不问科学；只袭传统，不究新理；只用感情，不用理智；夷夏之防，高于一切；崇扬迷信，排

斥科学。 [8] 他们制造谣言只为掩盖真相。而真相就是他们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防止破坏当前主流价值观

念，以防既得利益受损，危害到自身的前途命运。 他们根本对基督教的本质属性及国情认识不清，带有

偏激自负的封建情绪。 在士大夫的激励下，晚清教案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持续四十载，遍及全国。 他

们没有考虑到“辟邪”的后果———无辜百姓的伤亡，反而伤天害理。
四

然而，《辟邪纪实》在当下语境中仍然被反基督教人士公认为有力史证。 在一名为“离教者之家”的

论坛中，一篇题为《大计划：非基督教血泪史》的帖子中见到关于《辟邪纪实》的一些言论：
日期：6月 8日
简介：《辟邪纪实》出版，掀起晚清时期中国官民的反教热潮。
详情：1839 至 1842 年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获得在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在法国坚持之下，终再准

许国人信教。 咸丰八年（1858 年）及十年（1860 年）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明订给予基督
教在中国境内传教的权利，并允许天主教能收回自禁教时期被政府没收的教堂教产，而且可在任何地
区买地或租地建立教堂。 传教士有恃无恐，横行霸道，本土原有宗教和文化被大肆破坏。

在上述的背景下，《辟邪纪实》一书便因而诞生。 该书写成于咸丰十一年五月朔日（公历 1861 年 6
月 8日），为湖南省一位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所编着，内容分为上卷的天主邪教集说、天主邪教入中
国考略、辟邪论，中卷的杂引、批驳邪说、下卷的案证，附卷的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其中《团防法》
是最先提出一套完整防制入境传教机制，希望利用防卫地方的民团组织，以“团防”方式防止传教者进
入。 除此之外，《辟邪纪实》对基督教教义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内容一针见血，例如就耶稣被钉十字架
就有以下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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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辰叶：从《辟邪纪实》看对基督教的误读

“上帝子，何假人生？ 人既有罪，何为代赎？ 耶稣未生前，宇宙权果操自何人？ 既谓肉身升天，何更
有墓而使人拜？ 荒谬之极，数语中便自相矛盾。 ”

《辟邪纪实》在当时广泛流传，掀起了士大夫、官绅以至民间的反教热潮，历数十年不衰。 同期亦有
流行于四川的《植纲扶纪－－讨洋人檄文》、福建林昌彝着《辟邪教论》等等，皆为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危机
的一种醒觉。 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认为基督教与列强侵略息息相关，纷纷对大众宣扬反教思想，至
使民教冲突，“教案”此起彼落，大小合共达五百余宗。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对基督教，并非始于晚清。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在耶稣会士利
玛窦死后六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便曾对在华的天主教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曾三次上疏，并逮捕西
洋及中国教士教民二十余人，造成“南京教案”。 随后陆续有不满天主教的言论，包括明代出版《破邪
集》、清初《不得已》，直至雍正禁教后，反教言论趋向沉寂。

为纪念中国人民对基督教侵略的对抗，谨以此书的出版日期作纪念日。 [9]

此段文字被名为“反基督帝国”的网站转载，标题为《（清）天下第一伤心人：<辟邪纪实>》，是某种

意义上的声援。 文末资料来源显示，参考了呂實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2006）和

《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1994）。
没有分清帝国主义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是清朝士大夫阶层的缺陷。 中国官绅有从儒家传统、华

夷之辨、人兽之辨、基督教教理出发以及基督教新旧传教士相互批评等种种理由来反对基督教 [10]，其实

际用心多少是反对帝国侵略的，难以量化。 而当下反教者对于历史的认识不清同样是悲哀的。 没有解

决历史问题反而翻旧账似的激化社会矛盾不是明智之举。 分清侵略与传教的界限，分清宗教与邪教的

界限，分清误读与正解的界限，是仍然值得当下的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五

在研读了《辟邪纪实》文本后，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蓄意破坏大众和基督教及来华传教士关系的“叵

测居心”。 谣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成鼓舞军心的良策，前提是保有善良的目的用意。 晚清连续四

五十年代的教案潮，如今看来，多半是由于谣言的作祟。 这听起来显得和不实谣言一样荒谬可笑，却实

实在在地伤害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命。 现在越来越多基督教传教士的文本被发现、整理、重新出

版，如何看待一度被认为是邪教的基督教，或许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可能。 从传教士文学及其回应

文章（或者说“对骂”言辞）来看，我们应该能从假丑恶的迷雾中辨明真善美的所在。 中西不同文化的相

互理解与误解，很大程度上在于诚心诚意的沟通。 从邪教到正教的转变，在于诚意去理解思考一个宗

教的人数的增加。 希望更多的人能秉持理性、怀抱宽容地去看待、接触、认识、理解一个异质文明及其

文化，或许世界上就会减少很多名不副实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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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Critical Reading on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Reading

LIN Lin-hua
(Zhangzhou Normal College,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For students wh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s an more important skill tha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igh school English critical reading situation,
focus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reading at senior high school whether or not to implement crit-
ical reading teaching and students in the reading process whether or not to use critical read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ritical read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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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 Men Stopping Rumors: Pi Xie Ji Shi and Christianity Misread
LU Chen-y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Missionary cases occurr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largely related to the
misreading and defamation of Christianity by the officialdom class. This paper studies an officialdom article
of Pi Xie Ji Shi that triggered a missionary case, interprets the slander remarks on Christianity and
analyzes Christian images at that time in hope of correcting blind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lericalism.

Key words: Pi Xie Ji Shi; Christianity; rumor; missionary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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